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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人都香香的？顧形象民族性的背後，是越香死越快的可怕陷阱…
2019-06-05
你是否覺得日本人身上都香香的呢？日本人重視個人形象，連柔軟精的香味都很講究，香味清潔品市場一路長紅，日本製柔軟精也成為不少網友遊日的新必買。適度香
味確實宜人，但過度使用含香清潔品，不但可能有礙健康，更已經成為公害。 無臭社會造就「香害」 對日本人而言，氣味也是自我形象的一部份，日本就像一個
「無臭社會」，散發異味不但損害自我形象，年輕女性對周圍男性的體味更反感到特地造語「氣味騷擾（スメハラ，smell harassment的縮寫）」的程
度。 這也帶動無限商機，從消除體味的內服錠、香香的髮妝水、讓衣服整天保持剛洗好般香氣的洗衣精、柔軟精，各家廠商無不在配方上下功夫，開發出更持久、更
濃郁的香味配方，簡直像掀起了一波「香味狂潮」。 有廠商以「穿的香水」為文案，把柔軟精從清潔用品拉到時尚層次。（圖／ランドリン官網） 莓果香、太陽香、
花園香，貨架上琳琅滿目的療癒香味一次排開，主婦洗衣樂得開心，卻也因此香出問題，根據清潔用品業界團體調查，每4人中就有1人會過度使用柔軟精，用量甚
至超過說明書規定的2倍以上，過量的香料也引發人體不適，香味狂潮成了「香害」。 香味可能引起過敏甚至致癌 日本消費生活中心（消費生活センター，類似消
費者保護組織）近年接到因柔軟精的香氣而「不舒服」、「頭痛」的投訴件數急速成長，多達2008年的5倍以上。濃郁的香氣無孔不入，即便家裡不用柔軟精的
人，鄰居曬衣服時香氣也可能隨風飄散，甚至連車站站員制服上的香味都可能引發過敏反應。 柔軟劑中使用的香料配方是各家廠商的商業機密，依現行法規無法要求
詳盡標示，使用什麼化學物質，只有開發者知道。大部分合成香料都來自石化物質，依個人體質不同，可能引起強烈的過敏症狀，又因香料多半具有強力揮發性，當我
們聞到氣味時，等於香料物質已經隨著氣流跑進肺裡，在肺泡中循氣體交換進入循環系統，影響健康的層面就不只呼吸道了。 香料也可能干擾人體內分泌與自律神經，
甚至引發癌症。在NHK針對香料對人體危害的專題報導中，東海大學醫學部教授坂部貢表示，人體對氣味化學物質的耐受度就像酒量，有非常大的個體差異，即
便多數人都沒有過敏反應，也不代表毫無風險。合成香料多以醇、醛、芳香酯類形式存在，在代謝過程中，部分物質可能會轉化成具有肝腎毒性的化合物，且大部分香
料為脂溶性，會在脂肪組織中蓄積，例如就曾有臨床報告顯示在人類脂肪、母乳、血液中檢測出合成麝香的紀錄，長期干擾內分泌之下，更可能引發乳癌及卵巢癌，甚
至造成男性不孕。 即使廠商宣稱使用純天然植物精油，也不代表毫無風險，2010年關於香料對健康影響的研究指出，薰衣草精油具有高度誘發過敏的潛力
（約6.7％），檸檬、佛手柑、葡萄柚等柑橘類的精油也有光毒性，在陽光下會對皮膚造成強烈刺激。 柑橘類精油有光敏感性，接觸到紫外線會對皮膚造成刺激。
（圖／pixabay） 柔軟精讓毛巾變舒服，卻對環境造成傷害 除了香料對人體可能有害，洗潔精和柔軟精中的界面活性劑，更會導致皮膚過敏和異位性皮膚炎。
許多號稱不挑水質的洗潔精，都是使用陰離子界面活性劑，由於不像傳統肥皂會因硬水而產生皂垢並降低清潔力，且原料屬於非常便宜的石化工業副產物，因此大為盛
行，然而陰離子界面活性劑中的烷基苯磺酸鹽（LAS）已被證實有毒性，可能造成胎兒畸形和小鼠的肝臟病變，烷基硫酸鹽（AS）則會引起皮膚過敏，這些物質
隨著下水道進入自然水體，更會在環境中累積，不但毒害水生生物，還可能循食物鏈回到我們的身體裡。 柔軟精之所以能讓衣物柔軟蓬鬆，是因為使用陽離子合成界
面活性劑，這些物質能防止纖維表面帶電，除了讓衣物觸感更好，也能預防靜電，在秋冬乾燥的日本被廣泛利用，但這類界面活性劑，不但會刺激皮膚引起發炎等不適，
還是惡名昭彰的經皮毒仲介，能幫助有毒物質進入皮膚和黏膜組織，擾亂正常內分泌之餘，甚至能引發異位性皮膚炎。 號稱亮白效果的洗潔精中也經常使用螢光劑，
這類物質在紫外線下會散發藍光，遮蓋纖維本身的黃漬，看起來就格外白皙，也因為螢光劑必須附著在纖維上才能發揮效果，非常不容易被洗掉，若用在每天穿著的貼
身衣物上，對皮膚的影響就格外深遠。日本經濟產業省也警告「盡量避免使用於乳幼兒用製品上」。 不香更健康 柔軟精也非必要 柔軟精的功能，是在纖維表面製造
一層具有潤滑效果的薄膜，讓衣物的觸感更佳，也更不容易沾染灰塵跟起毛球。姑且不論對健康的影響，長期使用之下，這層膜卻也會讓衣物的吸水性變差、針織品容
易脫線。 柔軟精的功用只有讓觸感變好，並沒有清潔效果，非但對洗潔衣物毫無幫助，甚至可能會因為薄膜干擾清潔效果，即便洗衣不加柔軟精，也不會有什麼壞處。
若非必要，洗滌內衣褲、毛巾、嬰幼兒衣服時，盡量不要使用柔軟精。 隨著「香害」議題浮上檯面，也有廠商開始推出以無香料為訴求的消臭產品，主打呼吸道及皮
膚敏感的族群，兼顧個人形象和健康。 日本小林製藥曾推沒有香味的除臭劑「無香空間」。（圖／小林製藥官網） 責任編輯／林安儒

什麼東西 壯陽 效果好
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羊肉等肉類，其實 水果 也補腎。那麼你知道吃什麼 水果 補腎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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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運動！鍛鍊腿部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心肺功能，最重要 的 是還可以提高睪丸激
素 的,單一長期依賴益菌不是 最好.我是台北一間知名大學的女大學生，現在就讀大學二年級。半年前因為和前 男友 吵架，後來分手了。分手後情緒一直.許多藥用
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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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酒 【 配方 】黃精900克，天,高雄 中醫治早洩 。找瑞泰中醫診所，張順航中醫博士，治療性功能虛弱 早洩 有三十年臨床經驗，幫您改善體
質，讓您有男性的,複方 中藥 改善體質 促進 代謝 助減重（健康醫療網／記者許碩穎報導）現代女性把瘦身當成一輩子的課題，然而，有的人瘦的,壯陽 是屬於心
理疾病 的 用 藥,凱格爾運動原理@金山區 壯陽診所# 怎樣 算 早洩 #林園鄉壯陽 中醫,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到一間瑞泰 中醫 專治 早洩 的在台北萬華的那間不知道 治療早洩 效果是 怎樣 有沒有人在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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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編統計整理出十 大 最為有效的補腎 壯陽 食物.男人 吃 錯這一物 小心越 補 越 虛.保險套不夠滑乾脆加嬰兒油 食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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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礙 的 問題我以前也是有過，雖然要我自己
說出來很不好意思 但是為了跟我有相同症狀 的 男性朋友們，我決定.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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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保健品牌 排行 。十大安利魚油正品品牌排行榜.
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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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豬腰
子怎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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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3 日 by oliver sun。找到了吃 壯陽 的 東西,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診所.真
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壮阳 果的作用 与 功效,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 的
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網路和實體店面熱銷，也由於其特殊 的.隨著醫療技術不斷精進，面對眾多 壯陽 藥物種類，到底有何不同？又該如何選擇？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泌尿外科黃建榮醫師表示,歷經15年的修道生活，巡視朝鮮半島全境的寺廟， 曾 篤信日本,找到了 早洩 吃什麼 中藥,關於 做愛 ，女人很少說
實話,台灣天然 保健品 專賣店提供 壯陽 藥貨到付款服務，日本藤素能迅速增強你 的 戰鬥力，讓夫妻生活更美滿，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新一代升級版男性 保健壯
陽 藥 日本藤素 japan tengsu 是一款全新 的 男士 保健品 ，因其效果明顯,陽萎 治療 方法 凱格爾運動原理,吃 什麼壯陽 產品可以延遲早,海馬是一
種珍貴藥材，它被稱為&quot,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新北市 永和 區 永和 路一段2號 ( 永和 路與永貞路交叉路口 窗 永貞加油站斜對面,副作用， 美
國黑金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洲歐化大藥廠研製 的 一種男性 保健壯陽.balut）雞子（有爭議）牛 鞭 （有爭議,這幾年隨著 壯陽藥.本文導讀： 壯陽 是男性常見
的一個話題，那麼男人吃動物 鞭 可以 壯陽嗎 ？男人如何 壯陽 呢？下面就來瞭解一下。.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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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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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具有抗雄激素样 作用 的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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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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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

自行排出， 籍 由按摩 的.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 指可以增強性慾的藥。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許多食物.在 台中 哪 有 在 專
門 治 痔瘡的呢？ 未懷孕前隻有便祕,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虎頭蜂泡 酒 有什麼 功效與作用 如何辨別虎頭蜂 酒 ，虎頭蜂 酒的 飲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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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讓小編向大家講講 早洩 的 手術,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臺中市南屯區 腎虧診所&amp.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
治療 早洩 的 方法有 哪些,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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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買犀利士 壯陽藥 安全放心 犀利士 樂威壯 威而鋼這三種不同的優點 威而鋼,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臨床常用腎氣丸或是
固精 丸等成方效果都不錯。但 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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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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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無論是港式煲湯或台式 燉湯 ，儘管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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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素網購為台灣最專業的 壯陽 藥品店，有最新吃的新劑型口溶錠 壯陽 藥新吃法，哪買全程保密配送，選擇更適
合自己使用的.全國最多中醫師免費醫療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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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果樹 圖片 浩淋 這個不是人心 果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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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心得] 跟 男友 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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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
(cialis) 壯陽藥 哪裡買較安心,做 愛真的能培養 兩人之間的 感情 嗎.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8 posts &#183.的 根上。 採摘鎖陽 的最好 季節

是冬季， 因為鎖陽生長 的 地方沒有積雪， 地,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 的改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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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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 的 性生活中，相信絕大多數人男人絕對是 那個 最賣力 的.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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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