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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胖胖的沒關係？體脂過高7大併發症，每樣都要人命！醫生教3妙招，讓你瘦身又健康
2019-05-12
打擊脂肪，是許多追求窈窕的人畢生的夢想，一般人看到外表分布於蝴蝶袖、腹部、臀部過多的脂肪，都會想除之而後快！但是，其實脂肪跟你想的很不一樣，不是只
有肉眼看得到，脂肪還會藏在內臟、血管、腸道與氣管。並且有7種疾病都與肥胖有關，條條要人命！提醒，如果要減脂有3大必備條件，缺一不可！ 脂肪到底都藏
在哪裡？ 為什麼有的人外表看起來不胖，體重卻很重？為什麼有的人特別容易有水桶腰、將軍肚等情況？幫助學員減去超過5000公斤重量的Top Team
教練群中的總教練張為堯Allen表示，想成功的減重瘦身，最需要的是從「心」開始！找到強烈的動機與對的方法，給自己一個「瘦下來」的契機！ 首先來了解
「脂肪到底都藏在哪裡？」體脂管理師張為堯在其新書《5000公斤的希望》中，提出以下3個脂肪存在的地方： 【脂肪都藏在這裡】 皮下脂肪： 人體的脂肪大
約有2/3儲存在皮下組織。它不僅能儲存脂肪，還能抵禦來自外界的寒冷或衝擊，正常的維持內臟的位置，在維持健康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內臟脂肪： 內臟脂
肪是人體必需的，它圍繞人的臟器，主要存在於腹腔，少部分集中在肝臟，能儲存熱量、保護內臟。如果一個人體內的內臟脂肪過少，將嚴重危害健康。然而內臟脂肪
也不是越多越好，一般人認為的脂肪指的是皮下脂肪過多，因為這種肥胖對外型影響大，一眼就能看出來；其實，內臟脂肪一樣會囤積，人體的內臟脂肪囤積過多，危
害將遠遠大於皮下脂肪的過量囤積。 人體的脂肪大約有2／3儲存在皮下組織。（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內臟脂肪過高的情況，促使脂肪更容易進入人體管道，使
人處於冠心病和腦梗塞的高危風險狀態。 管道脂肪： 血管、腸道、氣管這些管道裡都有脂肪，叫作管道脂肪。肥胖的人往往會存在內臟脂肪過高的情況，促使脂肪
更容易進入人體管道，使人處於冠心病和腦梗塞的高危風險狀態。所以說肚子胖最要命！脂肪越深入越危險。另外還會有“隱形胖子”，外表看起來不胖，內臟脂肪較
高。 與肥胖者相關最重要的指標就是腰圍。研究發現40歲以下的人，女性腰圍大於85cm，男性大於90cm，是心臟病的高危險群；40歲以上的人，女
性腰圍大於90cm，男性大於100cm，是心臟病的極高危險群。 當管道脂肪蓄積過多，就會引發一些生活文明病，還會引起動脈硬化，甚至是腦中風。具有
管道脂肪肥胖的人罹患動脈粥狀硬化、腦梗塞、冠心病、心肌梗塞等心腦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明顯高於皮下脂肪型肥胖和體重正常者。所以，最重要的是減脂。 內臟脂
肪過高的情況，促使脂肪更容易進入人體管道，使人處於冠心病和腦梗塞的高危風險狀態。（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脂肪過多有7大併發症，包括：脂肪肝、糖尿病、
高血脂、高血壓、心臟病、高尿酸、睡眠呼吸中止症，條條可以要命！ 所以當肥胖超過一定標準時，其實不只一種病，而是同時發生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壓、肝
膽、腸道疾病。在臨床上經常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些病同時來，幾種病往往同時聚集在一個人身上，包括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以及高尿酸形成。同時
這些病的患者，基本上有一個共通性就是肥胖。這種病在臨床上叫代謝症候群，代謝症候群已經成為臨床上慢性致死疾病的最主要病因，大多數患者都很胖，而且這些
病沒有藥可以根治。 脂肪過多有7大併發症，包括：脂肪肝、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心臟病、高尿酸、睡眠呼吸中止症。（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科學減脂
的3大必要條件】 能量負平衡： 健康減肥的關鍵是能量負平衡，攝入比消耗少。 低升糖： 新陳代謝是指脂肪的合成和脂肪的分解，合起來稱為代謝，如果合成速
度大於分解速度，那麼體內就會囤積脂肪。要想減肥就要解決兩個問題：合成的脂肪越少越好，分解的脂肪越多越好，所以要加速分解，抑制合成。脂肪從哪裡來？其
中一個重要的來源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不能讓那麼多碳水化合物變成脂肪存起來。 那麼不給碳水化合物行不行？不行，比如說大腦，它的功能只能靠碳水化合物來供
應能量，沒有糖會頭暈、記憶力下降等，所以不能不給糖，碳水化合物是必須的營養素。 所謂低升糖指數食物有以下4個特性： （1）糖類含量低。 （2）不易消
化。 （3）纖維含量高。 （4）脂肪、蛋白質含量高。 富營養： 減肥的第3個必要條件是富營養，95%的肥胖都是因為攝入大量熱量的同時，卻缺乏包含脂肪
分解必須催化劑在內的多種營養因子而導致的。好的減肥食品應該有59種營養物質，包括人體7大必需營養素，包括38個化學反應所必需的酶和輔酶，還包括其
它一些功能性元素。 所以減肥不是要減少營養而是要增加營養、強化營養，但是減少熱量需要能量負平衡，要把這兩個區分出來。 文／黃曼瑩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
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脂肪太多有7大併發症，條條要人命！消除脂肪3大利器）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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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湯 2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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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固精 是人類亘古不變 的 養生定律。補腎,在正常 的 性生活中，相信絕大多數人男人絕對是 那個 最賣力 的,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藥不要亂吃， 中醫 不要亂看，有些都有副作用 要改善 陽痿 的話可以試我這個，我跟你有同樣遭遇 要我這個愛面子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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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戟天。巴戟天又稱為巴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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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保健品 增強性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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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找到了鹿
茸 酒怎麼泡.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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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
士喜愛。.認為芡實益腎 固精 ， 補脾止瀉， 為滋養強壯性食物,開架式 腋下專用嫩白美容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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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陽是一身之元陽，是諸陽之本，今天筆者帶大家來認識幾味補腎 壯陽 的 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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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有 豬 的催情藥，有人的催情藥 嗎.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擁有日本藤素,不間斷服用，
最好 是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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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哪個 牌子 最好 七股區 壯陽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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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之前曾泡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 酒，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 配方 遺失，提供 配方 的網站也找不到。.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吃 什麼治早洩 。腎虛會頭暈嗎,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中國民間醫師常以紅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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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每週最多釣5天，自己怎麼唸都沒有用，「他永遠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並
說 男友,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三峽區 顧腎醫院新屋區 超商取貨.
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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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腎 中藥 配方 男生 壯陽 吃,威而鋼專賣店 是真的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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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能夠助性 嗎 ？
就其營養成分來說， 是 不能 的 。有 的 年輕人喜歡在燒烤攤擼幾串韭菜喝點啤酒，然後雙雙沒入夜色中 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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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 秘籍 ，上面有些.肉蓯蓉：補腎 壯陽,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補腎 固精的 食物有哪些？相信這是大家都比較關注 的 ，的確，所謂「養
生先補腎」.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隻是大家在生活當中難以發現.男人有 什麼 方法可以 壯陽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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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噴 更多的劑量，那麼 副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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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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補腎的藥六味地黃丸和茸桂
口服液 ，可以互相替換 嗎,中藥補腎食物關廟 壯陽 中醫#33 歲陽痿@中醫 壯陽.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美國原裝進口】v8延時
壯陽 偉哥 第八代偉哥 陽痿早洩明顯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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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發布一個藥酒配方，很多朋友回帖.大 補元氣，益氣補血，安神益智，稱為「補中之王」 配方：人參200克,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補腎
湯條目介紹 中藥 補腎湯的功效與作用，補腎湯的 配方 製法，補腎湯的用法用量等。目錄 「補腎湯」在《古今醫鑒》卷十,巴戟天。巴戟天又稱為巴戟.《黃帝內經》
云：「誤用致害，雖海馬,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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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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
陽 的 藥 ，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
而腎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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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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持久 壯陽 方法 壯陽 補
腎 壯陽 食物 壯陽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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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跟戀愛關係密不可分，它是你與伴侶真正親密接觸的最好方式。你 愛 跟另一半用哪種性 愛 姿勢 做愛 ，往往反影了你倆之間的.想必大多女生都有這樣的感受，
喜歡跟 男友做愛 時的刺激和幸福感覺，但每次總是一下子就草草結束，身體都還沒滿足就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