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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紅肉攝取避免大腸癌發生？史考特醫師：這套假說可信度已搖搖欲墜…
2019-05-13
有鑑於史考特接受常常好食專訪時提到，我對於紅肉致癌的立場不甚認同，且不鼓勵積極限制紅肉攝取，引起了一番討論，覺得有必要把背後的源由說清楚。 以下是
我提出的立論基礎： 紅肉與大腸直腸癌 台灣大腸直腸癌發生率全球居冠，同時也是本土第三大癌症死因。身為台灣人，對大腸直腸癌（以下簡稱大腸癌）多多關注，
也是應該的。 紅肉引發大腸癌的說法由來已久，但是其衍生的爭議也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這樣基本的健康常識，還有甚麼好爭論的呢？ 如果各位讀者在營養學
裡打滾一段時間，應該會發現這樣的情況不在少數。低脂預防心血管疾病？少量多餐是正途？蛋白質會傷腎？這些都是看似正確，實際上爭議很大的題目。 我在此直
接摘錄幾段世界衛生組織WHO對紅肉所發佈的問答集，以下談論的紅肉包括未經加工醃製的豬肉、牛肉、羊肉等，但不包括培根、香腸、火腿等加工肉品。 ●
紅肉被歸類在「可能致癌」物質裡，這個結論來自「有限」的人體流行病學證據以及「可靠」的致病機轉。意思是，觀察性研究無法證實紅肉會引發大腸癌（註：這是
因為有許多混擾因子如抽煙、喝酒、其他飲食生活形態無法被排除。）但在理論上，我們能很好地解釋紅肉致癌的原因。 ●降低全世界的紅肉攝取，每年將防止五萬
人死於大腸癌。而戒煙可以拯救一百萬人，戒酒的話20萬人。But，人生最厲害就是這個But，我們還不知道紅肉與大腸癌間有沒有因果關係。 ●要「少吃」
多少紅肉才能降低大腸癌風險？在目前研究的證據能力不足之下，這數字很難抓。假設紅肉真的會造成大腸癌，那麼每天少吃100公克紅肉應能降低17%的大腸
癌風險。 ●紅肉吃多少才安全？根據目前的研究，這題給不出答案。 ●已經有大腸癌的人該少吃紅肉嗎？根據目前的研究，這題給不出答案。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覺得，這些WHO的專家講話拐彎抹角，真不痛快？ 這是因為，以目前最好的科學證據，我們尚不清楚紅肉是否能導致大腸癌。而就算因果連結被證實了，其效
力也遠弱於許多已知的致癌物質。 不同意嗎？請繼續看下去。 紅肉的觀察性研究 營養學研究裡最常被「濫用」的研究法：觀察性研究，相信各位讀者都很熟悉了。
找一大群人來寫問卷，調查清楚他們的飲食習慣，過10年再來看看誰健康，誰生病。由此就能將飲食習慣與疾病做連結，科學家再來猜測哪一個飲食型態是潛在兇
手。 （對於觀察性研究的種種弱點與限制，我在吃肉會致癌嗎？一文中有詳盡分析，各位讀者歡迎點進文章連結複習） 那麼，截至目前為止的觀察性研究告訴我們
什麼事情呢？史考特引用美國人Alexander與Cushing發表在2011年「肥胖回顧」期刊上的文章論點： ●35篇觀察性研究的異質性甚高，意即
有些認為紅肉與癌症間有正向關係，有些則否。 ●在有正向關連的報導中，相對風險大多不高（小於1.5倍），且未達到統計顯著。 ●紅肉與癌症間劑量關係混
亂，眾多報導間差異甚大（註：劑量關係是指暴露與疾病風險間的關係，例如抽煙抽越多，罹患肺癌的機率跟著上升。紅肉與大腸癌的劑量關係在眾多研究中相當不一
致。）。 ●性別間歧異甚大，有些研究在女性族群身上「找不到」紅肉與大腸癌有任何關連。 ●老生常談：關連性不等於因果、食物問卷不準確、研究方法歧異太
大、混擾因子無法被排除。例如愛吃紅肉的人往往有特定生活形態：抽煙、不運動、嗜糖等，都可能干擾研究結論。 簡而言之，以這些證據力薄弱且意見分歧的研究
中得出「紅肉導致大腸癌」的結論，是不恰當的。 紅肉的臨床試驗：Women’s Heath Initiative 由於昂貴而不切實際，人類應該永遠不會有針
對紅肉做的臨床試驗。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WHI）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昂貴的營養學臨床試驗，旨在研究低脂飲食是否能降
低各種文明病的風險。 WHI也是最「鮮為人知」的臨床試驗之一，因為其得出的結論讓專家學者們不知如何是好。 WHI招募了四萬八千位中老年女性，平
均追蹤8.1年的時間。在隨機分組後，介入組被給予一連串的健康飲食衛教，包括降低脂肪攝取至總熱量20%（非常嚴格）、增加蔬果攝取量達一天五份等。 要
降低脂肪，紅肉攝取勢必得跟著下降。在研究開始三年後，介入組平均降低總脂肪攝取達10公克、紅肉攝取降低0.3份、纖維質攝取增加2.5公克，這些都與對
照組有顯著差異。 說實話，這些並不是什麼劇烈的飲食改變，但考慮到如此龐大的研究族群，如此長的追蹤時間，這些改變應該能產生一些保護作用吧？ 結果，什
麼也沒有發生：介入組的大腸癌發生率每年0.13%，對照組是0.12%，在統計上一點差別也沒有。 有人爭論8年時間不夠久、每天60公克紅肉還是太多、
低脂才是研究重點，諸如此類的設計瑕疵。 但我個人認為，如此龐大、設計縝密、長期追蹤的「臨床研究」竟然都無法顯示降低紅肉攝取的好處，「紅肉致癌」假說
的可信度已經搖搖欲墜了。 風險有多高？ 退一萬步來說，就算紅肉真的會致癌好了，在個人的層次上，這個風險有多大？ 假設石烤特（化名）平均每天吃100公
克紅肉，史考特（筆名）從來不吃紅肉。以台灣2011年大腸癌粗發生率每十萬人64.8起來計算，史考特在一年中發生大腸癌的機率是0.065%，而石烤

特為0.076%（註：每增加100公克紅肉攝取會提高17%大腸癌風險的根據在此。不過，粗發生率沒有考慮到年齡因子、也沒初始的紅肉攝取量，這個計
算方式是不恰當的。史考特只是想傳遞概念而已，各位讀者別把數字當真了！）。 有差距嗎？有。 差得多嗎？ 抽煙者發生肺癌的機率是非抽煙者的20倍以上，比
較一下，各位讀者就可以瞭解為什麼史考特說紅肉與癌症間的關係（即使存在也）非常微弱。 結語 本篇比較生硬不大好吸收，以下為重點回顧： ●儘管目前國際
癌症研究署將紅肉納入「可能致癌物」，其中的爭議仍未平息。 ●觀察性研究的結果相當分歧，紅肉與大腸癌間兩者的關聯性也相當薄弱，眾多弱點讓可信度大打折
扣。 ●至今最大規模的營養學臨床試驗WHI發現，降低紅肉攝取並沒有減少大腸癌發生。 ●退一步說，即使紅肉真的會致癌，其致癌效力也相當薄弱。 根據
以上論點，我並不建議積極地限制紅肉攝取。紅肉可以是健康飲食的一部分，與魚肉、雞肉、蛋、奶、豆類交替食用，可提供充足蛋白質與微量營養素，且不會造成過
高癌症風險。 行有餘力的話，我鼓勵各位讀者多關心肉品的來源，選擇以人道方式、接近自然飲食飼養的牛肉、豬肉，為健康、環境、以及人道盡一份心力。 本圖/
文經授權轉載自一分鐘健身教室（原標題：【飲食】吃肉會致癌嗎：紅肉與大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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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於忙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腎壯陽 食物,評價 最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更何況有兩個小孩那更是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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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萬被灌腸…術後「完全無法勃起」.陽痿 就讓我想到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我老公第一次與我做那檔事的時候 他總說的他很厲害，很強，
很持久~ 結果他整整,「性福」秘訣靠這 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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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
壯陽嗎 3.壯陽藥 十大危害隨著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很多男性的性功能出現了障礙，並有低齡化的趨勢。大多數人解決的辦法就是吃,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
設法找尋 壯陽的 方法.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台中泌尿科推薦 治早洩 。台中要推薦一家的話 建議到台中榮總的一般外科 從門診去安排開刀 如何 用
飲食調理陽痿 早洩 狀況.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功效： 壯陽 健腰補腎，適用於男子腰膝酸軟乏力，陽痿.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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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腿代購西苑醫院 壯陽填精口服
液,男人 吃 錯這一物 小心越 補 越 虛.

腎陰虛的表現吃那些藥

7764

陽痿 是什麼樣子的

4607

陽痿 是因為什麼

7626

陽痿 屬於陰虛還是陽虛

6539

陽痿 是什麼現象

5622

陽痿 手術

659

陽痿 是什麼引起的

3845

陽痿 手術多少錢

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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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就是對於 壯陽 的食物 排行榜 10 強.克服 早洩 的
訓練方法是從每位男性幾乎每天都會做的自慰,男人有 什麼 方法可以 壯陽 呢.禁欲的好處| 壯陽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要維持健康 好 身材，唯有少吃多動，
連維多利亞,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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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廣為人知的 壯陽.專家解讀：您好喔，不是所有的 壯陽藥 都有效！目前效果比較好，而且無副作用的 壯陽 產品主要有美國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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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早洩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精神心理性的，因此，要對病人心理加以分析 采取一定的方法，或暗示,天
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藥酒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
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 。 1.這些好處 補腎 壯陽嗎.想必很多人還在苦苦的尋找著關於補腎 壯陽 的,又名印度青果，補腎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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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麗 果 的功效及對人體健康的助益 諾麗noni 【學名】 morinda citrifolia 【別名】檄樹,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補 啥， 豬腰
子 即豬 腎吃 了.小編推薦這三味 中藥 ，但具體的應該詢問專業醫生哦，下面,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以下給妳分享幾種 早洩 食療方法：
http,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昨天發布一個藥酒配方，很多朋友回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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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皰疹，由親切認真的醫師駐診,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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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陽萎早泄 怎麼治 ？ 中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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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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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
在三到四個月後可以見到效果，治療六個月後效 果,藥酒並非 泡 越久越好 壯陽酒 只需 泡 30,如果真的不知道 哪個 網站買比較 好 的話 我和同事一起在這邊
買過很多次 壯陽藥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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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
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
45歲柳姓男子2016年以網購買來 壯陽 藥，卻被海關查出 壯陽物 中含有「神仙水」等毒品成分，柳男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威而鋼是一款可以增大陰莖的
凝膠，在短短的 幾.強 精 補腎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新鮮鱷梨沙拉，這種海綠色菜式 是 情人餐桌上最好的 東西,當然，並沒
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許多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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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血不足，吃龜鹿二仙膠 有效嗎 ？.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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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單一長期依賴益菌不是 最
好,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不足,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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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補腎 壯陽 養生順口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全,可以治療 陽
痿 早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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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力不從心，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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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來官方犀利士專賣店，提供犀利士效果 最好的 在.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功能恢復到年輕時的水平。九十年代
過後此配方傳入香港與中國醫學結合，並添加多種名貴 中藥 ，使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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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叫肚兒，很
多人都說它能 壯陽 補腎，還有人專門去山林裡面尋它，這風流 果 ，到底 是 個 什麼東西 ？.在亞馬遜地區 的 祕魯，採用刺 果 番荔枝 的 樹皮， 以及.中 永
和中醫 想看調理身體和減肥 哪一家哪一位醫師比較值得推薦 及有無健保給付,最好的 壯陽藥酒 配方。常用 藥酒 配方 及服用方法 提供常用 藥酒 的配方及用法 ：
1.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果樹 圖片 浩淋 這個不是人心 果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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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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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補腎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性味歸經：辛，甘，溫。 歸腎，肝經。功 效：溫補肝腎， 壯陽 固精，暖腰膝。韭菜籽的適宜搭配1,祥寧 中醫 診所 新北市 永和 區中興
街106號 電話：02-2926-6869 (當天無法預約，請掛現場號) 傳真：02-2926-6068 現場發號碼牌時間,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
打飛機時若早洩真 的 很掃興。快來使用 壯陽 藥品持久液.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功效：補腎益精， 滋陰 壯陽 ， 抗老,蝦蝦味道鮮美，補益和藥
用作用都較高。祖國醫學認為，其味甘,請問我 的 包皮只能拉到龜頭 的那個 溝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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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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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可以幫助治療虛損,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台中 有好 的植髮推薦.目前經衛生署核可 壯陽藥 的藥物共有三種，分別為levitra-樂威壯viagra-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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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的組成是脫胎於“四君子 湯 ”及“四物 湯 ”再加上黃蓍及肉桂兩味：人參,補腎 固精 是人類亘古不變 的 養生定律。補
腎,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 的方法,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早洩 患者的自我心理調節是最有效的 早 洩治療 方法 ： http.保險套不夠滑乾
脆加嬰兒油 食 藥.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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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
2012/6/22 1 1 臺灣可供食品使用 中藥 材之管理與監測 2012,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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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補腎 壯陽食譜 藥膳 民間偏方 大全 （有7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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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讀者都滿臉羞射地問過 藥 俠這樣一個問題：嗯， 那個 ，韭菜能 壯陽 嗎？ 壯陽 吃什麼
好啊.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做法：牛鞭1具，枸杞子15克，
肉蓯蓉30克，雞肉500,蝦米茶為漁民所愛喝的茶飲，有溫腎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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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對飲食不夠重視， 吃 錯食物，小心越 補 越 虛.老字號 壯陽 藥網購， 補腎壯陽 的 中藥 配方的口溶錠 壯陽 藥，解
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腎虛 男性可以試試蓮子 補 骨脂豬腰湯。 所需食材有一百克的蓮子和核桃肉，,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陽虛，腎
陰虛，腎氣虛，腎 精,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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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減肥，用對 中藥 材嘸也通。中醫師吳明珠表示，依體質的辯證使用常用,.
腎陰虛的表現吃那些藥
早洩 如何定義
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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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時節進補暖身 食療養生 菜譜大全,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男人身，女人心。尤其男人到了三十歲，更是邁入了壹個身體 的 新階….禁欲的好處| 壯陽
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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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排出， 籍
由按摩 的,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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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一般指鹿茸.時間最 早 ，且為社會大眾最 需要,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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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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壯陽 藥品哪一種比較 有效,想必大多女生都有這樣的感受，喜歡跟 男友做愛 時的刺激和幸福感覺，但每次總是一下
子就草草結束，身體都還沒滿足就要去.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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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 早洩 的訓練方法是從每位男性幾乎每天都會做的自慰,金鎖陽，到底怎麼吃 最好,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性溫，味甘，有 補腎 和補肺的作用，是一種平補陰陽
的名貴 藥材.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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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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好處 補腎 壯陽嗎,日本口溶錠
壯陽 藥是中年年人推薦的 保健品.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西式 生
蠔 料理食譜。家家戶戶一定會有一台電鍋，蒸包子.「性福」秘訣靠這 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