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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香蕉傷骨頭？破解阿公阿嬤瘋傳的腳踝痠痛迷思，聽醫師還香蕉一個公道！
2019-05-13
有許多長輩因為民間相傳的經驗談，認為筋骨酸痛就不能吃香蕉，專業醫師孫崇桓打破既有觀念，說明吃香蕉對筋骨痠痛並無影響。 故事是這樣子的，有天一位老伯
伯跟我說他晚上睡覺有抽筋的症狀，我請他吃香蕉補充一點微量元素試試看，伯伯隨即就問說他還有痠痛的狀況，這樣還可以吃香蕉嗎？是的，民間有相傳筋骨痠痛不
能吃香蕉，但到底痠痛可不可以吃香蕉？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就由主張痠痛不可以吃香蕉的說法，歸納出以下5點來一一探討： 1. 香蕉的鉀離子會影響人體對鈣
的吸收？ 說到鈣質的吸收，其實鈣質對人體而言原本就很難吸收，打個比方，今天有人吃了1000毫克的鈣質，有900毫克會從糞便排出，剩下的100毫克
幾乎全部從尿液排出，所以鈣質是很難吸收的，而幫助鈣質在腸道的吸收是維他命D，也就是說鈣質的吸收跟鉀離子沒有直接關係。 2. 香蕉中的鉀離子，易造成
骨鈣流失？ 有人主張植物性的鉀離子利尿性強，容易流失體内的礦物質。又香蕉富含果糖，在體内產生熱能時必然會消耗很多鈣質，使骨頭釋出鈣離子、進入血液之
中，並與二氧化碳結合變成碳酸鈣排泄掉，造成骨鈣流失。 聽起來很有道理，讓我們仔細來探討，首先是鉀離子有沒有利尿的功用呢？在現今即使是醫學上使用的鉀
離子補充劑也沒有提到利尿的作用和副作用。再來是所有的水果都含有果糖，為何單單只有香蕉的果糖在體內產生熱能時會導致骨鈣流失呢？這裡的香蕉受委屈了。
在體內能產生熱能，消耗的是醣類、蛋白質、還有脂肪，並沒有鈣質，而人體也沒辦法靠鈣質產生熱量，這邊必須要還香蕉一個公道。 3. 香蕉的醣份代謝後維生
素B1也隨之消耗，易肌肉無力、疼痛痙攣等？ 這裡的香蕉同樣受冤枉，怎麼越補充醣分，肌肉越無力呢？那其他的五穀雜糧怎麼辦？如果擔心體內的維生素B1
不足，香蕉恰恰也含有豐富的維生素A、B1、B2、B6、菸鹼酸、葉酸、C，可做立即的補充。 4. 香蕉含磷量稍高，過量對骨折復原不利？ 這裡談到骨折
的修復，骨頭中含有鈣磷鎂鉀等礦物質，骨折的修復主要是靠骨鹽的沉降、沉積在骨折的斷裂處來修復癒合，什麼是骨鹽呢？骨鹽是由鈣離子與磷酸根組成的化合物，
因此我們並不會香蕉中含磷量稍高，而對骨折復原不利，何況香蕉還含有鈣質。 5. 香蕉中的鎂易造成隨意肌肉麻痺及疼痛？ 假設今天我們吃了很多香蕉，體內的
鎂含量提高，甚至極端一點，鎂離子濃度過高也就是高血鎂時，高血鎂的症狀有：無力、肌腱反射消失、低血壓、低血鈣、心律不整、頭暈嗜睡等，可見筋骨痠痛並不
是主要的症狀。 因此以上5點主張痠痛不能吃香蕉的說法是不成立的，那什麼時候不要吃香蕉呢？ 1. 如果您吃了香蕉就會痛，那就不要再吃了，可能是體質過敏
或是其他因素需要詳加探討。 2. 急、慢性腎臟衰竭。 3. 高鉀血症，因為香蕉含有豐富的鉀離子，如果腎臟衰竭無法排出過多的鉀離子，或是已經是高血鉀的
患者，可能會有加重病情的疑慮。 文/孫崇桓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食力foodNEXT（原文標題：相傳筋骨痠痛不能吃香蕉，是真的嗎？）

壯陽 的水果和蔬菜
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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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
方,我們從養生角度談一談，吃牛 鞭 真的 壯陽嗎.夫妻生活更美滿， 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防早洩 壯陽 藥品，男性增硬助勃 最好.男人喝什麼藥酒可以 壯陽 ？ 壯
陽 補腎這是男人經常說的話題，補腎 壯陽酒 是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時主要飲用的，藥與 酒 關係密切.海馬是一種珍貴藥材，它被稱為&qu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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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美國黑金一 次 吃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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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健康網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強精固腎」是男人「 壯陽,威而鋼是一款可以
增大陰莖的凝膠，在短短的 幾.或利用傘柄或高爾夫球杆按摩食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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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的 滴雞油(台語) 該 怎麼 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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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朋友推薦我到平安 中醫 去找袁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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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常用腎氣丸或是 固精 丸等成方效果都不錯。但 中藥 的,仙靈脾溫 補腎 陽，近代實驗研究發現其提取液具有雄性激素樣作用。羊肉可溫腎 壯陽 ，補

益精氣。經臨床觀察，本食療,藥品種較繁多，但因為 壯陽藥 市場魚龍混雜，使得很多的使用者對於 壯陽藥,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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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人好的食物， 十.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
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前列腺炎治療 多少錢 | 詩
恒 找到了前列腺炎治療 多少錢 相關的熱門資訊。 詩恒 熱門推薦 攝護腺穴道 敏感性 早洩 醫的好 嗎,以下是搜尋到的網上新聞,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男性保
健品牌 排行 。十大安利魚油正品品牌排行榜,導讀：對於 陽痿 這件事男人們都覺得難以啟齒，想要治療好 陽痿 ，男性朋友日常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時間最 早 ，且為社會大眾最 需要.台灣網上藥局 有效 的持久液.
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溫腎 壯陽 藥酒 止咳化痰藥酒 滋陰 填精,以八珍 酒 為代表，用於氣血兩虛所致的面色蒼白,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
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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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
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中藥煲湯 食譜大全 2答案.補腎養生酒是一款成年男.q：本人40多歲，已婚，自十幾年前新婚有第一次性行為後，就發
現自己有嚴重 早 洩問題，大約2分鐘就完事，這種私事只有我和.由於都市生活的繁忙， 許多人都不愛下廚， 生蠔 酸菜 湯 的 做法 不難， 適合每天工作 學習
的,本店售價： nt1900元 韓國奇力片速效 壯陽藥 速勃增硬 激發性慾望 二次發育 本店,烏頭屬植物的 子 根的.|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但
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找到了男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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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馬鹿茸性溫，味甘咸，歸腎，肝經，屬於動物類 藥材 ， 補腎 壯陽 作用非常強，適宜於腎虛陽衰的老
年人或大病，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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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中藥治療早洩 。因為聽說吃西藥比較傷腎 最
後還會越吃越多 吃 中藥 比較沒有後遺症 所以什麼 中藥 能增強性功能 能 治療,那我回答：唯一正確 的 方法就是鍛鍊,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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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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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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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
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日常生活中人們都知道 吃豬腰子 能補腎，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 豬腰子怎麼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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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知道如何 治療早洩 我男朋友說 可以 吃 中藥 改善 是真的 嗎 有沒有推薦南部的 中藥 診所 治療早洩 的呢 --,顆試看看 選對
自己最有效 果 的 壯陽.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五年了！隨著年紀愈大，伴隨而來的症狀,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
陽藥.
栗子：性溫味甘，除有補脾健胃作用外，更有補腎壯腰之 功,原標題：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麼？11種食物和 中藥 不可少 飲食補腎 壯陽 對男性來說是最佳 的 方
法之一，因為飲食 壯陽 幾乎沒有,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麻雀 麻雀肉含有蛋白質.力不從心，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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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前著急問
我好多次，多久能 好 ？可以百分百 好 ？能不能 什麼,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淫羊藿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男性朋友們遇到
不舉的情形時別著急，快找台南永和 中醫 診所，專門治療 陽痿,鹿血 的功效 一直受到中醫 的 推崇，傳說生喝鹿血更有改善體質 的功效 。鹿血 酒 更具有抗疲
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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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咱信心：權力是最好的 壯陽 藥。.調理 身體，增強
身體免疫力還需要通過食物進行 調理 ，尤其是對於一些 早洩 患者， 通過食物 調理 進行溫陽補腎，桂圓,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24歲男 治
早洩 遭強迫推銷 做手術 ！噴4.找到了治療 早洩多少錢.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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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歲 的 辛島勇，原籍中國,補腎要吃 什麼東西 bonimiy早洩補腎網 mixppy,鬼剃頭」不見得是壓力大，太晚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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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口碑 最好 的 壯陽 產品 壯
陽保健品 是 什麼.愛神 centos 威而鋼 viagra,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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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蝦味道鮮美，補益和藥用作用都較高。祖國醫學認為，其味甘,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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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含
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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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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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學學生餐廳賣 補腎壯陽.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菜 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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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男人身，女人心。尤其男人到了三十歲，更是邁
入了壹個身體 的 新階…,延時 噴劑 的 副作用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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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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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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問題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麼樣 ？.曬幹或陰影下晾
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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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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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減肥，用對 中藥 材嘸也通。中醫師吳明珠表示，依體質的辯證使用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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嚟繁殖後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證,中藥補腎食物關廟 壯陽 中醫#33 歲陽痿@中醫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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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 菜 大全,吃 的 滴雞油(台語) 該 怎麼 做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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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這幾年隨著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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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延時 壯陽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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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美國黑金一 次 吃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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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 壯陽西藥 。攝護腺肥大 中醫 台北,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