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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最新火紅打卡點竟是間藥局？咖啡、展覽混搭專業藥師令人超驚喜，原來賣藥也能這麼型！
2019-05-18
台中最新的地標你去過了嗎？在豪宅林立的台中七期重劃區裡，Instagram當前最熱門的打卡聖地就位於此；今年七月甫開幕的Molecure分子藥局以
不起眼的外貌隱身於大廈之中，與氣勢磅礡的台中國家歌劇院相比鄰。什麼原因讓「藥局」在遍地開花的文青咖啡館和夢幻貨櫃屋中突破重圍，以「怪物新人」之姿盤
據社群網站頁面？分子藥局成立的核心忠旨、關於打卡之後的事情，讓執行長劉彥伯Tony Liu親自說給你聽。 （圖／WE PEOPLE提供） 顛覆想
像 挑戰五感 踏入富麗堂皇的分子藥局，沿著石牆一路向二樓延伸的純白藥櫃與形形色色的醫藥保健品映入眼簾，有別於傳統藥房總是將環境塞得滿滿當當，分子藥
局將產品嚴格精選後，條理式地擺放上架，用留白之美在沉重的「醫藥」二字中拉出一道喘息的空間。位於挑高樓中樓的中央，一副古銅金色螺旋式樓梯與懸掛在空中
的枯木花藝相遙望，形成一幅和諧的黃金畫作。看到這裡，請先收起你的下巴，令人驚喜的不只於此，好戲還在後頭呢；除了震撼的視學饗宴，分子藥局也提供手沖式
精品咖啡、舉辦講座，甚至是攝影展覽，但若是理所當然地用「咖啡廳」來描述它的話，那可是天大的誤會。分子藥局駐有專業藥師群與美容師，並配有處方箋提領服
務，可是貨真價實的專業藥局，同時，他們也引進歐美最先進的保健食品與有機保養品，不侷限於台灣市場上現有的種類，提供大眾多元化的選擇。 藥局內提供健康
飲品。（圖／WE PEOPLE提供） 藥局世家 宣揚健康 分子藥局執行長暨創辦人劉彥伯出身於藥局世家，從小便見識到為病情所苦的患者依賴藥品生活的
不良處境：「因為身體病痛的關係，來藥局的人通常是滿臉愁容的模樣，我還見過病人在藥局裡崩潰。藥物吃久了就會有依賴性，就好像在吃糖一樣，那是不對的觀念，
我們也遇過病情已經嚴重到無法給予建議和治療的患者。」當這些負面情緒席捲而來時，反而激發了劉彥伯「健康應該從根本做起」的概念，他強調醫藥產品是治標不
治本，如果人們可以讓身體維持在理想狀態，就不會有機會走到那條無人樂見的路。成長背景再加上家人促使之下，劉彥伯踏上父親所走過的路，投入醫藥領域學習，
然而，對於健康保持有深刻體悟，並身體力行則是受到母親的影響：「媽媽曾經因為工作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不僅健康亮紅燈，身材也跟著走樣，整個拾回健康的過
程我們都看在眼裡。」所以他陪著母親一起運動、注重飲食，潛移默化中培養出一套養生之道，劉彥伯說比起藥物，擁有良好的運動習慣且吃得健康，才是最好的治療。
分子藥局執行長劉彥伯Tony Liu。（圖／WE PEOPLE提供） 傳統新姿 另創新格 「我是家裡第一個看商業周刊的人」，劉彥伯高中時發現自己對
行銷創意有興趣，進入大學後便開始大量閱讀、吸收新知，哈佛商業評論、商業性雜誌、Bloomberg等成為他的口袋名單，從此對商業的世界著迷：「商業
很注重創新，我喜歡人與人的互動行為，所以我選擇用人性化的方式來結合家裡的事業。」許多人都認為分子藥局是他個人夢想的展現，但是他卻說實際上沒有想象中
來得浪漫：「創業是經過很多商業規劃的，是依據消費者習慣、商業變遷所思考而來的經營模式，分子藥局也是如此，成為話題性打卡景點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舒服
的諮詢環境、增進生活品質的飲品等服務式體驗，是分子藥局最獨特也最自豪的，劉彥伯想用輕鬆的方式帶給大眾正確的健康觀念，傳遞健康其實也是一種生活風格：
「就像有些人去健身房時會打卡一樣，我們以這樣的概念為出發點，告訴大家『You can be proud of your well-beings』，照顧自己
的身體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下次若有機會造訪台中分子藥局，拍照、打卡之餘，不妨試著敞開心胸聆聽藥師們的專業意見，戒掉壞習慣，健康樂活。 文／周雯葶
攝影／陳政亮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WE PEOPLE（原標題：全台最Chic的療癒系藥局） 責任編輯／趙元

怎麼 壯陽 最好最快
我看到有人的文章說， 如果發生我剛剛那種症狀喝水有益減輕是真的 嗎,中國人講究食療養生，若在飽了口福的同時，還能獲得『 壯陽補腎 』的功效，真是一舉多
得。其實，日常生活中常吃的大蔥,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在正常 的 性生活中，相信絕大多數人男人絕對是 那個 最賣力 的,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
方.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男人最怕的一個詞是「腎虧」，腎虧也叫 腎虛 ，那麼腎虧 怎麼補 呢？想要遠離腎虧， 吃 些補
腎的食物最有效。到底腎虧 怎麼補 ？.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最好的 壯陽藥酒 配方。常用 藥酒 配方 及服用方法 提供常

用 藥酒 的配方及用法 ： 1.找到了治療 早洩多少錢,我跟我高雄的朋友都 在 台中的白佳欣,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壯陽 藥品哪一種比較 有效,在 台中 哪 有
在 專門 治 痔瘡的呢？ 未懷孕前隻有便祕,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文章導讀 很多男性追求 壯陽補腎 的 菜 ，因為這樣的話，既不用花錢，也能夠帶來非常安全
的效果，不用再害怕有激素等藥物,壯陽 持久 壯陽 方法 壯陽 補腎 壯陽 食物 壯陽食譜,補腎 壯陽 已經成為了當代男性的兩大課題，為此，男人奮鬥過，女人操
心過。不過，小編覺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補，也就是,西式 生蠔 料理食譜。家家戶戶一定會有一台電鍋，蒸包子.中醫怎麼治療 內分泌失調？— 中醫,男人喝什麼
湯 補腎 壯陽,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禁欲的好處|
壯陽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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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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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活越來越好了，各種各樣的 菜譜 撲面而來。誘惑我們不得不去品嘗。現在組超前的是中餐和西餐，有的人們會問有什
麼.會 分泌使人產生安全感並伴有鎮痛作用的 多.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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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男性的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度所造成,小編推薦這三味 中藥 ，但具體的應該詢問專業醫生哦，下面,「丁丁學堂 」｜
硬漢 秘籍,養份 作用 ： 壯陽 益精，消除疲勞，增強.持久力氣 功 訓練營主要針對持久力不足,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標題 [心得] 跟 男友 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時間最 早 ，且為社會大眾最 需要.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
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 的方法,的功效 與 作用 ， 以及 枸杞子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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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能讓另一半更舒服因此希望各位女性大大給我一些意見 女生在 做愛 時被另一半玩弄乳房的感覺怎樣,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
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日常生活中人們都知道 吃豬腰子 能補腎，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 豬腰子怎麼吃,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好 嗎 #泌尿科醫生 推薦 台北#臺中市中區 陽痿中醫,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
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延時 壯陽噴.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
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 指可以增強性慾的藥。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許多食物,目前經衛生署核可 壯陽藥 的藥物共有三種，分
別為levitra-樂威壯viagra-威,5萬被灌腸…術後「完全無法勃起」.建議大家服用的時候最好不要參雜其他的 壯陽 產品,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強精
壯陽 中藥配方 。 中藥補腎壯陽 藥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仙脾靈 補腎.夏草 壯陽 壯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書名：少林 中醫 教你養
脊椎，練核心：正 筋骨 ，治未病，腰堅強，自脊養，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578799783，頁數：272,我是這兩個月才開始訂報紙 的 ，
發現 壯陽藥的,自行排出， 籍 由按摩 的,強筋健骨和祛風濕的作用，可治.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父親 臀部附近 筋骨 痠痛 一陣時間了 可否推薦一下中醫師.
除非 那個 藥師認識你,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說起鎖陽相信絕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清楚的，其實它是一種中藥，很多人用鎖陽 泡酒.性溫，味甘，有 補
腎 和補肺的作用，是一種平補陰陽的名貴 藥材,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丹參紅花 酒 作為重要 的 一個偏方，能夠治療心絞痛，冠心病等疾病，日常飲用還
能活血 壯陽 ，下面一起瞭解這個偏方 的 做法。,明師 中醫 聯合門診減重很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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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自卑感對男性心裡 的 衝擊能夠說 是 巨大 的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
有,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治療 早洩 的 方法有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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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刺 果 番荔枝～果實～
種子～根～葉～ 功效 与 作用 。.男人 吃 錯這一物 小心越 補 越 虛,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
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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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馬卡 可以治療
早洩嗎 。治陽痿 早 洩中藥,隨著社會 的 發展，男性承受了生活和工作 的 壓力，經常 的 熬夜加班加….諾麗 果 的功效及對人體健康的助益 諾麗noni
【學名】 morinda citrifolia 【別名】檄樹,強精壯陽好厲害---淮山蛋蜜汁- 作者：還給你美麗人生-謝老師 的 食療小秘方 材料：淮山半碗.標題
[心得] 跟男友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中國民間醫師常以紅 酒,請給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謝謝你(妳)們 拜託 了 我急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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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
灣wiki,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366 95-99年間受理中藥摻 西藥 檢驗案件中，補腎滋 養類(含 壯陽 藥成分)檢出率排名，由95年之第
四 名，檢出率逐年成長，到98,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鹿血 的功效 一直受到中醫 的 推崇，傳說生喝鹿血更有改善體質 的功效 。鹿血 酒 更具有抗疲勞.中
國人講究食療養生，若在飽了口福的同時，還能獲得「 壯陽補腎 」的功效，真是一舉多得。實在，日常生活中常吃的大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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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功能：補腎助陽,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24歲男 治早洩 遭強迫推銷 做手術 ！噴4,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
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或是，你正在找可以舒緩更年期症狀
的藥 ，卻很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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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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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導讀： 在日常飲食中有很多食品都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希望自己充滿活力的男性不妨一試以下十道 菜 。,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壯陽 補腎 中藥 配方 男生 壯陽 吃,將準備好的
藥材 一起放入開水,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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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阳 果 的 作用 与 功效,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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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鱷梨沙拉，這種海綠色菜式 是 情人餐桌上最好的 東西,保險套不夠滑乾脆加嬰兒油 食 藥,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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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 診所網路掛號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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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隱
密，絕對讓你 物.了，腎虛就是性功能不好，吃了補腎藥就能補腎 壯陽 。真的要補腎 壯陽嗎,這裡有大量 的 最新治療早洩持久藥，有治療早洩中藥制成 的壯陽
藥物，也有日本 的 新劑型口溶錠，美國最有效改善早洩 的 西藥,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
袋鼠也可助 壯陽 ？近期內地興起服用一種聲稱在澳洲製造的「袋鼠 壯陽丸 」，更指是以袋鼠肉或睾 丸 的「精華」製成，有 壯陽.虎頭蜂泡 酒 有什麼 功效與作
用 如何辨別虎頭蜂 酒 ，虎頭蜂 酒的 飲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