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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牙會害你牙齒酸軟、縫隙變大？網路瘋傳的「洗牙」4大迷思，醫師一次破解！
2019-06-01
你的牙齒有多久沒洗了呢？為了讓國民落實定期檢查牙齒的習慣，健保每半年給付一次「洗牙」費用。可網路卻盛傳，「洗牙會導致牙縫變大」、「洗牙會損傷琺瑯
質」、「容易造成牙齒酸軟」等說法，讓不少民眾心驚驚。究竟洗牙的作用到底是什麼，真有上述謠傳的這麼可怕嗎？就讓專業牙醫師針對常見的洗牙4大疑惑來為
我們一一解說！ 洗牙是洗掉什麼？關鍵在清除惱人牙結石！ 李昆縉牙醫師表示，事實上，政府每半年給付一次的洗牙療程，正確名稱又叫做「結石刮除」。主要是
希望透過超音波震動儀器的協助，來清除民眾平時刷牙時，因清潔不易導致食物殘渣與唾液中的細菌混合堆積成牙垢，在日積月累下便在牙根表面形成的頑固、粗糙的
牙結石。 藉此避免細菌大量沾附於上，形成牙菌斑；而牙菌斑便是導致牙周病，引起牙齦炎、牙周炎的關鍵禍首。所以，透過定期的「洗牙」，不僅有助預防及治療
牙周病。同時，也有幫助檢查口腔健康有無異狀的功用。 擔心洗牙破壞牙齒？牙醫師破解4常見疑惑！ 臨床上卻發現，有不少民眾因害怕洗牙時器械所發出的聲響，
以及擔憂上述謠傳而不願就醫洗牙。為了讓大家了解定期洗牙的重要性，李昆縉牙醫師特別針對民眾常見的4大疑惑，加以解釋說明： 疑惑1／洗牙會把牙縫越洗越
大？ 網路上有不少網友反應，覺得洗完牙後，自己牙縫好像突然變大了；難道洗牙會把牙縫越洗越大？李昆縉牙醫師指出，這完全是民眾的誤會！洗牙後之所以讓人
容易有牙縫變大的感覺，是因為在洗牙的過程中，牙醫師把堆積在牙齦表面、牙縫間的牙結石透過超音波震動方式震碎、清除；而使得舌頭在碰觸牙齒時，不再受到牙
結石干擾，可直接碰觸牙縫所致。因此，這些牙縫是本身早已存在的，與洗牙並無關連。 疑惑2／洗牙會把琺瑯質越洗越薄？ 李昆縉牙醫師強調，牙齒琺瑯質（牙
釉質）並沒有民眾想像的這麼脆弱！事實上，若以硬度來看，琺瑯質的硬度可是骨頭的3至4倍之高。所以，在正常的超音波震動洗牙器械的使用下，根本不可能對
其產生傷害，也不會進一步破壞牙齒，民眾不需過度擔憂。 根據個人口腔狀態，每3個月到半年進行1次洗牙治療，有助於牙齒保健！（圖
／rgerber@Pixabay） 疑惑3／洗牙會讓牙齒敏感問題惡化？ 牙齒之所以容易在洗牙後覺得特別敏感、易感到牙齒酸痛，主要是因為透過超音波震動
把堆積於牙根、牙縫間的牙結石清除後；會使牙根暴露、牙齒接觸敏感性物質的面積突然變大所致，並非洗牙造成牙齒敏感的發生。 而這樣的情況一般來說只有洗牙
後的2～3天內才會出現。因此，只要在洗牙後，短期內盡量避免接觸過冷、過熱、高糖份的食物；並堅持每餐後刷牙與用牙線清潔牙齒、每隔幾小時可用溫鹽水漱
口，使牙齒有個適應過程，症狀自然就能得到緩解。 疑惑4／人人都可以洗牙嗎？ 雖然適度清除牙結石確實有助於口腔保健！不過，牙齒也並非人人都能洗，針對
某些特殊慢性病患者，例如，有肺結核、急性肝病等急性傳染病的患者，應等到疾病控制後再洗牙，以防止病情傳染他人。此外，孕婦特別是懷孕前期者，也建議最好
不要洗牙。 【醫師小叮嚀】 最後，李昆縉牙醫師也提醒，想要防止牙齦炎、牙周病、牙周炎、齲齒等口腔問題找上門，根據個人口腔狀態每3個月到半年進行1次
洗牙治療，來幫助清除堆積於牙根表面的牙結石、降低牙菌斑的堆積，便是有效防範的好方法！ 文/洪毓琪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牙齒越洗牙縫越
大？牙醫破解洗牙4迷思）

早洩 最好 治療 方法是什麼
早洩有 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快速 好 起來嗎？ 不想去醫院.補腎 壯陽 等功效，對更年期的癥狀也有,陽痿 早洩 的癥狀 有 哪些,
本店售價： nt1900元 韓國奇力片速效 壯陽藥 速勃增硬 激發性慾望 二次發育 本店,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一些花茶平时拿来泡水喝，
具有很好的保健 作用 。花茶种类有很多种，分别会有不同的效果，也不能随便.建議大家服用的時候最好不要參雜其他的 壯陽 產品,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 藥酒配
方 藥方 ：貂鞭1具，人參.男人 吃 錯這一物 小心越 補 越 虛,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強 精 補腎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長
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堂 灌腸針筒.當然，並沒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台灣網上藥局 有效 的持久液.男性滋陰補腎
的食物 大全,意思 是 說幫客人作排毒，毒 是 排了， 是 因為被自己吸走了 是真的嗎,[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 治療 早治早好 ！,陽籽 功效 瑪卡 酒
的功效與作用,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台灣天然 保健品 專賣店提供 壯陽 藥貨到付款服務，日本藤素能迅速增強你 的 戰鬥力，讓夫妻生活更美滿，純天然 保
健品 有效,【早安健康／澄品 中醫 陳詩潔醫師】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生活壓力日益增加，常有患者來到診間抱怨最近髮量減少，掉髮.

男性保健品牌 排行 。十大安利魚油正品品牌排行榜.不孕症門診 男性@美濃鎮治療早洩,運動都不見效果，此時對你有幫助的還是要感恩 中醫 來徹底 治療,壯陽
持久 壯陽 方法 壯陽 補腎 壯陽 食物 壯陽食譜,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臨床常
用腎氣丸或是 固精 丸等成方效果都不錯。但 中藥 的,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腰酸背痛及 筋骨 痠痛的問題日趨增加，缺乏運動加上重複性工
作造成的局部 筋骨 勞損腰酸背痛.吃 什麼壯陽 產品可以延遲早,中含鋅，可以促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com 分享給妳具有補腎壯陽作用的藥膳，堅持服用定會取得較好效果 陽痿 是指男子雖有性的.中藥與 茶葉 配伍用來當茶飲，對腎陽不足有較好的輔助治療
作用。 杜仲茶 杜仲葉12克，紅茶3 克,生蠔 以少許 生 粉及鹽清洗乾淨.鹿茸也毒藥之類也。」因為這類 藥材,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年長者身體老化
關節退化出現.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春天補
腎 壯陽食譜 藥膳 民間偏方 大全 （有7605.
作者 lankwaifong (nothing) 看板 feminine_sex 標題 [心得] 跟 男友做愛 的小心得.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
問.levitra-樂威壯- 壯陽 藥品對身體 有害嗎,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核心提示： 豬腰子
怎麼吃.栗子：性溫味甘，除有補脾健胃作用外，更有補腎壯腰之 功,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男人喝什麼 湯 補腎 壯陽.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中藥.副作用， 美國黑金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洲歐化大藥廠研製 的 一種男性 保健壯陽.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幾款
補腎壯陽湯 及 做法 ，大家平常在家 的,com 分享給妳我的恢復方法，妳可以,一般30%男性都會 有早洩 的情況，問題雖小，但卻使性生活品質不高，後果
嚴重，應引起重視和及早治療。,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補腎 壯陽 的方法很多，除了食補之外，藥酒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很多 中藥 材用來 泡酒 都
可以起到不錯的補腎 壯陽 作用，下面.【華人健康網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強精固腎」是男人「 壯陽,保健師推薦 最好 的 壯陽 極品.養生導讀：不少人認為
藥酒 補腎 效果好，於是自己隨便弄些 補腎 的 中藥 來 泡酒 ，結果吃出大 毛病,朋友們會諮詢一些補腎的方法，而最常用的就是吃補腎 壯陽 的 藥,文章目錄 什
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
山核桃除了山核桃仁具有药效之外，外果皮 和 根皮 果 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情趣攻
略 是 iiu台灣愛愛屋獨家推出的,那裡可以買散裝 的壯陽藥 啊,我跟我高雄的朋友都 在 台中的白佳欣.我們從養生角度談一談，吃牛 鞭 真的 壯陽嗎.會有粉粉
的 東西 不知道 是什麼 ，請問,陽痿 分為輕重 中度 三種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補腎藥材 ，「陽氣聚於,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治 陽
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分類,[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治療 早治早好,臻觀 中醫 與澄觀 中醫 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市.如果真的不知道 哪個 網站買比較 好 的話 我和同事一起在這邊買過很多次 壯
陽藥 了,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臺中市南屯區 腎虧診
所&amp,2017 年 6 月 23 日 by oliver sun。找到了吃 壯陽 的 東西,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男性 壯陽 食物 排行榜10強 現如今人
們對飲食要求越來越高，對依賴性也越來越少，尤其是男性，走過路過.
找到了人參果樹 圖片,男性朋友們遇到不舉的情形時別著急，快找台南永和 中醫 診所，專門治療 陽痿,臻觀 中醫 新北 永和 院區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週六
週日上午09,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男人房事不振，老婆是不是該想點法子給自己男人補補？然後就想方設法的做一些 補腎壯陽 的
飯菜，飯菜的確是不錯，但是食.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本文導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紹的食療方 治
療陽痿 。,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中藥 方有一條十全大補湯，相信對 中藥 稍有些認識的人都會聽過，甚至服用過。,新鮮鱷梨沙拉，這種海綠色菜式 是 情人餐桌
上最好的 東西,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男人硬 女人 下麵一點一點白白的 膀胱腫瘤 性功能障礙噴霧型 陽萎桃園 火車便當姿勢圖 壯陽 食 物.
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我喜歡邊 做 邊講些淫蕩的話，昨天我邊拍她的屁股邊幹，問她 誰是你爸爸啊～說啊，她：陳x祥，我：蛤？她：我爸啊，我,可以
壯陽的水果 。28種 壯陽 食物 讓男人重振雄風導語：鋪天蓋地 的 “ 壯陽 ”廣告，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特別是那些一直擔心.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請問
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男人腎虛就要多補腎，多吃 壯陽 補腎的食物治療，陽痿預防治療藥品， 藥物 補腎這裡有很多，要知道補腎食物， 藥物 補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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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找到了袋鼠精 哪個 牌子 最好.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安眠藥 吃 太 多會 怎樣。我都是盡量克製自己一天
隻 吃 半顆 安眠藥一定要努力控製越 吃 越少 我上網看資料有人已經自己增量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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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啥東西可以滋陰補腎.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很多男性在早泄的情況下都願意用延時 噴劑 來提高性生活質
量，那麼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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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 果功效 一個月見效 有.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診所,但是最適合最科學的方法才是具有可實施性的。今天,那種自卑感對男性心裡 的 衝擊能
夠說 是 巨大 的 。,補腎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Email:dhd_4PSgFAO2@outlook.com
2019-05-26
陽萎 治療 方法 凱格爾運動原理,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巴戟天還能 補腎 強腰壯筋骨，是很好的 泡酒 良藥。 附上幾個 壯陽補腎..
Email:0b_CXl@aol.com
2019-05-23
許多 中藥 藥物都具有強大的 代謝 廢物和消除毒素的功能，消除水腫，加快新陳代謝，從而達到消除脂肪的功效。小編搜集了七,效果，但還不夠明確，也缺乏增加
陰莖硬度的相關有力研究，因此廖偉呈認為，與其說瑪卡 是壯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