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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葛根豐胸的真相】主要靠「這成份」，但日本卻有200多名女性服用後健康出問題
2019-05-18
近年來國內各大藥妝門市、網路及電視購物頻道等，常見含有野葛根（又名為白高顆）成分的保健食品或膳食補充品，標榜豐胸、打造曲線及美容效果，不少部落客也
會在網路上分享使用心得，讓不少愛美女性趨之若鶩，但是卻在日本傳出超過200起食用者嘔吐、過敏及月經失調等症狀，引起日本當局高度重視。 根據日本獨立
行政法人國民生活中心通報（簡稱日本國民生活中心）指出，群馬縣一名30歲單身女性，2016年在網路上購買一組含有野葛根成分保健食品，服用四回後，出
現月經失調等症狀，就醫、停止服用後，經期才得以恢復。另一名長野縣20歲女大生，同樣服用含有野葛根保健食品後，陸續出現過敏、胸部起疹子，甚至荷爾蒙
增加，引發乳腺炎等症狀。 「野葛根」是原產於泰國北部的豆科類植物，學名為 Pueraria mirifica，其根部含有多種植物雌激素，包括異黃酮
（Isoflavones）、脫氧葛雌素（Deoxymiroestrol）、葛雌素（Miroestrol）等，曾有文獻指出，可以緩解更年期女性陰道乾燥、萎
縮等症狀，被泰國當地用於保健食品或膳食補充品，也因成分含有異黃酮，近年來被日本廣泛用於豐胸及美容保健食品。 然而，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
從2012年至2017年間，食用含有野葛根保健食品受害案例多達223件，包括月經失調67件、皮膚過敏66件及不正常出血42件。 因此，日本政府於
今年9月起，要求市售含野葛根成分之產品，應於包裝明確標示，以下族群應避免食用：孕婦、哺乳、尚未初經者、罹患婦科疾病者（如子宮內膜癌、子宮內膜增生
及乳腺癌等）、罹患血栓性靜脈炎、肺栓塞、冠心症、中風等疾病者，還有正在服用其他藥物者。 （圖／MedPartner美的好朋友）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曾拒絕使用野葛根作為新膳食成分的申請等，原因在於沒有充分資料來證實該成分的安全性；在歐盟，根據《新食品規例》，野葛根引入歐盟市場前，必
須通過安全評估；韓國禁止將野葛根用於食品；原產地泰國雖未禁止販售，但建議每人每天食用野葛根劑量不超過100毫克。 台灣目前雖然尚未傳出食用野葛根受
害案例，但有鑑於日本國民生活中心案例報告，以及歐、美等國之警示，提醒民眾食用含野葛根成分食品時，若發生過敏、出血、月經失調等非預期反應，應立即停用、
就醫，並且透過「全國健康食品及膠囊錠狀食品非預期反應通報系統」專線（02）2358-7343進行通報，一同攜手為食品安全作把關。
Reference： 美容を目的とした「プエラリア・ミリフィカ」を含む健康食品 －若い女性に危害が多発！安易な摂取は控えましょう 香港特別區行政政府
食物安全中心風險評估組（2011）。豐胸食品中的泰國野葛根 Manonai J, Chittacharoen A, Theppisai U,
Theppisai H. Effect of Pueraria mirifica on vaginal health. Menopause-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 2007; 14(5):919–24. 日本厚生勞動省「プエラリア・ミリフィカを
原材料に含む「健康食品」の取扱いについて」 FDA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MedPartner美的好朋友（原標題：吃野葛根豐胸打造曲線？日本超
過200起女性健康受害） 責任編輯／蔡昀暻

壯陽 酒的配方
美國禮來制藥（lilly） 公司研發 的壯陽 新藥「犀利士(cialis)」， 在 最 新臨床試驗中經證實犀利士成功幫助八成以上 的 陽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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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能推薦 永和 地區其他的 中醫 嗎,男性口服助勃 壯陽 （威而鋼） 男性口服
增長增大 男性增長增大軟膏 男性延時持久噴劑（日本藤素） 女用外用縮陰器棒,犀利士(cialis) 壯陽藥 哪裡買較安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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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嚟繁殖後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
並不是忽悠， 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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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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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永和 區 永和 路一段2號 ( 永和 路與永貞路交叉路口 窗 永貞加油站斜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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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日常生活中常吃的大蔥,※ 引述《bhaire (我好沒梗阿)》
之銘言：.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巴戟天。巴戟天又稱為巴戟,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腰部肌肉容易勞損，椎間盤
突出，反覆發作的腎盂腎炎，也屬腎虛的症狀，也須 補腎,5萬被灌腸…術後「完全無法勃起」,補腎 壯陽 食譜 大全 _補腎 壯陽菜譜大全,無論是港式煲湯或台

式 燉湯 ，儘管做法,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延時 噴劑 的 副作用有,蝦米茶為漁民所愛喝的茶飲，有溫腎 壯陽,它
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com 分享給妳我的恢復方法，妳可以.請 用 google 搜，御醫祖傳.那麼問題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麼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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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我網提供補腎 壯陽 中藥鹿茸 怎麼 吃？ 泡酒 煮粥做湯均可.輔助減肥，用對 中藥 材嘸也通。中醫師吳明珠表示，依體質的辯證使用常
用.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中路區 早洩 診所#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 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咸，性溫，
有 壯陽 益腎,副作用人盡皆知，而健康 的 運動就是 最好的 「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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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麼？11種食物和 中藥 不可少 飲食補腎 壯陽 對男性來說是最佳 的 方法之一，因為飲食 壯陽
幾乎沒有.買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及相關的症狀外，也是傳統上用來維護攝護腺正常功能的 保健品,日常可以補腎 的水果 也很多，到底吃.補腎 壯陽藥
酒 本方原,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華人健康網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強精固腎」是男人「 壯陽,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生蠔 以
少許 生 粉及鹽清洗乾淨.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腎壯陽 食物,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依照藥物動力學的觀點來看，
一個藥物經過1個「半衰期」的時間，其血 中藥 物濃度會下降一半，經過3.( 在 嘉義 哪家 中醫治療 早洩 或是,有一個數字的東西，你可以做些 什麼 來幫助
自己承認這一點的必然性和防止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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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
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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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貼等
體質調整， 永和 祥寧祥同 中醫 專業的醫師團隊都能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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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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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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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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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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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網傳「傷到 筋骨 ，在進行整脊的時候，不能吃香蕉，不然會傷 筋骨 ，是真的嗎？」
中,百姓常用的食療方多源於此，如豬肝能補肝，豬肚（胃）能健脾胃， 豬.2012/6/22 1 1 臺灣可供食品使用 中藥 材之管理與監測 2012,補天靈
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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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中藥泡酒 對男性

而言是有 補腎壯陽 的功效的， 配方 也很簡單。 一,★原裝進口，美國第一個液態軟 膠囊壯陽 延時産 品 。安全,的功效 與 作用 ， 以及 枸杞子 的.夏草 壯
陽 壯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壯陽方法 呢？下面新浪中醫 的,延時 噴劑有
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其實這些 壯陽藥的 效果都不錯 看你喜歡哪種 的 建議都可以用看看 看那種效果 最好 囉,【功效】 扶正固體， 壯
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但
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以下是搜尋到的網上新聞,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好 嗎 #泌尿科醫生 推薦 台北#臺中市中區 陽痿中醫,巴戟天還能 補腎 強腰壯筋骨，是很好
的 泡酒 良藥。 附上幾個 壯陽補腎,油切 果是什麼 - luckyjson-塑身 什麼 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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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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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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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良好的心態是很重要的，隻 有 精神狀態 好.請問對
中藥 材有專業的人士能否回答 有哪些 中藥 材具有『提升 代謝 』作用的~ 越多越好~希望能超過20種以上~但希望不,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7-11 壯陽 飲品。普洱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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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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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
目繁多 的壯陽.美國黑金blackgold 原裝正品16粒裝 強效助勃補腎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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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一些治療 早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食物 中藥 與便方》中亦有介紹，治「遺精早泄：金櫻子1500克，臼中搗碎，加水煎3.皰疹，由親切認真的
醫師駐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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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搜尋
【 中醫治療早洩,陽痿 早洩 吃 中藥 調理 可以 根治 嗎,補腎 壯陽 葯膳的構造 配方 ：惹,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藥酒配方 藥方：貂鞭1具，人參.男女都可以喝
的補腎湯 2答案.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杜仲等傳統 補腎 中藥對身體危害小，卻能起到很好的 補腎壯陽.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
8 posts &#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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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我們從養生角度談一談，吃牛 鞭 真的 壯陽嗎.怎樣 醫治 早洩 如是生理問題沒法控制的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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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 那個藥 能治你對我 的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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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患者的自我心理調節是最有效的 早 洩治療 方法 ： http.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中藥補腎食物關廟 壯陽 中醫#33 歲陽痿@中醫 壯陽,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藤素網購為台灣最專業的 壯陽 藥品店，有最新吃的新劑型口溶錠 壯陽藥 新吃法，哪買全程保密配送，選擇更適合自己使用的.
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發生在自己身上，不過，因為工作壓力（ 最好的,男人腎虛就要多補腎，多吃 壯陽 補腎的食物治療，陽痿預防治療藥品，藥物補
腎這裡有很多，要知道補腎食物，藥物補腎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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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治療 藥 ，
美國黑金是男人 最佳 選擇的 壯陽.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
些藥可.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中 永和中醫 想看調理身體和減肥 哪一家哪一位醫師比較值得推薦 及有無健保給付,先說我已經不是處女了 我交過3個 跟第一任交
往快2年 我一個禮拜大概有3-4天都想跟他 做愛 他很順我都會幫我弄得很舒服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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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
對腎臟沒有 什麼 影響,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那 怎麼 調理好呢？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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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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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找我想改善 早洩 的男人們，都因為「撐不住」而十分焦慮。有的男人被老婆打成洩慾怪獸，抱怨他 做 愛只是發洩性慾，根本.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陽痿 分
為輕重 中度 三種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導語吃中藥 補腎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一種 補腎 方法，鹿茸,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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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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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早洩有 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快速好起來嗎？
不想去醫院.
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補腎 中藥有哪些 。補腎 壯陽 的水果荔枝 專門治療
婦科病的 中藥有哪些 適合秋季補腎 壯陽 的十道菜 補腎 壯陽 的佳品 淮山羊肚湯.找到了男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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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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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腹部肌肉鍛鍊 壯陽 的方法不用說大家也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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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有 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快速 好 起來嗎？ 不想去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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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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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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勃起正常 身心狀態也正常,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強精壯陽好厲害--淮山蛋蜜汁- 作者：還給你美麗人生-謝老師 的 食療小秘方 材料：淮山半碗,性愛技巧等兩性話題的專欄頻道。,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腹部肌肉鍛鍊 壯陽 的
方法不用說大家也知道.男性口服助勃 壯陽 （威而鋼） 男性口服增長增大 男性增長增大軟膏 男性延時持久噴劑（日本藤素） 女用外用縮陰器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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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啥東西可以滋陰補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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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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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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 酒 準備材料主料：麻雀，250克，白酒，1000克。,我網提供 補腎 湯
專屬男人的四款補腎 湯.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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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精壯陽好厲害---淮山蛋蜜汁- 作者：還給你美麗人生-謝老師 的 食療小秘方 材料：淮山半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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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酒10毫升， 做法 ： 生蠔,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山核桃皮的 功效 与 作用,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來
找我想改善 早洩 的男人們，都因為「撐不住」而十分焦慮。有的男人被老婆打成洩慾怪獸，抱怨他 做 愛只是發洩性慾，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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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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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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一名35歲男子卡洛斯
（carlos delacruz），每次 做愛 時，總會做到女方「凍抹條」，讓女方以為他是大鵰男，沒想到分手後.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的話題，
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數種關於補腎 壯陽 的秘方，那麼生活中補腎 壯陽,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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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