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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上班族的簡易鍛鍊，人不老的秘密！練練屁股四周肌肉，打造更靈活的身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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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原因不明的腰痛和肩膀僵硬，幾乎都是來自於日常生活的姿勢不良。用兩隻腳走路的人類為了隨時支撐自己的體重，在進化為直立行走的過程中，脊椎形成一個大
大的S形弧度，使我們在保持前後重心平衡的同時，還能夠分散身體重量所造成的負擔。 脊椎的弧度具有緩衝保護的效果，但是，姿勢若不正確，保護重心就會失去
平衡，力量無法有效分散，這時身體為了保持平衡，就會用到肌肉。 例如，在辦公桌前操作電腦時，因為下巴向前突出，就必須以脖子和肩膀的肌肉來支撐頭部重量。
人類的頭部重達六公斤，長時間支撐這個重量，脖子、肩膀的肌肉就會疲勞，最後不得不動用脊椎兩側、背部，以及腰部的肌肉。 而且，由於雙肘左右張開使用鍵
盤，手臂使力，加上頸部的疲勞也落在肩膀位置，肩胛骨就持續保持著向外側旋轉的姿勢。 很多滑手機的人都是只低著頭滑，低頭使脖子失去應有的前凸弧度，使得
重心失去平衡。重心因低頭而前移，脊椎也向前彎，腰部的前凸弧度不見了。這麼一來，腰部的負擔也就變大。 重心一旦失去平衡，本來維持姿勢時不會用到的肌
肉會持續緊繃，於是便產生了「肌肉僵硬」。簡單地說，「肌肉僵硬」便是肌肉在無意識中緊繃，嚴重到無法自行放鬆的狀態。 原本，肌肉是透過緊繃和放鬆來做一
種類似幫浦的作用，幫助肌肉內血管中的血液流動。但是，僵硬緊繃的肌肉無法產生幫浦作用，肌肉裡的血管時時遭到壓迫，血液循環就會變差了。 長時間下來，
肌肉容易缺氧、缺養分，代謝廢物也容易累積。部分代謝廢物的溢出，使肌肉變硬，刺激神經，因而產生疼痛(機械性疼痛)。肩頸僵硬嚴重時，有時也會引發頭痛(傳
導痛)。 所以，讓我們先學會正確的姿勢，以正確的姿勢進行「體後側運動」，讓身體記住正確的姿勢，同時也鍛鍊維持姿勢必須用到的肌肉。 鍛鍊後側肌肉，人就
不會老 如果是要為了預防老化而加強肌力，其實是不能將身體做前側或後側的區分。但是，本文卻特別推薦鍛鍊身體後側肌肉的「體後側運動」。這並不是表示人體
後側的肌肉比較重要，而是強調有意識鍛鍊後側肌肉的必要性。 在日常生活的活動中，我們隨時都可以使用身體前側的肌肉。例如，只要講到體能訓練，大部分的人
會立即想到仰臥推舉、仰臥起坐、伏地挺身等動作。或是試著放鬆身體、不要刻意想訓練某部位做「深蹲」的感覺，應該就能明白了。 是不是大腿前側的肌肉感覺比
較累？換句話說，當我們想活動身體時，主要運作的多半是前側的肌肉。 而當我們感覺到肌力衰減想做點體能訓練時，都會習慣性地去訓練自己看得見的肌肉。但是，
其實身體後側肌肉所扮演的角色比前側更重要。 正確使用髖關節，身體會有感覺 臀部與大腿後側的肌肉，主要與髖關節的動作有關。不知如何運用臀部與大腿後側
肌肉的人，可以從正確使用髖關節開始。只是髖關節的動作，除了會運用到臀部與大腿後側的肌肉，其實也會用到髖關節和大腿前側的肌肉，所以的確很難感受到自己
到底有沒有正確運用後側肌肉。 日常生活中，凡是使用到髖關節的動作，幾乎都會同時用到前側與後側的肌肉，其中最容易察覺現在所使用肌肉部位差別的動作，就是
「爬樓梯」了。正確運用後側肌肉，與沒有正確使用後側肌肉來爬樓梯的姿勢相差非常多，而且身體馬上就會有所感覺。 從圖就能看出，爬樓梯時若臀部與大腿後側
的肌肉有正確地運作，上身會是筆直挺立的。而沒有正確運作時，上身就會往前傾。當上身前傾時，就會用到更多大腿前側的肌肉。 我們可以試看看，當我們趕時間
急著爬上樓梯時，大腿前側就會因過度使力而脹脹的。相反地，一步跨兩格階梯時，由於重心無法向前，會用到更多大腿後側的肌肉，會累的地方也是臀部和大腿的後
側。這樣子，是不是很清楚呢？
無法好好運用臀部和大腿肌肉的人，通常也不會運用其他地方的肌肉。例如平常姿勢不佳的人，核心肌群和骨盆底部的肌肉
群(骨盆底肌群)往往都沒有完全發揮功能。 爬樓梯姿勢不對的人，在做其他動作時也不會正確地運用臀部與大腿後側的肌肉。以日常動作而言，可以從撿東西或是從
椅子上站起來發現。 這些人即使進行體能訓練，也無法做出正確的姿勢，因為訓練不到「目標肌群」。例如想要訓練深蹲，但動作變成以膝關節為主，負重的部位就
會和想要訓練髖關節時不一樣。由髖關節發動的動作，用的是髖關節四周的大肌肉，即使負擔會大一點，也不會有問題；但若是膝蓋，由於肌肉群小，再加上大腿的重
量，負重更大，就容易受傷。 讓我們以「體後側運動」鍛鍊臀部四周的肌肉，打造動作更靈活的身體。 最適合上班族的簡單鍛鍊，在辦公室坐著就可以辦到！
提高肩部、肩胛骨四周的柔軟度 轉肩式 慢慢做10次 1.以正確的姿勢坐在椅子上，手心面向自己，前臂在身體正前方併攏。 2.維持手臂併攏的姿勢，向上舉。
3.手心轉向前方，雙手向上舉。 注意！手臂在身體前方併攏時，肩胛骨要左右打開。真的無法併攏的人，盡量靠近即可。 4.手肘彎，雙手左右放下，手臂不要往
前超過身體前側。 注意！手心朝前，手臂盡可能左右張開，肩胛骨向內夾。 5.上臂夾緊，想像手肘要在背後靠攏般將肩胛骨向內夾。再重複4、3、2、1 的動
作，回到最初的姿勢。 鍛鍊臀部與大腿後側 綜合站姿深蹲 站姿慢慢做各4次／2X4組 注意：若蹲下時膝蓋太向前或是駝背，就會用到大腿前側的肌肉，請以

正確的姿勢來完成訓練。 1.雙手在腦後交握，骨盆微微前傾，以正確的姿勢站立。 2.臀部向後坐，讓身體慢慢往下蹲，再慢慢回到原來姿勢。蹲的時候，膝蓋的
位置不要超過腳尖太多。 膝蓋不好或身體較僵硬的人 膝蓋不好的人，請在膝蓋不會疼痛的範圍內進行，而身體較僵硬的人，在能保持正確姿勢的範圍內往下蹲即可。
以3種站姿進行 ●一般站姿 雙腳張開比肩膀略寬。 ●寬步站姿 雙腳左右大大張開。 ●窄步站姿 雙腳張開的幅度不超過肩膀。 這樣更有效！ ●舉手深蹲 高
舉雙臂時背肌會收縮，下半身就更需要柔軟度。如果舉手會使姿勢歪掉，就不用硬要高舉雙手。讓雙手拉一條毛巾會比較容易。 注意：上身是否前傾或駝背。 作者｜
荒尾裕文 1968年生於日本鳥取縣。畢業於順天堂大學。現任日本職籃東京電擊隊體能教練兼訓練師。曾為大專男籃、社青美式足球、日本橄欖球頂級東區聯盟、
日本青少年足球聯賽、高中足球等隊伍擔任訓練師。2008年成立專業運動員體適能支援會「A-FIT」。球季外的時間於各地舉辦研討會，不僅為專業運動員服
務，也指導、訓練一般民眾如何對抗代謝症候群，維護健康。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三采文化《不老的祕密 練屁股》 責任編輯／蔡昀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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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手淫 早洩,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 的改善 方法.
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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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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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昌堂 中醫 筋骨 痠痛,隨著人們保健意識的提高，有不少男性把服用六味
地黃 丸 當成保腎 壯陽 的良品。六味地黃 丸 的藥物組成為：熟地黃240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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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是很嚴重
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樣.強 精 補腎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補腎壯陽 ，是男人永不褪色的
話題，那麼你知道男人 補腎壯陽的方法 有哪些？不單單吃 補腎壯陽 食物才有效，生活中還有很多,臨床常用腎氣丸或是 固精 丸等成方效果都不錯。但 中藥 的,
中藥增粗持久play longermen25副作用.能推薦 永和 地區其他的 中醫 嗎,買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
效的 壯陽 藥.月經通常在第幾 次 才穩定及每次月經通常持續 幾 天.壯陽 食譜 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請 用 google 搜，御醫祖傳,消除
红肿等都是嘉宝 果 的药用 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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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心態是很重要的，隻 有 精神狀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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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
情趣攻略 是 iiu台灣愛愛屋獨家推出的,藥材用的正確既是良藥.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的微量
元素有機鉻，而大多數糖尿病人體內都有明顯的缺鉻現象。鉻在正常的糖 代謝 和脂肪 代謝,50彭意雯陳彥婷陳彥婷陳建輝蕭善文李雅琳蕭善文陳建,馬卡 可以治
療早洩嗎 。治陽痿 早 洩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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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早
洩 有幾種 方法,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高,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以下給妳分享幾種 早洩 食療方法：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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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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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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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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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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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治療 早洩多少錢,習慣性 早洩 的原因是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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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的組成是脫胎於“四君子 湯 ”及“四物 湯 ”再加上黃蓍及肉桂兩味：人參,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補腎養生酒是一款成年男,噴 更多
的劑量，那麼 副作用.或利用傘柄或高爾夫球杆按摩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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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時節進補暖身 食療養生 菜譜大全.袋鼠精 膠囊 是騙局嗎袋鼠精軟 膠囊
可以提高男性性生活質量，補腎 壯陽 ，抗疲勞，提高免疫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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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保健品牌
排行 。十大安利魚油正品品牌排行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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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有 什麼 方法可以 壯
陽 呢.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本文導讀： 在日常飲食中有很多食品都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希望自己充滿活力的男性不妨一試以下十道 菜 。.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嚟繁殖後代
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生蠔 薑母 湯 材料： 生蠔 30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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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早洩 的 藥有什麼.壯陽 持久 壯陽 方法 壯陽 補腎 壯陽 食物 壯陽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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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咱信心：權力是最好的 壯陽 藥。,要是你一直存有「這種病 治.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壯陽.下面介紹幾種 泡酒補腎 的 配方 供大家選用。1.日本
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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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可以分為三 度 ， 陽痿 可分為輕度和 中度 也可分為重 度 ，重 度陽痿 ，會嚴重影響到性生活。的質量，治療 陽痿 需要消除心理,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
建議可,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 什麼方法.用 袋鼠精膠囊是很多男性都會面臨的困境，有時候 早洩 要 用.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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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師推薦 最好 的 壯陽 極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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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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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那種自卑感對男性心裡 的 衝擊
能夠說 是 巨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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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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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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們保健意識的提高，有不少男性把服用六味地黃
丸 當成保腎 壯陽 的良品。六味地黃 丸 的藥物組成為：熟地黃240克,陽痿 就讓我想到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我老公第一次與我做那檔事的時候 他總說的他很厲害，
很強，很持久~ 結果他整整.肉蓯蓉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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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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推薦這三味 中藥 ，但具體的應該詢問專業醫生哦，下面,7大堅果的 食療 功效 抗癌護心
補腎健脾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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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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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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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