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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頭髮拔1根長3根是真的？關於「白頭髮」，這篇醫師寫的知識，值得你未看先分享
2019-05-14
在網路上充滿著有關白頭髮預防或治療的各種迷思與偏方，要你吃些黑色食物也就算了，最終往往是要誘導民眾去買各種營養補充品或證據不足的療程，但卻很難找到
真正認真爬梳文獻、提出實證的建議。 因此MedPartner團隊醫師這次決定從根本的生理機制講起，再補充有關白髮治療目前最新的研究相關證據，告訴大
家到底哪些作法可能有幫助，哪些則是根本亂講一通！這篇絕對值得你未看先分享給長輩群組們，一次破解大量迷思！ 不論男女，頭髮的健康狀態都直接地影響外觀，
進一步影響自信及社交關係。這篇文章要教大家的，我們的頭髮顏色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我們亞洲人是黑髮，而西方人是金髮或紅褐髮？老了頭髮為什麼會變白？有些
人還沒老但為什麼有少年白？白頭髮怎麼辦，可以拔掉嗎？白頭髮放著不管它，有沒有可能黑回來？要怎麼做才可以讓頭髮不要變白？ 把這一系列問題理解之後，各
種廠商的話術你就百毒不侵啦！ 頭髮的顏色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我們頭髮是黑色的，西方人卻是金髮或紅褐髮？ 還記得嗎？在美白全攻略 5 我們有教，皮膚黑色
素的生成、運輸與代謝機制。 在毛囊裡面也有黑色素細胞，我們看到的頭髮顏色，其實就是黑色素細胞製造的黑色素。製造過程跟皮膚的黑色素製造過程是一樣的。
在黑色素細胞內的黑色素小體（Melanosome）中，酪胺酸（Tyrosine）會先被合成多巴（DOPA），再被轉換成黑色素。 我們看到頭髮的
顏色跟黑色素種類有關。亞洲人黑髮的毛囊，黑色素細胞就會製造真黑色素（Eumelanin）；西方人的紅褐髮毛囊，黑色素細胞就會製造黑褐色素
（Pheomelanin）；金髮美女的黑色素細胞就只會製造一點點的真黑色素，少量的真黑色素跟頭髮的角質顏色搭在一起，就是我們看到的金髮囉。 毛囊
的黑色素細胞（Melanocyte）分布在毛囊乳突、毛囊外鞘、及皮脂腺，然而只有位在毛囊乳突的黑色素細胞才有負責毛髮黑色素合成
（Melanogenesis）的工作。跟皮膚的黑色素運送至表皮的過程類似，毛囊的黑色素細胞製造黑色素小體（Melanosome）之後，傳送到細胞
樹突（Dendrite），再由毛囊角質細胞（Keratinocyte）經過「吞噬作用」進入角質細胞。角質細胞再把大部分的黑色素（Melanin）傳送
到頭髮的皮質層（Cortex），極少部分傳送到髓質層（Medulla）及表皮層（Cuticle），形成我們看到的頭髮顏色。 當毛囊內的黑色素細胞老化，
無法再產生黑色素的時候，就出現白頭髮了。相對於皮膚內的黑色素細胞，老化對毛囊的黑色素細胞影響是比較大的：老年人皮膚黑色素細胞頂多減少製造
10-20% 的黑色素，但毛囊的黑色素細胞是會完全失去功能的。所以老人會有白頭髮，但很少見過老人皮膚也會變白，就是這個原因。 毛囊黑色素細胞的一生
都很努力地製造黑色素，在過程中累積了大量的自由基。健康的黑色素細胞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足夠，但老化的黑色素細胞就沒辦法有效率地清除自由基。累積的自由基
就會反過來破壞黑色素細胞本身，包括破壞製造黑色素的能力。 黑色素細胞只有在頭髮的生長期才會製造黑色素，然後在經過幾個生長周期之後就會開始老化。老
化的黑色素細胞停止供應黑色素給鄰近的角質細胞，長出來的頭髮就會變成白色了（Hair greying/Hair canities）。 通常幾歲開始有白頭髮？
少年白是什麼？為什麼會少年白？ 平均而言，亞洲人大約在30歲接近40歲的時候開始出現白頭髮。有一個比較好理解的通則是：到了50歲，有50%的人會
有 50%的白髮。一般來說，會從顳側及鬢角開始出現白髮，然後是頂部，最後淪陷的是後枕部。 此外，因為黑色素細胞停止製造黑色素後，還會有殘存一些黑色
素的碎屑，因此在頭髮完全變白之前，會先出現介於黑跟白之間的灰髮。 如果在25歲以前就出現白髮，就是少年白（Premature hair
greying）。什麼原因會讓毛囊黑色素細胞提早停止製造黑色素呢？2014年韓國發表一篇針對30歲以前出現白髮的族群進行的大規模的研究分析，顯示家
族遺傳、肥胖、抽菸，這三項與少年白有明顯的相關。 其中家族遺傳與少年白的發生最有相關，而肥胖及抽菸都會在體內累積大量的自由基，不但影響毛囊黑色素細
胞製造黑色素，也降低黑色素細胞DNA自我修復的能力。 但是這個研究並未把女性納入統計，因此2016年土耳其再發表了一篇針對14-20歲出現少年白
的危險因子統計結果，這個研究就有把女性一起納入統計。結論是男性與女性發生少年白的機率是一樣的，並且新發現喝酒及情緒壓力都會讓發生少年白的機會提高。
傳說中多吃黑色的食物可以讓頭髮變黑，真的嗎？ 食用黑色的食物可以讓頭髮變黑嗎？這類食物最有名的應該是「何首烏」跟「黑芝麻」。我們在最大的醫學文獻
資料庫例如 Pubmed 或 Science Direct 輸入何首烏（Fallopia multiflora）、黑芝麻（Sesame）、以及白髮（hair
greying），結果在 Science Direct 沒有得到相關的結果。
有趣的是，我們在Pubmed搜尋到一篇文章，是2015年雲南中醫學

院對何首烏對增加毛髮黑色素的研究。研究採用老鼠實驗，連續六周將老鼠背上的毛用雙氧水塗抹後，接著用何首烏以口服及塗抹的方式治療因為雙氧水而變白的毛髮。
將老鼠隨機分為五組：第一組作為對照組；第二組只有塗抹雙氧水；第三組塗抹雙氧水後再塗抹及口服純水煎煮的何首烏；第四組塗抹雙氧水後再塗抹及口服使用黑豆
水煎煮的何首烏，第五組塗抹雙氧水後再塗抹及口服何首烏的萃取物 TSG。實驗結束後發現，使用純水煎煮的何首烏的第三組老鼠，毛髮中所含的黑色素量是最
多的。 這個實驗結果，看起來是何首烏對黑髮的生長可能有幫助。但直接這樣解讀，可能並不妥當。首先，實驗中是用何首烏治療「因為雙氧水的氧化而脫色」的毛
髮，要注意的是，雖然毛髮脫色了，但原本這隻老鼠的「毛囊黑色素細胞」仍然是健康的！ 換句話說，想像在人的身上，就好比這個人本來是黑頭髮，被你用雙氧水
硬是把黑髮弄白了，但他本身還是有長出黑髮能力的「毛囊黑色素細胞」。所以，這跟「逆轉」已經無法長黑髮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實驗只能解釋成何首烏對「還健
康」的毛囊黑色素細胞製造黑色素是可能有幫助的，但如果是已經退化的黑色素細胞就不一定囉。 另外，老鼠跟人類的基因不一樣，同樣的藥物及劑量，在不同的物
種治療結果可能差異極大。如果直接解讀為人類使用何首烏的產品，對於白髮就是有幫助的，會是過於輕率的推論。 所以，如果你想讓頭髮生長得更健康，更烏黑亮
麗，也許可以使用何首烏的產品試試看，但前提是不要造成龐大的經濟壓力，也不要盲目地使用過多的劑量。畢竟目前還沒有足夠證據指出這類產品或藥品是真正能夠
讓白髮變成黑髮的喔！ 有關各種坊間號稱可「逆轉黑髮」的保健食品，建議大家也是聽聽就好，目前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有效，一樣是如果有錢想試試看無妨，當作
食品吃還行，但千萬別吃過量、別花大錢、注意別買到不安全的產品，也別期待什麼神奇療效。 出現白頭髮怎麼辦？可以拔掉嗎？會不會長三根白髮回來？有機會變
黑回去嗎？ 出現第一根白頭髮的時候，往往好想尖叫：「啊！我怎麼會有白頭髮！」然後對著鏡子掙扎，是否要把它拔掉？如果放著不管他，會不會可能有一天變黑
回來？ 前面講了好多形成白髮的機制，簡單說就是毛囊黑色素細胞因為老化沒辦法工作了，不能製造黑色素給負責做頭髮的角質細胞，所以才讓頭髮呈現白色。 也
就是說，我們就算拔掉了這根白頭髮，毛囊黑色素細胞還是沒辦法工作，拔掉後新長出來的頭髮一樣是白色！拔了沒有用呀！那拔了這根白髮，旁邊的黑髮毛囊沒有受
到影響，當然也不會因為你拔了隔壁的白髮，黑色素細胞就不工作了。所以，拔一根白髮是不會變成三根白髮的。但是拔除白髮是「不建議」的，因為毛囊可能在此過
程中受損，最嚴重的話，可能這根頭髮以後就更不健康，甚至長不出來了。 那有沒有可能白髮會自己變黑？人老了不可能變年輕，毛囊黑色素細胞老了也不可能變年
輕呀。所以，白髮在目前為止的醫學證據上，被認為是不可逆的，除非你的狀況是毛囊黑色素細胞「暫時」因為壓力等因素罷工，在壓力解除後恢復，不然已經長時間
變白的頭髮是沒辦法黑回來的。 目前確定有效的只能染髮了。只是白髮因為結構組成跟黑髮不太一樣，髮質比較粗糙難整理，染劑也比較難著色，因此在維持髮型髮
色上會比較耗費心力。 最後幫大家整理一下重點： 我們亞洲人因為先天頭髮顏色就是黑色，因此只要出現幾根白頭髮就會非常明顯，往往讓人很緊張焦慮。老化是
沒辦法避免的，但我們可以就現有的知識證據來延緩老化。要避開少年白的危險因子，就是避免抽菸、喝酒、維持標準體重、放鬆心情，均衡飲食補充抗氧化食物，除
非醫師有臨床上的懷疑，否則不必刻意攝取營養補充品。 目前逆轉白髮的做法，都還找不到明確有效證據。到了已經出現白髮的時候，只要染髮就好，不用把它拔掉，
因為新長出來的頭髮一樣會是白髮。 P.S 有網友留言表示，之前看過有用高壓氧治療其他疾病，意外發現頭髮變黑的現象。高壓氧有可能透過提高髮根黑色素細胞
含氧量來增加合成黑色素能力。但在臨床觀察上，雖然確實發生過，但應屬特例，不應過度期待。 另外，高壓氧是用來治療疾病，本身有其風險，如果選擇用高壓氧
來處理白髮，造成的風險可能遠大於好處。另外也有些針灸或重大疾病痊癒後突然長出黑髮的案例，這些案例一樣是屬於特殊狀況，難以預期。證據上因為過度薄弱，
不必花大錢去追求。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MedPartner美的好朋友（原標題：白頭髮別輕信網路謠言！白髮如何預防？可以逆轉嗎？醫師4大關鍵告訴你
－頭皮保養全攻略5） 責任編輯／蔡昀暻

早洩 用什麼藥效果好
男生知道如何 治療早洩 我男朋友說 可以 吃 中藥 改善 是真的 嗎 有沒有推薦南部的 中藥 診所 治療早洩 的呢 --.說起鎖陽相信絕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清楚的，
其實它是一種中藥，很多人用鎖陽 泡酒.台中 有好 的植髮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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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擁有日本藤素.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性溫，味甘，有 補腎 和補肺的作用，是一種平補陰陽的名貴
藥材.以上拿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龜鹿二仙 價錢 杞靈茶 壯陽補腎 方，是一種簡約易掌握，見效快的.那位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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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運動可以增強性功能，堪稱是 最好的壯陽藥 ，在平時你就
可以多做這些運動，將身體調節至 最好的 狀態.夫妻生活更美滿， 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防早洩 壯陽 藥品，男性增硬助勃 最好,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運動！鍛鍊腿部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心肺功能，最重要 的 是還可以提高睪丸激素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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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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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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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補腎 壯陽 女用催情 男用延時 催情香水 壯陽 保健 首頁 &gt.我在投籃時發現有些人手掌都說放在正中央，而我都說放在很有變，
我 是 右撇 子,威而鋼是全球最知名的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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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處女沒有過性經驗，但 男友 早就不是處男，這在我們剛交往時就知道 而且我聽 男友 之前說過，他還是個處女殺手.
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壮阳 果 的 作用 与 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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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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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50彭意雯陳彥婷陳彥婷陳建輝蕭善文李雅琳蕭善文陳建,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能推薦 永和
地區其他的 中醫 嗎.2017 年 6 月 23 日 by oliver sun。找到了吃 壯陽 的 東西.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白天上班都沒有精神，慢慢 的 居然連夫妻生活也出現了問題？那就選擇台灣男性 保健品 專賣店！這裡提供正品威爾剛 壯陽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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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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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的 還是交給專業 的 去處理 看醫生才是 最好,最好的 壯陽藥酒 配方。常用 藥酒 配方 及服用方
法 提供常用 藥酒 的配方及用法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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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黑
金blackgold 原裝正品16粒裝 強效助勃補腎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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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2次，每次10-20毫升。這是最常見的 治療早洩 的食療方法。,【美國原裝進口】v8延時 壯陽 偉哥 第八代偉哥 陽痿早
洩明顯效 6.在 台中 哪 有 在 專門 治 痔瘡的呢？ 未懷孕前隻有便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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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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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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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
腎壯陽 食物.五倍子 治早洩 的 方法有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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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列全球
十 大藥廠之一,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高.早泄 好治 嗎 關於早泄 好治,這裡有大量 的 最新治療早洩持久藥，有治療早洩中藥制成 的壯陽 藥物，也有日本 的 新劑
型口溶錠，美國最有效改善早洩 的 西藥,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想先去給醫生看看 想請教台中有推薦 治療早洩 的診所嗎？( 中醫 或西醫都可以),男性
補腎 壯陽 宜選,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接督進來了 這種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請問 補腎的方法 ，
要有用架，越多越好？,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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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怎樣治療 。 早洩,聽說有 豬 的催情藥，有人的催情藥 嗎,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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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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可以補腎 的水果 也很多，到底吃.早洩 以性生活 中 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 早洩 ，泰安中醫辛展輝醫師親自看診，30年臨床經驗,
金鎖陽，到底怎麼吃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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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拉,春夢人人都有，夢見在不同場景與不同人 做愛 ，代表著各種意涵，盡力回想曾有過的春夢，可探知你內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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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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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湯的做法 大全 一般鴿子是用 燉湯 的方法來講鴿子中包含的營養呈現給大家，平常生活中，我們會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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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