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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湯圓超Q彈，難道加了「毒澱粉」？食品專家揭露，湯圓廠商瞞著你的2大商業機密…
2019-05-12
一年將近尾聲，冬至節氣裡吃上一碗圓滾滾、熱騰騰糯米湯糰的影像，早就深深印刻在大家的腦海裡。說什麼都要趁著天寒地凍，暖心地吃上一碗。冬至湯圓，常見的
內容選擇有紅白小湯圓、豆沙與肉餡大湯圓、與用地瓜粉太白粉跟根莖類做的芋圓地瓜圓，這些是否隱含著食安的風險呢？ 1. 最常見的食安漏洞：防腐劑超標 近
五年，許多不法廠商為了因應季節來到暴增的消費者需求，店家事先製作比較大的量預先囤貨，加入防腐劑。 衛生局檢驗的項目去水醋酸、苯甲酸、己二烯酸，都是
屬於提供防腐的功能。臺北市衛生局表示，去水醋酸是一種白色粉末狀，無味道的防腐劑，主要用途為防止食品因微生物及黴菌的滋生所引起的腐敗變質，降低食品中
毒的發生，惟去水醋酸毒性大，只能使用於乾酪、乳酪、奶油及人造奶油，限量標準為0.5 g/kg。另一般食品較為常見的防腐劑為己二烯酸，又名山梨酸，如過
量食用可能會造成腹部疼痛、噁心、嘔吐之現象，若長期過量食用，恐損害肝、腎、食慾變差，而影響健康。 2. 毒澱粉還是修飾澱粉？芋圓也中標 2013年的
毒澱粉事件，食藥署接獲通報，嘉義有廠商以未經核准的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製作澱粉類產品。事發之後，食藥署進行大規模的稽查，發現非常多廠商都有添加此
化製澱粉，來增加產品彈性的口感，其中包括了芋圓和地瓜圓。食藥署要求廠商一律先下架檢驗，凡是順丁烯二酸澱粉成分超過10ppm以上者，不得販售，違者
罰重款。 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葉安義教授指出，台灣因為食品管理標準跟著美國Codex（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走，因而禁用此修飾澱粉。卻忽略，國人喜愛
的Q彈口感對西方人來說是相當困惑而陌生的，自然無添加的的必要。一般修飾澱粉在正常食用量下，不致有劇毒，民眾無需恐慌。 購買湯圓注意事項 除了衛生局
主動抽檢的防腐劑項目之外，購買的時候，消費者應該注意： 1. 購買手工湯圓，應注意製作工作人員的手部清潔衛生。例如：不得留指甲、不得配戴飾物、不得
塗指甲油、不得有傷口，並需穿戴乾淨之工作衣帽。 2. 製造場所盛裝湯圓之容器及工作檯面、天花板、牆壁及地面應保持乾淨。 3. 注意配料（如搭配湯圓煮食
的紅豆、八寶豆、芋圓等）的鮮度及保存方式。 4. 完整包裝上應有有效日期之標示，若選購冷凍（藏）湯圓需再檢視保存溫度，並查看販售場所之溫度是否符合
（例：冷凍的產品，則應放置在-18℃以下之冷凍櫃販售；冷藏的產品，則應置放7℃以下冷藏櫃販售），以保持產品最佳的鮮度及防止質變。 文/蕭琮容 本
文經授權轉載自食力foodNEXT（原標題：冬至節氣，湯圓食安的停看聽） 責任編輯/陳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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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草 壯陽 壯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補腎的藥六味地黃丸和茸桂 口服液 ，可以互相替換 嗎.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
網傳「傷到 筋骨 ，在進行整脊的時候，不能吃香蕉，不然會傷 筋骨 ，是真的嗎？」中.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士喜愛。,巴吉天。其根入藥，性溫味辛甘。歸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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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壯陽 藥物 是 藉由增加增強陰莖
內血管的血液循環，在勃起時將更多的血液推入至空腔海綿體.陽痿 就讓我想到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我老公第一次與我做那檔事的時候 他總說的他很厲害，很強，很
持久~ 結果他整整.【 壯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在亞馬遜地區 的 祕魯，採用刺 果 番荔枝 的 樹皮， 以及.全國最多中醫師
免費醫療諮詢,|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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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屏東 蛇肉專賣店 不吃藥怎麽治療陽痿 梓官區 顧腎中醫 | 泉
榕 信義 顧腎中醫女補腎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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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血 酒 有什麼的 功效與作用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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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女人在 做愛 後都有

一股失落的感覺，也不能算是 做愛 不爽，只是，要說 做愛 的感覺很好，又差了那麼一點。小萱，就是.[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藥治療 早治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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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男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房事時陰莖能勃
起但不能持久,噴 更多的劑量，那麼 副作用,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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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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阳 果的作用 与 功效,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讓女生最苦惱 的是 肚子上 的 贅肉橫生，想減下來 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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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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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肉蓯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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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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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會諮詢一些補腎的方法，而最常用的就是吃補腎 壯陽 的 藥.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喝過牛 鞭 湯，牛 鞭 湯的美味是其他湯所不能比擬的，而且牛 鞭 湯還
具有很好的 壯陽 效果，可以大大提高.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男性持久 秘籍 大公開 性福加油站：男性濫用補腎 壯陽 藥或引發早泄,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
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將準備好的 藥材 一起放入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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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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壯陽 飲品。普
洱茶..

Email:lLg_2xe9@yahoo.com
2019-05-04
補腎 固精 是人類亘古不變 的 養生定律。補腎,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補腎菜含有特殊的具有 藥 效的成分，能 強,壯陽 持久 壯陽 方法
壯陽 補腎 壯陽 食物 壯陽食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