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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泡湯昏迷案頻傳，醫師：「這些人」要特小心！超重要泡湯注意事項，通通都在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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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夫妻泡湯，妻子剛泡就覺得身體不適，起身走卻直接暈倒，頭撞到溫泉池嚴重撕裂傷且腦水腫；丈夫為救妻，緊急飛撲下也撞斷4根肋骨。本想泡湯享受，卻住
院收場。 臉書粉絲專頁「搶救急診室」日前貼文指出，氣溫下降數日，已有多起泡溫泉昏倒案例，詢問事發經過，原因可歸納為單獨一人泡單人池、身體不適還泡湯、
有心血管疾病、喝酒後泡湯、泡湯時門窗緊閉、泡20至30分鐘才起身等。 振興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急診科主任陳振德表示，每年到秋冬交替時節，就會有泡溫泉
泡到緊急送醫案例。分析類型，主要是泡太久導致血管擴張，又突然起身，導致姿勢性低血壓而暈倒；或有高血壓、心臟病等病史，泡湯造成心肌梗塞、腦中風。 陳
振德表示，當泡湯超過10分鐘，下肢的血管就會擴張，如果起身前沒有先在湯匙邊坐一下再站起，很可能因為姿勢突然改變造成低血壓。如果單純只是暈倒，通常
只要讓患者平躺，休息5到10分鐘並協助補充水分，患者就會轉醒。 陳振德說，如果不幸暈倒時撞到尖銳物品，則可能造成嚴重外傷、腦水腫甚至要到加護病房治
療。泡湯後若要起身，應先坐在湯池邊休息一下再站起來。 泡湯泡到姿勢性低血壓並非年長者專屬，陳振德說，日前收治一對40餘歲夫妻，妻子剛泡沒多久，就覺
得水溫很熱、身體不太舒服，隨即站起來、才跨2步就暈倒，頭還撞到溫泉池邊，導致嚴重撕裂傷，且有腦水腫，住院4天才好；丈夫當時心急想救太太，飛撲過去
也撞斷4根肋骨，住院一週才出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急診部主任顏鴻章受訪時也表示，日前收治一名80餘歲老太太，她跟家人一起去泡湯，但家人發現，老太太怎
麼泡這麼久都沒出來？進去找人時發現老太太早昏倒在池邊，也是因為泡太久、血管擴張導致的昏迷，所幸送醫後沒大礙。 顏鴻章表示，泡湯會讓人流汗、脫水，血
管中的水分會散失，到腦部的血液養分也會比較低，比較容易造成混淆、昏迷，甚至有熱衰竭問題。泡湯時一定要注意補充水分，且應間隔式泡湯，泡5分鐘就休息
一下再泡，不要一次泡太久，也最好不要一個人單獨泡湯，以免發生危險無人知。 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者，泡湯都要注意；顏鴻章說，糖尿病者可能因反射較差，
不會感覺熱，曾有糖友泡到燙傷都無所覺，甚至血管收縮、缺氧了，也不覺得痛。 至於溫泉湯池常有冷熱池設備，顏鴻章也提醒，冷、熱池不要馬上換著泡，泡熱池
時身體熱、血管擴張，如果立即換泡冷池，血管又收縮，太多血液突然回流心臟，會讓血壓上升、心臟負荷增加，對有心血管疾病者更是威脅。 責任編輯／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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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配方 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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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委託試驗申請書- ub 摻 西藥 檢測utis application form,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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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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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陰莖短小等！本商城有美國原裝進口 壯陽 藥， 壯陽 藥讓你,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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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壯陽 產品可以延遲早,全國最多中醫師免費醫療諮詢,單一長期依賴益菌不是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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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就是對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 的介紹， 通過瞭解以後我們知道鎖陽是有一定的 治 早,外兩大因素。內在來看「肝主筋.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一些治療 早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韭菜， 是 我們非常喜歡而且經常吃的一種植物，尤
其 是 韭菜肉餡水餃，在當今生活質量的普遍提高，也不失為一種美味。.。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台中泌尿科推薦 治早洩 。台中要推薦一家的話 建議到台中
榮總的一般外科 從門診去安排開刀 如何 用 飲食調理陽痿 早洩 狀況,買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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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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腎壯陽中藥配方,冬至時節進補暖身 食療養生 菜譜大全,夏草 壯陽 壯陽 吃 什麼
東西 壯陽 水晶,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