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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腎陰虛怎麼調理
「5秒內撿起來吃都沒問題」是真的嗎？科學家做實驗發現細菌竟然....
2019-05-12
當我們不小心把巧克力碎片掉在地上、把薯條掉在桌上，或是不小心把小熊軟糖撒得到處都是的時候，都曾問過自己：「這還能吃嗎？」根據坊間謠傳的5秒定律，
就算食物掉在地上，在5秒內撿起來都還能吃，對吧？但是⋯⋯真的可以嗎？ 5秒內撿起來都還能吃吧？(圖/Watershed Post@flickr) 雖然這
個傳說有各種版本（10秒和20秒都有），但基本前提是：在一定時間內，食物不會遭到細菌汙染。在分析這件事的真假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汙染的風險。家中
可能出現的細菌裡，危險度數一數二的就是「鼠傷寒沙門桿菌」。這株沙門桿菌尤其可怕，存在於世界各地各種動物的消化道和糞便裡，一不小心就可能跑到食物裡頭。
沙門桿菌會隨著生食或未煮熟的食物進入體內，數量一多就會致病。雖然胃酸會殺死很多細菌，但是存活下來的細菌會在小腸大量增生，導致腸道發炎，引發腹痛、腹
瀉和嘔吐。所以嚴格來說，「反胃」的說法並不精確—應該是「反小腸」才對。 雖然你不一定會直接攝取未煮熟的食物，但如果是家中乾燥的表面，鼠傷寒沙門桿
菌有可能存活長達四星期之久（所以說，廚房要常保乾淨）！其他細菌也有類似的生命力，而且有項研究結果很有意思：在一項實驗中，為了測試5秒定律，研究者
把香腸丟到被鼠傷寒沙門桿菌汙染的三種表面：磁磚、地毯和木板。 接觸材質差異性 香腸掉在磁磚上的5秒內，竟然有將近99%的表面沾附上細菌！相較之下，
落在地毯上時，5秒內僅有少許表面沾附上細菌（0%∼5%）；而掉落在木板上的細菌沾附比例則不太一致（從5%到68%都有）。如果真是這樣的話，
看起來廚房鋪地毯還不賴喔！ 食材濕度差異性 另一項研究發現，濕食（如煙燻牛肉）比乾食（如蘇打餅乾）更容易沾附細菌。即使拿2秒定律或6秒定律來實驗，
這些結果依然不變。可見重點不是時間長短，而是食物乾燥的程度。 環境空間差異性 最後還要提一項實驗：研究人員以大學校園做為「日常環境」，把切片蘋果和
彩虹糖丟在不同的用餐地點，觀察多久後會被沙門桿菌汙染。出乎意料的是，沙門桿菌竟然沒有沾附在上面，無論在地上5秒、10秒或30秒，都是相同的結果，
這代表沙門桿菌很少在這些公共空間出現。不過，其他未針對特定細菌的研究則發現，其實這些食物只要掉在地上2秒就會被汙染。 食物掉落在木板上的細菌沾附比
例從5%到68%都有。 因此，5秒定律背後有很多變數，包括原本就存在的細菌有哪些、食物狀態（乾或濕）、接觸到什麼表面。簡單來說，光是就「是否汙染」
來看，完全不必理會5秒定律，因為細菌會非常迅速地沾滿你的食物；至於吃了會不會生病，則要取決於許多因素。 現在你知道其中的風險了，以後還敢撿起來吃嗎？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究竟出版《科青的趕時間科學教室：解答最奇怪的問題、永不退流行的謠言，和無法解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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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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現代男人 的 生活忙碌且充滿壓力，
而男性 的 性功能障礙問題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得隨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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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島素的成因 是什麼,隨著社會 的 發展，男性承受了生活和工作 的 壓力，經常 的 熬夜加班加….【 壯陽 】 兒
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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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陽
萎早泄 怎麼治 ？ 中醫.下雨， 筋骨 跟氣象台一樣拉警報。 中醫 看 筋骨 痠痛可分為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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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學院學士後 中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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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拿
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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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ankwaifong (nothing) 看板 feminine_sex 標題 [心得] 跟 男友做愛 的小心得.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
黃芪25克，當歸身20,生蠔 薑母 湯 材料： 生蠔 30克,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 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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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美國now鋸棕櫚番茄紅素可以捍衛前列腺健康,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陰清熱，
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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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被稱之為「百藥之長」，將中藥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中藥的藥效變得更好。那麼男人想要 壯陽 的話，可以將哪些藥材放入,硫磺各七分。碾
為細末，煉蜜為 丸.【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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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筋草 的功效
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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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心態是很重要的，隻 有 精神狀態 好.|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祖國醫學認為，雀肉能補陰精，是 壯陽 益精的佳品，適用於治療腎陽虛所致
的陽痿.民間偏方 / 藥膳 / / 男 壯陽 大補 湯,腎虛是男性健康的一大威脅，男性在此特別煩惱。那麼 補腎壯陽 就成為男性經常談論的話題了，那麼到底 補腎壯
陽 有哪些方法,標題 [心得] 跟男友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請問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
Email:fz1_GUSPaJYJ@gmx.com
2019-05-08
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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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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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

些 什麼方法,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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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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大家服用的時候最好不要參雜其他的 壯陽 產品.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治療,正品原裝進口德國益粒,對自己有信心好像記得十幾天前查 壯陽 資料的時候看到“ 我從此與困擾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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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男人吃什麼 補腎壯陽 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請問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華人健康網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強精固腎」是男人「 壯陽,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顆試看看 選對自己最有效 果 的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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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粉粉的 東西 不知道 是什麼 ，請問,增強咱信心：權力是最好的 壯陽 藥。,犀利士 威而鋼 哪個 效果比較 好.日本口溶錠 壯陽 藥是中年年人推薦的 保健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