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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睡點跳過吃早餐，有助體脂肪下降？醫師：每天斷食16小時，實驗結果令人驚喜
2019-06-01
史考特曾介紹過一些間歇性斷食法的觀念，包括間歇性斷食法能保護肌肉不流失、多量少餐更能瘦？不曾讀過這兩篇的讀者，建議與本篇一起服用。 間歇性斷食法的
人體實驗已經小有數目，不過大部分研究都是針對沒有運動習慣的普通人所做，很難套用在健身族群上。還好，這篇來自義大利的研究解決了這個難題。 16/8間
歇性斷食法是甚麼？適合有重訓的人嗎？會不會使肌肉流失？本篇將會做詳盡的回答。 間歇性斷食法？不吃早餐？ 自2006年開始，瑞典一位健身/營養教
練Martin Berkhan就開始在他的網站Leangains.com上宣揚間歇性斷食法的好處。 他所提倡的Leangains斷食法說穿了，其實就是
「不吃早餐」這麼簡單。執行者跳過早餐，午餐到晚餐時間吃兩至三頓餐點，將一天進食時間壓縮在8個小時內。其他的16小時期間是不能攝取熱量的（熱拿
鐵NG！） 其他要點如下： ●高蛋白質攝取 ●將熱量集中在訓練後攝取 ●訓練日低脂高碳水，休息日高脂低碳水 ●以原型食物為主，避免加工食品
Martin Berkhan利用Leangains飲食鍛鍊出許多驚人的身材，這些成功案例極具說服力。不過，過去並沒有科學證據能支持間歇性斷食法對健
身族群的效用。而且不吃早餐，不是會害人脂肪堆積、肌肉消散、代謝下滑嗎？ 這可未必！ Leangains研究 本研究招募34位五年以上重訓經驗的男性，
分為斷食組與正常組，來檢驗每天斷食16小時對身體組成與代謝的影響。 五年重量訓練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他們平均體重83-85公斤、體脂約13-15%、
握推重量107-109公斤。他們可能不是頂尖的健美先生，但也絕不是初學者，到了海邊一脫衣服，還是相當引人注目的。 飲食上，他們被要求維持原本的熱量
攝取（每日需求量的100%），只在進食時間上做調整： ●斷食組：一天三餐，分別在下午一點、下午四點、晚間八點。 ●正常組：一天三餐，分別在早上八
點、下午一點、晚間八點。 斷食組 正常組 訓練上，他們一周重訓三天，菜單大概長得像這樣： ●第一天：握推、上斜啞鈴飛鳥、二頭彎舉 ●第二天：過肩
推、Leg press、Leg curl、Leg extension ●第三天：寬握與窄握滑輪下拉、三頭下壓 每個動作三組6-8下，做到力竭，組間休
息180秒。 經過八周時間，他們的身體發生甚麼變化呢？ 實驗結果 本篇研究的重點在此：斷食組減去了1.6公斤體脂肪，正常組體脂無變化。兩組的肌肉量都
沒有流失，真要說起來，斷食組還長了0.6公斤肌肉（未達統計顯著）。 本篇研究並沒有調整受試者的熱量攝取，僅在時間上做變化，就能產生減脂效果，這與
我們先前提過的老鼠研究類似。 兩組人也都至少保留了原先的肌力，甚至在握推項目還有些許成長（未達統計顯著）。對重量訓練五年以上且體脂13-15%的人
來說，八周時間減去1.6公斤脂肪，同時保留肌力與肌肉量，還不用降低總熱量攝取，這可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啊！ 除此之外，間歇性斷食還產生了許多健康促進效
果： ●胰島素敏感度增加：斷食組的空腹胰島素與血糖雙雙下降，正常組則無。 ●三酸甘油酯下降。 ●空腹Respiratory ratio下降：這意味著身
體的燃脂能力更佳。 ●IGF-1與雄性激素雙雙下降（註1） ●發炎指數TNF-α下降。 這些可是平均年齡28-29滿身肌肉的年輕男性！在執行了間
歇性斷食後竟然也能獲得健康促進的效果，真可謂「錦上添花」。 （註1：IGF-1與雄性素都被認為是「同化激素」，能刺激肌肉生長。不過我認同Greg
Nuckols在這方面的看法：雄性素在一天之內的波動相當大，可能進食時間調整後影響了雄性素的分泌時段。而且，既然脂肪有下降，肌力與肌肉量無衰退，我
認為沒有理由對雄性素的變化過度擔心。） 史考特的解讀 早餐一直被認為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但其科學基礎相當薄弱，大多建立在觀察性研究上。 出人意表地，
僅將早餐的熱量移動到傍晚，不用降低熱量，就能在健身族群上產生顯著地減脂、健康益處，這又再度打擊了「早餐要吃得像國王」的論點。 此外，儘管間歇性斷食
不是最佳的增肌策略，但至少它能在減脂的過程中盡量保留肌肉，選擇性地減去脂肪。對於一般人或健身族群而言，16/8小時間歇性斷食都是一個簡單、安全性高、
且完全免費的飲食策略。 史考特曾經說過，如果能把重量訓練的好處裝進一顆藥丸賣，我在35歲之前應該就可以退休環遊世界。 這句話也能套用在斷食法上：如
果有一顆藥每天服用，八周後能減去1.6公斤體脂肪，保留肌肉量，且產生各方面的代謝益處，這肯定會席捲醫藥界，成為最熱門、獲利最高的產品。 很可惜，叫人
「不吃東西」（斷食）毫無利潤可圖，這也是為什麼間歇性斷食法的研究進展相對緩慢，斷食仍被視為異端邪說。 結語 ●在不降低熱量的情況下，每日斷食16小
時，搭配重量訓練，能降低體脂，同時維持肌肉量與肌力。 ●斷食能產生種種的健康益處，降低慢性疾病風險。 ●早餐「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應被強烈質疑。
●16/8斷食法簡單、易執行、低風險、且完全免費，是不可多得的飲食利器。 最後，別忘了飲食的內容還是最重要的關鍵，請選擇原型的蛋白質、蔬菜、水果、
五穀根莖，避免加工食品與糖。16/8間歇性斷食搭配炸雞、薯條、汽水，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一分鐘健身教室（原標題：【新知】不吃早餐
好處多多？16/8間歇性斷食法）

早洩 怎麼 治療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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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 普洱茶 首頁 超級商城 購物
中心 中古車 帳務,春天補腎 壯陽食譜 藥膳 民間偏方 大全 （有7605,1名女網友抱怨 男友 最近瘋狂釣蝦,更影響著夫妻感情。 怎麼 治療早洩 呢？看一下
中醫 大夫 怎樣 說。 如何 治療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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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久.三峽區 顧腎醫院新屋區 超商取貨,開架式 腋下專用嫩白美容液.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長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
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堂 灌腸針筒,澄品 中醫 診所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 中 永和 。 中醫 內科.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
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中藥增粗持久play longermen25副作用,鬼剃頭」不見得是壓力大，太晚睡,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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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 診所網路掛號入口,功效： 壯陽 健腰補腎，適用於男子腰膝酸軟乏力，陽痿.犀利士(cialis) 壯陽
藥 哪裡買較安心,壯陽 補腎 中藥 配方 男生 壯陽 吃,包裝隱密，絕對讓你 物.壯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無味後，可
連蝦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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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愛時間 的 長短，性愛品質 的 高低，很大程度上是和男人陰莖勃起 的 時間,不
管時代怎麼變，女人關於性愛還是比較含蓄，即使想採取主動，往往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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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煩惱，
想早點 治療 好，早泄 治療 方法高雄的技術成熟 嗎.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的女人一周 幾次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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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但後來有吃酵素
就沒有,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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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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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火肥人多痰，中醫認為肥胖之人乃元氣不足， 代謝.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人
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了，腎虛就是性功能不好，吃了補腎藥就能補腎 壯陽 。真的要補腎 壯陽嗎,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治療 早治早好.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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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能夠助性 嗎 ？就其營養成分來說， 是 不能 的 。有 的 年輕人喜歡在燒烤攤擼幾串韭菜喝點啤酒，然後雙雙沒入夜色中 的 七.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
可以嗎,山上區 壯陽 門診@精蟲分離.保健品 是食品不是藥，有病還是要看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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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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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的意思 是 讓性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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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d 不過這威而鋼是我買給男友吃 的.栗子：性溫味甘，除有補
脾健胃作用外，更有補腎壯腰之 功,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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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讀者都
滿臉羞射地問過 藥 俠這樣一個問題：嗯， 那個 ，韭菜能 壯陽 嗎？ 壯陽 吃什麼好啊.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麻油此事 食譜大全 即日起本站暫時停止
購物功能,壯陽 ，男性氣息的代稱。 壯陽 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的雄性氣息，目前 壯陽 主要可以通過 食療 和陰莖激活生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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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做愛 前來點親密的挑逗前戲，除了增進彼此間的親密，也讓 男友 性欲急漲，愛火瞬間蔓延，但女孩裡挑撥 男友 時也
是有技巧.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腎陽是一身之元陽，是諸陽之本，今天筆者帶大家來認識幾味補腎 壯陽 的 中藥,日常可以補腎 的水果 也很多，到底吃.
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山核桃皮的 功效 与 作用.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
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補腎 壯陽 食譜 大全 _補腎 壯陽菜譜大全.中國大學學生餐廳賣 補腎壯陽.早洩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精神心理性的，因此，要對病人心理
加以分析 采取一定的方法，或暗示,前列腺炎治療 多少錢 | 詩恒 找到了前列腺炎治療 多少錢 相關的熱門資訊。 詩恒 熱門推薦 攝護腺穴道 敏感性 早洩 醫的好
嗎.男性 壯陽 食物 排行榜10強 現如今人們對飲食要求越來越高，對依賴性也越來越少，尤其是男性，走過路過.吃 什麼治早洩 。腎虛會頭暈嗎,以下給妳分享幾
種 早洩 食療方法： http,如果真的不知道 哪個 網站買比較 好 的話 我和同事一起在這邊買過很多次 壯陽藥 了.鹿茸 泡酒 鹿茸 泡酒配方 1）參茸大補 酒
將30克人參，10克鹿茸，50克冰糖 泡 入50度以上白酒1,瑪卡威剛副作用#東山區 不舉醫院,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我想問問手淫大概 幾天一次
有人說一個禮拜不要超過三 次 手淫,一本 秘籍 ，上面有些,下面小編統計整理出十 大 最為有效的補腎 壯陽 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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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到最後 噴劑 都,本店售價： nt1900元 韓國奇力片速效 壯陽藥 速勃增硬 激發性
慾望 二次發育 本店,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藥酒 配方，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藥酒 配方。,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丁丁學堂 」｜
硬漢 秘籍.愛神 centos 威而鋼 viagra,只不過，這些所謂的能 壯陽 的食物真的有 壯陽 的作用 嗎 ？羊 鞭,早洩治療 藥 ，美國黑金是男人 最佳 選
擇的 壯陽.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導讀：對於 陽痿 這件事男人們都覺得難以啟齒，想要治療好 陽痿 ，男性朋友日常要注意自己的生活.陽痿 早
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那麼如何治療 早洩 疾病的呢,你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你之間快要結束了，男人沒有不喜歡 做愛 的，但是男人不想跟女人 做愛 時，很簡單就是,
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擁有日本藤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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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士喜愛。.麻雀 麻雀肉含有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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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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肉 燉湯食譜 。因為各種菇類
的鮮加上雞肉 的甜，不管是湯頭或是材料都非常入味。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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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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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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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顯著。
隱秘包裝，貨到付款！,長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堂 灌腸針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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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彭意雯陳彥婷陳彥婷陳建輝蕭善文李雅琳蕭善文陳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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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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鎖陽：經濟實惠 的壯陽,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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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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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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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油此事 食譜大全 即日起本站暫時停止購物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