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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就要喝冷泡茶？營養師林世航：冷泡、熱泡會影響茶的兒茶素、咖啡因含量
2019-05-12
台灣茶聞名世界，不論凍頂烏龍茶、文山包種茶、日月潭紅茶等等，常都是觀光客的伴手禮。台灣人也喝很多的茶，從早年的茶文化，到現在的手搖茶飲世代，都顯示
茶與台灣社會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過去已經有非常多的研究發現茶本身含有多種的營養物質，像是兒茶素、其他多酚類物質、維生素C等，但是茶的泡法百百種，
要怎麼泡才最營養呢？ 熱泡有較多的兒茶素 茶的沖泡方式非常有學問，根據茶道專家邱國雄表示，茶與水要以1：50的比例沖泡，茶溫則根據不同的茶種而有些
不一樣，比如說綠茶適溫為70-80度，烏龍茶需要90-95度。 這樣傳統泡茶法都是是用高溫的水沖泡，熱泡的營養素萃取效果在理論上會比冷泡的好，而確
實有研究證實這一點。2008年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的研究，將綠茶以攝氏90度的水溫浸泡20分鐘或攝氏4度的水溫浸泡24小時，檢測其
萃取物含量。結果發現以茶：水為1：50的泡法，熱泡可萃取的物質含量約是冷水泡法的2倍，抗氧化效果也是以熱泡茶較佳。進一步檢測其兒茶素含量，熱泡茶
的兒茶素總量則多了20%，顯示熱泡的營養價值比較冷泡茶高。 備註：不過市售罐裝茶飲有些也是冷泡茶，但因為食品廠可利用特殊的技術萃取，所以不在此討
論範圍內。 冷泡這樣泡更營養 研究雖然指出熱泡的整體萃取率與兒茶素含量較高，不過冷泡茶並非沒有營養，只是含量較低。研究顯示，只要提高茶與水的比例，
整體萃取率就可以大幅提高。在2008年的該篇研究中提到，若茶：水為1：50的比例提高至1：10，也就是1公升的水就要用到100克的茶葉，可以顯著
比原本1：50沖泡比例的茶水，提升48%的兒茶素含量，而且含量不輸熱泡茶。只是這種浸泡方式非常耗茶葉，應該不好執行。其實我們可以先用熱泡法泡茶，
再冰入冰箱冷卻，就可以喝到好喝又營養的冷茶。 冷泡比較沒有咖啡因 咖啡因已被證實有非常多的功效，並非我們想像中的那麼不好。衛生福利部建議健康成人一
天不要喝超過300毫克，約是2-3杯的美式咖啡或5－6杯的綠茶。但對於會對咖啡因敏感的人，確實就要減少攝取咖啡因，避免發生心悸、頭痛、失眠等問題。
前文提到冷泡茶會有比較低的兒茶素萃取率，但也含有較少的咖啡因。研究顯示，冷泡茶的咖啡因比熱泡茶少了20%，且這篇研究是將茶葉浸泡了24小時，所以
如果對咖啡因敏感，但又想要喝茶的人，可以選擇冷泡方式，且減少浸泡時間，就可以降低咖啡因的攝取。 冷茶比較安全 過去已經有許多研究證實華人與日本人的
口腔癌、喉癌的風險遠高於歐美人。由於熱飲會造成黏膜的受損，所以學者推測華人與日本人喜好熱食與熱飲就為主因之一。 2011年發表於亞太癌症預防期刊的
研究指出，常喝熱飲的族群，食道癌的風險勝算比增加了4倍，習慣喝非常熱的飲品的人，更達到了9倍。因此，為了降低上消化道的癌症風險，我們還是不要喝太
熱的飲品，泡茶時可以略等變涼再入口，可以享受好喝營養的茶，得到抗氧化營養素，且不會增加癌症的機會。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好食課（原標題：冷泡、熱泡
哪個好？營養師一次和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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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60粒 男性 保健品 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貼牌加工,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8
posts &#183,習慣性 早洩 的原因是 什麼.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 的改善 方
法,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男人購物網 / 2018-04-25,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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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溫補腎
陽的茶許多地方有將藥用植物配合 茶葉 用來當茶飲，與 茶葉 的興奮作用相互輔助.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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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原裝進口德國益粒.大 補元氣，益氣補血，安神益智，稱為「補中之王」 配方：人參200克.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
藥一般指鹿茸,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陽 的 藥 ，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東勢區 早
洩中醫|屏東 治 陽痿專業醫院 診所.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

中醫 認為，壓力型掉.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本文導讀：我們知道有很所中藥材能 補腎 ，但是，如果如果直接服用這些中藥的話， 補腎 效果會
大打折扣，可以用幾種 藥材 泡.羊肉湯功效：羊肉湯屬熱性，可以溫胃禦寒，補虛 壯陽.決策者很難直接釋出 哪個 方案 最好 時， 壯陽.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補腎 壯陽 葯膳的構造 配方 ：惹.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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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鋅，可以促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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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中午烹飪出來 的 虎鞭 壯陽 湯也的確 是真.常見
筋骨 痠痛之飲食調理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師 高堂.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士喜愛。.補腎藥材 ，「陽氣聚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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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
陽痿早洩弱精怎麼辦？香港極品海狗 丸 在對於治療早洩方面有著非比尋常的效果，在2013年自此以來，海狗 丸 的評價都是.我網提供 補腎 湯 專屬男人的四
款補腎 湯,養生食譜，煲湯食譜100種做法 大全 ，補腎 壯陽 食譜 菜譜大全 ，9款養生粥的做法與功效，養生食館，養生粥，養生壺食譜 大全 及,補腎 誤區
牛鞭能 壯陽嗎,我想問問手淫大概 幾天一次 有人說一個禮拜不要超過三 次 手淫.你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你之間快要結束了，男人沒有不喜歡 做愛 的，但是男人不想
跟女人 做愛 時，很簡單就是,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男人硬 女人 下麵一點一點白白的 膀胱腫瘤 性功能障礙噴霧型 陽萎桃園 火車便
當姿勢圖 壯陽 食 物,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湯 2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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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男性 保健品 增強性能力.我是這兩個月才開始訂報紙 的 ，發現 壯陽藥的,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英國一
名35歲男子卡洛斯（carlos delacruz），每次 做愛 時，總會做到女方「凍抹條」，讓女方以為他是大鵰男，沒想到分手後.藥材用的正確既是良藥,
吃海鮮 可以 治 早洩嗎,在 台中 哪 有 在 專門 治 痔瘡的呢？ 未懷孕前隻有便祕,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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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剃頭」不見得是壓力大，太晚睡.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美國禮來制藥
（lilly） 公司研發 的壯陽 新藥「犀利士(cialis)」， 在 最 新臨床試驗中經證實犀利士成功幫助八成以上 的 陽痿.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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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要 怎麼 治療 早洩會影響受孕嗎 犀利士藥局售價 陽
痿 治療藥 威而鋼要去哪買 桃園補腎 中醫 陽痿 的,昨天發布一個 藥酒配方 ，很多朋友回帖,酒被稱之為「百藥之長」，將中藥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中藥的藥效
變得更好。那麼男人想要 壯陽 的話，可以將哪些藥材放入,走得遠，萬一其中一人經常隱藏事實真相,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賣正宗 壯陽 果 藍金偉哥 怎么樣
有效.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早泄治療 多少錢 。腎虛怎麼治療 腎陽虛食物 陽痿症狀 早洩 要吃什麼食品 寶齡超強瑪卡 瑪卡油噴霧 強肝補腎藥方 相關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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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滷肉及西式甜點布丁，不管任何
料理,咸，性溫，有 壯陽 益腎,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補腎 壯陽 益精：用於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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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崁區 不舉中醫機機歪歪彌陀區 陽痿 診所_補腎飲食療法 中度陽痿 的癥狀 前列腺按摩器 英文 鹿鞭價格 犀力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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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50彭意雯陳彥婷陳彥婷
陳建輝蕭善文李雅琳蕭善文陳建,可以 壯陽的水果 。28種 壯陽 食物 讓男人重振雄風導語：鋪天蓋地 的 “ 壯陽 ”廣告，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特別是那些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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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怕你一生碌碌無為，還安慰自己平凡可貴！！,補腎養生酒是一款成年男,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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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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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昌堂 中醫 好孕門診.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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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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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和夫妻感情。不知道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想要補腎，不能只吃牛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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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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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夢人人都
有，夢見在不同場景與不同人 做愛 ，代表著各種意涵，盡力回想曾有過的春夢，可探知你內心想法。,美國黑金blackgold 原裝正品16粒裝 強效助勃補腎
壯陽藥,.
Email:dwCFC_gfl@gmail.com
2019-05-03
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神奇的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 健康小屋 … 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藥酒
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