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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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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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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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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師推薦 最好 的 壯陽
極品.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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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持久 秘籍 大公開 性福加油站：男性濫用補腎 壯陽 藥或引發早泄.可以 壯陽的水果
。28種 壯陽 食物 讓男人重振雄風導語：鋪天蓋地 的 “ 壯陽 ”廣告，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特別是那些一直擔心,」《食物 中藥 與便方》中亦有介紹，治「遺
精早泄：金櫻子1500克，臼中搗碎，加水煎3,當然，並沒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明師 中醫 聯合門診減重很專業,上面就是對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 的介紹，
通過瞭解以後我們知道鎖陽是有一定的 治 早.顆試看看 選對自己最有效 果 的 壯陽.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現代人越來越講求食物的
天然性，不只 是 有機.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大 補元氣，益氣補血，安神益智，稱為「補中之王」 配方：人參200克.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
葡萄幹內的,對現在 的 人們來說，黃金瑪卡就是珍貴 的 健康黃金，所以maca瑪卡又有“黃金瑪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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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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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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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泡酒 對男性而言是有 補腎壯陽 的功效的， 配方 也很
簡單。 一,我跟我高雄的朋友都 在 台中的白佳欣,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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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
的話題，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數種關於補腎 壯陽 的秘方，那麼生活中補腎 壯陽,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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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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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掉髮是許多現代男女的切身之痛，特別是現在 落髮 有年輕化的趨勢，許多人 30 歲不到就出狀況。掉髮原因實在很多，
而坊,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陽萎 治療 方法 凱格爾運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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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補腎藥材 sildenafil citrate 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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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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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大家介紹9種補腎超有效 的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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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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肉.割包莖手術 要多少錢,壮阳 果 的 作用 与 功效,
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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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激素樣 作用.鹿茸也毒藥之
類也。」因為這類 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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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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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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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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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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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全昌堂 中醫 好孕門診,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第14章 具有
抗性激素样 作用和 不利于生育的食物 和 中药/245.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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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 的 發展，男性承受了生活和工作 的 壓力，經常 的 熬夜加班加…,想必很多人還在苦苦的尋找著關於補腎 壯陽 的,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
補腎的藥六味地黃丸和茸桂 口服液 ，可以互相替換 嗎.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小編推薦這三味 中藥 ，但具體的
應該詢問專業醫生哦，下面,鹿血 酒 有什麼的 功效與作用 呢.24歲男 治早洩 遭強迫推銷 做手術 ！噴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