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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肺炎
李南. 非典型肺炎防治食療手冊. 香港 :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2003.
[BC] RC771 .L53 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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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中草藥研發中心 (香港草藥圖片簡介)
http://hk.geocities.com/kwankeeherbalgarden/photo-index1.html
中醫天地 (認識中藥材)
http://www.webhospital.org.tw/chinese_medicine/search_medicine.html?pst=ok&num=1~5

SUBJECT

營養療法 -- 中國.

SUBJECT

營養療法 -- 食譜

SUBJECT

Cookery for the sick --

Recipes.
SUBJECT

Diet therapy – Recipes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醫藥學會 (Chinese Medicine Society,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http://www3.hku.hk/cmedsoc/main.php
神農氏(資訊站) / 中草藥集
http://www.shen-nong.com/chi/shen-nong/herb/index.htm

醫藥在綫 (中草藥)
http://www.cnm21.com/00new/asp.asp?id=zhcypy_an
藥膳天王
http://www.hkatv.com/infoprogram/05/life7pm/content1.html
陳東食療
http://www.foodno1.com/menu/foodchantung/recipemain.html
TCMHK(湯水食療篇)
http://www.tcmhk.com/food/food.php

●

Yahoo!奇摩健康生活 (食療小秘方)
http://tw.health.yahoo.com/187/index12.html

●

中藥e療站 (食療膳房)
http://www.ettoday.com/case/medical/medicine/food.htm

●

9

●
●

養生進補主題網 (疾病食療)
http://www.taipei.gov.tw/cgi-bin/SM_theme?
page=4369dde3&p=/41f46a99/4365de95/4369dde3

●

網路美食坊 (藥膳食補)
http://www.afood.com.tw/mfood.php3?kind=8&page=1

●

OHAYO元氣早安健康生活網 (藥膳食譜)
http://www.ohayo.com.tw/ohayo/medical/tcms/cookbook/
n_tcms_ckindex_1.asp

●

●
●
●

健康藥膳
http://www.geocities.com/ohsee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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