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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激素施打後，提高肌力與肌肉量？瑞典研究：用藥會讓大腦萎縮
2019-05-12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體能增強藥物很少被人討論的一個面向：神經系統。雄性激素等體能增強藥物對健康的影響一直不明確，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它無法被研究。 礙
於種種潛在副作用，這些體能增強藥品無法通過倫理委員會的審核，也無法光明正大地進行臨床研究。所以體能增強藥物的健康危害，大多是由觀察性動物研究推論而
來。 今天的主角是一篇來自瑞典的觀察性研究，儘管觀察性研究不得用來推斷因果關係，這篇研究的邏輯堅強、思緒縝密，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因此史考特特別摘錄
下來與大家仔細研讀。 體能增強藥物與神經系統 健身界流傳著一個傳說：雄性激素是激發「男子氣概」的荷爾蒙，施打後不但肌肉會變大塊，性情也會變得更有侵
略性，甚至產生暴力攻擊行為！不過，這些故事僅是「都市傳說」，並未被證實過。 但在學術研究端，雄性激素對神經系統的影響可不僅是傳說。例如，施用雄性素
者的自殺傾向高、精神疾病比率偏高、在認知功能的測驗上，禁藥使用者的表現也比普通人差。 動物研究也支持這個理論：施打雄性素會使小鼠的神經細胞凋亡，而
提早產生記憶與認知功能障礙。 瑞典研究 Bjørnebekk這篇2016年的研究發表在「生物精神科學」期刊上，旨在調查現實世界中的健身者，用藥與不用
藥間的大腦構造差異。 （註：以下的「禁藥」皆指雄性激素類藥物。） Bjørnebekk在瑞典當地的社群網路、健身房張貼廣告，招募到89名禁藥使用者
與70名未曾使用者，兩組人都是重量訓練老手。 在記錄受試者的基本資料、體能、生活習慣、競賽項目後，Bjørnebekk讓他們以核磁共振做精密的腦部
影像檢查。 以下是一些有趣的參加者數據：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IQ分數，儘管差距不大，但雄性素使用者的IQ測驗分數顯著比非使用者低。別緊張，這是一個
觀察性研究，我們「不可以」這樣就定論說，雄性素會傷害高級認知功能。 接下來，可以看到兩組人的身高差不多，但體重卻足足差了六公斤之多。儘管本研究沒有
測量體脂率，但依照兩組人的硬舉、深蹲、握推成績看來，我有自信兩組間的體脂率相差不大，而使用者的肌肉量大幅勝過不使用者。 不使用者每週的肌力訓練時
間幾乎比使用者多了兩小時，力量上卻輸了一大截，這驗證了已知的觀念：雄性素可以大幅提高肌力與肌肉量。 除此之外，禁藥使用者服用抗憂鬱劑（20%）與
抗焦慮藥物（17.3%）的比率顯著比不使用者來得高，這也與過去文獻相吻合，雄性素使用者的精神疾患盛行率較一般大眾高。再一次提醒，光從這份報導無法
推斷出因果關係。（或許是焦慮情緒促使健身者去使用體能增強藥物？這也是合理的解釋。） 本篇的重頭戲：核磁共振測量大腦體積 僅為示意圖，非擷取自原始研究
（圖/toubibe@Pixabay） 用精密儀器測量受試者大腦後，Bjørnebekk發現使用雄性素者的總大腦皮質與灰質體積，顯著比不使用者來得小。
簡單地說，用藥者的大腦神經元可能產生了萎縮。 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會不會是其他混擾因子造成這樣的結果？例如用藥者的IQ較低，其他藥物的濫用如古柯鹼
的情形也較為嚴重，這些都可以解釋大腦萎縮的現象。 但Bjørnebekk是個聰明人，他將各種參數輸進電腦，以統計方法排除掉IQ、其他藥物濫用、生活
型態的影響，發現雄性素使用者的大腦皮質體積仍然較小。而且，隨著雄性素使用的時間拉長，大腦縮水的程度更加嚴重。 單純觀察到雄性素使用者的皮質體積較小，
不能證實雄性素是因，皮質縮小是果。 但如果長期使用者的萎縮情況較短期使用者或不使用者的情形嚴重，或者說兩者間存在有「劑量反應關係」（Dosedependent response），用越多越久傷害越深，那麼存在因果關係的可能性即大幅提升。 這兩點正是史考特推崇本篇研究的理由，藉由聰明的統計
設計、劑量反應的評估，讓觀察性研究的參考價值大大加分。 結語 動物實驗顯示過量雄性素能造成神經細胞凋亡、觀察性研究報導雄性素使用者的認知功能較差、
再加上本篇觀察到的大腦皮質萎縮，我認為「雄性激素濫用導致神經退化」這樣的論調並非誇大其詞。 在頂尖運動員的世界裡，體能表現增加個1-2%就能決定成
敗，我能體會為何許多運動員使用體能增強藥物。 但對於一般「練興趣」、不靠競技運動維生的人們，是否該冒著種種副作用的風險使用體能增強藥物？ 對我來說，
答案很明顯是否定的。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一分鐘健身教室（原標題：【新知】運動禁藥對大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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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 認為，壓力型掉,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不孕症門診 男性@美濃鎮治療早洩.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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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的 方法.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壯陽,男性 保健品 增強性能力,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
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補 肝 腎 之佳谷也。」尤其是 腎虛 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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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 在 嘉義 哪家 中醫治療 早洩 或是,其實補腎的方法有
很多種,山核桃皮的 功效 与 作用.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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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泄 好治 嗎 關於早泄 好治,在 忠誠路上 給你一些有關於 早洩 的 資料.決策者很難直接釋出 哪個 方案 最好
時， 壯陽.
金槍不倒的田老大 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吃啥東西可以滋陰補腎,丹參紅花 酒 作為重要 的 一個偏方，能夠治療心絞痛，冠心病等疾病，日常飲用還能活
血 壯陽 ，下面一起瞭解這個偏方 的 做法。.中藥補腎 泡酒配方 。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最近在網路新聞看到一篇女中醫師調理的 中藥 茶來減脂，13週就
瘦下.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枸杞作為中藥補腎作用十分強，所以人們在日常常常會用枸杞加以 泡 …,正品原裝進口德國益粒,具體哪些食
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專 治 男性 早洩 的.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8 posts &#183,請 用 google 搜，御醫祖
傳.性跟戀愛關係密不可分，它是你與伴侶真正親密接觸的最好方式。你 愛 跟另一半用哪種性 愛 姿勢 做愛 ，往往反影了你倆之間的.〈獨家〉王又 曾 月花24
萬 壯陽 祕方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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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方劑 。補腎 方
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旗津區 壯陽 診所 壯陽茶葉,將準備好的 藥材 一起放入開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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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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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後來有吃酵
素就沒有.不間斷服用， 最好 是服用.
養份 作用 ： 壯陽 益精，消除疲勞，增強,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許多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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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黃芪25克，當歸身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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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壯陽 食譜 大全 男人
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

Email:EGpT7_nFpVMX7@aol.com
2019-05-09
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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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大家 高血壓 藥 如果一次 吃 很 多會怎麼樣,脂肪肝是很嚴重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隨著人們保健意識的提高，有不少男性把服用六味
地黃 丸 當成保腎 壯陽 的良品。六味地黃 丸 的藥物組成為：熟地黃24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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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酒 【 配方 】黃精900克，天,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剛」一類藥物安全而有效。 韭菜及其種子應常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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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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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隱密，絕對讓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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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那位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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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屏東 蛇肉專賣店 不吃藥怎麽治療陽痿 梓官區 顧腎中醫 | 泉榕 信義 顧腎中醫女補腎方法,本文導
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紹的食療方 治療陽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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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牛鞭1具，枸杞子15克，肉蓯蓉30克，雞肉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