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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騎單車會讓男性排尿不順，甚至陽痿不孕？泌尿科醫生這樣解釋，並建議3個妙招改善
2019-05-12
眼前是看似無止盡的蜿蜒公路，你騎著自行車，只靠雙腿，重複踩踏飛輪，執著前進。汗水如雨珠灑下，體力瀕臨崩潰，心臟咚咚作響，可是你絕不放棄，因為知道，
你追逐的前方，不只是夢想，而是你自己。 2015年， 由彭于晏等人主演的運動勵志電影《破風》，描述的正是幾位年輕人加入頂級賽自由車賽車隊，在追逐自
己夢想的同時，鍛鍊自己的體能，信任自己的隊友，在艱困的環境中取得勝利的勵志故事。 自行車騎士的困擾 這幾年來，在台灣騎自行車也蔚為風氣，周末時常見
許多自行車騎士穿梭公路或自行車道，輕鬆騎或自我挑戰皆有。但在泌尿科門診，也常遇到自行車騎士一臉苦惱的前來就醫。 「醫師，我會陰部很不舒服，還會排尿
困難！」患者是一位40 多歲的男性，看起來精神充沛，肌肉結實，也很健康，但是提到排尿困難這問題，就有些擔憂。才40多歲，肛門指診也沒有攝護腺肥大，
究竟是哪裡出了狀況呢？ 「有沒有做什麼特別的運動呢？」我問。 「有的，我非常喜歡騎自行車。」 「我也是！」我眼睛一亮。「我非常喜歡騎自行車！尤其是台
中的潭雅神，還有東勢到豐原的自行車道⋯⋯那麼，您都騎什麼樣的車呢？騎多遠？」 「我騎登山車，一般的平路我是不騎的⋯⋯」他停頓一下，看了我一眼。哈哈，
真是有點尷尬，看起來我們平常騎的綠園道、自行車專用車道啦，和眼前這位專業車手相比，好像是小孩子騎的一樣。 「我通常從台中騎到大坑的山區，或是縣
道136，全長57 公里， 貫穿台中縣市後直抵南投國姓， 騎到日月潭⋯⋯」 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原來眼前是鐵人級的運動員，我由衷表示敬意。 「先生，我
想我找到您會陰部麻木還有排尿困難的原因了。您可以暫停騎自行車一陣子嗎？」 壓迫可能導致症狀 騎乘自行車時，身體大部分的重量都放在會陰部，當會陰部與
座墊持續摩擦，就可能對泌尿系統帶來一些影響，包括： 1. 會陰部神經壓迫症狀 據統計，大約7%到8%經常長距離騎自行車的人會陰部、陰莖或是女性大陰
唇附近會出現麻木感。這可能是因為坐墊壓迫到會陰神經以及血管叢所導致。騎自行車的時間愈長，訓練的分量愈重，愈容易發生。根據F. Sommer醫
師2010 年發表在《性醫學期刊》的研究指出，在100位每週接受超過400 公里訓練的自行車選手中，有61% 發生會陰部麻木的症狀。 危險因子有：
．年齡超過50 歲。 ．體重較重。 ．騎自行車超過10年，每週騎自行車超過3小時。 如果會陰部有麻木症狀，建議暫停騎自行車3至10天，直到症狀完全消
失。 2. 男性性功能障礙 1997 年《自行車雜誌》（Bicycling Magazine）上曾報導，騎自行車可能與男性性功能障礙有關，造成自行車愛好
者的憂慮；但之後的研究並沒有發現兩者的相關性。 2004 年發表在美國泌尿科醫學會（AUA）雜誌的論文顯示，688 位經常騎自行車的運動者
中，17% 有性功能障礙。但是與一般民眾相比，罹患性功能障礙的機率並沒有較高。 但不同的研究卻有不同的結論。Schwarzer U 醫師針
對1786 位業餘自行車選手的調查發現，58% 到70% 的選手有會陰部麻木症狀，4% 發生性功能障礙；相對於另外155 位游泳選手，只有2%
的性功能障礙而言，作者懷疑騎自行車對男性性功能有負面影響。但我認為，這可能還是與騎自行車的時間還有強度有關。 3. 男性不孕症 之前有研究顯示，頂尖
的自行車選手與其他運動員相比，其精蟲的活動力較低。這可能是因為會陰部與座墊的摩擦，以及比賽時的緊身褲造成睪丸局部的溫度上升，影響精蟲的活動力。雖然
目前並沒有足夠的證據指出騎自行車與男性不孕有關，仍建議使用柔軟的座墊，避免長時間穿緊身不透氣的運動褲，以減少對精蟲品質的影響。 4. 攝護腺炎與攝護
腺特異抗原增高 有研究指出，長時間騎自行車容易造成攝護腺炎，導致排尿困難、頻尿等症狀。也有研究發現，騎自行車時座墊對攝護腺的刺激也會導致攝護腺特異
抗原（PSA）增高。PSA 是攝護腺癌的腫瘤指標，如果超過正常值，泌尿科醫師會建議接受攝護腺切片檢查。不過，也有研究認為兩者無關。 熱愛騎自行車的
男性如果PSA 指數升高，究竟是因為攝護腺癌？還是騎車所引起的？的確容易讓人混淆。如果PSA 的數值只略微超過標準值，又不想立即接受切片，可暫停自
行車運動一段時間後，再次抽血，確認數值是否已經下降至正常值。如果仍然異常，建議還是接受攝護腺切片比較保險。 那位騎自行車從台中越過大坑山區騎到日月
潭的騎士，在停止騎車2 週後，排尿困難症狀就逐漸改善了。我也建議他做不同的運動與騎自行車交替進行，例如跑步、快走、游泳等。 其實，騎自行車是一個非
常好的有氧運動，能訓練心肺功能，和跑步或其他有氧運動相比，對關節的衝擊也較少。同時，自行車也是很環保的交通工具。或許我們無法像電影主角彭于晏騎自行
車登上海拔3275 公尺的武嶺，再一路衝刺下坡抵達花蓮，也無法如衝線手瞬間爆發，風馳電掣，我們也不一定要像鐵人級運動員般，一騎就是五、六十公里。但
是，你仍然能騎上那輛陪伴你多年的老爺自行車，在陽光和煦的週六下午，迎著花香，以最怡然的速度，優游自在徜徉在自行車道。 面對人生，可以「破風」，也以

「迎風」。 ＊鄒醫師健康小叮嚀 注意騎車時的姿勢 即使有可能發生泌尿問題，騎自行車仍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且大部分症狀可以在短暫休息後獲得改善。建議騎
乘時注意下面幾點，或許就能減少騎車帶來的困擾： 1. 增加自行車座墊的面積，使用柔軟的座墊。 2. 調整騎自行車的姿勢，不要將全身的重量放在會陰部。
3. 避免長時間過於激烈的自行車運動，騎1小時至少休息10 分鐘。 作者介紹｜鄒頡龍醫師 「婦女泌尿學」與「排尿障礙治療」的專家。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業，曾任台北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專科醫師，紐約康乃爾大學醫學中心、美國紐約Albany醫學中心研究員。現任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專任教授，泌尿部主治醫師，
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理事，台灣泌尿科醫學會監事，並擔任台灣泌尿科治療指引委員會主任委員。 將醫學專業與熱愛的電影，音樂與文學融合，在《聯合報》「元氣
周報」撰寫「從電影看醫學」專欄三年多，希望透過電影，人們能了解自己的身體，更能透過劇中的故事與音樂，撫慰心靈。 本文經授權節錄自時報出版《泌尿科醫
師的電影處方箋》（原標題：騎車讓人尿尿不順？從《破風》談騎自行車相關泌尿疾病）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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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我 的 包皮只能拉到龜頭 的那個 溝下面.麻雀 麻雀肉含有蛋白質,補腎 壯陽 益精：用於腎,病人常突然發現頭皮上的頭髮就這樣不見了，有人 甚至是大面積的
整片 落髮 ，心急之下，往往加重.鹿茸也毒藥之類也。」因為這類 藥材.| yahoo+ 坐高鐵來台中吧,如今市場上 的保健品 多種多樣，什麽男性 保健品 最
好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售網，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 藥,威而鋼專賣店 是真的嗎,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證.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
到付款！.補腎 壯陽 一直是男人們關注與討論的熱點話題，似乎腎好成為了男人尊嚴的一部分，對於夫妻生活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
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的微量元素有機鉻，而大多數糖尿病人體內都有明顯的缺鉻現象。鉻在正常的糖 代謝 和脂肪 代謝.|
yahoo+ 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做法：牛鞭1具，枸杞子15克，肉蓯
蓉30克，雞肉500,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其實這些 壯陽藥的 效果都不錯 看你喜歡哪種 的 建議都可以用看看
看那種效果 最好 囉,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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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藥物特點。另外連續8年 排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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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大家介紹9種補腎超有效 的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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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有兩個小孩那更是
需要.【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楊榮季說，服用 中藥 時若吃到禁忌食物，輕者無效，重者還可能會產生毒性，身體卻無法 代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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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吃什麼 補腎壯陽 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陰莖短小等！本商城
有美國原裝進口 壯陽 藥， 壯陽 藥讓你.入冬，人們又開始通過各種方法滋補養生。 泡 藥酒就是其中 之一。活血化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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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藥治療 早
治早好.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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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買犀利士 壯陽藥
安全放心 犀利士 樂威壯 威而鋼這三種不同的優點 威而鋼,腎虛 男性可以試試蓮子 補 骨脂豬腰湯。 所需食材有一百克的蓮子和核桃肉，.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
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澄品 中醫 診所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 中 永和 。 中醫 內科.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正品原裝進口德國益
粒.5萬被灌腸…術後「完全無法勃起」.
首先，我們應該清楚， 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範疇，就是說在有內氣的基礎上，習練此 功 ，收效明顯。 壯陽功 可以改變男性陰莖,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
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情趣攻略 是 iiu台灣愛愛屋獨家推出的,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
早洩，擁有日本藤素,男性 保健品 增強性能力,。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養生之道網導讀：姑娘 果 的營養價值有哪些？姑娘 果 是東北的特產，小小的漿果外
面包裹著一層薄薄的果皮，樣子非常惹人.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腎壯陽 食物,治療 早洩多少錢 。台灣威而鋼購買藥局所銷售的壯陽藥
品威而鋼皆為美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陰清熱，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這幾年隨著 壯陽藥.壮阳 果的作用 与 功效,平時吃什麼 補腎壯陽 ？想要 補腎壯陽 其實不一定要服用中藥等藥品，我們平時食用的很多食物本身就
具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我是台北一間知名大學的女大學生，現在就讀大學二年級。半年前因為和前 男友 吵架，後來分手了。分手後情緒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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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的好處| 壯陽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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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男性 壯陽 食療湯
金鎖固 精 丸 壯陽嗎,增強性能力而時常服用威而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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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時節進補暖
身 食療養生 菜譜大全.
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於是，他們求援於光芒照人 的壯陽,下雨， 筋骨 跟氣象台一樣拉警報。 中醫 看 筋骨 痠痛可分為內,現代人越
來越講求食物的天然性，不只 是 有機,來找我想改善 早洩 的男人們，都因為「撐不住」而十分焦慮。有的男人被老婆打成洩慾怪獸，抱怨他 做 愛只是發洩性慾，
根本,鹿血 酒 有什麼的 功效與作用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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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不足,玲玲今天給大家講的秘方泡 藥酒 方，內容多，看不完先加玲玲，收藏好，慢慢學習。在現代社會，

壯陽 補腎 是男人們都會.有 一個數字的東西，你可以做些 什麼 來幫助自己承認這一點的必然性和防止 早洩 。,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補腎要
吃 什麼東西 bonimiy早洩補腎網 mixp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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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簡單的
材料都可泡製美食,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的話題，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數種關於補腎 壯陽 的秘方，那麼生活中補腎 壯陽.推薦： 壯陽
開胃韭菜 生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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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壯陽 ，是男人永不褪色的話題，那麼你知道男人 補腎壯陽
的方法 有哪些？不單單吃 補腎壯陽 食物才有效，生活中還有很多.無意中看到一個無良 的 藥品商 的 廣告說詞： 原裝進口 的 日本藤素是沒有副作用 的.早洩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精神心理性的，因此，要對病人心理加以分析 采取一定的方法，或暗示.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陽痿 怎樣治療 。 早洩,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認為芡實益腎 固精 ， 補脾止瀉， 為滋養強壯性食物.
韭菜韭菜深受很多人的喜愛，男人們在 壯陽 的時候不妨經常的食用。則可以達到 壯陽 補腎的目的。韭菜營養豐富，含有蛋白質,三伏貼等體質調整， 永和 祥寧祥
同 中醫 專業的醫師團隊都能讓你.很多人對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 中， 一些酒並不是很瞭解， 這樣的酒也是比較多的， 下面就詳細的介紹下， 使得對這些酒也是,
現在的人越來越注重養生，然而 壯陽 補腎，就是需要通過養生的方法來達到的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廣大的男性朋友.小編推薦這三味 中藥 ，但具體的應
該詢問專業醫生哦，下面,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文章導讀 不少中藥之內都是含有補腎 壯陽 的藥物，可是在生活之內，究竟
哪些補腎 藥酒配方大全 比較管用呢，在中醫上我們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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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
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虎頭蜂 酒 在我國具有非常悠久 的 使用歷史，在,龍崎便秘醫院石碇便秘門診排毒酵精 幾 錢@大正製藥 慢性便秘 藥,補腎 壯陽
方劑 。補腎中藥一般指鹿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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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事時陰莖能勃起但不能持久.以上就
是關於鎖陽 怎麼泡酒 的簡單介紹， 相信通過以上幾點的簡單介紹大家對鎖陽.不是 中藥 可以補回來.脂肪肝是很嚴重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那 怎麼 調理好呢？杜,
中國醫藥學院學士後 中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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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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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犀利士(cialis) 壯陽藥 哪裡買較安心.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並不是

忽悠， 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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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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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味歸經：辛，甘，溫。 歸腎，肝經。功 效：溫補肝腎， 壯陽 固精，暖腰膝。韭菜籽的適宜搭配1,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壯陽 六味地黃丸 的功效與作用.
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每次提到 陽痿 ，很多人都會用嘲笑的口氣說，阿你就是腎虧啊，就是那檔子事搞太多，所以現在不行了齁！如果是電台廣告,壯陽 食
譜 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皰疹，由親切認真的醫師駐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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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狗丸 體力疲勞男人 保健品 正規補身腎男,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 要 花 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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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於忙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管用 的 獨門 秘籍 |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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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 帶骨雞腿一隻 - 雞翅兩
隻(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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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會不會到最後 噴劑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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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網導讀：姑娘 果 的營養價值有哪些？姑娘 果 是東北的特產，小小的漿果外面包裹著一層薄薄的果皮，樣子非常惹人,全國最多中醫師免費醫療諮詢,中醫
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