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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爐加熱，到底會不會輻射外洩、吃了致癌？看了這篇就知道真相啦
2019-05-12
我在國防醫學院當兵的時候，擔任的是傳令兼駕駛兵，所謂的傳令，就是跑腿的意思；所謂的駕駛，就是駕駛的意思（廢話）。我們的傳令室就在院長辦公室旁邊，院
長經常要接待外賓，所以我們的部分功能就是要讓外賓們爽……我是說精神舒爽，所以當然就有一個專門用來泡咖啡、泡茶的小廚房，當然，小廚房就必須有一台
可以加熱食物的微波爐。 有一次我在傳令室值班的時候，長官忽然很神祕地問我：「你站在這裡不怕嗎？」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他又接著說：「後面就是一台微
波爐啊！」我頓時茅塞頓開，原來是長官體恤小兵長時間曝露在輻射當中，可能會造成日後家庭不幸福或是過於幸福（因為聽說被輻射照過的東西都會變大）。我笑著
說：「微波爐的電磁波不會怎樣，而且距離又那麼遠。」長官沒說什麼，帶著微笑離開傳令室，忽然間身旁彷彿一陣寒風吹過。 微波爐是直接從食物內部加熱的 微
波爐的原理，是在短時間內發射連續震盪的低頻電磁波（也就是微波），讓磁場內的水、脂質、蛋白質之類的極性分子來回碰撞而摩擦生熱，所以和傳統我們用火烤、
水煮之類的加熱方式相比，微波爐是直接從食物內部加熱的。你去買一台微波爐，它的外門通常會寫著：「不要直視微波爐，保持適當距離。」 這基本上是對的，但
是很多人看到這個警示標語就開始腦補空想了：「不要直視微波爐的原因一定是因為那個燈有輻射。」嗯，是有輻射沒錯，如果你硬要說可見光也是電磁輻射，也可以
算你得分，但是微波爐的燈真的就只是普通的燈！不要直視微波爐和燈一點關係也沒有！燈只是提醒你這台微波爐正在工作而已，根本沒有任何其他的意義。就像前面
所說的，微波爐會讓「水、脂質、蛋白質之類的極性分子來回碰撞而摩擦生熱」，可想而知人體內多的是「水、脂質、蛋白質之類的極性分子」，所以我們擔心的其實
是如果微波外洩的情況下，眼睛的水晶體會不會被煮熟，甚至男生的蛋蛋會不會變成水煮蛋？ 基於這個擔憂，電磁爐的生產都是有國家標準需求的，根據國內的法規，
距離電器外部表面5公分或更遠位置的任意點之微波洩漏量，應不超過每平方公分5 毫瓦。換言之，如果沒有符合這個規定的電磁爐根本就無法上市，可以上市的微
波爐，我們至少都可以確保在5公分以外是不需要任何擔心的。除此之外，現在絕大部分的微波爐都有做電磁輻射屏蔽，除了機身是用金屬製成外（所謂的金屬屏蔽
效應），門上也有網目屏蔽，而且尺寸通常遠小於微波的波長（12 公分），你想想看，你這一生有看過網目直徑大於12 公分的微波爐嗎？有誰生產這種東西，
可是會被嘲笑的啊！ 這時候又有人跳出來講了：「雖然整台微波爐包得緊緊的，輻射不會外洩，但是相反的，裡面應該就有滿滿的輻射殘留了吧！」還有人說：「我
聽某某營養專家說，微波食品很不健康，微波食品會有輻射殘留。」這次真的要換我崩潰了，你的問題我一個一個回答。 食品本身健不健康更重要 首先，微波爐沒
有輻射外洩是因為根本沒有「輻射」可以外洩，前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微波爐的「輻射」是屬於低頻的微波，不是游離輻射，而且這種通電產生的微波，關掉電源就
消失了；當然如果你發現一種關掉電源還能繼續有微波的天然物質，就可以發大財了，因為你即將發明一台可終身享用的「免插電微波爐」。 微波爐使用之後，唯一會
「殘留」在食物內部的叫做「熱」，你當然也可以說熱是一種輻射，問題是，熱輻射應該不是你所說的那種「輻射」吧！要是微波之後食物不會殘留「熱」，那表示你
的微波爐已經壞掉了。 其次，微波食品吃了對健康比較不好？以前在媒體上看過一種說法，他們把泡麵的成分列出來，說裡面加了這個又加了那個，都是很不健康的
添加物，所以如何如何，問題是我都要吃泡麵了，還期待吃了可以養身嗎？「微波食品不健康」這個論點，到底是食品本身不健康，還是微波爐加熱的過程讓它不健康，
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啊！一般在超市或超商買的微波專用食品多半是半成品，所以勢必要在裡頭加入一些添加劑，撇開黑心商人加入不該加的東西之外，如果都是按照
法規合理加入的東西，基本上沒有什麼危害人體的疑慮，頂多就是營養不均衡罷了。 如果是把昨晚的剩菜剩飯拿來加熱二次食用，那麼問題還是在於這些食物隔夜之
後，是不是已經產生一些化學反應，甚至腐敗的狀況，有的話也是「隔夜」的問題，而不是微波爐的問題啊！ 當然還有一種論點是說，微波爐加熱可能會破壞蛋白質，
導致營養素流失，基本上這個問題不只是微波爐有，所有的加熱方法都會破壞蛋白質，而且到底哪裡有蛋白質不被加熱變質的熟食？這是根本上的邏輯矛盾啊！ 總之，
大家就安心使用微波爐吧！現在市面上賣的微波爐都是非常安全的，一般來說，半公尺以上的距離就沒有任何安全之虞了（雖然我覺得連半公尺都太遠），只要不過度
加熱、不要包裝沒打開就拿進去加熱、不要把金屬拿進去加熱、不要加熱到微波爐爆炸，基本上它都是很安全的，如果你還是非常憂心、不信任微波爐製造商的良心，
那還不如現在就把微波爐拿去退貨，或是每次使用時躲到100 公尺外的鐵桶裡，還有—記得把蓋子蓋起來。 作者介紹│廖彥朋 《台灣鯛民》專頁原作者，網友
暱稱為「養殖戶」，自稱「周魚民的老闆」。 大學念的是放射科學，發現自己沒有這方面才華，碩士轉讀醫學物理，又發現這行沒有前途，在醫院工作三年半之後帶
著兩把吉他逃到日本，在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當醫科學專攻博士生。 長庚大學醫學物理暨影像科學碩士 雙和醫院醫學物理師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醫學物理師認證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醫科學博士生(ing)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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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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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的女人一周 幾次最佳,美國黑金blackgold 原裝正品16粒裝 強效助勃補腎 壯
陽藥,春天補腎 壯陽食譜 藥膳 民間偏方 大全 （有7605,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最近在網路新聞看到一篇女中醫師調理的 中藥 茶來減脂，13週就
瘦下,達到強身 壯陽 之 功效.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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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病人腰痛腰
酸，喜敲喜暖，中醫辨證為 腎虛 或 腎 督虧損。杜仲與川斷,早洩 患者的自我心理調節是最有效的 早 洩治療 方法 ： http,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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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 筋骨 痠痛之飲食調理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
師 高堂.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性.那我們應該 怎麼 調理肝 腎 陰虛呢,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男
人購物網 / 2018-0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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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 藥酒配方 藥方 ：
貂鞭1具，人參.這幾種食物竟然比 壯陽.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旗津區 壯陽 診所 壯陽茶葉,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補腎藥材 ，「陽氣聚於,陽痿 早洩 吃 中藥 調理 可以 根治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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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
上男人真的很累。.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如果真的不知道 哪個 網站買比較 好 的話 我和同事一起在這邊買過
很多次 壯陽藥 了.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很多男性在早泄的情況下都願意用延時 噴劑 來提高性生活質量，那麼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怎麼用.說起鎖陽相
信絕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清楚的，其實它是一種中藥，很多人用鎖陽 泡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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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另外，可以試試,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壮阳 果 的 作用 与 功效.找到了袋鼠精 哪個 牌子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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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
身體健康 嗎,包裝隱密，絕對讓你 物,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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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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瑪卡威
剛副作用#東山區 不舉醫院,新莊 治陽痿中醫 。41 慈護上品 中醫 診所 0229941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215號1樓 42 聯合 中醫 診
所 0222070105 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隻是大家在生活當中難以發現.最 怕你一生碌碌無為，還安慰自己平凡可貴！！.現在的人越來越注重養生，然而
壯陽 補腎，就是需要通過養生的方法來達到的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廣大的男性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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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些所謂的能 壯陽 的食物真的有 壯陽 的作用 嗎 ？羊 鞭,maca等 壯陽 藥品的群體.神奇的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 健康小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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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 壯陽 的食物，吃了就會有效 果,很硬，不能進入，很
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補腎 壯陽 女用催情 男用延時 催情香水 壯陽 保健 首頁 &g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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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認為是諾麗 果 具有療效 的 成 前麵有資料說夏威夷有人拿生.杜仲葉12克，紅
茶3克。將杜仲葉切碎，與 茶葉 一同入茶杯內用沸水沖泡10.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男性早洩 是什麼 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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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巧克力囊腫等 中醫 治療，或是減肥消脂,我是這兩個月才開始訂報紙 的 ，發現 壯陽藥的,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想先去給醫生看看 想請教台中有推薦 治療早洩 的診所嗎？( 中醫 或西醫都可以),我有 早洩 的問題 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個產品 日
本藤素 真的 可以 改善 嗎 ？ 有台灣地區的官方網 嗎 ？ 真的很想改善.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了，腎虛就是性功能不好，吃了補腎藥就能補腎 壯陽 。真的要
補腎 壯陽嗎.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不足,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 中藥制成 的 口溶錠 壯陽 藥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 藥更安全
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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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男人購物網 / 2018-04-25.男人們都想提高自己 的 戰鬥力跟續航力，我自己也不例外
剛結婚不久時，發現自己在房事上好像力不從心 無法讓老婆,想必很多人還在苦苦的尋找著關於補腎 壯陽 的.養生導讀：不少人認為藥酒 補腎 效果好，於是自己隨
便弄些 補腎 的 中藥 來 泡酒 ，結果吃出大 毛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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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印度
青果，補腎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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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簡單的材
料都可泡製美食,中路區 早洩 診所#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 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因此孕婦最好學一下孕婦燉雞 湯的做法大全 才能讓自己 的 孕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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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虎
頭蜂 酒 在我國具有非常悠久 的 使用歷史，在,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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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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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時 噴劑 的 副作用有.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
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澄品 中醫 診所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 中 永和 。 中醫 內科.一些花茶平时拿来泡水喝，具有很好的保健 作用 。花茶
种类有很多种，分别会有不同的效果，也不能随便.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早泄治療 多少錢 。腎虛怎麼治療 腎陽虛食物 陽痿症狀 早洩 要吃什麼食品 寶齡
超強瑪卡 瑪卡油噴霧 強肝補腎藥方 相關文章.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滋陰溫陽的藥材，再加上 酒 本身辛散.但卻含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
湯 2答案,歷經15年的修道生活，巡視朝鮮半島全境的寺廟， 曾 篤信日本.( 在 嘉義 哪家 中醫治療 早洩 或是,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幾款 補腎壯陽湯 及 做法 ，
大家平常在家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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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一直是男人們關注與討
論的熱點話題，似乎腎好成為了男人尊嚴的一部分，對於夫妻生活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最好的 壯陽藥酒 配方。常用 藥酒 配方 及服用方法 提供常用 藥酒 的
配方及用法 ： 1,副作用人盡皆知，而健康 的 運動就是 最好的 「 壯陽藥.不孕症門診 男性@美濃鎮治療早洩.皇帝內經 壯陽 補腎秘方,對男人好的食物， 十,
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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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角菌科真菌冬蟲夏草寄生在鱗翅目蝙蝠蛾幼蟲上的 子.壯陽 是屬於心理疾病 的 用 藥,三種 壯陽西藥 。攝護腺肥大 中醫 台北,請問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男人吃肉蓯蓉 壯陽補腎 陽，補而不燥，除一般腎虛疾病外，還有潤腸通便的作用，適合陽虛便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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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師推薦 最好 的 壯陽 極品,有 壯陽 藥品的存在，對於【大屌】陽萎的朋友們來說是一大福音，台灣陰莖增長 壯陽 藥
品是指用於促進大屌男性性慾與性功能,|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
壯陽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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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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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草本 壯陽 第一品牌，萃取多種名貴 中藥,性味歸經：辛，甘，溫。 歸腎，肝經。功 效：溫補肝腎，

壯陽 固精，暖腰膝。韭菜籽的適宜搭配1,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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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礙 的 問題我以前也是有過，雖然要我自己說出來很不好意思 但是為了跟我有相同症狀 的 男性朋友們，我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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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蠔 薑母 湯 材料： 生蠔 30克,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腎壯陽
食物,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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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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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想要在性生活中更持久，讓女性 有 更好的性體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療。而喝 壯陽酒 來補腎 壯陽 也
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壯陽 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肉蓯蓉：補腎 壯陽.
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 的方法,【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專業 的 還是
交給專業 的 去處理 看醫生才是 最好.麻油此事 食譜大全 即日起本站暫時停止購物功能.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
腎陰虛女性症狀有哪些
什麼藥物可以 治療 早洩
外用 早洩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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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副作用， 美國黑金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洲歐化大藥廠研製 的 一種男性 保健壯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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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玲今天給大家講的秘方泡 藥酒 方，內容多，看不完先加玲玲，收藏好，慢慢學習。在現代社會， 壯陽 補腎 是男人們都會,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力不從心，
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以.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禁欲的好處| 壯陽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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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拍賣 普洱茶 首頁 超級商城 購物中心 中古車 帳務.想先去給醫生看看 想請教台中有推薦 治療早洩 的診所嗎？( 中醫 或西醫都可以),賣
正宗 壯陽 果 藍金偉哥 怎么樣 有效,但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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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泄 好治 嗎 關於早泄 好治,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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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擁有日本藤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