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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靠荷爾蒙補充療法，改善更年期障礙？日本醫師：只要保持2件事就好了…
2019-05-19
對於男性的更年期障礙，也是施行男性荷爾蒙補充療法。「男性更年期障礙」、「遲發性性腺功能低下症」這些名詞造成話題後，接受治療的人略有增加，但還是不夠
普及。 理由之一是，日本人有種美的意識，認為「隨著年紀增長，邁向枯萎也無妨」，對於施打男性荷爾蒙，總有「怎麼可以老是發情似地想做愛」這種抗拒感。然
後，擔心副作用的人依然很多。 坊間謠傳「男性荷爾蒙太多，罹患攝護腺癌的風險會提高」，但其實並沒有明確的資料顯示這點。 的確，攝護腺癌有睪固酮的受體，
靠著吸收男性荷爾蒙而茁壯，因此，現在有抑制睪固酮這種治療方法。「男性荷爾蒙會導致攝護腺癌」的說法就是這麼來的吧。 但是，攝護腺癌的發生跟男性荷爾蒙
無關，只不過，發生後確實會受到影響。因此施行男性荷爾蒙補充療法時，必須謹慎地檢查是否罹患攝護腺癌，做好風險管理。 不過，男性荷爾蒙與攝護腺癌的發生
無關，這件事連醫師都有可能誤解，一般人更是不了解。 不論男女，只要罹患具有荷爾蒙依存性的癌症，就不能施以荷爾蒙補充療法。換句話說，的確有幾個事項必
須注意，但只要就醫時確實接受診察，聽取說明並仔細溝通過後再進行，「好處」明顯大於風險。 有人認為補充男性荷爾蒙會導致禿頭，但這是不好的男性荷爾蒙
「二氫睪固酮」（DHT）造成的。這點，我將在書中說明。 重視性欲、想要異性緣的心情 不論幾歲，異性的眼光都是很重要的！（圖／Lotte
Meijer@Unsplash） 補充缺少的荷爾蒙，不僅能緩和更年期特有的痛苦症狀，皮膚和頭髮也會富彈性、有光澤，具有「視覺上」的逆齡效果。 性荷
爾蒙的分泌量大降，就該進行荷爾蒙補充療法。但在這之前，談戀愛就能增加性荷爾蒙的分泌。 我不是鼓勵外遇和劈腿，但不論幾歲，都該在意異性的眼光，這點非
常重要。想要異性緣，就會讓自己想變年輕，也會更注重外表，當然就能預防情緒老化。 即便不到想跟對方做愛的地步，也會有恢復青春的效果。 常常意識到「我
是男人」、「我是女人」，亦即性別上的積極表現，有助於調整荷爾蒙平衡，維持額葉及免疫等功能。因此，不論幾歲，都不能小看性欲、想要異性緣的心情。 被稱讚
「好漂亮」、「好年輕」，受邀去吃飯、喝酒，這些受異性青睞的經驗令人愉快。NK細胞（免疫細胞）會因愉悅的體驗而提升活性，也就變得更健康，隨之促進從
身體內部變漂亮。 我身邊的女性朋友，有人有這樣的經驗。 她從青春期起，就是大明星鄉廣美的粉絲，經常和幾個五十歲左右的女性一起去看演唱會。演唱會非常
嗨，觀眾從頭到尾都站著，興奮地又喊又跳。 據說隔天，「停了好幾年的月經又來了。」和心目中的偶像近距離接觸，光是小鹿亂撞就能讓荷爾蒙的平衡狀態恢復年
輕—這點我也很吃驚。 心理作用與荷爾蒙的分泌竟然息息相關到這種程度，又不是兩人單獨談話，也沒有手牽手，更沒有做愛，但光是小鹿亂撞，就能帶動荷爾蒙
分泌旺盛。 幾年前瘋「韓流」時，出現大批追裴勇俊等韓星的「師奶追星族」，雖然她們遭到諷刺和批評，但應該不少人感受到回春效果吧。 思秋期更需要小鹿亂
撞的體驗 人生經驗豐富的大人，在思秋期來場邂逅並交往，應該很不錯。（圖／Zi Jian Lim@Unsplash） 雖然有「停了好幾年的月經又來了」這
種實例，但一般而言，想要失而復得並非易事。 重要的是，失去之前就要採取措施。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訴大家「思秋期的生活方式決定老後人生」，就是這個緣故。
在意異性目光、保持想受異性青睞的欲望，會讓更年期來得更平穩，甚至延後，這樣的可能性極高。 近年來，大家是不是感受到女性愈來愈逆齡了呢？ 現代人即便
到了五十幾歲，看起來還是和三十幾歲一樣年輕。我想這和現代人認為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都還能談戀愛」有關，真是太好了。 男女都一樣，只要有性別上的
積極表現，更年期障礙的症狀就會比較輕微。如果不想依賴荷爾蒙補充療法，最好保持對異性的興趣及性欲。 要保持年輕的話，思秋期的男女都應該讓自己有更多小
鹿亂撞的體驗。 若是家庭起風波而形成強大的心理壓力，這樣當然不好，但只要不惹出大麻煩，能增加男女邂逅的機會，就能恢復青春。 提到邂逅機會，應該會想
到同學會吧。和當年一起讀書的人重逢，是思秋期的一大恩惠。而國中、高中都唸男校的我，五十歲後才知道損失了這種邂逅的好機會，真是後悔啊。 我觀察我身邊
的人，發現他們在年輕時，似乎對同學會興趣缺缺，但過了五十歲，竟不可思議地關心起來了。 常常聽到有人說：「和高中同學相隔三十多年再見面，不由得感到興
奮。」也有女性表示：「在同學會上跟心儀的前輩告白，從此經常見面。」其中，也有結了幾次婚又離了幾次婚的男性，跟同樣離了婚的高中女同學見面後，兩人修成
正果而且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高中同學的未來發展和生活水準等，都在一定的範圍內，因此很容易談得來，也能了解彼此的價值觀、地域文化的背景等。 與年輕
時代那種充滿刺激的戀愛不同，人生經驗豐富的大人，在思秋期來場邂逅並交往，應該很不錯。 作者｜和田秀樹（Wada Hideki） 一九六○年出生於日
本大阪。日本神經學會專業醫師、臨床心理師、日本精神分析學會認定精神療法醫師、日本內科學會認定內科醫師、日本精神神經學會精神科專業醫師。東京大學醫學

系畢業後，曾任東京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神經科助理、美國卡爾梅寧格精神醫學院國際研究員等。現為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研究所教授（專攻臨床心理學）、川崎幸醫院精
神科顧問、一橋大學經濟學系外聘講師、和田秀樹身心診所院長。專攻老年精神醫學、精神分析學、團體精神療法學。一九九五年起，有一整年時間，每週一次為神戶
震災的災民進行義務性的團體治療。二○一一年至今，持續在福島縣磐城市及廣野町，為從事核電廠廢爐作業及除染作業的職員進行義務性的心理治療。 本文經授權
轉載自時報出版《思秋期：逆齡抗老不生病，迎接幸福晚年的60個身心保養術》

最好的 補腎 壯陽 產品
【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永安市場捷運站 走路約3分鐘 ),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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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專 治 男性 早洩 的.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 菜 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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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蓯蓉：補腎 壯陽.以下是搜尋到的網上新聞.本文導讀：
我們知道有很所 中藥 材能 補腎 ，但是，如果如果直接服用這些 中藥 的話， 補腎 效果會大打折扣，可以用幾種藥材泡,補腎壯陽 的方法很多，除了食補之外，
藥酒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很多 中藥 材用來泡酒都可以起到不錯的 補腎壯陽 作用，下面,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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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我住高雄，有沒有 哪 間中醫診所有 在 專 治早.
本文導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紹的食療方 治療陽痿 。,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讓我
們一起去了解下吧,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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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大全 大眾養生網,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藥酒配方 藥方：貂鞭1具，人參.
|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54歲 的 辛島勇，原籍中國.氣血不足，吃龜鹿二仙
膠 有效嗎 ？,【 壯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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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講究食療養生，若在飽了口福的同時，還能獲得「 壯陽補腎 」的功效，真是一舉多得。實在，日常生活中常吃的大蔥,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具有抗雄激素样 作用 的食物,台中 治早洩 醫院。台中 治 痔瘡之診所/醫院？ 請問.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
拉,當然，並沒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
補腎 壯陽 那個產品最好
速效 補腎 壯陽 產品
補腎 壯陽 果
壯陽 補腎 的最佳方法
男性喝什麼 補腎 壯陽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最好的 補腎 壯陽 產品
補腎 壯陽 產品
速效 補腎 壯陽 產品
補腎 壯陽 哪個產品最好
補腎 壯陽 那個產品最好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吃什麼 壯陽 效果最好的
stichtingkorenbloem.org
http://stichtingkorenbloem.org/nl/results/2013/FCH

Email:8FEnY_pOW2@gmail.com
2019-05-18
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材用的正確既是良藥,levitra-樂威壯- 壯陽 藥品對身體 有害嗎.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保健師推薦 最好 的 壯陽 極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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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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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隨著 壯陽藥.中藥 增粗@蜆精功效 壯陽_補腎良方 的營養品|生精片 有用嗎&amp,五倍子 治早洩 的 方法有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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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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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女用催情 男用延時 催情
香水 壯陽 保健 首頁 &gt,補腎 壯陽 養生順口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全,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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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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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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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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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中藥 與便方》中亦有介紹，治「遺精早泄：金櫻子1500克，臼中搗碎，
加水煎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