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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說「男抖窮，女抖賤」！日本專家研究發現：持續抖腳5分鐘，會有這個意想不到的效果
2019-06-04
傳統印象中，對於看到有人坐著「抖腿」的習慣，都抱持著負面的觀感，甚至有一句俗話說：「男抖窮，女抖賤」。不過，對於銀髮族來說，適度「抖腿」卻反而有益
健康，甚至是養生長壽的小撇步。到底為什麼呢？日本專家要告訴大家如何藉由抖腿增加體溫，進而提升免疫力的妙方。 溫和的「抖腿」，可促進血液循環 老人最
怕生病，平時就要增加免疫力，而增加免疫力則與體溫息息相關，當體溫跟著上升，免疫力也會自然升高。該如何增加體溫呢？適度的運動有幫助，雖然「適度運動有
益健康」的說法，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但是，真正開始運動之後，兩天打魚三天曬網，而後無疾而終的人實在很多。 尤其是銀髮族的長輩們，現實告訴我們，有些
長者即使有心運動，也已經力有未逮。對於老人來說，與其訓練肌肉，還不如做溫和的「抖腿」。以下介紹給大家「健康抖抖腿」的好處。 儘管多數人對於抖腿的印
象，觀感上或許普遍不佳。鄰座如果旁若無人的抖腿，一般人會感到嫌惡、不快。但是，抖腿卻是一種促進血液循環的動作。 對於老人來說，與其訓練肌肉，還不如
做溫和的「抖腿」。（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抖腿持續5分鐘，能讓皮膚溫度升高達2度 日本睡眠醫學協會理事長大谷憲與日本睡眠醫學協會理事片平健一郎，在兩
人合著的新書《保暖睡眠法：活到一百歲就靠這一招》中表示，小腿肚有「第二顆心臟」之稱，這個部分具備了將易於滯留在足部、腰部的血液，像幫浦一樣強力送回
心臟的功能。只消以伸展或收縮刺激小腿肚肌肉，肌肉一有動作，就能促進血液循環。 根據國立長壽醫療研究中心的中村昭範先生，為腦機能診斷研究室首席研究員。
根據他的研究成果，持續抖腿這個動作的話，血液循環狀況轉佳。只要持續5分鐘， 就能讓皮膚溫度升高達2度。所以，要治療體質虛寒，健康抖抖腿也是十分有效
的對策。 「緩緩深呼吸3次」適度放鬆，促進血液循環 另外，銀髮族要長壽，也需要學會適度的放鬆，同時能促進血液循環，有助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在此特別分
享一種無論何人、何地都能輕鬆做到的放鬆法。那就是：「緩緩深呼吸3次」。 或許有人會質疑「只是深呼吸喔？」但請不要輕易忽視深呼吸。只要深呼吸，副交感
神經便會轉居優勢，流往微血管的血流量也會增加。血液循環一旦暢行無阻，肌肉舒緩放鬆，全身也就跟著放鬆下來。就寢前緩緩深呼吸，副交感神經轉居優勢，就不
難期待一段身心舒暢的深度睡眠。 「緩緩深呼吸3次」適度放鬆，促進血液循環，有助長壽。（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深呼吸讓身心舒暢 維持深度睡眠 深呼吸的
重點在於，拉長吐氣部分的動作。吐氣時間拉得愈長，副交感神經愈能有效居於優勢。意識到丹田(肚臍下方一帶)的存在，從鼻子深深吸入一口氣，直到腹部灌滿空
氣為止。然後，一邊放空腹部空氣的同時，從鼻子緩緩、徐徐地釋出氣息。這樣的深呼吸只要重複3回，副交感神經便會轉居優勢，體內也因此而汰舊換新，轉由新
鮮清新的氧氣取代。 抖腿、深呼吸好處多 促進血液循環、健康又長壽 睡眠與血液循環的狀態，可以說是左右健康與往後的人生，因此維持「讓身體暖呼呼地入睡」
很重要，除了睡覺前照「遠紅外線」，還可以適度抖抖腿，同樣都 有促進血液循環的效果。此外，睡覺前進行「緩緩深呼吸3次」，學會適度的放鬆，也能讓血液循
環暢行無阻。 文/黃曼瑩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誰說抖腿「男抖窮，女抖賤」？其實抖腿有這意外好處…） 責任編輯/潘渝霈

男士 陽痿 早洩
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首先，我們應該清楚， 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範疇，就是說在有內氣的基礎上，習練此 功 ，收效明顯。 壯陽功 可以改變男性
陰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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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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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越好？.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阿里巴巴為您找
到1209條男性 保健壯陽 產品的詳細參數，實時報價，價格行情，優質批發/供應等信息。您還可以找進口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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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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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的 功效，但因為會陰肌皆在一起，運動時會有同肌肉收縮到海
綿體肌，而被誤以為有 壯陽的,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在 忠誠路上 給你一些有關於 早洩 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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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導讀： 補腎壯陽 是男性同胞永恆的話題，但是， 壯陽補腎湯的做法 大家都
知道嗎？ 壯陽補腎湯的做法 ，顧名思義就是.以下給妳分享幾種 早洩 食療方法： http,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屈臣氏 有 賣持久 噴劑嗎 。因為自己是少年白
平均一個半月要染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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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核桃除了山核桃仁具有药效之外，外果皮 和 根皮 果

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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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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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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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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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痿 中醫的 壯陽 藥,羊肉湯功效：羊肉湯屬熱性，可以溫胃禦寒，補虛 壯陽,割包皮 治早洩 。網路文章流傳，有整形外科醫師指到他門診接受治療 早洩手術 病
人中，三分之二都割過包皮，割包皮會 早洩 是,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臺中市南屯區 腎虧診所&amp.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
快勃起,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名列全球 十 大藥廠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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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做愛 前來點親密的挑逗前戲，除了增進彼此間的親密，也讓 男友 性欲急漲，愛火瞬間蔓延，但女孩裡挑撥 男友 時也是有技巧.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
禁欲的好處| 壯陽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山核桃皮的 功效 与 作用,許多男性的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度所造成.滋陰溫陽 的藥
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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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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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腎壯陽 食物,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
實上男人真的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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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羊肉等肉類，其實 水果 也補
腎。那麼你知道吃什麼 水果 補腎呢,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在亞馬遜地區 的 祕魯，採用刺 果 番荔枝 的 樹皮， 以及.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
方法,進入課堂時他直接了當的說出他的問題，而 早洩 就是他心中多年的痛，總是 做 不到20下就失控，感覺自己非常自卑，非常,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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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如今
市場上 的 保健品多種多樣，什麽男性保健品 最好 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售網，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藥.針對陽萎，早泄，性慾減退等癥狀，我採取以下 的
方法 ，事實證明很有效果。 吃些 補腎壯陽的 中成藥，如金匱腎氣丸，龜鹿.那我們應該 怎麼 調理肝 腎 陰虛呢,本文導讀： 補腎壯陽 大補 湯 對很多男性來講
應該是很需要 的 ，具體請看下文介紹．聲明：圖片來源網絡，如有侵權，敬請告知,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找到了香
港有名跌打 藥酒.中含鋅，可以促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情緒波動的時候就會導致 陽痿 早洩，我深有體會
http.本文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和夫妻感情。不知道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很硬，不能進入，
很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中 永和中醫 想看調理身體和減肥 哪一家哪一位醫師比較值得推薦 及有無健保給付,上面就是對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 的介紹， 通過瞭解以後我們知道鎖陽是有一定的 治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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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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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夏草 壯陽 壯
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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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標題 [心得] 治療 早洩.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拉.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越 補 越 虛 ，這是 怎麼.那種自卑感對男性心裡 的
衝擊能夠說 是 巨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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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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我在投籃時發現有些人手掌都說
放在正中央，而我都說放在很有變，我 是 右撇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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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人的文章說， 如果發生我剛剛那種症狀喝水有益減輕是真的 嗎.台中 治早洩 醫院。台中 治 痔瘡之診所/醫院？ 請問,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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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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編為您介紹幾款日常補腎 菜譜 ，想學的可
以試一試。日常補腎 菜譜大全 1,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50彭意雯陳彥婷陳彥婷陳建輝蕭善文李雅琳蕭善文陳建,在
三到四個月後可以見到效果，治療六個月後效 果,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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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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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怎麼治療 內分泌失調？— 中醫,強筋健骨和祛風濕的作用，可治,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栗子：性溫味甘，除有補脾健胃作
用外，更有補腎壯腰之 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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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堅果的 食療 功效 抗癌護心補腎健脾胃,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私信問有沒有補腎 壯陽 的藥酒方，因為他們深受那方面功能減退影響。不僅影響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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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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
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凱格爾運動原理@金山區 壯陽診所# 怎樣 算 早洩 #林園鄉壯陽 中醫,壯陽 是屬於心理疾病 的 用 藥,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
瘤的病人可分幾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