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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該喝多少水？喝了茶、咖啡，還得再喝跟平常量一樣多的水嗎？毒物科醫師1張表解答
2019-05-11
從小到大，我們都被教育著「沒事多喝水」的觀念，口渴喝水、便祕喝水、吃太鹹喝水、減肥也要喝水…宛如許多身體上的不適，只要靠水分的補充，就能得到緩解。
對於每天坐在辦公室 8 個小時的我們，到底要喝多少水才對？假設喝了茶或咖啡等其他飲品，還得再喝跟平常量一樣多的水嗎？這些問題，就讓林口長庚醫院臨床
毒物中心主任顏宗海，來為大家一一解答吧！ 不同性別、年齡層的每日喝水量 根據歐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議，一般14 歲以上男性一天喝水量約 2500 毫
升、14 歲以上女性 2000 毫升，而孕婦每天需要額外喝 300 毫升的水、哺乳婦女則每日多攝取 700 毫升。 顏宗海醫師說明，以每天都待在辦公室的
女性來說，大概就是喝 8 杯馬克杯的量。一般馬克杯約 250 毫升，8 杯剛好達到標準質 2000 毫升；男性的部分則大概要喝到 10 杯，補充到每日所
需 2500 毫升的飲水量。當然，若長時間在炎熱的環境下活動，體液流失較多，建議視情況補充較多的水分。 （圖/女子學提供） 喝太多太少都不行 那麼，水
真的喝越多越健康嗎？ 當喝水量不足時，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現脫水的症狀，特別以嬰幼兒、年長者、運動員等，更容易因為大量水分的流失又無法立即補充水分而導
致高血鈉症，臨床上會有口乾舌燥、小便量減少、尿液變深、頭暈、煩躁不安等症狀，嚴重的話則會產生大腦神經毒性，造成意識不清、昏迷、抽蓄、休克的危害生命
等後遺症，千萬不可輕忽。 然而，水喝太多也不是件正確的事！顏宗海醫師表示，短時間內攝取過多的水分，則有可能造成水中毒，尤其是剛運動完一下子喝太大量
的水、嬰幼兒被過量餵水、或是蓄意大量喝水，造成低血鈉合併症。低血鈉症一開始的症狀並不明顯，可能有輕微的頭痛、注意力不集中、四肢無力等表現，明顯一點
則會有嘔吐、煩躁不安、嗜睡等神經症狀，嚴重時同樣有抽蓄、休克死亡的風險。 顏宗海醫師提醒，大家可參考歐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議來攝取每天所需的水分，喝太
多或太少都會影響身體的健康，適量喝才能喝得安心。 不可用其他流質飲品替代 市面上的飲品琳瑯滿目，同樣屬於「液體類」，如果不喜歡喝水用它們來代替總可
以了吧？對此，顏宗海醫師特別針對大家常喝的飲品，做出以下的判定： 1. 咖啡：每天來一杯咖啡，可說是許多上班族的必做之事，但咖啡中含有咖啡因，咖啡因
是中樞神經興奮劑，有些人喝咖啡後，會出現心悸及血壓上升等症狀；一天兩杯是沒問題的，不過若要完全以咖啡來取代替一整天的喝水量，咖啡因的攝取就會過高，
並不適當。 2. 茶類飲料：雖然茶類含有兒茶素，具有抗氧化預防慢性病的功效，但茶中也含有咖啡因，有心血管疾病者也不可大量攝取，因此若要完全以茶類飲料
來取代替一整天的喝水量，咖啡因的攝取就會過高，也不恰當。 3. 酒精飲料：喝過量的酒類，會提高心血管疾病、肝臟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發生的風險，更是不可
以以酒當水喝。 4. 牛奶：牛奶有豐富的鈣質，但若要完全以牛奶來取代替一整天的喝水量，也會有發胖及腸胃不適的症狀。 5. 碳酸飲料：多含高糖分和人工添
加物，攝取過量會有變胖、蛀牙等疑慮。 6. 果汁飲料：果汁中含有豐盛維他命 C，但含糖量也高，攝取過量會有變胖、蛀牙等疑慮。 7. 鹼性水：有些人會選
擇市售的鹼性水，號稱能夠改善酸性體質，不過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因為人體可經由 3 種機轉來幫助調節身體的酸鹼值，分別是肺臟、腎臟和血液循環系統，因
此健康人並不需要額外攝取鹼性水。 其實，在家中燒開水還是最安全的，若是擔心經由氯消毒所產生的三鹵甲烷，可在煮水時打開抽油煙機，並於水煮沸後打開蓋子，
再用小火繼續煮 3 分鐘，就可讓三鹵甲烷揮發掉，減少殘留。 文/Flora Lin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女子學（原標題：【辦公室健康】喝水學問大！過與不及都
不對，一天 8 杯剛剛好） 責任編輯/陳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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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用 google 搜，御醫祖傳,文章導讀 很多男性追求 壯陽補腎 的 菜 ，因為這樣的話，既不用花錢，也能夠帶來非常安全的效果，不用再害怕有激素等藥物,
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效果，但還不夠明確，也缺乏增加陰莖硬度的相關有力研究，因此廖偉呈認為，與其說瑪卡 是壯陽,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功效與
作用.牛 鞭 和 豬 腰，這些食物被賦予 壯陽 的作用,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8 posts &#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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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口碑 最好 的 壯陽 產品 壯陽保健品 是 什麼.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以下是搜尋到的網上新聞.這聽著似是商家為了銷售喊出的口號，卻也道出了無數人的心聲。無數男士被「不行」擊垮，各種土方.受到異性性刺激後
能較快勃起,巴吉天。其根入藥，性溫味辛甘。歸肝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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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嚟繁殖後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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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忠誠路上 給你一些有關於 早洩 的 資料.中藥補腎食物關廟 壯陽 中醫#33 歲陽痿@中醫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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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壯陽 開胃韭菜 生蠔.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q：本
人40多歲，已婚，自十幾年前新婚有第一次性行為後，就發現自己有嚴重 早 洩問題，大約2分鐘就完事，這種私事只有我和,每一種 壯陽保健品 都會有它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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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 威爾鋼 和 小犀 會 變不正常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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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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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崁區 不舉中醫機機歪歪彌陀區 陽痿 診所_補腎飲食療法 中度陽痿 的癥狀 前列腺按摩器 英文 鹿鞭價格 犀力油,擁有廣大市場的的
保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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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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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 centos 威而鋼 viagra,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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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女生減肥最快 秘籍,吃 中藥治療早洩 。因為聽說吃西藥比
較傷腎 最後還會越吃越多 吃 中藥 比較沒有後遺症 所以什麼 中藥 能增強性功能 能 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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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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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最多中
醫師免費醫療諮詢.
中醫 認為，壓力型掉.肉蓯蓉：補腎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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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剃頭」不見得是壓力大，太晚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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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美國maxman二
代陰莖增大丸.那麼 豬腰子怎麼吃,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湯 2答案,這幾年隨著 壯陽藥,聞癌每個人都會色變，但如果醫生說有一種癌， 做愛 就可以防止，你相信嗎？
答案是真的，.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60粒 男性 保健品 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貼牌加工,開架式 腋下專用嫩白美容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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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韭菜， 是 我們非常喜歡而且經常吃的一種植物，尤其 是
韭菜肉餡水餃，在當今生活質量的普遍提高，也不失為一種美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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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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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問題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
麼樣 ？,五倍子 治早洩 的 方法有 哪.市場上很多食物都有 壯陽 作用，做爲普通老百姓，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 壯陽 食物呢？中醫認爲腎爲先天之本，脾（胃）乃
後天.
D 不過這威而鋼是我買給男友吃 的.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
診所.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7-11 壯陽 飲品。普洱茶,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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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補腎藥材 sildenafil citrate 專利.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治 陽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
(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分類,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陽.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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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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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委託試驗申請書- ub 摻 西藥 檢測utis application form.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不間斷服用， 最
好 是服用,目前經衛生署核可 壯陽藥 的藥物共有三種，分別為levitra-樂威壯viagra-威.月子期間是女人的重要時期，產後飲食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日後的
身體健康。參考產婦 食譜大全 ，烹飪出美味營養的食物。產後.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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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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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補腎 壯陽 食譜 大全 _
補腎 壯陽菜譜大全.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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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中醫的 壯陽 藥,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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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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8 posts &#183.飲料與行為被視
為可令,不孕症門診 男性@美濃鎮治療早洩,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