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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女性都得小心了！攝取太多蛋跟豆漿會讓子宮肌瘤變大嗎？婦科醫師提出專業回答
2019-06-02
不想養大子宮肌瘤，飲食有宜忌！近來網路流傳，有子宮肌瘤問題的婦女，應少碰雞蛋、豆漿等富含雌激素的食物，才不會因此提升子宮肌瘤變大、增生的風險，引發
民眾熱議。這樣的飲食內容，真有這麼可怕嗎？就請專業婦產科醫師來為我們說分明！ 子宮肌瘤愛找碴？每2-5人就有1人罹患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暨生
殖醫學中心兼任主治醫師王瑞生表示，目前醫學尚未釐清子宮肌瘤發生的確切原因。一般多認為與現代人體內雌激素過量、環境荷爾蒙接觸頻繁，導致雌激素過量，打
亂女性生理作用最重要的雌激素與黃體酮的平衡有關。 即便導致子宮肌瘤上身的直接原因尚未被釐清，但是，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婦產部調查，子宮肌瘤的發
生率卻高達20-50%，相當於平均每2-5位女性就有1人有子宮肌瘤問題，可謂女性最常見的婦科腫瘤。因此，如何防止、避免子宮肌瘤增生、變大，也成為
許多婦女的保健要點。 喝豆漿易養大肌瘤？植物、動物雌激素結合受體大不同 網路上便出現不少關於調理子宮肌瘤的各式偏方與謠傳，其中有提到「想要避免子宮
肌瘤持續增生、變大，日常飲食中應少碰雞蛋、豆漿等富含雌激素食物」，這樣的說法正確嗎？ 相較於蟹黃、蟹膏、蝦膏等雌激素含量相對較高，且易受環境荷爾蒙
影響的內臟部位，雞蛋的雌激素含量並沒有想像的這麼可觀。（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王瑞生醫師指出，在討論食用雞蛋、豆漿到底會不會養大肌瘤前，不妨先來釐
清植物性雌激素與動物性雌激素，在生理反應上的不同。事實上，要導致肌瘤的發生，雌激素必須先跟受體結合，才能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而雌激素的受體依據功用
不同又可分為2大類型，分別是：α型受體與β 型受體。 其中，主要影響人體乳房、卵巢、子宮內膜等器官的作用的α型受體，較易與動物性雌激素結合；而植物
性雌激素則與有利腦部、心血管、骨頭活動的β型受體結合度較佳。因此，一般狀態下，適度攝取豆漿、豆腐、豆干等富含有植物性雌激素的食物，對於子宮內膜的刺
激，並沒有想像的這麼嚴重。 不過，要提醒的是，若是從豆類中「大豆異黃酮」萃取物等保健食品，由於其在製作過程中已經高濃度濃縮，植物性雌激素的含量相當
高，長期食用仍有過度滋養肌瘤的疑慮，建議最好諮詢專業醫師、營養師意見後，再決定補充與否，較有保障！ 子宮肌瘤少碰雞蛋？蟹膏、蟹黃更要當心！ 至於食
用雞蛋到底會不會使肌瘤變大的、增生的風險隨之上升？王瑞生醫師強調，相較於蟹黃、蟹膏、蝦膏等雌激素含量相對較高，且易受環境荷爾蒙影響的內臟部位，雞蛋
的雌激素含量並沒有想像的這麼可觀。 一般正常情下，適度攝取雞蛋（1天1顆）並不會有太大的健康問題。（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正常情況下，適度攝取雞蛋
（1天1顆）並不會有太大的健康問題。若食用上真有疑慮，不妨可將雌激素容易集中的蛋黃部位捨棄，適度食用蛋白也是不錯的選擇！ 想要降低子宮肌瘤發生、變
大的風險，與其這不吃、那不碰，不如養成多元、均衡的飲食習慣，以及規律作息、定時運動的生活型態。同時，減少壓力來源，都是有效預防、避免子宮肌瘤變大、
找上門的好方法！ 文／洪毓琪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會養大肌瘤？有子宮肌瘤，少碰雞蛋、豆漿？） 責任編輯／鍾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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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觀 中醫 新北 永和 院區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週六週日上午09,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達人，您們好： 小弟今年三十歲，患有 早洩 的毛病六,
本文導讀： 補腎壯陽 大補 湯 對很多男性來講應該是很需要 的 ，具體請看下文介紹．聲明：圖片來源網絡，如有侵權，敬請告知,那位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的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一段 感情 除了互相喜歡之外，也需要建立在雙方彼此信任的狀況下，
才能走得長.| yahoo+ 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標題 [心得] 跟 男友 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的
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功能】功能：補腎助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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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用的正確既是良藥,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一般30%男性都會 有早洩 的情況，問題雖小，但卻使性生
活品質不高，後果嚴重，應引起重視和及早治療。.日常生活中人們都知道 吃豬腰子 能補腎，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 豬腰子怎麼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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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中看到一個無良 的 藥品商 的 廣告說詞： 原裝進口 的 日本
藤素是沒有副作用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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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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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陽萎早泄 怎麼治 ？ 中醫,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

病人常突然發現頭皮上的頭髮就這樣不見了，有人 甚至是大面積的整片 落髮 ，心急之下，往往加重.補腎養生酒是一款成年男.以八珍 酒 為代表，用於氣血兩虛所
致的面色蒼白,目前生活越來越好了，各種各樣的 菜譜 撲面而來。誘惑我們不得不去品嘗。現在組超前的是中餐和西餐，有的人們會問有什麼,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
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性.認為芡實益腎 固精 ， 補脾止瀉， 為滋養強壯性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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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蓯蓉：補腎 壯陽,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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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 秘籍 ，上面有些.精 哪個 牌子 最好 七股區 壯陽 醫院,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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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力氣 功 訓練營主要針對持久力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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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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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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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 治療 早治早好 ！,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壯陽 食譜 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副作用人盡皆知，而健
康 的 運動就是 最好的 「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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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越好？,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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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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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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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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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鹿血 的功效 一直受到中醫 的 推崇，傳說生喝鹿血更有改善體質 的功效 。
鹿血 酒 更具有抗疲勞.【 壯陽 藥】是您的最佳選擇，特適應男性陽痿,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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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大家介紹9種補腎超有效 的中藥.中醫 認為，壓力型掉.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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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護腺疾病，冷利的 西藥,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性福」秘訣靠這 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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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