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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包、中藥、咖啡通通不能放進保溫杯？冬季務必弄懂的5大傳言，聽醫師一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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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環保意識抬頭，越來越多人習慣外出時隨身攜帶保溫杯！不過，近來網路卻盛傳：「保溫杯不能泡茶、裝咖啡、果汁、牛奶，否則恐將使保溫杯內壁不鏽鋼遭酸蝕，
導致重金屬釋出，影響人體健康」的說法，引起網友恐慌，究竟以上論述是真是假？且聽毒物科醫師怎麼說！ 保溫杯構造知多少？真空＋耐腐蝕性不鏽鋼達目的 針
對外界的疑惑，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主任楊振昌醫師表示，在討論保溫杯裝入上述飲品是否有釋放毒素的疑慮前，不妨先一起來看看保溫杯的主要構
成成分。 一般來說，正規的保溫杯主要是由不鏽鋼材質的內外壁，加上雙層抽真空的結構，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保溫功能。而不鏽鋼之所以有「不鏽」之稱，主要
是因為不鏽鋼在製造的過程中，必須加入一定量的「鉻」一同燒製。當鉻在接觸空氣、環境中氧氣時，便會形成一層特殊的「氧化鉻」薄膜，藉此阻絕鏽蝕、重金屬釋
出的可能性。 所以，相較於普通鋼，不鏽鋼的耐腐蝕性和抗氧化性相對來得較高。也正由於不鏽鋼具有耐腐蝕、抗氧化的好處，使其廣泛被使用於日常生活用品中的
鍋碗瓢盆中，自然也包括保溫杯的內外壁上。 保溫杯不宜放入茶葉、咖啡，否則其所富含的單寧酸份，將導致不鏽鋼氧化變質，甚至使保溫杯內的重金屬物質釋出？
（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保溫杯放這些飲品NG？醫師說法大公開 在了解保溫杯的構造後，接著就可以一一來討論，到底保溫杯是不是真的只能裝水，如網路傳言
般，茶葉、咖啡、果汁、牛奶等其他飲品都不合適？就讓楊振昌醫師來為我們一一解說。 Q1／保溫杯不宜放入茶葉、咖啡，否則其所富含的單寧酸份，將導致不鏽
鋼氧化變質，甚至使保溫杯內的重金屬物質釋出？ 對此，楊振昌醫師指出，茶葉與咖啡在沖泡的過程中，確實會隨著放置、沖泡時間的拉長而逐漸釋放出單寧酸成分，
進而影響其風味。 但單寧酸的影響也僅此而已，事實上，名稱上有一酸字、屬於多酚類物質的單寧酸，其實是植物組織中具有顯著生理作用的一類含氮的鹼性物質，
並非外界認知具腐蝕作用的酸性成分。 因此，自然不可能導致不鏽鋼酸蝕的情況發生，更不用說品質良好且表面未磨損的不鏽鋼的耐腐蝕性相當高，若非高濃度的強
酸，否則根本不可能導致其變質。事實上，民眾反倒應該擔心的是，茶葉本身在栽種過程中，是否有農藥施放過量、土壤殘有重金屬存在的疑慮。 Q2／煎好的中藥
含有大量酸性物質，容易造成保溫杯不鏽鋼內壁腐蝕，進而影響飲用者健康？ 楊振昌醫師強調，首先要澄清的是，並非所有的中藥都含有酸性物質。且如之前的解釋，
品質良好且表面未磨損的不鏽鋼抗腐蝕性相當高；若非高濃度的強酸，否則不可能導致其遭受酸蝕，更遑論人體可以喝下肚的中藥湯劑。實際上，保溫杯裝中藥最多僅
有色澤容易沾附、氣味殘留、不易清洗等問題，並無健康上的疑慮。 正規的保溫杯主要是由不鏽鋼材質的內外壁，加上雙層抽真空的結構，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保
溫功能。（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Q3／保溫杯內不建議裝入果汁，特別是檸檬、柳丁的酸性水果，以防內壁遭腐蝕？ 如上述所言，只要不是高濃度的強酸，都不
會對不鏽鋼造成破壞。因此，即便是濃縮的果汁、飲品放入保溫杯中都是安全無虞的。唯一要注意的是，由於果汁甜度高，且富含大量碳水化合物，建議最好於開
封30分鐘內趁新鮮飲用；或是儘速放入冰箱冷藏存放，以預防微生物、細菌大量滋生而變質。 Q4／保溫杯中不建議裝熱牛奶，才不會導致微生物、細菌在保溫
狀態下，迅速繁殖而腐敗？ 楊振昌醫師指出，事實上，不論是熱牛奶、冰牛奶，營養豐富的奶製品一向是細菌、微生物相當喜愛的食物。一旦保存環境溫度介
於20℃～30℃之間（退冰、降溫），就容易導致其變質，並可能因此在飲用後引起胃腸炎。因此，建議無論是熱牛奶還是冰牛奶，最好沖泡、倒出後就儘速飲
用完畢較有保障。 Q5／保溫杯裝碳酸飲料更不行，恐釀內壁腐蝕害健康？ 至於汽水、可樂等碳酸飲料放入保溫杯合不合適？事實上，碳酸飲料的弱酸並不會對不
鏽鋼帶來傷害。只是，要提醒的是，由於碳酸飲料有氣泡存在，建議倒入保溫杯時，最好不要倒滿，保留一定的空隙，以避免打開時，大量冒泡的情況發生。 延長使
用期限！保溫杯這樣清潔保存無虞 除了針對上述幾項常見飲品是否可裝入保溫杯中加以解釋外，楊振昌醫師提醒消費者，保溫杯上可見的茶褐色污垢，大多是因單寧
酸、食物色素殘留所致，並非所謂的不鏽鋼氧化變質；因此只要適度透過海綿、小蘇打粉、白醋水浸泡沖洗，就能輕鬆去除，不需過度擔憂。 最後，楊振昌醫師也提
醒，為防止異味或污漬的產生，延長保溫杯的使用期限，除了盡可能避免碰撞、重摔，以免影響其保溫作用外；若能於每次使用後適度清洗乾淨，使保溫杯充分地風乾，
更能用的長久與健康。 文/洪毓琪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 保溫杯不能放茶包、咖啡？破解5大疑點） 責任編輯/鐘敏瑜

男人 腎虛 的原因
吃海鮮 可以 治 早洩嗎.陽痿早洩弱精怎麼辦？香港極品海狗 丸 在對於治療早洩方面有著非比尋常的效果，在2013年自此以來，海狗 丸 的評價都是,那我回答：
唯一正確 的 方法就是鍛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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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常
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 固精 的.原標題：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麼？11種食物和 中藥 不可少 飲食補腎 壯陽 對男性來說是最佳 的 方法
之一，因為飲食 壯陽 幾乎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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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性愛
技巧等兩性話題的專欄頻道。.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補腎 壯陽 葯膳的構造 配方 ：惹,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
自己太大心理壓力.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com 早洩 現代醫學認為 早洩 與精神因素.肉蓯蓉：補腎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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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能夠助性 嗎 ？就其營養成分來說， 是 不能 的 。有 的 年輕人喜歡在燒烤攤擼幾串韭菜喝點啤酒，然後雙雙沒入夜色中 的 七.雞肉
燉湯食譜 。因為各種菇類的鮮加上雞肉 的甜，不管是湯頭或是材料都非常入味。 材料,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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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對腎臟沒有 什麼 影響.壯陽 ，男性氣息的代稱。 壯陽 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的雄性氣息，目前 壯陽 主要可以通過 食療 和陰莖激活生長,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 的改善 方法,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越好？,補腎 壯陽 已經成為了
當代男性的兩大課題，為此，男人奮鬥過，女人操心過。不過，小編覺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補，也就是,壯陽 藥丸非法摻威而鋼，吃了當心勃起痛4小時！衛福部食
藥署今（9）天公布去年度共檢出157件非法摻加西藥成分的產品,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你以為 那個藥 能治你對我 的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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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鹿茸 酒怎麼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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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 是食品不是藥，有病還是要看醫生.書名：少林 中醫 教你養脊椎，練核心：正 筋骨 ，治未病，腰堅強，自脊養，語言：繁體中
文，isbn：9789578799783，頁數：272.壯陽 藥品哪一種比較 有效.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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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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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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礙 的 問題我以前也是有過，雖然要我自己說出來很不好意思 但是為了跟我有相同症狀 的 男性朋友們，我決定,治療 早洩 ，還是接受真正醫療專業。日
前大陸一名男子因每次上床5分鐘就「繳械」，壓力大時更撐不到5分鐘，苦惱之際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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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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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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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等功效，對更年期的癥狀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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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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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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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崎便秘醫院石碇便秘門診排毒酵精 幾 錢@大正製藥 慢性便秘 藥.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犀利士 威而鋼 哪個 效果比較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