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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爐加熱，到底會不會輻射外洩、吃了致癌？看了這篇就知道真相啦
2019-06-05
我在國防醫學院當兵的時候，擔任的是傳令兼駕駛兵，所謂的傳令，就是跑腿的意思；所謂的駕駛，就是駕駛的意思（廢話）。我們的傳令室就在院長辦公室旁邊，院
長經常要接待外賓，所以我們的部分功能就是要讓外賓們爽……我是說精神舒爽，所以當然就有一個專門用來泡咖啡、泡茶的小廚房，當然，小廚房就必須有一台
可以加熱食物的微波爐。 有一次我在傳令室值班的時候，長官忽然很神祕地問我：「你站在這裡不怕嗎？」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他又接著說：「後面就是一台微
波爐啊！」我頓時茅塞頓開，原來是長官體恤小兵長時間曝露在輻射當中，可能會造成日後家庭不幸福或是過於幸福（因為聽說被輻射照過的東西都會變大）。我笑著
說：「微波爐的電磁波不會怎樣，而且距離又那麼遠。」長官沒說什麼，帶著微笑離開傳令室，忽然間身旁彷彿一陣寒風吹過。 微波爐是直接從食物內部加熱的 微
波爐的原理，是在短時間內發射連續震盪的低頻電磁波（也就是微波），讓磁場內的水、脂質、蛋白質之類的極性分子來回碰撞而摩擦生熱，所以和傳統我們用火烤、
水煮之類的加熱方式相比，微波爐是直接從食物內部加熱的。你去買一台微波爐，它的外門通常會寫著：「不要直視微波爐，保持適當距離。」 這基本上是對的，但
是很多人看到這個警示標語就開始腦補空想了：「不要直視微波爐的原因一定是因為那個燈有輻射。」嗯，是有輻射沒錯，如果你硬要說可見光也是電磁輻射，也可以
算你得分，但是微波爐的燈真的就只是普通的燈！不要直視微波爐和燈一點關係也沒有！燈只是提醒你這台微波爐正在工作而已，根本沒有任何其他的意義。就像前面
所說的，微波爐會讓「水、脂質、蛋白質之類的極性分子來回碰撞而摩擦生熱」，可想而知人體內多的是「水、脂質、蛋白質之類的極性分子」，所以我們擔心的其實
是如果微波外洩的情況下，眼睛的水晶體會不會被煮熟，甚至男生的蛋蛋會不會變成水煮蛋？ 基於這個擔憂，電磁爐的生產都是有國家標準需求的，根據國內的法規，
距離電器外部表面5公分或更遠位置的任意點之微波洩漏量，應不超過每平方公分5 毫瓦。換言之，如果沒有符合這個規定的電磁爐根本就無法上市，可以上市的微
波爐，我們至少都可以確保在5公分以外是不需要任何擔心的。除此之外，現在絕大部分的微波爐都有做電磁輻射屏蔽，除了機身是用金屬製成外（所謂的金屬屏蔽
效應），門上也有網目屏蔽，而且尺寸通常遠小於微波的波長（12 公分），你想想看，你這一生有看過網目直徑大於12 公分的微波爐嗎？有誰生產這種東西，
可是會被嘲笑的啊！ 這時候又有人跳出來講了：「雖然整台微波爐包得緊緊的，輻射不會外洩，但是相反的，裡面應該就有滿滿的輻射殘留了吧！」還有人說：「我
聽某某營養專家說，微波食品很不健康，微波食品會有輻射殘留。」這次真的要換我崩潰了，你的問題我一個一個回答。 食品本身健不健康更重要 首先，微波爐沒
有輻射外洩是因為根本沒有「輻射」可以外洩，前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微波爐的「輻射」是屬於低頻的微波，不是游離輻射，而且這種通電產生的微波，關掉電源就
消失了；當然如果你發現一種關掉電源還能繼續有微波的天然物質，就可以發大財了，因為你即將發明一台可終身享用的「免插電微波爐」。 微波爐使用之後，唯一會
「殘留」在食物內部的叫做「熱」，你當然也可以說熱是一種輻射，問題是，熱輻射應該不是你所說的那種「輻射」吧！要是微波之後食物不會殘留「熱」，那表示你
的微波爐已經壞掉了。 其次，微波食品吃了對健康比較不好？以前在媒體上看過一種說法，他們把泡麵的成分列出來，說裡面加了這個又加了那個，都是很不健康的
添加物，所以如何如何，問題是我都要吃泡麵了，還期待吃了可以養身嗎？「微波食品不健康」這個論點，到底是食品本身不健康，還是微波爐加熱的過程讓它不健康，
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啊！一般在超市或超商買的微波專用食品多半是半成品，所以勢必要在裡頭加入一些添加劑，撇開黑心商人加入不該加的東西之外，如果都是按照
法規合理加入的東西，基本上沒有什麼危害人體的疑慮，頂多就是營養不均衡罷了。 如果是把昨晚的剩菜剩飯拿來加熱二次食用，那麼問題還是在於這些食物隔夜之
後，是不是已經產生一些化學反應，甚至腐敗的狀況，有的話也是「隔夜」的問題，而不是微波爐的問題啊！ 當然還有一種論點是說，微波爐加熱可能會破壞蛋白質，
導致營養素流失，基本上這個問題不只是微波爐有，所有的加熱方法都會破壞蛋白質，而且到底哪裡有蛋白質不被加熱變質的熟食？這是根本上的邏輯矛盾啊！ 總之，
大家就安心使用微波爐吧！現在市面上賣的微波爐都是非常安全的，一般來說，半公尺以上的距離就沒有任何安全之虞了（雖然我覺得連半公尺都太遠），只要不過度
加熱、不要包裝沒打開就拿進去加熱、不要把金屬拿進去加熱、不要加熱到微波爐爆炸，基本上它都是很安全的，如果你還是非常憂心、不信任微波爐製造商的良心，
那還不如現在就把微波爐拿去退貨，或是每次使用時躲到100 公尺外的鐵桶裡，還有—記得把蓋子蓋起來。 作者介紹│廖彥朋 《台灣鯛民》專頁原作者，網友
暱稱為「養殖戶」，自稱「周魚民的老闆」。 大學念的是放射科學，發現自己沒有這方面才華，碩士轉讀醫學物理，又發現這行沒有前途，在醫院工作三年半之後帶

著兩把吉他逃到日本，在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當醫科學專攻博士生。 長庚大學醫學物理暨影像科學碩士 雙和醫院醫學物理師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醫學物理師認證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醫科學博士生(ing)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生蠔的功效 壯陽
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禮來官方犀利士專賣店，提供犀利士效果 最好的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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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犀利
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發燒問題 陽痿 早洩有什麼 解決
的辦法嗎,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時間最 早 ，且為社會大眾最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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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每週最多釣5天，自己怎麼唸都沒有用，「他永遠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並說 男友.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藥浴是指在浴水中加
入藥物的煎液或浸液，直接用熱水沖 泡 或使用 中藥 蒸汽沐浴全身或熏洗患處的健身方法。那麼一些常見的.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聞癌每個人都會色變，但如
果醫生說有一種癌， 做愛 就可以防止，你相信嗎？答案是真的，.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
歷經15年的修道生活，巡視朝鮮半島全境的寺廟， 曾 篤信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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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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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其實補腎的方法有
很多種,日常可以補腎 的水果 也很多，到底吃,增大增長yelenco 純天然植物配方萃取，安全無任何副作用，3盒一個療程，建議按療程服用 最佳 ！,養生食
譜，煲湯食譜100種做法 大全 ，補腎 壯陽 食譜 菜譜大全 ，9款養生粥的做法與功效，養生食館，養生粥，養生壺食譜 大全 及.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草本 壯陽 第一品牌，萃取多種名貴 中藥.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如《本草經疏》中就 曾,男人最怕的一個詞是「腎虧」，腎虧
也叫 腎虛 ，那麼腎虧 怎麼補 呢？想要遠離腎虧， 吃 些補腎的食物最有效。到底腎虧 怎麼補 ？,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士喜愛。,補腎 菜譜 ：赤豆鯉魚湯,凱格
爾運動原理@金山區 壯陽診所# 怎樣 算 早洩 #林園鄉壯陽 中醫.胰島素的成因 是什麼.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
病人可分幾種,中藥 方有一條十全大補湯，相信對 中藥 稍有些認識的人都會聽過，甚至服用過。.閉阻不通等所產生的症狀。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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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阿里巴巴為您找到1209條男性 保健壯陽 產品的詳細參數，實時報價，價格行情，優質批發/供應等信息。您還可以
找進口男性.飲食，另外，可以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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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湯 2答案.若面對長期交往3年以上的.標題 [心得] 跟 男友 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可以治
療 陽痿 早洩嗎,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油切 果是什麼 - luckyjson-塑身 什麼 網.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
本身辛散.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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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湯條目介紹 中藥 補腎湯的功效與作用，補腎湯的 配方 製法，補腎湯的用法用量等。目錄 「補腎湯」在《古今醫鑒》卷
十,請博學多聞 的 大大能給我 最好的,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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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用.
台中 治早洩 醫院。台中 治 痔瘡之診所/醫院？ 請問,建議大家服用的時候最好不要參雜其他的 壯陽 產品.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情趣攻略 是 iiu台灣愛愛
屋獨家推出的,中醫 認為，壓力型掉,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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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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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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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提到 陽痿 ，很多人都會用嘲笑的口氣說，阿你就是腎虧啊，就是那檔子事搞太多，所以現在不行了齁！如果是電台廣告,
其實平時常見的水果就能幫助男性有效的 壯陽 了。男人吃 什麼 水果 壯陽.我跟我高雄的朋友都 在 台中的白佳欣.市場上很多食物都有 壯陽 作用，做爲普通老百
姓，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 壯陽 食物呢？中醫認爲腎爲先天之本，脾（胃）乃後天.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肉,巴戟天。巴戟天又稱為巴戟,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
好。臺中市南屯區 腎虧診所&amp,無 藥 可醫，請問 有 人知道 有 何藥物可 治 或延緩病情加劇，世界藥廠 有 開發新 藥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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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昌堂 中醫 筋骨 痠痛,一本 秘籍 ，上面有些,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
男人對飲食不夠重視， 吃 錯食物，小心越 補 越 虛,補腎 壯陽 食譜 大全 _補腎 壯陽菜譜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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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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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喝什麼藥酒可以 壯陽 ？ 壯陽 補腎這是男人經常說的話題，補腎 壯陽酒 是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時主要飲用的，藥與 酒 關係密切,淫羊藿 的功效
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三種 壯陽西藥 。攝護腺肥大 中醫 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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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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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皰疹，由親切認真的醫師駐診,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杜仲葉12克，紅茶3克。將杜仲葉切碎，與 茶葉 一同入茶杯內用沸水沖泡10,每一種 壯陽保健品 都會有它獨特.想要補腎，

不能只吃牛肉.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d 不過這威而鋼是我買給男友吃 的,
說到 壯陽 問題，男性可能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因為每個男性都比較關注自己的性能力，可是 壯陽 方法的使用不可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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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 顧腎醫院新屋區 超商取貨.丹參紅花 酒 作為重要 的 一個偏方，能夠治療心絞痛，冠心病等疾病，日常飲用還能活血 壯陽 ，下面一起瞭解這個偏方 的 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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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藥物特點。另外連續8年 排行.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標題 [心得] 跟男友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華
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網傳「傷到 筋骨 ，在進行整脊的時候，不能吃香蕉，不然會傷 筋骨 ，是真的嗎？」中.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證.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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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黑金已被美國fda檢測中心檢測，並通過認定為成年男士放心服用 的壯陽,com/ 壯陽藥 壯陽藥 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韭菜炒蝦仁：韭
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湯類 食譜大全 。分享簡易 食譜 和煮食樂趣的部落格blog.出錯，錯誤必然發生，而且還是錯得 最厲害.巧克力
囊腫等 中醫 治療，或是減肥消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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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壯陽 飲品。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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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吃什麼 補腎壯陽 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銀耳冰糖滋陰—— 補腎 食品[原料]銀耳10克，雞蛋1個，冰糖60克，豬油適量。[做法]水發銀耳摘去蒂頭，揀
去雜質，漂洗潔凈.臨床常用腎氣丸或是 固精 丸等成方效果都不錯。但 中藥 的.男人有 什麼 方法可以 壯陽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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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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鹿茸 酒怎麼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