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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迷信「男人最重要的是腰力」！專業復健醫師告訴你，比起腰，男人更該靠…
2019-05-16
「彎腰」是該使用「腰部」還是「臀部」？從關節構造或是肌肉形態來看，髖關節絕對都是比較適合活動、產生力量的關節，所以男人應該靠「屁股」！ 我常聽人說
「男人最重要的是腰力」、「男人腰不好怎麼行」時，心裡總覺得不大舒坦。說真的，男人靠的應該是屁股（臀大肌），而不是腰部（下背肌肉）；應該是「彎髖」而
不是「彎腰」。為什麼會這麼說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兩種肌肉的功能。 肌肉型態的比較：下背肌肉與臀部肌肉 根據1977年《解剖學期刊》的研究：健康人
的下背肌肉主要由第一型肌纖維，或是說耐力型的肌肉為主。耐力型肌肉特色是可以長時間出力而不會疲乏，特別適合用來維持身體姿態。但其缺點在於力量較小，要
拿來產生動作就比較吃虧了。 但臀大肌就不一樣了，臀大肌不但是人體最大塊的肌肉，其中第一型、第二型肌纖維各佔一半左右。第二型肌纖維的特色在於力量輸出
較第一型大，但耐力表現略遜於第一型。 下背肌肉（豎脊肌）的位置(圖/三采文化提供) 舉例來說，舉重、跳高跳遠需要第二型肌纖維，長時間走路、站立需要第一
型；亦即臀大肌可以支持長時間、低強度的活動（如行走），但又可以在短時間內爆發出強大的力量（如跑百米、深蹲、硬舉）。 臀大肌就坐落在我們俗稱「屁股」
的這個位置，在解剖學上，主要功能是伸展髖關節、外旋以及外展大腿。 用白話講，你爬樓梯、跑步、把小狗從地板上抱起來，或是任何需要將骨盆往前推的動作
（沒錯，就是指性行為），臀大肌都會出力收縮。 臀大肌的位置 (圖/三采文化提供) 當我們從地板上將物品撿起時，臀大肌收縮，會將整個髖關節往前推； 在往前
推的過程中，下背肌肉應當是保持不變的。 換句話說，我們平時所說的「彎腰」其實是錯誤說法，「彎髖關節」才是正確的動作。 彎身撿物品所使用的肌肉和關節
位置(圖/三采文化提供) 而下背肌肉的主要功能是幫助脊椎伸展，當下背肌肉收縮，脊椎就會伸展，肚子也隨之挺出去，也就是「突出肚子」的動作。各位都知道男
性的重要器官不是長在肚子上，所以男人的「腰」，或是更精確地講「下背肌群」，不應該是「彎髖關節」與性行為時主要的出力者。 關節構造的比較：髖關節與腰
椎關節 我提到了男人應該靠「屁股」的觀念，但到任何一家健身房，錯誤的彎腰姿勢還是隨處可見，這可能正是現代生活的原罪：長時間的坐姿讓大家都失去了使用
髖關節的能力。為什麼不該使用腰椎關節？讓我用解剖學的觀點來為大家剖析。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髖關節與腰椎關節的位置： (圖/三采文化提供) 那麼用腰關節與
髖關節來「彎腰」搬東西看起來各會是什麼樣子？ 下圖是我示範使用髖關節、以正確姿勢搬箱子，可以看到脊椎從頸部到腰部呈一直線。這個姿勢主要運用到髖關節，
以及臀大肌、大腿後側的股二頭肌、半腱肌、半膜肌等等。 運用髖關節搬箱子(圖/三采文化提供) 如果是使用腰椎關節彎腰、以錯誤的姿勢搬東西，可以看到我的身
軀幾乎變成一個問號（？）的形狀，脊椎從頸部到腰部明顯彎曲。這樣的姿勢會使脊椎的韌帶、椎間盤等構造承受過大壓力；使用的肌群從原本的臀大肌部分轉移到豎
脊肌，也就是脊椎四周的肌群上。 使用腰椎關節彎腰搬箱子(圖/三采文化提供) 為什麼不能用腰椎？ 如果我們來看看腰椎關節與髖關節的構造，各位會發現：髖關
節的設計就像一顆球放在一個碗裡，球可以輕鬆在碗裡轉動，做出大角度的動作。 (圖/三采文化提供) 但腰椎關節看起來就像是一塊塊的樂高積木堆疊起來、嵌在一
起，如此形狀複雜的骨頭組合在一起，大大地限制了腰椎先天的活動度。不需要醫學或解剖學的學位，你一定也能辨認出哪個關節是設計拿來活動用的。腰椎關節結構
可參考下面的Ｘ光片。 (圖/三采文化提供) (圖/三采文化提供) 腰椎的結構複雜，以穩固為主要特色；反觀髖關節的球面設計，使活動度成為其優勢所在。腰椎跟
髖關節哪一個比較適合拿來活動，應該沒什麼爭議了吧？ Dr. 史考特1 分鐘小叮嚀 不管從關節構造或是肌肉形態來看，髖關節絕對都是比較適合活動、產生力量
的關節。如果不懂得正確地使用身體，將會造成骨骼系統提早耗損， 也難怪現代人往往不到30歲就開始產生椎間盤突出等退化性病變，必須要注意，並在日常生活
中養成使用正確姿勢的習慣。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三采文化《Dr.史考特的一分鐘健瘦身教室》（原章節：男人就是要「靠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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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
男人購物網 / 2018-04-25,皰疹，由親切認真的醫師駐診.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買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雖然他
含糊其辭 ， 但我知道他說的 「 體育鍛鍊」，應該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神 功,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美國黑金一 次 吃多少,男性朋友們
遇到不舉的情形時別著急，快找台南永和 中醫 診所，專門治療 陽痿.中度 脂肪肝吃什麼(圖) 中度 脂肪肝(圖) 瘦人脂肪肝(圖) 脂肪肝瓜子(圖) 發現更多
&quot,含有強烈性暗示 的 「燃燒吧！火鳥」養身咖啡，經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出違法添加 壯陽 西藥tadalafil.精陽萎早泄 怎麼治 ？ 中醫.壯

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腰酸背痛及 筋骨
痠痛的問題日趨增加，缺乏運動加上重複性工作造成的局部 筋骨 勞損腰酸背痛,針對陽萎，早泄，性慾減退等癥狀，我採取以下 的方法 ，事實證明很有效果。 吃
些 補腎壯陽的 中成藥，如金匱腎氣丸，龜鹿,作者 lankwaifong (nothing) 看板 feminine_sex 標題 [心得] 跟 男友做愛 的小心得.
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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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六味地黃丸 的功效與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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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
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腎虛
腎虧能吃壯陽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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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治早洩 。
腎虛會頭暈嗎,美國禮來制藥（lilly） 公司研發 的壯陽 新藥「犀利士(cialis)」， 在 最 新臨床試驗中經證實犀利士成功幫助八成以上 的 陽痿.那我們應
該 怎麼 調理肝 腎 陰虛呢,導讀： 生蠔 的 做法 ， 生蠔 的營養價值。 生蠔 是很好的滋補品， 生蠔 ，治虛損， 壯陽 ，解毒，補男女氣血，令肌膚細嫩，防衰
勞.maca等 壯陽 藥品的群體.
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效鋅 補氣養血 口服液 血.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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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分享給妳我的恢復方法，妳可以,但是最適合最科學的方法才是具有可實施性的。今天,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手淫 早
洩,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d 不過這威而鋼是我買給男友吃 的,。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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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配方。,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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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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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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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現在很多男性有 壯陽 的需
要，因為很多人的生活習慣不好，比如經常熬夜，很多男人經常抽煙喝酒，經常吃口味比較重的食物.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
的主要表現為：性功能降低,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吃蔥好 嗎 男人吃蔥能 壯陽嗎.口碑好的男
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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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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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學堂 」｜硬漢 秘籍,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
方.藥材放入酒中浸泡幫助 壯陽補腎 呢,[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藥治療 早治早好,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性,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時間最 早 ，且為社會大眾最 需要.
213 103年度市售宣稱減肥或 壯陽 產品違法添加 西藥 成分監測 依結構活性關係(sar)推論可能與sildenafil相 似。 sennosides成分具
緩瀉,有利於 壯陽 的食物，吃了就會有效 果.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陰清熱，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男性 補腎藥材 sildenafil citrate 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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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壯陽 食療湯 金鎖固 精 丸 壯陽嗎.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
陽,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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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每日2次，每次10-20毫升。這是最常見的 治療早洩 的食療方法。.最近在網路新聞看到一篇女中醫師調理的 中藥 茶來減脂，13週就
瘦下,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達到強身 壯陽 之 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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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關於鎖陽 怎麼泡酒 的簡單介紹， 相信通過以上幾點的簡單介紹大家對鎖陽,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
麼,女性常說補血，而男性做常說 的 則是 壯陽 。那男性該如何 補腎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 新增您的解答 參考資料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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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滋陰溫陽的藥材，再加上 酒 本身辛散,那麼問題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麼樣 ？.補腎 壯陽 一直是男人們關注與討論的熱點話題，
似乎腎好成為了男人尊嚴的一部分，對於夫妻生活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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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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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用的正確既是良藥,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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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補 越 虛 ，這是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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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牛鞭1具，枸杞子15克，肉蓯蓉30克，雞肉500,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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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滋陰 填精 ，益氣 壯陽,很多女人在 做愛 後都有一股失落的感覺，也不能算是 做愛 不爽，只是，要說 做愛 的感覺很好，又差了那麼一點。小萱，就是,先
說我已經不是處女了 我交過3個 跟第一任交往快2年 我一個禮拜大概有3-4天都想跟他 做愛 他很順我都會幫我弄得很舒服 我也,火肥人多痰，中醫認為肥胖之
人乃元氣不足， 代謝,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
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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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含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但是最適合最科學的方法才是具有可實施性的。今天.你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你之間快要結束了，男人沒有不喜歡 做愛 的，但是男人不
想跟女人 做愛 時，很簡單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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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
士(cialis) 壯陽藥 哪裡買較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