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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文明病從「筋膜」顧起！復健科醫師分享，維持筋膜健康3大祕訣！
2019-06-01
現代人文明病多，上班族久坐式生活，肩頸僵硬、腰部痠痛等等，都跟最根本原因：筋膜緊繃、運動不足、勞心過度有關。筋膜、柔軟度問題近日來越來越受重
視，21世紀更可稱作「筋膜時代」。日常生活中，維持筋膜健康，復健科醫師分享三大祕訣！ 1.隨時補充水分： 你想像中的肌筋膜是什麼質地呢？其實，肌筋膜
組成的成分中大約三分之二是水分，因此，你可以將健康的肌筋膜想像成是吸飽水的海綿，只要用力壓就會把裡面的水擠出來，當壓力解除的時候，水就會被吸回去，
而且肌筋膜含水量的多寡，與筋膜的活動度和彈性有很大的關聯。 當肌筋膜缺水，就像是海綿乾掉，肌筋膜會變得脆弱容易斷裂，而肌筋膜充滿水分時，就比較有延
展性和彈性。 由此可知，充足的水分對於肌筋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每天要喝1至1.5公升的水，如果是激烈運動之後，就要補喝更多的水。一般來說，當你覺得
口渴的時候，其實身體早就是缺水一段時間了，所以不要覺得很渴才喝水，此外，可以用尿液的顏色來區別身體是不是處於缺水的狀態，尿液應該是呈現淡淡的黃色，
如果尿液顏色越黃，就表示身體缺水的情況越嚴重。 那麼，是不是有喝水，就能夠補足肌筋膜內的水分呢？其實不一定，如果肌筋膜一旦缺水一段時間後，肌筋膜可
能會產生粘黏或者扭曲，就像是水管被打結或堵塞住一樣，到了這時，即使你喝一大堆的水，水也會被沾黏的筋膜堵住，往其他的地方流去，所以，水分無法到達真正
缺水的局部肌筋膜，最後只好都變成尿液排出體外，像這樣的情況喝下再多水也是白費工。 所以，平常就要多疏通肌筋膜的管道，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按摩」。
Chaitow等人研究發現，如果給予肌筋膜組織一些外來的壓力，會讓缺水的局部組織具有重新充水的機會，這就是透過按摩可以達到的效果，因此，善用自我滾
筒按摩的方法，除了可以解除肌筋膜的糾結，疏通肌筋膜通路之外，也可以達到肌筋膜重新充水的效果。 除此之外，當你激烈運動時，肌肉會用力收縮，就像是用力
擰乾海綿一樣，也會把水分從肌筋膜裡面擠出去，肌肉越用力收縮，水分就被擠出去越多，運動之後除了喝水補充水分之外，最好的方法就是「休息」，一旦肌肉放鬆
了，肌筋膜的壓力就消失了，那麼水分就會自然而然回到肌筋膜內，所以，越激烈的運動後，就要有越足夠的休息放鬆時間，肌筋膜才能回到充滿水分的健康狀態。
善用自我滾筒按摩(翻攝自youtube) 2.重要的營養素： ●維他命C：可以避免運動後肌肉的痠痛和緊繃、幫助傷口愈合。此外，維他命C扮演膠原蛋白合
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筋膜的主要成分就是膠原蛋白，因此維他命C對肌筋膜來說至關重要。 ●維他命Ｂ群：維他命B1、B6與能量的代謝有關係，維他
命B12與葉酸與紅血球的生成有關，因此簡單來說，維他命Ｂ群與能量和循環有關，而這兩者都與肌筋膜疼痛症候群的能量危機理論有關。 能量危機是因為肌筋膜
持續收縮的狀態太久，導致局部肌肉壓力太大，壓迫微血管導致血液循環不良，新鮮的血液無法進入僵硬肌肉中，所以，肌肉裡面的廢物就無法被血液循環代謝出來，
因此，久而久之肌肉就呈現缺氧和缺乏營養的狀態，使得肌肉緊繃的狀況更惡化，所以肌筋膜內壓力就更大，新鮮血液更無法進入了，像上述這樣的情況就稱為能量危
機。 然而，維他命B1與B6因為與能量代謝有關，當能量代謝出現問題，當然就更容易發生能量危機，此外，若是維他命B12與葉酸缺乏的話，紅血球生成就
會不足，那麼血液的攜氧量就會降低，因此，只要肌肉有一點點壓迫到血管，血流循環有一點點變差，局部肌肉組織就更容易嚴重缺氧。 由此可知，維他命B群與肌
筋膜疼痛症候群的形成有很大相關，而且在肌筋膜疼痛症候群的人身上可以發現，很多都有缺乏維他命B群的問題。 ●鐵：人體70%的鐵都存在於紅血球，鐵與
血紅色的製造有關，因此，如果缺鐵的話，血紅素的攜氧能力也會不足，也會造成組織容易呈現缺氧的狀態。此外，許多含鐵的酵素與某些人體的生化反應有關，與維
持體溫有關，因此，如果缺鐵的話會容易感覺冷，這個也是肌筋膜疼痛症候群很常見的症狀。缺鐵常見於女性，尤其是某些長跑選手。 ●鋅：鋅是人體必要的微量元
素，人體內有數百種含鋅酵素，參與身體蛋白質、醣類、脂肪與細胞的新陳代謝。鋅可以維持免疫機能、促進胰島素作用，鋅也是結締組織細胞內的元素之一，參與膠
原蛋白的合成，因此對於皮膚修復與傷口愈合很重要，如果缺乏鋅的話，傷口就不容易愈合，結締組織也會變得脆弱。動物性食物中的鋅比植物中更容易被人體吸收，
而且富含蛋白質的食物也含有豐富的鋅，例如：肉類、內臟、牡蠣、蟹貝等海產類，蛋、牛奶、乳酪、果、扁豆等。 ●鎂：鎂是一個很重要的輔酶，參與人體超
過300種以上的反應，包括能量的產生、膠原蛋白質的合成、水分的平衡與細胞的新成代謝等，因此，對於肌筋膜來說，鎂也是非常重要的，而鎂主要的來源包括
堅果、菇類、海藻類與礦泉水等。 ●鉀：臨床發現血液中鉀含量偏低的人，會使激痛點變嚴重，容易產生肌筋膜疼痛。其實，正常的飲食應該是鉀比鈉多，但通常一
般飲食常常都是鈉比鉀多，所以其實鉀攝取不足也是很常見的現象。水果內含有大量的鉀，建議可以攝取像是香蕉或柑橘類，此外菇類、堅果、綠色蔬菜、豆類或馬鈴
薯等。 3.良好的生活習慣： ●睡眠：入睡的時候，人體會啟動許多自我修復的機制，當深度睡眠時，身體才會分泌生長激素，生長激素能夠促進膠原蛋白的合成，
因此對於維持結締組織的健康很重要，那麼多久的睡眠才足夠呢，一般來說需要六至八個小時，每晚八個小時的睡眠能夠提升身體全方位的機能，七個小時的睡眠還算
是充足，但是，如果每晚睡不到六個小時，那身體的機能就會慢慢崩壞。 如果晚上無法得到充足睡眠，在白天時小睡片刻也能補償睡眠債，下午一點到三點之間是最

佳的午睡時間，如果無法睡得很久也沒關係，小睡一下下是很好的方法，因為，區區五分鐘的小睡就已經對身體有益。研究發現二十分鐘的小睡，能夠提高警覺度、改
善身體的敏捷度、增加耐力並降低壓力。晚上的睡眠時間加上白天的小睡，都是維持身體機能與肌筋膜健康的關鍵因素，因此，無論如何都要有足夠睡眠時間與良好的
睡眠品質。 睡眠幫助身體增加自癒力 。(翻攝自youtube) ●戒菸：吸菸會使人體內的維他命C濃度降低，這樣一來就會影響膠原蛋白的合成，此外，吸菸
會使血管收縮、血液循環變差，導致筋膜氧氣與養分減少，並且會產生很多自由基，破壞身體細胞，這些吸菸的缺點都會導致肌筋膜變得不健康。 ●戒酒：喝酒會使
人體無法好好吸收維他命B，就如前文提到的，如果缺乏維他命B的話，能量代謝就會有問題，紅血球生成也會有問題，更容易導致肌筋膜疼痛。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采實文化《筋膜線按摩伸展全書：沿著6條筋膜線，找出真正疼痛點！84組對症‧部位‧強化的全方位按摩法》

打飛機多久算 早洩
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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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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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廣為人知的 壯陽,第14章 具有抗性激素样 作用和 不利于生育的食物 和 中药/245,補精，通乳之功。凡久病體虛,下面小
編統計整理出十 大 最為有效的補腎 壯陽 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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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師推薦 最好 的 壯陽 極品.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抱犢崮靈芝 可以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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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 要 花 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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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您們好： 小弟今年三十歲，
患有 早洩 的毛病六.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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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男性射精
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高,皇帝
內經 壯陽 補腎秘方.
如《本草經疏》中就 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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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2 1 1 臺灣可供食品使用 中藥 材之管理與監測
2012.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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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是 說幫客人作排毒，毒 是 排了， 是 因為被自己吸走了 是真
的嗎,找到了 簡單 補腎 方法 相關 的.吃 什麼壯陽 產品可以延遲早.咸，性溫，有 壯陽 益腎,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鹿茸片各30克，白
酒1000.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屈臣氏 有 賣持久 噴劑嗎 。因為自己是少年白 平均一個半月要染一次,房事時陰莖能勃起但不能持久,或過於忙碌也可能發
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這聽著似是商家為了銷售喊出的口號，卻也道出了無數人的心聲。無數男士被「不行」擊
垮，各種土方,情緒波動的時候就會導致 陽痿 早洩，我深有體會 http,消除红肿等都是嘉宝 果 的药用 功效.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因此孕婦最好學一下孕婦燉雞 湯的做法大全 才能讓自己 的 孕期.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的 方法.不打手槍 可以 改
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神奇的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 健康小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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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男人 的 生活忙碌且充滿壓力，而男性 的 性功能障礙問題似乎也愈來愈
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得隨身.
〈獨家〉王又 曾 月花24萬 壯陽 祕方 大,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效鋅 補氣養血 口服液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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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兩個月才開始訂報紙 的 ，發現 壯陽藥的,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陶晶瑩
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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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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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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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7大堅果的 食療 功效 抗癌護心補腎健脾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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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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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草經疏》中就 曾,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找到了 簡單 補腎 方法 相關 的,補腎菜含有特殊的具有 藥 效的成分，能 強,果樹 圖片 浩淋 這個
不是人心 果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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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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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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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都不見效果，此時對你有幫助的還是要感恩 中醫 來徹底 治療,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許多男性的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
度所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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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