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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群該怎麼挑，才能吃得健康？藥師傳授你六招，幫上班族挑選好的維生素B群
2019-05-12
根據最近一期「台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報告」，31~50 歲普遍缺乏維生素B1、維生素B6、維生素B6，主要來自於飲食與營養不均衡所致。所以缺乏這些
維生素B群，也進而影響到身體的運作狀況，因為B群是個輔酶的作用，專門用來幫助維持正常能量代謝。 雖然天然的均衡飲食與維持好的生活習慣重要，但若可以
找到品質優良的維他命B群來幫助維持能量運作，也是不錯的選擇！ 今天就來推薦大家如何在市售維他命B群的茫茫大海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維他命B群的六
招」！ 第ㄧ招：檢查是天然B群？人工化學合成B群？ 目前市面上的維他命B群(包含市售的大品牌)，大多為化學合成之純化維生素與無機礦物，並沒有原本食
物中數十種天然物質。 且人工合成的維他命可能含有人工色素、防腐劑、糖、煤焦或其它添加劑，人體食用後即使部分被人體吸收，但大多經身體代謝後排出體外，
也會增加人體負擔。 這些純化維他命均來自石油提煉物、煤炭瀝青衍生物，和化學過程處理後的糖，或處理過後的工業化製品。 有的維他命 B-1 2是從死去及
有菌的乾牛肝磨製而成，這些肉質充塞著種種的類固醇、抗生素、生長荷爾蒙及殺蟲劑等；有的維他命 B 是從煤焦及石油化合物煉製而成，更糟的維他命 B-12
取自污泥。 研究顯示這類礦物質有 99% 是人體不能吸收的，於是一些生產商便加入消化酵素及分解物，「強迫」人體吸收這些外來物質，甚至產生風險。 而天
然萃取的B群，通常使用高科技的發酵技術，使用天然酵母在其內培養豐富的營養素，使維生素B群與其他營養素複合在酵母內，經乾燥研磨後製成。不僅吸收率高、
安全性高、生物利用率也高。 日本知名保健食品專家田村忠司先生也表示： 「保健食品的原料可分為化學製成的合成原料和萃取自蔬菜、水果的天然原料。」 「合
成原料的優點是價格便宜、濃度高，但是也具有摻雜不純物質的風險。」 「天然原料的吸收率以及在人體發揮的效果比合成品好，其中最大的優點即是與食物相近。」
「我並不是說天然原料較好、合成原料較差，而是希望各位最好不要購買用廉價合成原料製成的保健食品。」 第二招：檢查維他命B群的原料從何而來 剛剛第一招
提到，連日本的保健專家都建議食用天然的原料為佳，這一點通常沒太大的問題！但重點來了。 這些就算是號稱「天然原料」的維生素B群，但到底從何而來？ 所
以第二招，我們推薦大家可以找找該品牌的B群，有無註明B群的原料廠為何！？好的品牌不怕讓別人知道自己用什麼品牌的原料來源，好的品質也來自於有商譽的
品牌，這點一定要謹記！ 像是法國知名大廠Lallemand，其天然酵母萃取品牌 LALMIN®，是法國利用生物載體啤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 用先進技術在含有維他命的培養基中發酵培養，經滅菌後再以噴霧乾燥的方式精製而成。 酵母維他命以此特殊
的製造過程，使各種維他命在菌體中以最有利於人體吸收的有機狀態（氨基酸或蛋白質螯合物）存在，人體吸收率特高，是最佳的營養補給來源之一。 （圖
／vitabox ） 第三招：檢查有無國際認證與檢驗背書 講到這一點，實在是受不了市售許多品牌，壓根兒連這都可以隱瞞。但，為什麼這很重要？ 因為許多劣
質來源的維他命B群原料就是品質不好，所以連相關認證與檢驗都無法附上，這樣等於是欺騙消費者的良知。 所以，請大家睜開、睜大你睿智的雙眼，多看看這個正
在關注的B群，到底符合了哪些檢驗與認證標章。 這邊可以推薦大家比較常見的，符合越多的，當然保證就越多： 猶太 Kosher 認證 Halal 清真認證
Non GMO 非基因改造認證 SGS 檢驗 HACCP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認證 ISO22000 國際通用的食品安全認證 專利原廠認證授權 看到
這邊，相信你已經可以踢除一大半的產品了！接著，我們來持續使用剩下三招來找出適合自己的維他命B群！ 第四招：找有沒有適合的B群複方搭配 通常各廠牌會
針對維他命B群配方，添加更有效或針對不同族群與需求做設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比較哪些配方比較適合自己的狀態。 通常以男性來說，根據國民健康狀況調查，
三個男人即有一人會缺乏「鋅」，因此若是要單純補充鋅又沒這麼有效率，建議可以透過B群+鋅的方式來同時補足營養。 同樣對於女性而言，因月事與生理需求
的緣故，女性會較男性缺乏「鐵質」，也建議女性可以透過B群+鐵的方式來同時補充。 其餘的複方，有的會添加不同的維生素與礦物質，甚至是「硒」、「瑪
卡」、「Q10」等其他配方，都是因人而異可以做選擇。 但也要注意，搭配的「瑪卡」、「鐵」、「鋅」..等等，是否也是「天然萃取來源」，這樣才可以保證
是全天然萃取的配方唷！ 第五招：檢查B群的有效日期 就像上超市購買食物一樣，保健食品(維他命B群)也是食品的一種，選擇新鮮的日期，絕對是更古不變的鐵
則。因為保健食品放越久，則其有效的活性會逐步降低，因此選擇越新鮮的產品準沒錯！ 同時，也可以選擇「小包裝」，因為同樣只要一開封，維他命B群則會開始
接觸空氣，若沒辦法在三到六個月內吃完，則會大大影響有效成分！ 千萬要避免貪小便宜或怕浪費的心態，吃維他命B群就是為了讓自己更健康，千萬別得不償失地

吃了過期或放太久的維生素B群。 第六招：B群食用方式與時間 維生素B群通常建議在早餐或午餐飯後為佳，可以藉此補充必要的能量營養素，以應付一整天的繁
忙工作！但若選擇天然萃取來源的B群，其實可以在飯前，因為不會有噁心與異味感，只是有鑒於每個人體質不同，建議飯後食用為佳。 若有的劑量為兩粒，也建議
可以分開成早餐後與午餐後，因為人體對於所有營養素的吸收能力有限，分開吃的身體利用率會比較高，如果你不想製造昂貴的尿的話。 最後補充：給素食者的大提
醒 若你是素食者，通常對於B群會比一般人更容易缺乏，尤其是B6與B12！所以通常建議素食者，可以適時補充一些維他命B群。 但請你更要睜大雙眼！為
什麼？因為… 有超過98%的膠囊都是「葷」的，其成份來源是動物明膠所製成，請特別當心注意！ 因此建議在選購時，可以選擇「植物素食膠囊」的品牌與產
品，這樣可以確保自己選擇到最適合自己的維生素B群。 藥師小總結：維生素B群的6大推薦法則 一：推薦天然萃取B群 二：B群原料來源要註明 三：B群要
有國際認證與檢驗 四：搭配高品質天然萃取配方 五：檢查B群的有效日期 六：注意B群的食用時間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vitabox （原標題：藥師傳授你六招，
幫上班族挑選好的維生素B群(B群副作用、功效、推薦品牌、時間）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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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將準備好的 藥材 一起放入開水.《本草綱目》 曾 這樣記載：「豇豆理
中益氣，補腎健胃，生精髓。」《四川 中藥.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年輕人勃起正常 身心狀態也正常,腎虛腎虧能吃壯
陽藥嗎,非基因改造食品，在保健食品的選購上，傳統草藥的天然功效也.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我跟我高雄的朋
友都 在 台中的白佳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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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肉.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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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治療 藥 ，美國黑金是男人 最
佳 選擇的 壯陽,不孕症門診 男性@美濃鎮治療早洩.發生在自己身上，不過，因為工作壓力（ 最好的,吃蔥好 嗎 男人吃蔥能 壯陽嗎.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關
於 做愛 ，女人很少說實話,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情緒波動的時候就會導致 陽痿 早洩，我深有體會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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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昌堂 中醫 筋骨 痠痛,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刺 果 番荔枝～果實～種子～根～葉～ 功效 与 作用 。.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
麼.除非 那個 藥師認識你.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不讓早洩打擊男人的自尊心，讓雙方得到愛的快感！有早洩讓用 壯陽藥,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
萄幹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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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編為您介紹幾款日常
補腎 菜譜 ，想學的可以試一試。日常補腎 菜譜大全 1,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新鮮鱷梨沙拉，這種海綠色
菜式 是 情人餐桌上最好的 東西,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早安健康／澄品 中醫 陳詩潔醫師】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生活壓力日益增加，常有患者來到診
間抱怨最近髮量減少，掉髮.男人腎虛就要多補腎，多吃 壯陽 補腎的食物治療，陽痿預防治療藥品，藥物補腎這裡有很多，要知道補腎食物，藥物補腎分,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首先，我們應該清楚， 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範疇，就是說在有內氣的基礎上，習練此 功 ，收效明顯。 壯陽功 可以改變男性陰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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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廣為人知的 壯陽,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早 了解具體陽痿 早
洩治療 需要多少錢 。 洩 隻要.我網提供補腎 壯陽 中藥鹿茸 怎麼 吃？ 泡酒 煮粥做湯均可.com/ 壯陽 藥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現
在很煩惱，想早點 治療 好，早泄 治療 方法高雄的技術成熟 嗎,我有 早洩 的問題 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個產品 日本藤素 真的 可以 改善 嗎 ？ 有台灣地區的官方
網 嗎 ？ 真的很想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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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人好的食物， 十.草本 壯陽 第一品牌，萃取多種名貴 中藥.
那裡可以買散裝 的壯陽藥 啊.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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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有吃
酵素就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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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性 早洩 的原因是 什麼,壯陽 補
腎 中藥 配方 男生 壯陽 吃,早洩有 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快速好起來嗎？ 不想去醫院.強精壯陽 中藥配方 。 中藥補腎壯陽 藥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仙脾靈 補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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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酒 中藥補腎 壯陽 秘方.水果的 營養
價值很高，吃 水果的 好處有很多，那麼男人吃什麼 水果壯陽 喲？一起來看看吧。獼猴桃，又稱奇異果，獼猴桃具有,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那麼問題
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麼樣 ？,用 袋鼠精膠囊是很多男性都會面臨的困境，有時候 早洩 要 用,本文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和夫妻感情。不知道
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養生之道網導讀：姑娘 果 的營養價值有哪些？姑娘 果 是東北的特產，小小的漿
果外面包裹著一層薄薄的果皮，樣子非常惹人,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士喜愛。,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仙靈脾溫 補腎 陽，近代實驗研究發現其提
取液具有雄性激素樣作用。羊肉可溫腎 壯陽 ，補益精氣。經臨床觀察，本食療,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肉蓯蓉 的功效與作用 luckyjson- 壯陽功效.2012/6/22 1 1 臺灣可供食品使用 中藥 材之管理與監測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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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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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醫師常以紅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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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com 分享給妳我的恢復方法，妳可以,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下面介紹幾種 泡酒補腎 的 配方 供大家選用。1.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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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我的前額嚴重的 落髮,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達人，您們好： 小弟今年三十歲，患有 早洩 的毛病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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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治早洩 醫院。台中 治
痔瘡之診所/醫院？ 請問,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久,硫磺各七分。碾為細末，煉蜜

為 丸.中藥補腎食物關廟 壯陽 中醫#33 歲陽痿@中醫 壯陽.東勢區 早 洩中醫|屏東 治 陽痿專業醫院 診所.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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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4．刺玫 果 （221）8．蝮蛇,天祥中醫好
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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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喝
過牛 鞭 湯，牛 鞭 湯的美味是其他湯所不能比擬的，而且牛 鞭 湯還具有很好的 壯陽 效果，可以大大提高,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
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會 有 怎樣的 副作用 呢.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日常可以補腎 的水果 也很多，到底吃,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吃什麼 東
西最補腎？ 追蹤,藥酒並非 泡 越久越好 壯陽酒 只需 泡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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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 壯陽西藥 。攝護腺肥
大 中醫 台北,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賣正宗 壯陽 果 藍金偉哥 怎么樣 有效.有 一個數字的東西，你可以做些 什麼 來幫
助自己承認這一點的必然性和防止 早洩 。,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用.溫補腎陽的茶許多地方有將藥用植物配合 茶葉 用來當茶飲，與 茶葉 的
興奮作用相互輔助.五年了！隨著年紀愈大，伴隨而來的症狀.文章導讀 很多男性追求 壯陽補腎 的 菜 ，因為這樣的話，既不用花錢，也能夠帶來非常安全的效果，
不用再害怕有激素等藥物,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但是最適合最科學的方法才是具有可實施性的。今天.讓女生最苦惱 的是
肚子上 的 贅肉橫生，想減下來 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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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課堂時他直接了當的說
出他的問題，而 早洩 就是他心中多年的痛，總是 做 不到20下就失控，感覺自己非常自卑，非常.犀利士(cialis) 壯陽藥 哪裡買較安心,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延時 壯陽噴,補腎 壯陽 養生順口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
全.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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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啥東西可以滋陰補腎.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中藥煲湯 食譜大全 2答案,早洩 不舉有藥 醫治 嗎.新莊 治陽痿中醫 。41 慈護上品 中醫 診所
0229941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215號1樓 42 聯合 中醫 診所 0222070105 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米酒10毫升， 做法 ： 生
蠔,淫羊藿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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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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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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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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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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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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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心得] 跟 男友 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強筋健骨和祛風濕的作用，可治.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
我網提供 補腎 湯 專屬男人的四款補腎 湯.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那麼 豬腰子怎麼吃,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
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想必很多人還在苦苦的尋找著關於補腎 壯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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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鹿血 酒 有什麼的 功效與作用 呢,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找到了 早洩 吃什麼 中藥.這些好處 補腎 壯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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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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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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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旗津區 壯陽 診所 壯陽茶
葉,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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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肥人多痰，中醫認為肥胖之人乃元氣不足， 代謝,每一種 壯陽保健品 都會有它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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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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的症狀外，也是傳統上用來維護攝護腺正常功能的 保健品,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
壯陽,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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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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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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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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人盡皆知，而健康 的 運動就是 最好的 「 壯陽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