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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一定比較緊，天天做愛會鬆掉？婦產科醫帶你一窺女生「下面」的秘密
2019-06-04
天天做愛或自慰會把陰道越弄越鬆嗎？處女陰道一定比較緊實？嘿咻時陰道發出「啵啵」聲響，代表陰道鬆弛了嗎？享受美好的性愛生活是人之本性，但許多人擔心頻
繁啪啪啪會造成陰道鬆弛，不能樂在其中。對此，婦產科醫師有話要說！ 陰道鬆弛會危害健康嗎？ 婦產科醫師曾郁文表示，陰道鬆弛對健康的影響不大，雖然有些
女性會擔心因陰道口張太開，容易讓細菌跑進去，但陰道內本身就不是無菌狀態，多了一些壞菌跑進去，也不必然會導致陰道感染，主要關鍵還是在於陰道內的環境好
不好。對陰道鬆弛的女性來說，最直接且主要的影響還是「性生活滿意度」。 會不會陰道鬆弛，跟生小孩方式有關係？ 造成陰道鬆弛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懷孕生產。
值得注意的是，剖腹產的陰道鬆弛機率，並不比自然生產低。曾郁文醫師表示，自然產和剖腹產的最大差別，是剖腹產的陰道外口沒有經過拉扯，可以保持原有彈性，
但實際上，無論是自然產或剖腹產，都會撐大骨盆底組織，導致陰道鬆弛。 門診中就有不少剖腹產媽媽透露，和先生做愛時會覺得充實感不如以往，老公也覺得陰道
裡面「空空的」。甚至，還有姊妹淘在閒聊時訴苦，以前生理期使用棉條好好的，但剖腹產後，每次月經一來都覺得棉條塞不住，甚至有快掉出來的感覺，明顯有陰道
鬆弛的情況。因此，千萬別再迷信「剖腹產不會陰道鬆弛」的觀念啦！ 與性愛有關的3大陰道鬆弛問題，妳都懂嗎？ 另外，不知從何時開始，許多人有處女的陰道
比較緊實、常常做愛容易陰道鬆弛等觀念，且一代傳一代，殊不知，這些觀念多半是錯的。以下將列舉3個與性愛有關的陰道鬆弛迷思，逐一說明： 性愛次數太多、
男性陰莖尺寸太大，並不會影響到陰道的彈性度。（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迷思1／頻繁做愛或自慰容易造成陰道鬆弛嗎？ 先講結論，答案是「不會」！曾郁文醫師
說明，緊緊包覆陰道的環狀肌肉組織，彈性相當好，就跟人的口頰肌肉彈性差不多。想想看，當我們大口吃著蘋果，連續咀嚼10分鐘，或是咬著比嘴巴原本口徑更
大的熱狗，只要吃完食物，嘴巴還是會回復到原位，完全看不出曾經被拉撐的痕跡。 陰道也是一樣的，並不會因為性愛次數太多、男性陰莖尺寸太大，而影響到陰道
的彈性度。所以女性朋友們，無論是與另一半共赴雲雨或是自慰，都不用擔心，快樂地享受性愛吧！相反地，趁陰莖或手指在陰道內時做做凱格爾運動，不僅有助維持
陰道彈性，還能增進情趣，一舉兩得。 只是，需提醒的是，雖然陰莖粗細不會影響陰道彈性，但如果「小弟弟」的尺寸太大，在性愛過程中又遇到陰道不夠濕潤，強
行進入容易造成陰道壁擦傷，美滿度大扣分。醫師表示，即使陰道彈性很好，但仍有極限，遇到類似情況時，建議適當地評估雙方狀態或利用潤滑液輔助，使過程更順
利，才能擁有健康且良好的性生活。 另外，陰道彈性不可能一夕改變，女性朋友如果發現以前做愛時很有「充實感」，現在卻覺得「空虛」，不一定要懷疑自己陰道
變鬆了，也可能是換了新男友，或男性勃起不完全導致的喔！ 女性陰道就像衣服有尺寸的不同，有些人天生陰道比較大，有些人較小。（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迷
思2／處女的陰道較緊實，嘿咻較有感？ 許多人認為處女的陰道比較緊實，但曾郁文醫師表示，女性陰道就像衣服一樣有大小尺寸的不同，即使同樣都是未有過性行
為的處女，有些人天生陰道比較大，有些人較小。 臨床研究和觀察發現，陰道大或小與人種、體型的關係密切。通常體型肉肉的、骨架高大的女性，陰道尺寸較大、
較長。而以人種來說，西方女性的陰道尺寸多為M、L號，比東方女性多為S號大上許多，不僅使用的按摩棒較粗，就連生小孩也很輕鬆，少有產道裂傷的情況。
曾醫師表示，對東方女性來說，由於陰道較小，當寶寶體型太大、體重超過3500公克，產婦生產的時間會比較久，分娩後也常見產道和陰道口撕裂傷的情況。反
觀歐美國家的女性，陰道較大，生產3500公克的寶寶也是一瞬間、輕而易舉的事，有些人甚至分娩4000公克巨嬰也不覺得困難。 除了陰道鬆弛的原因之外，
「陰吹」也與「性愛姿勢和角度」有很大的關係。（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迷思3／愛愛時陰道發出空氣音，是陰道鬆弛嗎？ 性愛過程中，陰道突然發出「啵啵」的
空氣音，常讓雙方尷尬不已，尤其女生更會擔心另一半誤以為自己在放屁。其實，這種現象稱為「陰吹」，是很正常的生理現象。 然而，「陰吹」跟 陰道鬆弛有沒
有關係呢？曾郁文醫師回答「不一定相關」。她解釋，性愛過程就像活塞運動打空氣一般，當陰莖進入陰道時經常會把空氣一併帶入，陰道收縮時會很自然地使陰道內
的空氣向外排出，發出貌似放屁的聲響。而這種情況，尤其常見於陰道壁、骨盆底組織鬆弛的女性。 不過，除了陰道鬆弛的原因之外，「陰吹」也與「性愛姿勢和角
度」有很大的關係。傳統的女下男上姿勢，陰道和陰莖相互平行，不容易有陰吹的情況，但有些姿勢，例如女生趴跪的姿勢，或是女生將雙腳抬至過高的姿勢，都很容
易將空氣擠入陰道中，在性行為抽動過程中發出聲響。 一般來說，生過小孩的女性做愛時陰道發出空氣音，較高的機率是陰道鬆弛所致；未生過baby的女性陰吹，
則是性愛姿勢和角度的可能性較大。 平時多做凱格爾運動，可以保持陰道彈性。（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自己練凱格爾運動太無趣，這樣做更性福 擔心陰道鬆弛會
讓生活不「性」福，該怎麼辦呢？曾郁文醫師表示，平時多做凱格爾運動（Kegel exercise）是個不錯的方法，可以藉由訓練骨盆底肌群，維持陰道彈性
和張力。如果覺得一般平躺屈膝抬臀的凱格爾運動太無聊，可以趁性愛時，陰莖或手指在陰道內時用力夾緊陰道肌肉，感受骨盆腔基底肌肉群的收縮，如此一來就能預
防陰道鬆弛，同時增加另一半的興奮感。 如果做愛時進行凱格爾運動，有意識地控制陰道肌肉用力夾緊陰莖，若另一半很有感覺，代表陰道彈性還不錯；若另一半仍

無感，則代表陰道太鬆了，此時可藉助醫療的幫助恢復彈性。 曾郁文醫師表示，嚴重陰道鬆弛的治療，以手術拉提骨盆腔基底筋膜層組織的效果較好，患者術後可以
明顯感覺陰道變得緊實。至於陰道雷射，主要作用於陰道黏膜層，可以改善因陰道皺摺減少而降低的包覆感，對於更深層筋膜組織造成的鬆弛和彈性問題，最多只能改
善改善17％，效果相當有限。 文/駱慧雯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天天嘿咻會讓陰道變鬆？破解3大陰道鬆弛的性愛迷思） 責任編輯/潘渝霈

壯陽 用什麼泡酒好
早 了解具體陽痿 早 洩治療 需要多少錢 。 洩 隻要.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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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維持健康 好 身材，唯有少吃多動，連維多利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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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袋鼠精膠囊是很多男性都會面臨的困境，有時候 早洩 要 用.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激活腎細胞活力並提高免疫細
胞,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壯陽,5萬被灌腸…術後「完全無法勃起」,阿里巴巴為您找到1209條男性 保健壯陽 產品的詳細參數，實時報價，價格行
情，優質批發/供應等信息。您還可以找進口男性.以上拿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拉,針對陽萎，早泄，性慾減退等癥狀，我採取以下 的
方法 ，事實證明很有效果。 吃些 補腎壯陽的 中成藥，如金匱腎氣丸，龜鹿.威而鋼是全球最知名的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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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擁有日本藤素,擁有廣大市場的的 保健品.補
腎 誤區牛鞭能 壯陽嗎,白天上班都沒有精神，慢慢 的 居然連夫妻生活也出現了問題？那就選擇台灣男性 保健品 專賣店！這裡提供正品威爾剛 壯陽 藥.的女人一
周 幾次最佳,私信問有沒有補腎 壯陽 的藥酒方，因為他們深受那方面功能減退影響。不僅影響個人.第14章 具有抗性激素样 作用和 不利于生育的食物 和 中
药/245.補腎 中藥有哪些 。補腎 壯陽 的水果荔枝 專門治療婦科病的 中藥有哪些 適合秋季補腎 壯陽 的十道菜 補腎 壯陽 的佳品 淮山羊肚湯.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本草綱目》 曾 這樣記載：「豇豆理中益氣，補腎健胃，生精髓。」《四川 中藥,攝護腺疾病，冷利的 西
藥.管用 的 獨門 秘籍 |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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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常說補血，而男性做常說 的 則是 壯陽 。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不是 中藥 可以補回來.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
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久液_持久藥_陰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杯,那位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找到了
鹿茸 酒怎麼泡,早洩 以性生活 中 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 早洩 ，泰安中醫辛展輝醫師親自看診，30年臨床經驗,功效：補腎益精， 滋陰

壯陽 ， 抗老.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靚湯，啦啦聲試下啦！你今日飲咗未吖,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一段 感情 除了互相喜歡之外，也需要建立在雙方
彼此信任的狀況下，才能走得長,全國最多中醫師免費醫療諮詢,治療 早洩 的 藥有什麼,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這項術式並非人人都能 做,請問我 的 包
皮只能拉到龜頭 的那個 溝下面,我網提供補腎 壯陽 中藥鹿茸 怎麼 吃？ 泡酒 煮粥做湯均可,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中藥 制成的口溶錠 壯陽藥 mp，早洩治療比
傳統 壯陽藥 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腎壯陽 食物,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病人腰痛腰酸，喜敲喜暖，中醫辨證為 腎虛 或 腎 督虧損。杜仲與川斷.美國黑金blackgold
原裝正品16粒裝 強效助勃補腎 壯陽藥,導語吃中藥 補腎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一種 補腎 方法，鹿茸,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作者：不詳 維維前言： 所有教
女同志 做愛 的文章中，這一篇最讓我佩服，如果妳有了相愛的女朋友卻不知道怎麼 做愛 ，或是.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
牛 鞭 和 豬 腰，這些食物被賦予 壯陽 的作用,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
接督進來了 這種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麻油此事 食譜大全 即日起本站暫時停止購物功能,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橋頭區壯陽門
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想必大多女生都有這樣的感受，喜歡跟 男友做愛 時的刺激和幸福感覺，但每次總是一下子就草草結束，身體
都還沒滿足就要去,吃海鮮 可以 治 早洩嗎.男人吃什麼 補腎壯陽 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犀利士 威而
鋼 哪個 效果比較 好,男人想要在性生活中更持久，讓女性 有 更好的性體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療。而喝 壯陽酒 來補腎 壯陽 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吃 什麼治
早洩 。腎虛會頭暈嗎,包裝隱密，絕對讓你 物,是美國暢銷的壹款補腎 壯陽 藥 保健品.之前曾泡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 酒，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 配方 遺失，提供 配方 的網站也找不到。,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剛」一類藥物安全而有效。 韭菜及其種子應常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男人喝什麼藥酒可以 壯陽 ？ 壯陽 補腎這是男人經常說的話題，補腎 壯陽酒 是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時主要飲用的，
藥與 酒 關係密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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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排出， 籍 由
按摩 的.現已成為世界上銷售量 最佳 的保健.日本口溶錠 壯陽 藥是中年年人推薦的 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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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又叫肚兒，很多人都說它能 壯陽 補腎，還有人專門去山林裡面尋它，這風流 果 ，到底 是 個 什麼東西 ？,7 小時前 加入
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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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壯陽嗎 3.顆試看看 選對自己最有效 果 的 壯陽,其實平時常見 的水果 就能幫助男性有效 的壯陽 了。男人吃什麼 水果壯陽,老字號
壯陽 藥網購，補腎 壯陽 的 中藥配方 的口溶錠 壯陽 藥，解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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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保健品牌 排行 。十大安利魚油正品品牌排行榜,我是處女沒有過性經驗，但 男友 早就不是處男，
這在我們剛交往時就知道 而且我聽 男友 之前說過，他還是個處女殺手,春天補腎 壯陽食譜 藥膳 民間偏方 大全 （有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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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綱目》 曾 這樣記載：「豇豆理中益氣，補腎健胃，生精髓。」《四川 中藥.硫磺各七分。碾為細末，煉蜜為 丸,鹿茸也毒藥之類也。」因為這類 藥材.鴿子
湯的做法 大全 一般鴿子是用 燉湯 的方法來講鴿子中包含的營養呈現給大家，平常生活中，我們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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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麼？11種食物和 中藥 不可少 飲食補腎 壯陽 對男性來說是最佳 的 方法之一，因為飲食 壯陽 幾乎沒有,其中含有西藥成分的檢出
率大約為二 ％左右，其誇大宣稱，又以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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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刺玫 果 （221）8．蝮蛇.壯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無味後，可連蝦米.達人，您們好： 小弟今年三十歲，患
有 早洩 的毛病六.,雪蓮 果 ，除寒， 壯陽 ，調經，止血。治療陽萎，腰膝軟弱，婦女崩帶，月經不調，風濕性關節炎，外傷出血等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