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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媽媽千萬別一罐沙拉油又煎又炒又炸！無毒生活專家譚敦慈分享15個食用油小貼士
2019-05-16
依照不同的烹調方式來選擇適合的油，不能一罐沙拉油又煎又炒又炸；除了用好油、用對油，更重要的是少用油，再健康的油，都不如無油、少油，及善用天然食材中
的油脂！ 依烹調方式選購： 一般家庭若常開伙，會用到涼拌、清炒、煎炸等不同烹調方式，至少需要準備2－3種油品，可根據不同油品的發煙點，再依個人喜好
選擇。 高溫烹調（炒、煎、炸）： 若用於炸物或炒的料理，要用耐高溫的葡萄籽油、芥花籽油等。 低溫烹調（拌、沾）： 油醋醬拌沙拉、沾燙熟蔬菜、麵包等，
建議用初榨橄欖油、堅果油、南瓜子油、杏仁油等具特殊風味、適合低溫烹調的油。 安心小提醒： 每種油有不同特性，不是只有某一種最好，例如苦茶油很熱門，
但有些人不太習慣它的特殊氣味，所以只要掌握安全用油的原則，可依自己喜好選油，不要一窩蜂的搶購。 多種油、多品牌 選購油品時，要多品牌採購，以分散
風險；依不同烹調方式如涼拌、煎炸等準備多種油交叉使用。 選購小包裝 若是小家庭或不常烹調，建議選擇小包裝的油品，在最短時間內用完。 植物油較好 研
究證實，植物性油脂相對來說比動物性油脂好。動物油雖發煙點高、不容易氧化，但飽和油在體內會轉化成膽固醇，導致血脂過高、引發心血管病變。 選擇深色瓶身
挑選油品時，可選擇深色玻璃瓶裝，避免讓油品直接被光照，造成變質。 Tips：「調和油」雖是植物性油，但卻是多種油混合製成，而油品應該愈單純愈好；
「精製油」雖耐高溫炒炸，可長時間保存，但加工過程中營養成分會改變或流失；此外，香味太濃郁持久的油可能有人工添加的風險。 每人每天用油量2湯匙為限
美國心臟醫學會建議，從2歲開始，每人每天用油以2湯匙為限。建議把家庭成員一天用油量先取出，放在碗裡，一天所有烹調就只用這碗油，以控制用油量。 冷鍋
冷油烹調 即使用了耐高溫的油，炒菜也盡量不要爆香，改以冷鍋冷油烹調，能減少油脂的用量。 Tips：想要有蔥、薑、蒜、洋蔥的香氣，盡量切細碎些有助味
道釋放。 去除隱藏油脂 看得見的油脂像雞皮、肥肉可切掉不用；但看不見的油脂，像雞腿肉、鮭魚可先用不沾鍋直接乾煎，把油脂煎出來，用廚房紙巾擦乾淨後，
再繼續烹調。 Tips：脂肪是環境荷爾蒙等毒素累積的部位；煎出來的油不能留下來煮菜，油脂重複加熱會變質。 過油後的油勿重覆用 一般家庭很少會過油
（因過油要用很多油），但外食易遇到；為避免浪費，同一鍋油會重複炸數次，有人甚至認為多次炸過的油才香、易上色，但油脂量會超標，油易變質。 少量過油法
若為增加食材口感真的需要過油，這裡提供較健康的過油法： 1.冷鍋，加入約 2 湯匙的油。 2.將食材放入鍋中，開火。 3.油煎至食材半熟後撈起。
Tips：檢視一下鍋中的油，是不是比一般的過油所剩的油脂少非常多呢，這樣倒掉也不會覺得可惜。 有油耗味就換掉 用鼻子聞一下，一旦發覺油品有油耗味，
就不要再使用。 避免自炸豬油 一般家庭無法精準控制油溫，炸豬油時易產生有毒物質，尤其豬油會增加體內壞膽固醇，盡量避免使用。 初榨油、花生油放冰箱冷
藏 初榨油含有較多營養成分，但容易腐壞，開封後要放進冰箱冷藏保存；花生油要特別注意黃麴毒素汙染，最好也放冰箱冷藏保存。 不常用的油放冷凍 很少用
的油，例如冬天偶爾煮麻油雞才會用到的初榨芝麻油，建議放冷凍室保存較佳。有些油瓶用的是材質不好的玻璃瓶或空酒瓶，不適合放冷凍。 Tips：建議買小包
裝油品，開封後儘快用完；玻璃瓶內的油勿裝滿，以免熱漲冷縮破裂。 用鋁箔紙包覆避光 一般油品可以先用鋁箔紙包覆油罐， 放置陰涼、避光的地方，避免高溫。
勿放在高溫處 油最好不要放在電器或爐灶旁，以免因高溫造成油品氧化、變質的機會。 作者簡介｜譚敦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臨床毒物科護理師。伴隨夫婿林杰樑醫
師投入毒物研究數十年，擅長以生活、無負擔方式，跟大眾分享正確飲食觀，認為食安一定要能輕鬆地落實在生活中，成了眾多家庭主婦、職業婦女及重視食品安全者
最信任的安心指標。 從安心食岀發，這次她不只談飲食，而是生活的全面，從食安、衣安、住安切入，和民眾一起安心過生活。著有《譚敦慈的安心廚房食典》。
陳之穎 北投老爺酒店主廚。曾效力於長榮、亞太、喜來登及晶華等大飯店，也曾至法國米其林餐廳及澳洲分子餐廳見習。現於北投老爺酒店的純Pure
Cuisine歐法料理餐廳，展現個人飲食之道上追求健康飲食的原味之旅。相當關注、鑽研健康與食安的議題，堅持料理的根本是健康，從料理延伸出去，關於食
材、烹調方式、鍋具、餐具等安心食的範疇，多有研究，並期待將正確觀念分享岀去。 本文經授權選摘自三采文化《譚敦慈、陳之穎帶你安心過生活：食‧衣‧住
「實境圖解」一秒看懂，方便實作，從日常守護家人健康！》 責任編輯／蔡昀暻

女人為什麼會 肝腎陰虛
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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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腿代購西苑醫院 壯
陽填精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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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口溶錠 壯陽 藥
是中年年人推薦的 保健品,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藥物 依賴性， 壯陽 藥吃的時間長了後就會產生 藥物 依賴性，過性生
活必須要吃藥，不吃藥就不能過性生活，因此，建議,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買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杜仲等
傳統 補腎 中藥對身體危害小，卻能起到很好的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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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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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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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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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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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都市生活的繁忙， 許多人都不愛下廚， 生蠔 酸菜 湯 的 做法 不難， 適合每
天工作 學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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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longfun 所撰寫有
關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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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也可助 壯陽 ？近期內地興起服用一種聲稱在澳洲製造的
「袋鼠 壯陽丸 」，更指是以袋鼠肉或睾 丸 的「精華」製成，有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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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原標題：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麼？11種食物和 中藥 不可少 飲食補腎 壯陽 對男性來說是最佳 的 方法之一，因為飲食 壯陽 幾
乎沒有.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祖國醫學認為，雀肉能補陰精，是 壯陽 益精的佳品，適用於治療腎陽虛所致的陽痿,栗子：性溫味甘，
除有補脾健胃作用外，更有補腎壯腰之 功,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藥酒配方 藥方：貂鞭1具，人參.那位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日常生活中人們都知道 吃
豬腰子 能補腎，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 豬腰子怎麼吃.如《本草經疏》中就 曾.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很多男性在早
泄的情況下都願意用延時 噴劑 來提高性生活質量，那麼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怎麼用,養生 泡酒配方 ，祛風散寒除濕 酒 大全，溫腎 壯陽酒 大全民間藥酒
配方 大全 酒 是我們日常不可缺少的飲品，飲酒有利於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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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嚟繁殖後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鹿血 酒 有什麼的 功效與作用 呢.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

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山核桃皮的 功效 与 作用,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下面就讓小編向大家講講 早
洩 的 手術,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
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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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馬是一種珍貴藥材，它被稱
為&quot,西式 生蠔 料理食譜。家家戶戶一定會有一台電鍋，蒸包子,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補腎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本店售價： nt1900元 韓國奇力片
速效 壯陽藥 速勃增硬 激發性慾望 二次發育 本店,氣血不足，吃龜鹿二仙膠 有效嗎 ？,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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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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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分享給妳具有補腎壯陽作用的藥膳，堅持服用定會取得較好效果 陽痿 是指男子雖有性的,.
女人為什麼會 肝腎陰虛
肝腎陰虛 與陽虛的區別
肝腎陰虛 什麼症狀
肝腎陰虛 失眠
肝腎陰虛 吃什麼食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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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腎陰虛 怎麼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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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請問我 的 包皮只能拉到龜頭 的那個 溝下面.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中醫 認為，壓力型掉..
Email:4de_m0j7hWeA@gmail.com
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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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湯，啦啦聲試下啦！你今日飲咗未吖,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
貴.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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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但還不夠明確，也缺乏增加陰莖硬度的相關有力研究，因此廖偉呈認為，與其說瑪卡 是壯陽,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本店售價： nt1900元 韓
國奇力片速效 壯陽藥 速勃增硬 激發性慾望 二次發育 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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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湯的功效與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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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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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子 治早洩 的 方法有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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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麻油此事 食譜大全 即日起本站暫時停止購物功能,balut）雞子（有爭議）牛 鞭 （有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