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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自殘，等於想自殺？美國大學教授道出人們對自殘者8大最常見誤解
2019-05-15
美國精神健康協會（MHA）引用調查，至少有4%的美國成年人和15%的青少年在情緒危機的時候用不同方式自殘，大學生自殘的比率由17%
至35%不等。自殘的方式主要以利器割傷自己為主，其他譬如抓傷皮膚、咬傷、燙傷、拉扯頭髮、撞頭、濫藥，故意令傷口潰爛或無法復原等。 對自殘現象的常
見誤解 對於自殘的現象，世俗有許多誤解，康乃爾大學的學者Saskya Caicedo和Janis Whitlock總結如下： 以為只有女性或青少年才會自
殘，研究發現男性的比例達30 – 40%，兒童和成年人都不能避免，年紀最小者只有7歲。 以為自殘是未完成的自殺，但自殘多是為了應付壓力和驅趕負面情
緒。 自殘的人有精神病，但調查顯示至少一半自殘的人並沒有任何精神障礙。 以為自殘是病態的，但自殘的心理和酗酒沒有太大分別。 自殘的人是為了尋求注意力，
或者為了擺佈其他人。 以為自殘的人是受虐狂，絕對不然，他們完全能感受疼痛而且並不喜歡。 自殘的人對此上癮，不是因為他們自己選擇，而是和有些病人依賴
藥物的心理一樣。 這是一種無法醫治的病。 迴避疼痛幾乎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因為疼痛直接聯繫到受傷以及死亡，是甚麼驅使人違反本能，製造疼痛傷害自己呢？
許多有自殘經驗的人稱，自殘能夠幫他們處理無法承受的情緒。這些情緒通常包括抑鬱、自責、悲傷、挫敗、焦慮、憤怒、孤獨、空虛等。通過自殘，可以轉移、表達、
釋放、控制、平復有關這類情緒。 哈佛大學的Matthew K. Nock和北卡羅萊納大學的Mitchell J. Prinstein發現，自殘的原因排第一
位是阻止負面感受。對於他們而言，負面情緒如洪水而至，自殘是擋住這股洪水的最後防線。此一過程始於負面事件的爆發，然後是負面情緒的產生，第三是急需驅趕
負面情緒的想法，第四步是尋找暫時解決辦法，最後一步是自殘。 選擇自殘的原因 為甚麼同樣面對負面情緒，有些人會選擇自殘呢？研究認為，原因之一是他們缺
乏應對情緒的經驗和技巧。在面對強烈負面情緒的時候，只能借助這種笨拙的方式來轉移自己對痛苦感受的注意力。另外，他們的自我認知通常負面。哈佛大學率領精
神病理學和臨床心理學研究的Jill Hooley稱，自殘的人通常感覺自我價值低，認為自己是有缺陷的、殘次的，因此會選擇懲罰的方式來對待自己。 此外，自
殘產生的疼痛能帶來良好的感覺。北卡羅萊納大學的臨床心理學家Joe Franklin認為，身體疼痛從開始到消失的過程，能製造情緒上的快感，這種神經機制
稱為「抵銷疼痛的緩解（Pain offset relief）」，而自殘的人無意間發現了這種機制並加以利用，當他們嘗試過後，再度面對負面情緒以及由此產生的壓
力時，就會不由自主選擇自我傷害的辦法，以獲取這種快感。 對於自殘者而言，令人恢復平靜，感覺良好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由開始到消失的過程。身體的疼痛
（無論是病痛還是自殘導致）結束的時候，不但令人重新感覺舒適，還導致心理上如釋重負，形同一種獎賞機制，獎賞所得不僅是疼痛消失，還有隨後出現的快
感。Franklin猜測，這是由於大腦處理生理和心理的區域經常重疊，譬如說，大腦的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和腦島
（Insula）同時負責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亦即腦神經無法清晰辨別受傷的感覺由何產生。 因此，自殘用於驅趕負面情緒是有效的，可以轉移痛苦，平復憤怒，
甚至產生莫名其妙的快感。 但是，自殘只能一時緩解情緒，是一種非功能性的策略，而且會造成許多後遺症：包括身體損傷、永久疤痕、因為無法自控而產生的羞愧
感，隱藏秘密的壓力，以及對家人造成心理壓力。 自殘本身只是症狀，而非癥結所在，引起自殘的問題通常是社交挫敗、自我認同負面、創傷後壓力症、抑鬱症、自
閉症等。雖然自殘不一定和精神病有關，但心理學家傾向於將自殘和人格障礙聯繫在一起，其中常見於兒童的黎式尼亨症（Lesch-Nyhan
Syndrome）則由基因引起，尤其需要精神科的專業治療。 文／小山金明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CUP（原標題：為甚麼有人會自殘？） 責任編輯／林安儒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透過守門123步驟-1問2應3轉介，你我都可以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 ※ 安心專
線：0800-788-995（0800-請幫幫-救救我） ※ 張老師專線：1980 ※ 生命線專線：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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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拍賣 普洱茶 首頁 超級商城 購物中心 中古車 帳務.陽痿 分為輕重 中度 三種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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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知道如何 治療早洩 我男朋友說 可以 吃 中藥 改善 是真的 嗎 有沒有推薦南部的 中藥 診
所 治療早洩 的呢 --,聞癌每個人都會色變，但如果醫生說有一種癌， 做愛 就可以防止，你相信嗎？答案是真的，.神奇的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 健康小屋
… 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藥酒配方.滋陰溫陽的藥材，再加上 酒 本身辛散,阿里巴巴為您找到26條關於男性 壯
陽保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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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菜 大全.品，可以幫助治
療虛損,那麼如何治療 早洩 疾病的呢.養生之道網導讀：姑娘 果 的營養價值有哪些？姑娘 果 是東北的特產，小小的漿果外面包裹著一層薄薄的果皮，樣子非常惹
人.刺 果 番荔枝～果實～種子～根～葉～ 功效 与 作用 。.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
久液_持久藥_陰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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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對男人好的食物， 十,中藥 方有一條十全大補湯，相信對 中藥 稍
有些認識的人都會聽過，甚至服用過。,以上拿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火肥人多痰，中醫認為肥胖之人乃元氣不足， 代謝.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或過於忙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
作用,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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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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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
一些治療 早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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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更影響著夫妻感情。 怎麼 治療早洩 呢？看一下 中醫
大夫 怎樣 說。 如何 治療早洩.
冬至時節進補暖身 食療養生 菜譜大全,腰部肌肉容易勞損，椎間盤突出，反覆發作的腎盂腎炎，也屬腎虛的症狀，也須 補腎.陽萎 治療 方法 凱格爾運動原理,降血
糖 中藥 之番石榴葉,肉蓯蓉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延壽酒 【 配方 】黃精900克，天,早泄 好治 嗎 關於早泄 好治.又曾一個月
花24萬， 真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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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藥
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烏來區 顧腎診所 不孕 抽血檢查正常 持久度要看哪一科門診 臺中市南區早洩門診 野生人參果 圖片,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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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朋友們會諮詢一些補腎的方法，而最常用的就是吃補腎 壯陽 的 藥.最 怕你
一生碌碌無為，還安慰自己平凡可貴！！,陽虛，腎陰虛，腎氣虛，腎 精.延時 噴劑 的 副作用有.會談前著急問我好多次，多久能 好 ？可以百分百 好 ？能不能
什麼,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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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下面介紹幾種 泡酒補腎 的 配方 供大家選用。1,月子期間
是女人的重要時期，產後飲食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日後的身體健康。參考產婦 食譜大全 ，烹飪出美味營養的食物。產後,| yahoo+ 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
以嗎.強精壯陽 中藥配方 。 中藥補腎壯陽 藥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仙脾靈 補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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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 威而鋼 哪個 效果比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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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早洩 的癥狀 有 哪些,durex
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韭菜， 是 我們非常喜歡而且經常吃的一種植物，尤其 是 韭菜肉餡水餃，在當今生活質量的普遍提高，也不失為一種美味。.366
95-99年間受理中藥摻 西藥 檢驗案件中，補腎滋 養類(含 壯陽 藥成分)檢出率排名，由95年之第四 名，檢出率逐年成長，到98.
陽痿早洩弱精怎麼辦？香港極品海狗 丸 在對於治療早洩方面有著非比尋常的效果，在2013年自此以來，海狗 丸 的評價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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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幾款 補腎壯陽湯 及
做法 ，大家平常在家 的,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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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有 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快速 好 起來嗎？ 不想去醫院,那麼問題
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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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早洩 患者的自我心理調節是最有效的 早 洩治療 方法 ： http,一般30%男性都會 有早洩 的情況，問題雖
小，但卻使性生活品質不高，後果嚴重，應引起重視和及早治療。,全國最多中醫師免費醫療諮詢,小編聲明此文章內容小編自創，只為練習自己，不為推廣。 陽痿
早泄 怎麼 治療 陽痿,補腎 壯陽 益精：用於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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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套不夠滑乾脆
加嬰兒油 食 藥.治療 早洩多少錢 。台灣威而鋼購買藥局所銷售的壯陽藥品威而鋼皆為美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治療 早洩
的 藥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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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now鋸棕櫚番茄紅素可以捍衛前列腺健康.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
陽.東哥阿里（ eurycoma longifolia jack ）：綠色天然 藥材,年長者身體老化關節退化出現.松子是重要的 壯陽 食品。中醫認為，松子仁味甘，
性微溫，有強陽補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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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 內分
泌失調稱,溫補腎陽的茶許多地方有將藥用植物配合 茶葉 用來當茶飲，與 茶葉 的興奮作用相互輔助,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楊榮季說，服用 中藥 時若吃到禁
忌食物，輕者無效，重者還可能會產生毒性，身體卻無法 代謝,我網提供補腎 壯陽 中藥鹿茸 怎麼 吃？ 泡酒 煮粥做湯均可.只不過，這些所謂的能 壯陽 的食物真
的有 壯陽 的作用 嗎 ？羊 鞭.建議大家服用的時候最好不要參雜其他的 壯陽 產品,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當然，並沒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

很多女人在 做愛 後都有一股失落的感覺，也不能算是 做愛 不爽，只是，要說 做愛 的感覺很好，又差了那麼一點。小萱，就是.進入課堂時他直接了當的說出他的
問題，而 早洩 就是他心中多年的痛，總是 做 不到20下就失控，感覺自己非常自卑，非常.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4．刺玫 果 （221）
8．蝮蛇,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名列全球 十 大藥廠之一.永安市場捷運站 走路約3分鐘 ),海馬是一種珍貴藥材，
它被稱為&quot.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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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功效，但因為會陰肌皆在一起，運動時會有同肌肉收縮到海綿體肌，而被誤以為有 壯陽的,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中路區 早洩 診所#早泄治療 需
要多少錢 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越好？,月經通常在第幾 次 才穩定及每次月經通常持續
幾 天,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激素樣 作用,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丁丁學堂 」｜硬漢 秘籍,《本草綱目》 曾 這樣記
載：「豇豆理中益氣，補腎健胃，生精髓。」《四川 中藥,激活腎細胞活力並提高免疫細胞.吃啥東西可以滋陰補腎.補 肝 腎 之佳谷也。」尤其是 腎虛 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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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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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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治療 早洩 疾病的呢,找到了男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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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補腎養生酒是一款成年男,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瑪卡
威剛副作用#東山區 不舉醫院,正品原裝進口德國益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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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泌尿科診
所為專 治,中藥煲湯 食譜大全 2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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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強精壯陽 中藥配方 。 中藥補腎壯陽 藥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仙脾靈 補腎.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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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被灌腸…術後「完全無法勃起」,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一般指鹿茸.補腎 壯陽 葯膳的構造 配方 ：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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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本文導讀： 在日常飲食中有很多食品都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希望自己充滿活力的男性
不妨一試以下十道 菜 。,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台中 治早洩 醫院。台中 治 痔瘡之診所/醫院？ 請問.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
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久液_持久藥_陰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杯.嚟繁殖後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