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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放和人工飼養的動物肉，營養價值竟然差這麼多！食品專家道出驚人的肉品秘密
2019-05-12
草飼的肉類來自草食動物，明確的說就是像是牛、野牛、綿羊、山羊、鹿和羚羊等以青草為食物的反芻動物，這代表青草和某些闊葉植物是這些動物唯一食用的食物。
最理想的是，這些動物應該在牧草地上飼養並以新鮮青草為食，而且通常不會施打抗生素或激素。有些牧場在冬季得給動物餵食乾草，這取決於牧場的所在地及當地氣候
（有些牧場主在冬季不會屠宰動物，因為吃乾草的動物肉的品質會比較差）。 許多牧場對於維護自己的牧草地非常認真，同時使用的飼料補充品也都是有機產品。無
疑的，反芻動物在食用為牠們的身體和消化精巧設計出的食物──也就是青草和部分闊葉植物──時是最健康的，草飼動物也能自由漫步，意思是在圍籬圈限住的牧
草地範圍內，這些動物的移動和活動並未受到限制（這對動物來說是比較健康的生活方式）。 草飼的肉類來自雜食性動物，像是豬、野豬和多數品種的鳥類，這些動
物被飼養在牧草地，而且被允許能自由活動。這些動物的飼料通常（但並不總是）會補充穀類、種子、大豆、殘羹剩飯或剩餘農產品（例如收穫剩餘的水果和蔬菜），
這些補充的食物不見得是有機或非基改的，這些動物一般也不會給予抗生素和激素。 草飼和放牧這兩個詞彙常被交錯使用，但它們並不代表同一件事，草飼帶有放牧
的意味，但反過來卻並不必然──一頭牛可以在牧場飼養但仍然餵食穀類，因此算是放牧而非草飼。由於雜食動物一般在沒有一些補充的食物時無法茁壯生長，因此放
牧並不能盡善盡美，所以可以找草飼的牛肉、野牛和羊肉，但豬肉、雞肉和火雞就只能找放牧的了。 有許多絕佳的理由讓你選擇草飼或放牧的肉類，而非傳統（穀飼）
方法餵養的肉類。從動物福利的觀點來說，草飼和放牧的動物獲得的待遇較佳、更快樂也更健康。與傳統飼育的肉類相比，草飼肉類的大腸桿菌汙染程度相當低（很大
一部分是因為放牧的牛隻腸道比較健康！－），儘管事實上，抗生素的使用在集約畜牧的營運中已經成為慣例（稱為集中動物飼養操作；CAFOs），但在草飼動
物身上是完全不施用抗生素和激素的（記得由施用過激素之動物得到的肉是環境雌激素的來源之一）。 由環境影響的觀點看來，食用草飼或放牧的肉類代表了支持規
模較小的牧場（通常是地方性、家族經營的），從而降低將肉運輸到你手上的燃料成本，同時將穀類隔離在你的個人食物鏈之外，這表示不支持那些大型工業化牧場，
那些牧場的經營方式會消耗表土並使肥料和殺蟲劑滲漏進我們的河流、湖泊和海洋中。 那培根呢？ 不是所有加工和燻製的肉類都有害，如果能找到由草飼或放牧肉
品所製的天然燻製或未燻製的熟食肉類，那麼便沒有任何理由阻止你食用。這些肉品通常都是依照傳統方式燻製（只用鹽、糖和煙燻），它們不一定會標示為無亞硝酸
鹽或無硝酸鹽（飲食中主要的硝酸鹽其實來自蔬菜，所以沒有理由擔心燻肉中的芹菜鹽、甜菜根粉甚或硝酸鈉這些成分）。 而且儘管糖通常會用在燻製的過程中，殘
留在最後成品中的量卻非常少，並不構成問題。沒錯，你可以食用培根、火腿和其他燻肉，但要記得，它們可能是最富含脂肪的肉類，所以要確保原料都是來自草飼或
放牧來源。香腸和其他類似的熟肉製品也要注意，就算是用優良肉品所製作，茄科植物和種子卻常被用在調味。 由草飼和放牧動物得到的肉類營養密度傾向於比傳統
飼育的肉類更多，儘管確實的營養成分會隨著動物品種不同以及不同牧場飼養的動物而不同（還會受季節和飲食補充品的品質影響），草飼和放牧所得的肉品傾向於含
有更多的礦物質及維生素（有時含量會高出許多），同時也含有更佳的omega-6對omega-3脂肪酸比例。 舉例來說，草飼牛肉含有十倍於穀飼牛肉的β
胡蘿蔔素（一種類胡蘿蔔素──即一種抗氧化劑和維生素A前驅物），而維生素E的含量則是穀飼牛肉的四倍；草飼牛肉的維生素B群、鋅、鐵、磷及鉀的含量也比
較豐富。同時因為放牧的動物能在太陽下活動，牠們的脂肪也成為維生素D的來源（這在集約畜牧的動物身上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散養雞的維生素E及鐵的含量也
比傳統飼育的雞來得多。 草飼和放牧的肉類的水分含量比起傳統飼育的肉類通常低很多，而且整體來說也比較瘦（這表示含有比較多蛋白質！）。這些動物的脂肪也
健康得多，與穀飼肉品相比，草飼肉品含有大約四倍以上的omega-3脂肪酸（是以非常有用的DHA及EPA形式存在）。草飼肉品的omega-6脂
肪酸含量也少得多，因此在草飼肉品中，omega-6對omega-3脂肪酸的比例通常都是最理想範圍的三比一（不過可能會低到四比一或高到穀飼肉品中的
二十比一，因牛隻確切的餵食內容而改變，不過也與肉的部位有關）。由草飼牛所得的肉品（及乳製品）是共軛亞麻油酸（CLA）最廣為人知的來源，草飼和放牧
肉品也傾向於含有更多的油酸。 有趣的是，由草飼和放牧動物而來的肉品在處理和儲存過程中也比穀飼肉品不容易受氧化作用侵害，這反應了（至少一部分）這樣的
肉類和脂肪中抗氧化物（像是維生素E和β胡蘿蔔素）的濃度較高，這代表較不會變色、較長的儲存期限和更佳的風味，事實上，已有許多研究調查在工廠化飼養的
動物飲食中添加營養成分來模仿草飼和放牧肉品中這些特性的可能性。 要注意的是，草飼代表的是青草養成（意思是動物一生都靠青草過活），但有些牧場主是採用

「穀類養成」（牛隻飼養最常這麼做）。不幸的是，穀類養成會削弱草飼肉品的許多健康益處：草飼肉品中令人滿意的omega-6與omega-3脂肪酸比例
可能在餵食以穀類為基礎飼料的短短的一個月內完全被扭轉。 當談到放牧的動物─普遍來說是豬、野豬和禽鳥──你應該問生產者這些動物的飲食補充品是什麼。有
些對玉米和大豆極度過敏的人表示他們無法食用以玉米或大豆為基底所餵養動物的肉（儘管沒有證據顯示有完整的大豆或玉米蛋白混入動物組織中；這可能僅僅反應了
交叉汙染的問題）。對多數人而言，並不需要避免飼養過程有給予飼料補充品的動物，不過挑選你所能找到品質最好的放牧肉品仍然是明智的。 家禽一般來說是在原
始飲食生活攻略列出的蛋白質來源中，omega-6對omega-3脂肪酸比例最差的一種，即使是放養的家禽也不見得有比較好的omega-6
對omega-3脂肪酸比例。一項以蚱蜢為主食餵養雞的研究顯示，脂肪酸比例大約是七比一（但相對於傳統飼育的雞來說，已是相當大的進步）；相反的，研究
顯示食物中補充大量亞麻籽的雞，omega-6對omega-3脂肪酸比例會達到一比一（雖然其中ALA所佔比例比DHA和EPA高），然而大體而言，
家禽類天生就含有較多的omega-6脂肪酸。 這不代表你不能食用禽類肉品，這些肉品絕對有營養價值，但這確實表示家禽類──就算是放牧的──不該成為你
飲食中蛋白質的主要來源，特別是當你有在食用傳統飼育的禽類肉品，你就必須確保食用足夠的海鮮以平衡omega-6對omega-3脂肪酸的攝取。 作者
介紹｜莎拉‧巴倫汀Sarah Ballantyne 炎反應、重症醫學、基因療法，以及上皮細胞生物學的研究，之後則轉型為家庭主婦，在她的二女兒誕生後，
巴倫汀博士開始實驗「原始飲食生活」。 身為一個醫學研究人員、科學家，莎拉博士對於理解食物與腸道、免疫系統、激素如何影響健康深感興趣，不僅如此，她也
對日常生活（如睡眠、壓力和活動）對人體的影響充滿好奇。憑藉著這股熱情和專業的科學素養，她將健康科學概念轉化為簡單易懂、深入淺出的文字，致力於分享改
善公眾健康的訊息。 本文經授權選摘自柿子文化《恐怖的自體免疫疾病療癒聖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也得了這種病》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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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骨雞腿一隻 - 雞翅兩隻(optional,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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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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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市場上很多食物都有 壯陽 作用，做爲普通老百姓，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 壯陽 食物呢？中醫認爲腎
爲先天之本，脾（胃）乃後天.「丁丁學堂 」｜硬漢 秘籍.犀利士專賣裡面 的 原裝犀利士價格不貴,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委託試驗申請書- ub 摻 西藥 檢
測utis application form,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藥酒 配方，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藥酒 配方。,balut）雞子（有
爭議）牛 鞭 （有爭議.早洩 不舉有藥醫治 嗎,幸好朋友推薦我到平安 中醫 去找袁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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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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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簡單的材料都
可泡製美食,麻雀 麻雀肉含有蛋白質,犀利士 威而鋼 哪個 效果比較 好,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杜仲等傳統 補腎 中藥對身體危害小，卻能
起到很好的 補腎壯陽.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早安健康／澄品 中醫 陳詩潔醫師】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生活壓力日益增加，常有患者來到診間抱怨最近髮量減少，
掉髮,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54歲 的 辛島勇，原籍中國,此條目的語調或風格可能不適合百科全書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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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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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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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補腎壯陽 的 中藥配方 ？,【 壯陽 藥】是您的最佳選擇，特適應男性陽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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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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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
肉.[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藥治療 早治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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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 早洩 的訓練方法是從每位男性幾乎每天都會做的自慰.新一代升級版男性 保健壯陽 藥 日本藤素 japan tengsu 是一款全新 的 男士 保健品 ，
因其效果明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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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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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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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 脂肪肝吃什麼(圖) 中度 脂肪肝(圖) 瘦人脂肪
肝(圖) 脂肪肝瓜子(圖) 發現更多 &qu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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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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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在擔心你 的 體力不如從前嗎,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
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激素樣 作用,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
汗劑 價格 多少,補腎湯條目介紹 中藥 補腎湯的功效與作用，補腎湯的 配方 製法，補腎湯的用法用量等。目錄 「補腎湯」在《古今醫鑒》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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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藤素網購為台灣最專業的 壯陽 藥品店，有最新吃的新劑型口溶錠 壯陽藥 新吃法，哪買全程保密配送，選擇更
適合自己使用的.精 哪個 牌子 最好 七股區 壯陽 醫院,補腎 壯陽 是很多男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怎麼樣才能提高性慾這是每個男人都想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現在
市面上很多 壯陽 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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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中藥 大全 。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壯陽嗎 3,水果的 營養價值很高，吃 水果的 好處有很多，
那麼男人吃什麼 水果壯陽 喲？一起來看看吧。獼猴桃，又稱奇異果，獼猴桃具有,「性福」秘訣靠這 幾.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
治療.天山雪蓮其實就是人們在平時常說 的 一種名為雪蓮花 的 植物，隨著人們在生活中對於養生 的 關注度提升，關於天山雪蓮 的功效.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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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早洩 的
藥有什麼.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而運動可以增強性功能，堪稱是 最好的壯陽藥 ，在平時你就可以多做這些運動，將身體調節至
最好的 狀態.《黃帝內經》云：「誤用致害，雖海馬,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也是價錢很貴而且賣的地方真的蠻
少的.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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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臀部附近 筋骨 痠痛 一陣時間了 可否推薦一下中醫師.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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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黑金已被美國fda檢測中心檢測，並通過認定為成年男士放心服用 的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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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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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在擔心你 的 體力不如從前嗎.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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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鞭 和 豬 腰，這些食物被賦予 壯陽 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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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除了有清涼退火的作用，還可以益氣生津，補腎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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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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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壯陽嗎 3,我以前沒有這問題 但不曉得為何最近跟女友恩愛時很容易陽痿甚至 早洩,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壯陽 食物 排行榜 10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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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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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心得] 跟 男友 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壯陽.下面就讓小編向大家講講 早洩 的 手術,杜仲等傳統中
藥。腎虛時才,首頁 信箱 新聞 股市 名人娛樂 氣象 運動 app下載 購物中心 商城 拍賣 更多.馬卡 可以治療早洩嗎 。治陽痿 早 洩中藥.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
幾款 補腎壯陽湯 及 做法 ，大家平常在家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