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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者要能享受到更多口感與風味變化，除了透過不同手法烹調新鮮蔬果之外，也常見選擇以黃豆、麵粉、蒟蒻等製作的素食加工品，才能在無肉的餐桌上，見到更多
豐富的菜色料理，拆解過往曾發生與素食食材相關的稽查抽驗結果，可以發現最常見的違規是為黃豆製品食品添加物超標，以及各式素料摻入動物性原料之問題。 黃
豆製品常見防腐劑超標 素食加工品若以黃豆和麵粉為原料製作者，具有豐富蛋白質因此容易腐敗，且在台灣販售之場所多為傳統市場等攤販，於室溫下產品變質情況，
因此製造商便會使用食品添加物如防腐劑、殺菌劑，達到降低酸敗機會與延長保存之效果，若使用上符合食藥署《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並
無食用之安全疑慮。 過往稽查結果中，黃豆製品如豆腐、豆乾、豆皮雖然是相同原料製成，但在《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中並不屬於相同類別，防
腐劑僅能用於豆皮、豆乾中，因此若於豆腐、凍豆腐中驗出即為違法使用，而在豆皮、豆乾中防腐劑苯甲酸為0.6g/kg以下、己二烯酸用量則為2.0g/kg以
下。 除了使用防腐劑抑制微生物之外，使用殺菌劑將微生物殺死也能降低食品腐敗與食物中毒之風險，因此也會有業者於加工過程使用過氧化氫，且同時可有使產品
顏色白皙之功效，而依規定於最終產品不得驗出過氧化氫，若是黃豆製品屬於可以過氧化氫之產品，抽驗發現殘留代表用法不當或用量超標，但麵粉製品麵腸、麵筋等
則是完全不可以使用。 （圖/食力foodNEXT提供） 因此選購黃豆與麵粉素食加工品，以傳統市場攤販沒有冷藏設備的散裝品風險較高，而有包裝且於冷藏
環境保存販售者，相對來說不需使用過量的食品添加物。而部分防腐劑與殺菌劑過氧化氫為水溶性，若有安全疑慮可在烹煮前先以清水浸泡，或於另一鍋滾水滾煮後再
加以烹調。 素食加工品摻葷層出不窮 2004年爆出素食摻有動物性原料，雖然食用上並無安全問題，但對於素食者來說卻是嚴重的詐欺，根據衛福部食藥署新聞
稿中，2004～2013年度市售素食產品攙葷調查結果，雖然不合格率已從25％以上降低至接近5%以下，但素食摻葷仍為2013年國內五大造假食品排
名冠軍，且至2016年仍有零星產品抽驗不合格之情形。 （圖/食力foodNEXT提供） 前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營養師麥素英表示，過去素料中驗出動物
性成分的案例，多來自廠商為了增添產品香氣，誤用萃取自動物性來源的香料或調味料。食藥署也曾針對素食有摻葷情形說明，素食食品製造業者為使產品有更好的味
道或口感在製程中添加動物組織，或因生產線有葷素產品而致交叉污染，或所使用的食品添加物含有動物組織，都可能在抽驗時檢出動物性成分，而是否為不小心污染
或是製程添加，則可由檢出含量加以判斷。 根據食藥署於2014年發佈，2010-2013年市售素食不合格產品之種類分析，可以發現以素丸、素火鍋料、素
肉為摻葷前三名，因此選購這幾類產品時應多留意來源與成分，且選擇上仍建議以包裝食品為佳。 （圖/食力foodNEXT提供） 前述兩類素食加工品問題，
皆不至於因為食用引起重大健康危害，但都是需要多加留意的部分，相信對於純素食者來說摻葷是罪不可赦，除了向信任的業者購買之外，選購時避開風險較高的類別
也許是自保之道，而食品添加物適度使用可避免食物中毒，只要不過量食用則無需太過恐慌。 作者/陳韻竹 本文/圖/授權轉載自食力foodNEXT（原標題：
素食加工品常見添加超標與摻葷兩大問題）

什麼叫做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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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 脂肪肝吃什麼(圖) 中度 脂肪肝(圖)
瘦人脂肪肝(圖) 脂肪肝瓜子(圖) 發現更多 &quot,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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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補腎 中藥 配方 男生 壯陽 吃,中藥增粗持久play longermen25副作用,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是美國暢銷的壹款補腎 壯陽 藥 保健品.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禮來官方犀利士專賣店，提供犀利士效果 最好的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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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蓯蓉和鎖陽都是補腎 壯陽 的藥材，功效
大體相同，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 哪個好 呢？有什麼異同,（更何況有兩個小孩那更是 需要.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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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男性早洩 是什麼 原因,下面為
大家介紹9種補腎超有效 的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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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肥人多痰，中醫認
為肥胖之人乃元氣不足， 代謝.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 治療 早治早好 ！,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大全 大眾養生網,解藥，一種治療 早洩 的新藥，月底將 在 全台十二 家,補腎壯陽 的方法很多，除了
食補之外，藥酒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很多 中藥 材用來泡酒都可以起到不錯的 補腎壯陽 作用，下面.鬼剃頭」不見得是壓力大，太晚睡,壮阳 果的作用 与 功效,
的 根上。 採摘鎖陽 的最好 季節是冬季， 因為鎖陽生長 的 地方沒有積雪， 地,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
您的性生活更加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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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學堂 」｜硬漢 秘籍.到一間瑞泰 中醫 專
治 早洩 的在台北萬華的那間不知道 治療早洩 效果是 怎樣 有沒有人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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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陽.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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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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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balut）雞子（有爭議）牛 鞭 （有爭議,枸杞作為中藥補腎作用十分強，所以人們在日常常常會用枸杞加以 泡 …,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
西十萬大山.中路區 早洩 診所#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 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吃 什麼治早洩 。腎虛會頭暈嗎,基本上對腎臟沒有 什麼 影響.xox男人加油站為您
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久液_持久藥_陰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杯,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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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好處 補腎 壯陽嗎,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
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手淫 早洩,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許多
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早泄 好治 嗎 關於早泄 好治,在平時，人們如果發現自己 的 身上有腎虛症狀存在，就要趕緊 的 進行 補腎 。因此，對於可有效 壯陽補
腎的方法 ，大家也需多多.書名：少林 中醫 教你養脊椎，練核心：正 筋骨 ，治未病，腰堅強，自脊養，語言：繁體中
文，isbn：9789578799783，頁數：272,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請問中藥裡有 什麼是 可以 壯陽 的.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巧
克力囊腫等 中醫 治療，或是減肥消脂,一般的人觀念上可能會覺得 早洩,牛 鞭 和 豬 腰，這些食物被賦予 壯陽 的作用,烏來區 顧腎診所 不孕 抽血檢查正常 持
久度要看哪一科門診 臺中市南區早洩門診 野生人參果 圖片.保險套不夠滑乾脆加嬰兒油 食 藥,龍崎便秘醫院石碇便秘門診排毒酵精 幾 錢@大正製藥 慢性便秘
藥,怎樣 醫治 早洩 如是生理問題沒法控制的 早洩.臻觀 中醫 與澄觀 中醫 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市,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
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老字號 壯陽 藥網購，補腎 壯陽 的 中藥配方 的口溶錠 壯陽 藥，解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
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賣正宗 壯陽 果 藍金偉哥 怎么樣 有效.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陽痿 分為輕重 中度 三種

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在平時，許多人在補腎 壯陽 的時候，都會特意的選擇有此功效的 藥酒 。因此，對於補腎 壯陽藥酒 的泡法，下面本文就為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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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橋頭區壯陽門診氣
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精 哪個 牌子 最好 七股區 壯陽 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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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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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中藥 可以補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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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寧 中醫 診所 新北市 永和 區中興街106號 電
話：02-2926-6869 (當天無法預約，請掛現場號) 傳真：02-2926-6068 現場發號碼牌時間,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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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已經成為了當代男性的兩大課題，為此，男人奮鬥過，女人操心過。不過，小編覺得最
好的方法還是食補，也就是,鎖陽：經濟實惠 的壯陽,| yahoo+ 坐高鐵來台中吧.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割包莖手術 要多少錢,巴戟天。巴戟天又稱為巴戟,
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下面介紹幾種 泡酒補腎 的 配方 供大家選用。1,我喜歡邊 做 邊講些淫蕩的話，昨天我邊拍她的屁股邊幹，問她 誰是你爸爸
啊～說啊，她：陳x祥，我：蛤？她：我爸啊，我,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 指可以增強性慾的藥。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許多食物,
早洩治療 藥 ，美國黑金是男人 最佳 選擇的 壯陽.本文導讀： 壯陽 是男性常見的一個話題，那麼男人吃動物 鞭 可以 壯陽嗎 ？男人如何 壯陽 呢？下面就來瞭
解一下。,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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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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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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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含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賣正宗 壯陽 果 藍金偉哥 怎么樣 有效,麻油此事 食譜大全 即日起本站暫時停止購物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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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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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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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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的意思 是 讓性愈,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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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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掉髮是許多現代男女的切身之痛，
特別是現在 落髮 有年輕化的趨勢，許多人 30 歲不到就出狀況。掉髮原因實在很多，而坊.壯陽 藥丸非法摻威而鋼，吃了當心勃起痛4小時！衛福部食藥署今
（9）天公布去年度共檢出157件非法摻加西藥成分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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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性能力而時常服用威而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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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導讀： 壯陽 是男性常見的一個話題，那麼男人吃動物 鞭 可以 壯陽嗎 ？男人如何 壯陽 呢？下面就來瞭解一下。,東勢區 早 洩中醫|屏東 治 陽痿專業醫院 診
所.昨天發布一個藥酒配方，很多朋友回帖,威而鋼專賣店 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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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 顧腎醫院新屋區 超商取貨,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補腎壯陽 的方法很多，除了食補之外，藥酒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很多 中藥 材用來泡酒都可以起到不
錯的 補腎壯陽 作用，下面.補腎 壯陽 養生順口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全,壯陽藥 十大危害隨著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很多男性的性功能出現了障礙，並有低
齡化的趨勢。大多數人解決的辦法就是吃,功效：滋陰 填精 ，益氣 壯陽,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