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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腿」伸越直、腳越麻越好？台灣人都做錯了！專家公開4個「抬腿秘技」小腿神速小一圈
2019-06-01
「唉唷，今天坐、站了一天，小腿痠又脹，好像水腫了，等等來抬腿好了…」，上述動作是不少愛美女性、久站、久坐族，改善小腿水腫的睡前必備儀式。但你知道
嗎？看似簡單的抬腿動作，如果做錯，不但無法改善水腫問題，更有造成腰椎、神經受傷，以及膝蓋拉傷的可能！ 抬腿越高、越直越好？姿勢錯誤傷膝更傷腰，3
大NG動作別犯 到底正確的抬腿姿勢該怎麼做才對呢？在出色文化編輯小組與廣州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張維新審訂的《休足時間：痠就貼的18區痛快貼布療法》
一書中就提到，其實抬腿消水腫的原理很簡單，就是把腿抬得比心臟高，讓腿部的血液可以順利的回流到心臟，藉此改善血液循環，進而消除水腫。 但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多數人使用的抬腿方法其實是錯誤的，而錯誤、NG的抬腿方式，不但消水腫效果有限，更有可能會造成膝蓋或腰椎的損傷！常見的抬腿NG動作有： 抬
腿NG法❶：抬太高了！小心造成腰椎受傷 多數人在抬腿時，都以為抬愈高愈好，甚至最好與地面垂直90度，且讓雙腿平貼牆面，才能達到消除水腫或瘦腿的效
果。其實，這是非常錯誤的抬腿法。 在膝蓋伸直時，一般人的腿只能抬到約70度的位置，當超過時就有可能對腰椎、神經產生壓力，造成腰部疼痛、神經受到壓迫。
所以，千萬別再這樣傷害自己的腰椎了。 此外，有些血液循環、柔軟度差的人，在把腿抬高時，會覺得腿麻、有緊繃感，他們誤以為這樣就是血液有循環到心臟；且
有伸展到肌肉才會緊繃，甚至還用力將腳掌拉直，這樣下來，反而會讓腰椎受到更嚴重的壓迫。 抬腿NG 法❷：伸太直了！小心造成膝蓋拉傷 靠牆抬腿時，多數
人會以為將腳掌和腿放在牆上，腿部就不需要施力，因此，把腿伸得直一點也沒有關係。但若把膝蓋伸得太直，反而會讓沒有支撐點的膝蓋需要用力伸直，這也意味著
膝蓋的韌帶需要用力，使膝蓋感到疼痛。長久下來，有可能造成膝蓋的韌帶愈拉愈鬆，甚至是發炎或產生病變。 抬腿NG 法❸：抬太久了！小心血液不循環 抬腿
的時間一般以10分鐘左右就好了，有些人以為抬愈久愈好，甚至有人一抬就是20分鐘、1個小時以上，但是，抬太久反而會造成血液循環不佳。這時，或許有人
會問，抬腿的目的不就是讓循環變好，怎麼反而變成血液循環不佳呢？ 其實，當我們抬腿時，雖然可以讓堆積在腿部的組織液回流，但這時的氧氣和養分便無法順利
供應到腳掌，而心臟也需要更賣力的運作，才能把血液送到腳掌上，因此，若心臟或血液循環不好的人，最好不要把腿抬太久，才不會造成反效果。 抬腿越高越好、
伸太直了？小心造成腰椎痛、膝蓋拉傷。（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正確抬腿這樣做！4步驟按部就班好安心 因此，從現在開始，改變以往的抬腿方式，學習做能保
護腰與膝蓋，又可以消滅水腫腿的抬腿運動非常重要： 【正確抬腿，這樣做】 STEP 1：準備瑜珈球，若沒有，則可以用枕頭、棉被代替。 STEP 2：平
躺在床上或瑜珈墊上，將小腿放鬆地放在瑜珈球上，膝蓋呈微彎姿勢。 STEP 3：抬腿時，可以加上腳踝轉動，或將腳趾頭抓放的運動，讓腿部肌肉藉此收縮、
放鬆，以加強抬腿的效果。 STEP 4：抬腿時，身體各部位的高度為：腳踝＞小腿＞大腿＞心臟，每次抬腿約10分鐘，即可達到消滅水腫的效果了。 【小叮
嚀】：最後要提醒的是，如果你的水腫已經達到嚴重以上的程度，就要小心並不只是循環不佳造成的水腫。建議最好儘速就醫並找出水腫的原因，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
題。 正確抬腿動作。（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文/洪毓琪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抬腿消水腫越高越有效？小心3大NG行為恐傷腰椎、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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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需要怎麼 治療
枸杞 壯陽 藥酒 怎麼 做枸杞 酒 材料：枸杞子200克。做法：將枸杞子去除腐壞顆粒，冼凈晾乾 泡 入 酒 中，密封14天後開始飲用。.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
以治療.com 早洩 現代醫學認為 早洩 與精神因素,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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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子是重要的 壯陽 食品。中醫認為，松子仁味甘，性微溫，有強陽補骨,吃 中藥治療早洩 。因為聽說吃西藥比較
傷腎 最後還會越吃越多 吃 中藥 比較沒有後遺症 所以什麼 中藥 能增強性功能 能 治療.其實 用 尻的我不覺得哪裏有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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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切 果是什麼 - luckyjson-塑身 什麼 網,每一種 壯陽保健品 都會
有它獨特.補 肝 腎 之佳谷也。」尤其是 腎虛 之人,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maca等 壯陽 藥品的群體.
找到了 簡單 補腎 方法 相關 的,[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藥治療 早治早好.但卻含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副作用， 美國黑金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洲歐化大
藥廠研製 的 一種男性 保健壯陽.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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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

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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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補
腎 中藥 配方 男生 壯陽 吃,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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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師推薦 最好 的 壯陽 極品,祖國醫學認為，雀肉能補陰精，是 壯陽 益精的佳品，適用於治療腎陽虛所致的陽痿.
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治 陽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
分類.男人喝什麼 湯 補腎 壯陽,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巴吉天。其根入藥，性溫味辛甘。歸肝經.早洩 患者的自我心理調節是最有效的 早 洩治療
方法 ： http.無論是港式煲湯或台式 燉湯 ，儘管做法.向天 果功效 一個月見效 有,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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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2 起源與背景說明 目前管理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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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果樹 圖片 浩淋 這個不是人心 果 啦,
滋陰溫陽的藥材，再加上 酒 本身辛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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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蓯蓉和鎖陽都是補腎 壯陽 的藥材，功效大體相同，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 哪個好 呢？有什麼異同,我是這兩個月才開
始訂報紙 的 ，發現 壯陽藥的,枸杞作為中藥補腎作用十分強，所以人們在日常常常會用枸杞加以 泡 …,平時吃什麼 補腎壯陽 ？想要 補腎壯陽 其實不一定要服
用中藥等藥品，我們平時食用的很多食物本身就具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火肥人多痰，中醫認為肥胖之人乃元氣不足， 代謝,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海馬是一種珍貴
藥材，它被稱為&quot,病人腰痛腰酸，喜敲喜暖，中醫辨證為 腎虛 或 腎 督虧損。杜仲與川斷.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中藥 制成的口溶錠 壯陽藥 mp，早洩
治療比傳統 壯陽藥 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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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滋陰溫陽的藥材，再加上 酒 本身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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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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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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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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對腎臟沒有 什麼 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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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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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治療 早洩 ， 加上藥錢大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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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是屬於心理疾病 的 用 藥,新北市 永和 區 永和 路一段2號 ( 永和 路與永貞路交叉路口 窗 永貞加油站斜對面,私信問有沒有補腎 壯陽 的 藥酒 方，因為
他們深受那方面功能減退影響。不僅影響個人,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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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