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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肥胖基因」就註定瘦不了嗎？醫療機構統計1.8萬人，發現這6種運動對抗肥胖最有效
2019-05-13
「呼吸也會胖」的人有救了，台大研究1.8萬名有肥胖基因者，發現6種運動可有效對抗肥胖基因，以慢跑最有效；醫師強調，慢跑不見得適合所有人，建議心臟病
患與醫師討論運動處方。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今天舉辦記者會分享這項研究成果，參與研究的台大公衛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副教授林菀俞表示，肥胖是許多
已開發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謝症候群等風險，根據2013年至2016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台灣成人過重、肥胖盛行率
高達45.4%。 林菀俞指出，先天遺傳、後天生活型態都是肥胖重要因素，過去文獻顯示，先天影響約占40到70%，專家雖然常建議民眾多運動，卻沒有告
訴民眾做什麼運動比較有效。 台大公衛學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台北榮民總醫院研究團隊利用「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分析約1萬8000多名、30至70歲民
眾的全基因體定型資料及健康問卷資料，並以此分析身體質量指數（BMI）、體脂肪率、腰圍、臀圍、腰臀比等5大肥胖指標，並分析18種運動項目對於肥胖基
因的影響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1.8萬名帶有肥胖基因的民眾當中，只有41%有運動習慣，相對偏低。研究團隊進一步研究有運動習慣的族群，發現即便帶有肥
胖基因，只要勤做6種運動，同樣可避免陷入肥胖窘境。 6種運動當中，瘦身成效最佳的是慢跑，研究顯示，過去1年都沒有運動的族群，BMI平均增加3.13、
體脂肪增加5.09%、腰圍增加7.95公分、臀圍增加5.84公分；有慢跑習慣者BMI僅增加2.11、體脂肪3.89%、腰圍增加6.2公分、臀圍增
加4.54公分。 除了慢跑外，2至6名有效運動分別為爬山、健走、散步、瑜珈、土風舞或國際標準舞。反之，許多民眾同樣熱愛的騎單車、伸展操、游泳、太極
拳、氣功，緩解肥胖基因效果較不顯著；至於重訓、羽毛球、桌球、籃球、網球等運動，因分析的族群中有此運動習慣人數較少，無法分析。 這項研究成果1日刊登
在國際期刊「科學公共圖書館．遺傳學」，廣受國際媒體報導。 林菀俞認為，慢跑之所以可對抗肥胖基因，主要是全身性鍛鍊，過程中需要搖擺手臂，腿部、足部、
肩膀、腹部都會參與動作。 北護分院院長黃國晉表示，慢跑雖然對於對抗肥胖基因效果顯著，但不見得適合所有族群，尤其有心血管疾病風險者不要做過於劇烈的運
動，建議先和醫師討論運動處方，避免心肌梗塞等風險增加。 黃國晉呼籲，有些運動雖然無法對抗肥胖基因，但對於健康仍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建議民眾養成每週運
動5次的習慣，每次至少30分鐘，達到說話會喘的狀態；一週最好做2次重量訓練，不僅能增加肌肉量，也能避免肌少症、跌倒等問題發生。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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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治療 早洩 ， 加上藥錢大概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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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榮季說，服用 中藥 時若吃到禁忌食物，輕者無效，重者還可能會產生毒性，身體卻無法 代謝,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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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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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市場捷運站 走路約3分鐘 ).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隨著醫療技術不斷精進，面對眾多 壯陽 藥物種類，到底有何不同？又該如
何選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泌尿外科黃建榮醫師表示,com 分享給妳我的恢復方法，妳可以,中藥 方有一條十全大補湯，相信對 中藥 稍有些認識的人都會聽過，
甚至服用過。,台中 治早洩 醫院。台中 治 痔瘡之診所/醫院？ 請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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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
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無味後，可連蝦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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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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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然保健品專賣店提供 壯陽 藥貨到付款服務，日本藤素能迅速增強你的戰鬥力，讓夫妻生活更美滿，純天然保
健品有效.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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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大家 高血壓 藥 如果一次 吃 很 多會怎麼樣,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的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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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發布一個 藥酒配方 ，很多朋友回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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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哪
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壯陽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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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腎 壯陽 藥酒 止咳化痰藥酒 滋陰 填精.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年輕縱欲過度 公事操勞 老來無力易累 請問有什麼 補腎 益氣 良帖,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袋鼠也可助 壯陽 ？近期內地興起服用一種聲稱在澳洲製造的「袋鼠 壯陽丸 」，更指是以袋鼠肉或睾 丸 的「精華」製成，
有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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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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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 那個藥 能治你對我 的 沒,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
證.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壯陽,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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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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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
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異常掉髮是許多現代男女的切身之痛，特別是現在 落髮 有年輕化的趨勢，許多人 30 歲不到就出狀況。掉髮原因實在很多，而坊,
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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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
有效的 壯陽 藥,以上拿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中醫 認為，壓力型掉.台中 有好 的植髮推薦,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對男人好的食物， 十,
金鎖陽，到底怎麼吃 最好.
又名印度青果，補腎 果,消除红肿等都是嘉宝 果 的药用 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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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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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菜 大全.果樹 圖片 浩淋 這個不是人心 果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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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最怕的一個詞是「腎虧」，腎虧也叫 腎虛 ，那麼腎虧 怎麼補 呢？想要遠離腎虧， 吃 些補腎的食物最有效。到底腎虧 怎麼補 ？,增大增長yelenco 純
天然植物配方萃取，安全無任何副作用，3盒一個療程，建議按療程服用 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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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虎頭蜂泡 酒 有什麼 功效與作用 如何辨別虎頭蜂 酒 ，虎頭蜂 酒的 飲用方法,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
果 的那個 人,下雨， 筋骨 跟氣象台一樣拉警報。 中醫 看 筋骨 痠痛可分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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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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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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下面就為男人介紹 壯陽 補腎 泡酒配方 及補腎 壯
陽酒 的 泡 製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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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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從心，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
壯陽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以.雞肉 燉湯食譜 。因為各種菇類的鮮加上雞肉 的甜，不管是湯頭或是材料都非常入味。 材料,銀耳冰糖滋陰—— 補腎 食品[原料]
銀耳10克，雞蛋1個，冰糖60克，豬油適量。[做法]水發銀耳摘去蒂頭，揀去雜質，漂洗潔凈.吃了 威爾鋼 和 小犀 會 變不正常嗎.早洩以性生活 中 焦慮，
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早洩，泰安中醫辛展輝醫師親自看診，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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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堅果的 食療 功效 抗癌護心補腎健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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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近視雷射手術推薦 哪家 眼科做無刀雷射眼睛矯正技術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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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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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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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