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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與心血管疾病息息相關，高壓狀態可能致命！你是否和雷神索爾一樣，深受壓力肥所苦？
2019-05-16
你覺得生活充滿重量嗎？當自己住的地方發生了地震、大颱風等天災，身邊親愛珍重的人離世，或在工作、生活上接連遭逢意外與打擊，都可能讓人一時之間承受不住。
這時候身旁的人會幫忙加油打氣，並提醒著：「你得好好照顧自己，不要倒下了！」 這是真的。人不是鐵打的，神也不是。（以下爆雷）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裡，
雷神索爾因為失去阿斯嘉與眾多親友而心理受創嚴重，鎮日飲酒，無所事事，養出了肥肚，生活頓失目標，再也不是那威風八面的雷神。電影裡雖然逐步讓雷神恢復身
手，但現實生活之中，最新的研究卻認為，因壓力而心理受創嚴重的人，後來很可能更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 （圖／照護線上提供） 來看看今年四月刊在BMJ
（英國醫學期刊）的一篇研究報告。這篇報告裡的研究對象是瑞典人，研究者先找到患有與壓力相關疾病的研究對象，包括有急性壓力反應的人、有創傷後症候群的人、
有適應障礙的人，或因為壓力事件導致其他心智精神問題的人。總共收進了約13萬6千多位承受壓力疾患的人口，此為第一組研究族群。 接著研究再針對這些有壓
力疾患的人口，找到他們的手足，要被收進研究之中的這些兄弟姊妹們都不曾因壓力過大而有精神問題，這部份後來收錄的手足數目共達17萬1千多人，這是第二
個研究族群。 另外第三個研究族群，則是隨機取瑞典人口中的13萬6千人來比較。同時，這三個族群的人在進入實驗研究之前，都不曾患有心血管疾病。 （圖／
照護線上提供） 研究者希望了解的是，在這不同族群之中，他們發生心血管疾病的機會是否不同？畢竟天有不測風雲，我們都有機會遇上極度讓人沮喪的巨大打擊，
若這個事件真的已經造成精神、心智方面的影響，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嗎？會不會其實是基因讓某些人比較容易心臟病發，有沒有遇到壓力事件都一樣？因此研究者才
會不僅找來有壓力的疾患，還找來其手足、普羅大眾分別比較。 這裡說的心血管疾病包含了缺血性心肌疾病（像心肌梗塞、心絞痛），腦血管疾病（簡單講是腦中
風），血栓（深部靜脈栓塞、肺栓塞），高血壓，心臟衰竭，心律不整，心臟傳導問題等。因此研究者會計算不同族群裡，每一年發生心血管疾病的機率。 經過27
年的研究（1987年到2013年），結果大致上是這樣的： （圖／照護線上提供） 針對第一組有壓力問題的族群，每年每一千人裡，平均有10.5位會被診
斷動脈粥狀硬化、心律不整、血栓問題、高血家、中風、心臟病發、或其他的心血管問題。第一年發病的機會是每年每一千人中有8.1位。 相較之下，第二個族群
（有壓力疾患者的兄弟姊妹，本身沒有壓力疾患）每年每一千人裡，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數是8.4人。第一年發病的機會是每年每一千人中有4.9位。 若看第三個
族群（普羅大眾）則是每年每一千人裡有6.9人會得到心血管疾病。第一年發病的機會是每年每一千人中有4.3位。 也就是說，若以「有壓力疾患困擾」、「沒壓
力疾患的手足」和「普羅大眾」三個族群來比較的話，「有壓力疾患困擾」後來得到心血管疾病的機會是最高的。 研究同樣也發現，在剛診斷壓力型疾病的前六個月，
尤其容易讓人有心臟病發、心跳停止等急性、致命的心血管事故。在剛診斷壓力型疾病的前一年內，患者就有更高的機會出心臟衰竭等嚴重的問題。且這些急性心血管
問題會可能在患者不到五十歲前就發生！過了一年後，承受壓力型疾病的患者仍有比較高的機會罹患心血管病變，但相對來講與其他族群的差距則慢慢變小。 （圖／
照護線上提供） 雖然這個實驗沒有告訴我們，究竟壓力是如何影響身體運作，只是顯示了結果：壓力疾患真的與多種心血管疾病發作是有關連的！ 或許你可以說，
這是大家長久以來的猜測成真了！無論一個人的家庭背景或現在身體狀況，無論他過去是否有精神疾病，當處在壓力很大、無法應對的時候，真的會讓人心臟、血管等
循環系統出問題，而且就在被診斷為壓力適應問題的幾個月後，就正是最危險的時候。 所以，我們必須認知到，如果自己或身旁親友曾遭逢巨大變故，千萬要有意識
地注意自己的心理和身體健康狀態。這個研究同時也是提醒醫護人員要更有警覺性，面對已經承受患有巨大壓力的病人時，不僅治療他們的心理狀況，也要留意他們的
身體健康。至於現在另一個研究還沒能回答的問題是，如果好好接受心理問題的治療，是否能降低這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會呢？可能也是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確立因果
關係了。 文／白映俞醫師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照護線上（原標題：研究證實，壓力真的會逼死人！） 責任編輯／李頤欣

男人吃什麼 壯陽 補腎
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其中含有西藥成分的檢出率大約為二 ％左右，其誇大宣稱，又以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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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威而鋼是全球最知名的 壯陽藥.腰酸背痛及 筋骨 痠痛的問題日趨增加，缺乏運動加上
重複性工作造成的局部 筋骨 勞損腰酸背痛,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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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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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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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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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阿里巴巴為您找到26條關於男性 壯陽保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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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
「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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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食物 中藥 與便方》中亦有介紹，治「遺精早泄：金櫻子1500克，臼中搗碎，加水煎3,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
液,靚湯，啦啦聲試下啦！你今日飲咗未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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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酒 中藥補腎 壯陽 秘方,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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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一些治療 早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
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鹿茸也毒藥之類也。」因為這類 藥材.找到了男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養生食譜提供附子 壯陽嗎 ，附子 壯
陽 效果好 嗎 ，附子副作用對腎有害，附子慢性蓄積中毒案例，六味地黃丸 可以壯陽嗎 ，外用,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女性常說補血，而男性做常說 的
則是 壯陽 。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 治療 早治早好 ！,補腎~ 壯
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很多男性在早泄的情況下都願意用延時 噴劑 來提高性生活質量，那麼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怎麼用,
雪蓮 果 ，除寒， 壯陽 ，調經，止血。治療陽萎，腰膝軟弱，婦女崩帶，月經不調，風濕性關節炎，外傷出血等症狀。,不是 中藥 可以補回來.男人吃肉蓯蓉 壯陽
補腎 陽，補而不燥，除一般腎虛疾病外，還有潤腸通便的作用，適合陽虛便秘。.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導讀： 生蠔 的 做法 ， 生蠔 的營養價值。 生蠔 是很好
的滋補品， 生蠔 ，治虛損， 壯陽 ，解毒，補男女氣血，令肌膚細嫩，防衰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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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對人體 的 損傷，同時又能增強性能力，補腎 壯陽的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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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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而鋼專賣店 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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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滋陰補腎的食物 大全,年長者身體老化關節退化出現.一段 感情 除了互相喜歡之外，也需要建立在雙方彼此信任的狀況下，才能走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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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性能力而時常服用威而剛,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東北三寶酒溫
潤 壯陽藥酒配方 藥方：貂鞭1具，人參,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中國醫藥學院學士後 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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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心得] 跟 男友 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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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壯陽藥 十大危害隨著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很多男性的性功能出現了障礙，並有低齡化的趨勢。大多數人解決的辦法就是吃.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