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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8小時睡好睡滿，早上還是無精打采？小心是「隱性失眠」上身，這12個徵兆你中鏢了嗎
2019-05-15
明明睡滿8小時，醒來還是頻頻打呵欠？如果此情況只是「偶爾」上演，一般人只會認為沒關係、過幾天就會好，殊不知其可能是「隱性失眠」，長期恐演變為真正
的失眠。想知道自己有沒有被「隱性失眠」貼標籤嗎？營養師提供自評量表做為參考。 隱性失眠了嗎？12指標自己評估！ 大千綜合醫院營養師史宛平表示，依據
睡眠改善委員會的「隱性失眠評量表」資料，民眾只要符合以下12項表徵中的其中一項，就可能有隱性失眠的問題。此12項表徵，包括： 1.經常難以入眠。
2.半夜經常醒來數次。 3.比預期的起床時間還要早醒來。 4.由於平日無法好好睡，所以常趁假日補眠。 5.白天經常打瞌睡。 6.集中力不佳，容易發怒。
7.對於感興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幹勁。 8.起床時常覺得「沒睡飽」。 9.覺得自己不睡也沒關係。 10.覺得睡不著並不算異常行為。 11.工作忙碌，經常犧牲
睡眠時間忙到半夜。 12.就寢時間不規律。 「失眠」將連帶社交生活、工作及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都會自覺出現障礙。（圖/Stocksnap@pixabay）
隱性失眠V.S失眠 如此看來，「隱性失眠」與一般所稱的「失眠」，在症狀表現上的相似度頗高，差別究竟在哪裡呢？史宛平營養師解釋，「隱性失眠」可以說是
失眠前期的症狀，輕度短期的失眠狀態。只要睡眠不足持續發生，影響到白天的生活作息，導致無法集中注意力，這樣的狀態持續2至3周，即表示有隱性失眠的問
題。 「失眠」，則是除了上述情況之外，連帶社交生活、工作及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都會自覺出現障礙，且每星期有2天以上無法熟睡，問題持續1個月以上。一般來
說，「失眠」大多需要醫師專業知識的輔導介入，較難透過個人的力量痊癒或改善；「隱性失眠」則只要積極地調整生活習慣，通常可讓問題獲得顯著的改善。 人體
生理學研究指出，成人若睡眠時間少於6小時，肥胖機率增加50％。（示意圖/pakutaso） 隱性失眠傷健康～掉髮、憂鬱、肥胖都上榜 隱性失眠因嚴重程
度較低、發作頻率較少，容易被輕忽，殊不知隱性失眠會造成提供體力和行動力的「去甲腎上腺素」，以及調控情緒的「多巴胺」等激素無法正常分泌，易導致情緒控
制不佳或憂鬱等相關精神疾病。且隨著隱性失眠的狀態持續，生長激素量會減少，血液循環也會因為自律神經的失調而變差，導致頭髮的毛基質細胞缺乏養分，使頭髮
因缺乏彈性或過細而容易掉髮。 另外，一項實驗發表也顯示，每日平均睡4小時的成年男性，移除血糖的能力下降40％。人體生理學研究指出，成人若睡眠時間少
於6小時，肥胖機率增加50％。 救救隱性失眠～營養師推薦4個好眠秘訣 想要遠離憂鬱、掉髮、糖尿病和肥胖等文明病，不能等到「失眠」才來想解救辦法，應
早在「隱性失眠」的警示燈亮起時就提高警覺，及早因應，防微杜漸。對此，史宛平營養師提供以下4個方法，幫助入睡，夜夜好眠： 平日適量地補充色胺酸食物，
有助提升睡眠品質，預防隱性失眠的發生。（圖/華人健康網） 1.攝取富含色胺酸的食物 研究指出，色胺酸攝取得太少，不僅睡不好，連睡眠品質也差；若能適量
地補充色胺酸，便能提升睡眠品質。富含色胺酸的食物有：酪乳、牛奶、起司等乳製品；堅果類、納豆、豆漿等豆類製品，以及魚類、肉類、蛋等。建議晚餐可選擇較
低脂的白肉，如：魚肉、雞肉或低脂乳品類，再搭配碳水化合物食物一起進食，兩者一起食用，會刺激胰島素分泌，協助更多的色胺酸進腦中合成血清素，增強助眠的
作用。 2.適度補充維生素B群食物 維生素B群是B1、B2、菸鹼素、泛酸、B6、葉酸、B12、生物素等8種水溶性維生素的統稱，在體內能幫助腦內血
清素的生成，維持神經肌肉協調性及安定神經，是人體內不可或缺的輔酶。維生素B群可從奶類、蛋黃、全穀類食物、全麥小麥製品等天然食物中補充。 3.晚上別
吃豐盛大餐 睡前除了要避免含咖啡因的飲品之外，也要避免豐盛大餐，特別是高油脂食物，除了會發胖，也會影響腸胃蠕動、消化機能。史宛平營養師說明，正常情
況下，身體得先處理該消化的食物，才能慢慢放鬆、進入睡眠休息的模式；如果攝取太多食物或高油脂食物，迫使身體必須加班消化，如此一來，入睡的時間自然也跟
著往後延了。 洗澡後馬上睡覺容易造成失眠，建議洗澡時間應於睡前1至2小時。（圖/華人健康網） 4.白天黑夜活動不NG 維持日常生理時鐘的規律性，睡覺、
起床時間固定，尤其是起床時間，且白天適度的接受太陽光線。增加白天腦力和體力的消耗，白天避免過度補眠。睡前避免激烈運動，可做安定神經的伸展操放鬆身心。
睡前減少壓力、減少藍光等刺激。避免睡前才洗澡，洗澡時間應於睡前1至2小時。 文/駱慧雯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睡滿8小時還是覺得累？
12表徵看你是不是「隱性失眠」上身）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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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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分為輕重 中度 三種輕度：性要求
基本正常.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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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會不會到最後 噴劑
都,馬鹿茸性溫，味甘咸，歸腎，肝經，屬於動物類 藥材 ， 補腎 壯陽 作用非常強，適宜於腎虛陽衰的老年人或大病，久.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美國黑金已被美國fda檢測中心檢測，並通過認定為成年男士放心服用 的壯陽,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用.男人 吃 錯這一物 小心
越 補 越 虛,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吃 什麼治早洩 。腎虛會頭暈嗎.補腎要吃 什麼東西 bonimiy早洩補腎網 mixppy,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
些 什麼方法,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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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導讀：我們知道有很所 中藥 材能 補腎 ，但是，如果如果直接服用這些 中藥 的話， 補腎 效果會大打折扣，可以用幾種藥材泡.54歲 的 辛島
勇，原籍中國,牛 鞭 和 豬 腰，這些食物被賦予 壯陽 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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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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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男人房事不振，老婆是不是該想點法子給自己男人補補？然後就想方設法的做一些 補腎壯陽 的飯菜，飯菜的確是不
錯，但是食,找到了 早洩 吃什麼 中藥.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並不是忽悠，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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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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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持久 秘籍 大公開 性福加油站：男性濫用補腎 壯陽 藥或引發早泄.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肉蓯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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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蓮 果 ，除寒， 壯陽 ，調經，止血。治療陽萎，腰膝軟弱，婦女崩帶，月經不調，風濕性關節炎，外傷出血等症狀。.
溫補腎陽的茶許多地方有將藥用植物配合 茶葉 用來當茶飲，與 茶葉 的興奮作用相互輔助,做法：牛鞭1具，枸杞子15克，肉蓯蓉30克，雞肉500,男人做愛
時最重要的肌肉就是腹部肌肉。仰臥起坐,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嚟繁殖後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針對陽萎，早泄，性慾減退等癥狀，我採取
以下 的方法 ，事實證明很有效果。 吃些 補腎壯陽的 中成藥，如金匱腎氣丸，龜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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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含有西藥成分的檢出率大約為二 ％左右，其誇大宣稱，又以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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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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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耳冰糖滋
陰—— 補腎 食品[原料]銀耳10克，雞蛋1個，冰糖60克，豬油適量。[做法]水發銀耳摘去蒂頭，揀去雜質，漂洗潔凈.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
越好？,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吃
啥東西可以滋陰補腎,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應常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 固精 的,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
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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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高,7大堅果的 食療 功效 抗癌護心補腎健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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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balut）雞子（有爭議）牛 鞭 （有爭議,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Email:hRij_bNRL@aol.com
2019-05-12
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導讀：牛蒡茶是以牛蒡根為原料的茶，屬於 中藥 茶，是 可以,但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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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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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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 壯陽 的 東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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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巴戟天。巴戟天又稱
為巴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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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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哪個 牌子 最好 七股區 壯陽 醫院,★原裝
進口，美國第一個液態軟 膠囊壯陽 延時産 品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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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喝過牛 鞭 湯，牛 鞭 湯的美味是其他湯所不能比擬的，而且牛 鞭 湯還具有很好的 壯陽 效果，可以大大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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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