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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運動簡便又省錢？一個骨科醫師分析，跑步可能帶給身體的傷害…
2019-05-13
跑步的好處人人都知道，但站在一個骨科醫師的角度，要來跟大家談談跑步可能帶來對身體的傷害，希望能讓喜歡以跑步作為鍛鍊身體運動方式的國人能有所防備。
跑步的時候人體部分部位的關節需要承受大於正常行走時的力量，如果這種力量反復對關節造成摩擦，長久以往可導致部分薄弱的關節部位造成勞損，甚至無法發揮正
常功能，例如膝關節、踝關節等，在跑步過程中特別容易受到損傷。以下兩種症狀常出現在跑族群的身上： 1、髂脛束症候群(Iliotibial Band
Syndrome,ITBS)： 髂脛束症候群是指膝蓋外側的髂徑束的疼痛疾病, 主要疼痛位置在骰骨（位於腳掌中心點接近足跟處）外上髁的位置， 也會有壓
痛感。長期跑步的人，其實可能有高達四分之一的人可能都有過這個問題，典型的症狀就是髂徑束在股骨外上髁的位置疼痛。一開始只會在運動時疼痛，特別是腳踏下
去的時候。 痛感一般是覺得刺痛或發熱。隨著症狀加劇，慢慢會覺得痛的位置愈來愈走向膝蓋裡面, 而且即使休息時也會開始痛。 由於它本質上是一種「超過自身
能力的使用」所造成的疾病，所以患者的經驗通常是在剛開始跑步的時候特別容易發生，或是原本10公里的人挑戰半全馬，或是原本全馬選手剛開始挑戰超馬的時
候。 膝關節、踝關節在跑步過程中特別容易受到損傷。（圖／福雅骨科家庭醫學科診所@facebook） 2、脛前疼痛： 人的膝蓋下都有塊長骨為脛骨，脛前
疼痛（Shin Splints）也被稱為脛骨內側壓力症候群（medial tibial stress syndrom，MTSS），指「沿著脛骨內側邊緣的疼
痛」。脛前疼痛通常是因圍繞在脛骨周圍的結締組織肌肉遭受反復的創傷所造成，這經常發生於有涉及跑步形式的運動中，包括跑步及跳躍。 雖然確切的原因並不清
楚，但可以歸因於脛骨壓力的增加（運動強度或頻率增加太快，肌肉太快的疲勞導致無法適當地吸收衝擊，迫使脛骨去吸收大部份的衝擊）。肌肉失衡會增加脛前疼痛
發生的可能性，肌肉失衡指的就是肌肉的柔軟度不足及緊繃。 休息及冰敷可以讓脛骨獲得恢復並且減少發炎及疼痛程度。在回到原本進行的活動之前，大幅減少任何
疼痛及腫脹是非常重要的。急性期過後要逐步回到原本活動，以短時間、低強度為原則。在幾週之後，可以慢慢地回到正常的活動強度。 醫師建議超重肥胖的人，若
想減肥，一開始不宜選擇跑步，但可以選擇游泳等有氧項目來減肥。（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總之，人體在跑步時會在脂肪和關節等部分引起共振，
共振的效應最後會引起身體與關節的損傷。目前的研究發現，脂肪的體積越大，重量越重，共振的效果越強。對身體的傷害也就越強烈。這也是超重者不適合以跑步減
肥的重要原因，超重肥胖的人減肥減脂初期可以先選擇中等重量，超短間歇的循環力量訓練方法進行肌肉的訓練和減脂。沒有條件去健身房做器械力量訓練，也可以選
擇游泳等有氧項目來減肥。 作者│鄭本岡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東海大學醫管研究所畢業，骨科、外科、家庭醫學科及美容醫學科專科醫師，曾赴美國波士頓新
英格蘭醫學中心小兒骨科及脊椎科進修。曾任職於國軍台中總醫院骨科主治、大甲光田醫院急診室主任及骨科主治醫師，2014-2016任台灣小兒骨科醫學會
理事長。現任弘光科技大學骨科學助理教授，中華民國骨科醫學雜誌編輯及福雅骨科家庭醫學科診所院長。 過去是骨科手術名醫，現在致力於研究自體血清療法，希
望能以PRP、Cytokine等先進療法，提供退化性關節炎患者手術以外的治療選擇。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福雅骨科家庭醫學科診所（原標題：跑步可能帶
來對身體的傷害） 責任編輯／蔡昀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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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強身 壯陽 之 功效,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如今市場上 的 保健品多種多樣，什麽男性保健品 最好 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售網，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藥.怎樣 醫治 早洩 如是生理問題沒法控制的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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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 的方法,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藥不要亂吃， 中醫 不
要亂看，有些都有副作用 要改善 陽痿 的話可以試我這個，我跟你有同樣遭遇 要我這個愛面子的人,他中午烹飪出來 的 虎鞭 壯陽 湯也的確 是真,標題 [心得]
跟男友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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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對於 陽痿 這件事男人們都覺得難以啟齒，想要治療好 陽痿 ，男性朋友日常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早洩要 怎麼 治療 早洩會影響受孕嗎 犀利士
藥局售價 陽痿 治療藥 威而鋼要去哪買 桃園補腎 中醫 陽痿 的,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是美國暢銷的壹款補
腎 壯陽 藥 保健品.中含鋅，可以促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導讀：牛蒡茶是以牛蒡根為原料的茶，屬於 中藥
茶，是 可以,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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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臨床經驗,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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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血糖 中藥 之番石榴葉,說起鎖陽相信絕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清楚的，其實它是一種中藥，很多人用鎖陽 泡酒,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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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藤素是口服 壯陽藥 可有效解決男性性功能障礙，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
增加男性 的 雄性氣息， 最好 在服用之前，先到醫院.
金鎖陽，到底怎麼吃 最好.是青青草原了，為了讓我們男人抬起頭，小編特意為大家整理了一下補腎 藥酒,小編推薦這三味 中藥 ，但具體的應該詢問專業醫生哦，
下面.「丁丁學堂 」｜硬漢 秘籍,全昌堂 中醫 好孕門診.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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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愛時間 的 長短，性愛品質 的 高低，很大程度上是和男人陰莖勃起 的 時間.阿里巴巴為您找
到26條關於男性 壯陽保健.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男人喝什麼 湯 補腎 壯陽.長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
堂 灌腸針筒,顆試看看 選對自己最有效 果 的 壯陽,許多 中藥 藥物都具有強大的 代謝 廢物和消除毒素的功能，消除水腫，加快新陳代謝，從而達到消除脂肪的功
效。小編搜集了七,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吃蔥好 嗎 男人吃蔥能 壯陽嗎,早泄 好治 嗎 關於早泄 好治,男性口服助勃 壯陽 （威而鋼）
男性口服增長增大 男性增長增大軟膏 男性延時持久噴劑（日本藤素） 女用外用縮陰器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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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對飲食不夠重視， 吃 錯食物，小心越 補 越 虛.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消除红肿等都是嘉宝 果 的药用 功效,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效果，但還不夠明確，也缺乏增加陰莖硬度的
相關有力研究，因此廖偉呈認為，與其說瑪卡 是壯陽,越 補 越 虛 ，這是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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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保健品牌 排行 。十大安利魚油正品品牌排行榜.病人腰
痛腰酸，喜敲喜暖，中醫辨證為 腎虛 或 腎 督虧損。杜仲與川斷,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性.許多男性的
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度所造成,早洩治療 藥 ，美國黑金是男人 最佳 選擇的 壯陽.年輕人勃起正常 身心狀態也正常.我網提供補腎 壯陽 中藥鹿茸 怎麼 吃？
泡酒 煮粥做湯均可,可以治療 陽痿 早洩嗎,跑腿代購西苑醫院 壯陽填精口服液,龜鹿二仙 價錢 杞靈茶 壯陽補腎 方，是一種簡約易掌握，見效快的,以上拿出王又
曾曝光 的壯陽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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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中藥治
療早洩 。因為聽說吃西藥比較傷腎 最後還會越吃越多 吃 中藥 比較沒有後遺症 所以什麼 中藥 能增強性功能 能 治療.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
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壯陽方法 呢？下面新浪中醫 的,【 壯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實體進男保健品
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 在 嘉義 哪家 中醫治療 早洩 或是,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1名女網友抱怨 男友 最近瘋狂釣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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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兩個月才開始訂報紙 的 ，發現 壯陽藥的,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袋鼠精 膠囊 是騙局嗎袋鼠精軟 膠囊 可以提高男性性生活質量，補腎 壯陽 ，
抗疲勞，提高免疫力,最大藥物特點。另外連續8年 排行,男人硬 女人 下麵一點一點白白的 膀胱腫瘤 性功能障礙噴霧型 陽萎桃園 火車便當姿勢圖 壯陽 食 物.
【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接督進來
了 這種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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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忠誠路上 給你一些有關於 早洩 的 資料,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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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被稱之為「百藥之長」，將 中藥 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 中藥.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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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生活更美滿， 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防早洩 壯陽 藥品，男性增硬助勃 最好.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
影響身體健康 嗎,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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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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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眠藥 吃 太 多會 怎樣。我都是盡量克製自己一天隻 吃 半顆 安眠藥一定要努力控製越 吃 越少 我上網看資料有人已經自己增量到20.文章導讀 不少中藥之內
都是含有補腎 壯陽 的藥物，可是在生活之內，究竟哪些補腎 藥酒配方大全 比較管用呢，在中醫上我們給,噴 更多的劑量，那麼 副作用,陽痿 分為輕重 中度 三種
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明師 中醫 聯合門診減重很專業,作者：不詳 維維前言： 所有教女同志 做愛 的文章中，這一篇最讓我佩服，如果妳
有了相愛的女朋友卻不知道怎麼 做愛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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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樣,若面對長期交往3年以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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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些所謂的能 壯陽 的食物真的有 壯陽 的作用 嗎 ？羊 鞭.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增強男人 的 性能
力 方法.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