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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自慰、不讓老婆碰下體，他們結婚8年還無法做愛…直到遇上她，才第一次「發洩」出來
2019-05-15
子祥41歲，是一位會計師，老婆怡情42歲，是一位鋼琴教師，兩人結婚八年，是在一場音樂會時相遇的。兩人都是標準的基督徒，非常遵守教規，也就是因為這
樣，從沒有過婚前性經驗。 一直到婚後，怡情才發現子祥無法勃起，剛開始怡情一直自我催眠，也許子祥是因為太緊張、也許是因為他還沒準備好、也許是….反正，
用很多的理由說服自己，我的老公是正常的，只是因為XX才突然這樣。 怡情：「不可否認，當發現時，我一直很焦慮，也覺得很倒霉，想離婚，可是總不能因為這
樣就抹滅對彼此的愛吧，還是想繼續往前走！」 但是心裡一直覺得老天總在捉弄我，小時候，我的家庭就不美滿的，老爸在我六歲時就過世了，媽媽帶著我改嫁，繼
父對我很不好，除了下課後要看弟妹唸書外，我有做不完的家事，連我感冒看醫生他都認為是浪費錢。 高中時為了脫離家庭，書也不念的離家到其他都市工作，存了
一些錢後去澳洲讀音樂，回來後在高中教音樂......」我看怡情不小心把話題扯遠了，我暗暗地繼續拉回目前的現實上來。 「妳發現這些事後，你做了什麼處理呢？」
我問。 「婚後，我們上網找一些資料，我發現可能是因為包皮過長的關係，幾經考慮後還是聽醫生的建議進行手術，但術後和現狀比較，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們
都是標準的處男和處女，老公從未有自慰經驗，不知是否為無性欲的人？」怡情問。 子祥點點頭，表示贊同怡情的說法。「早晨，我的陰莖偶而也會有動靜，但硬度
和角度都很微弱。我認為那是因為想尿尿，並不是真正的勃起。」 從一開始進診間，約15分鐘後，子祥低著的頭似乎才真正的抬起來，可想而知，子祥心中有多大
的內疚與自責！ 「子祥，你對『性』了解多少？」我問。 「我的性知識其實很少，我的家庭、教會都很保守，我們愛人，但這種做愛的事，好像都是罪惡的。剛結
婚的時候，老婆偶爾會來逗它，可我就不喜歡她碰我的陰莖，因為我會覺得酸酸，也會有種想要尿尿的感覺，這種感覺一點也（不）舒服，甚至還會痛、起雞皮疙
瘩......我不知道這樣對不對，也不敢去問別人，這就是我對性的認識。」 「相同的，我也認為女性的那裏（陰部）很髒，是用來尿尿的地方，要我碰髒的地方，實
在不太妥當。」怡情在旁不斷地點頭，這些事情她都溝通幾百遍了，但子祥就是不聽。 我暗自苦笑，又遇到一個對性完全無法理解的人。 「我老公的個性較慢熟，
但他絕不是不想解決這件事。我們住在香港，去過香港很多醫院看過，包括我們熟悉的『計劃生育會』，醫師有給我們很多方法，包括帶儀器回去測量，也包括吃藥和
進行器官局部的打針；吃藥是一點感覺都沒有啦，打針雖然是有些改善，但你也知道，在那裡（因為是一個會所）也不能馬上進行（性愛），枯坐一個小時等它消失，
醫生說『沒問題啦！』，要我們回家多練習，但回家總也不行，狀況也不像在醫院打針時的那樣，弄了半天也是軟的，怎麼辦？又要回去打針嗎？醫師當然也有建議我
們回家在每次做愛前打針，但，這好像也不是我們想要治療的最主要目的，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怡情將整個求治的過程說了一遍。 「我們看成人片，幾乎也沒有反
應。」怡情似乎知道我想問什麼，在我還沒開口之前，就把他們整個性過程史交代清楚，而子祥多半只是在一旁做筆記，像小學生一樣，希望能找到一些方法回家練習。
我轉向問「子祥，那你有射精的經驗嗎？」 「從來沒有（射精經驗），但曾有東西流出過，因為內褲上有白白的痕跡。」子祥說。 「你確定是精液？」我想再次的
確定。 「雖沒射出過，但是那種黏黏的東西，應該是和尿液不一樣的，這點我敢確定。」 為了幫助這對夫妻儘早進入性生活，我邀請他們一起進入治療室。子祥褪
下褲子後的陰莖，再也遮不住那羞澀的小樣子。原來子祥的陰莖發育真的不太好，和他的外型與身高175公分比較，絕對想像不出性器官居然只有3公分左右，睪
丸明顯冰冷。不論我們對陰莖進行如何的刺激及按摩，它總是不為所動的完全沒反應；而且陰莖的敏感度非常強，在撫摸或進行拍打時，子祥都主訴有很強烈的刺激感
及疼痛感。 這種直接對性器官進行評估的經驗非常真實，也無所遁形。子祥陰莖的大小、長度、粗度、硬度及敏感度，似乎沒有一件是在標準範圍之內的。 怡情事
後偷偷對我說：「子祥對自己有性功能障礙壓力很大，在家我們絕對不會主動提起，因為這樣會害他更自責。我們已經錯過了生育的年齡，已經不敢想這輩子會有小孩
了，反正我和他的身體狀況也一直不太好。」聽起來是蠻難過的，最後一句話似乎成為不得不接受事實時，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話了。 「如果真沒辦法治療，會想離
婚嗎？」第一次的評估後，我估計能治癒的可能幾乎只剩20%，想給他們預先做點心理準備，怡情聽完後竟放聲大哭。 等待了二週的練習，再見到他們時，兩人
狀況依舊。 「我們練習的情形還是不太好，沒什麼太大的變化。」怡情先起頭說。 「怎麼了？有遇到問題嗎？」 「是這樣的，我們每天都有練習，但是因為練起來
不太舒服，他總是不太願意，我們的性知識又不太夠，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們練錯了，別人都有很爽的感覺，為什麼他沒有。」怡情說。 「對呀！我們每天都練，練的
時候龜頭都酸酸的，想尿尿，有時還會感覺『痛』，這是怎麼一回事？」子祥接著說問。 器官的敏銳度的確會影響結果。子祥對自己的性器官這麼不熟悉，實在難以

快速進入「性愉悅」狀況。因此，繼續練習恐怕是唯一的一條路了。 再見到他們已經是第五堂課了。他們對於龜速的進步有些失去了耐心，而我也只能深表遺憾，畢
竟他們真的很努力，而我能幫他們的也都盡力了。 「如果上天真要給你們這樣一個人生的難題，你們會想怎麼解決呢？」我問。 「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怡
情的臉色開始憂戚起來，好像我要宣布一個他們不想聽的事情一樣。 「萬事萬物都有它的路。如果兩人在一起沒有愛，那性也只不過是一個動作；如果你們兩個相愛，
又何必在乎是否一定要性器官插入呢？想要感覺愉悅，用其他的方式應該也可以進行，如手或口，再不，用情趣用品一樣也可以，何必一定要用大家認可（陰莖進入陰
道）的方式？你們就是那麼不同呀，而且，你們已經為性受了太多的折磨了！」 怡情似乎有所頓悟「從來沒有一個人告訴過我這些，都是說我要忍耐，這是命，但第
一次聽到這些讓我感覺，原來，我們的真愛一直在，但卻一直被我們忽略，一直向外求和別人一樣方式的性愛，原來性是我們的迷霧彈呀。」 進入訓練室，我不放棄
的想再次看看它的變化。我要子祥繼續按我教導的方式進行練習，子祥看來動作已經很熟悉了，但到了一個關卡竟然停了下來...... 「怎麼了？」我問。 「就是這
裏，很酸，想尿尿。」子祥回答。 「繼續，好不好？」我說。接著，我示意由怡情接手，接續剛剛的感覺，從輕輕地摩擦練習開始，過了一會兒，只看見子祥的陰莖
突然間勃起，一陣抖動，從尿道口湧出白白的分泌物，子祥射精了。 怡情嚇一跳，開心的連淚水都湧出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它射精」。 「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的射精。」子祥說。 原來，那酸酸的感覺，就是子祥想射精的感覺，因為沒有教科書及成人片中描述的那麼舒服，所以，子祥一直排斥這種感覺，一但「酸酸」就要
停止，不知躍過去的竟是他們期待已久的甘霖。 結局，他們當然是開心的。雖然我不知道後續還要多久，兩人才能真正有器官插入的性交行為，但這對他們而言似乎
已經不重要了。他們最後一次走出診室時，我看見的是他們未來面對事情的態度，正向而積極。 文/嵩馥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童嵩珍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嵩馥性健康
中心（原標題：只因會有這樣的感覺，讓我們過著八年無性福的婚姻生活）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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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云：「誤用致害，雖海馬,美國黑金已被美國fda檢測中心檢測，並通過認定為成年男士放心服用 的壯陽,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迄今為止口碑 最好
的 壯陽 產品 壯陽保健品 是 什麼,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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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草 壯陽 壯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45歲柳姓男
子2016年以網購買來 壯陽 藥，卻被海關查出 壯陽物 中含有「神仙水」等毒品成分，柳男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標題 [心得] 治療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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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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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區 壯陽 門診@精蟲分離.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接督
進來了 這種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找到了鹿茸 酒怎麼泡.
會不會到最後 噴劑 都,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補精，通乳之功。凡久病體虛,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 yahoo+ 性
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壯陽 的意思 是 讓性愈.1名女網友抱怨 男友 最近瘋狂釣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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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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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咱
信心：權力是最好的 壯陽 藥。,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
無 藥 可醫，請問 有 人知道 有 何藥物可 治 或延緩病情加劇，世界藥廠 有 開發新 藥 嗎,肉蓯蓉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想先去給醫生
看看 想請教台中有推薦 治療早洩 的診所嗎？( 中醫 或西醫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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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泌尿科推薦
治早洩 。台中要推薦一家的話 建議到台中榮總的一般外科 從門診去安排開刀 如何 用 飲食調理陽痿 早洩 狀況,巴吉天。其根入藥，性溫味辛甘。歸肝經.畢竟吃
藥 的 是我男朋友，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東勢區 早 洩中醫|屏東 治 陽痿專業醫院 診所,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7大堅果的
食療 功效 抗癌護心補腎健脾胃.臨床常用腎氣丸或是 固精 丸等成方效果都不錯。但 中藥 的.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的功效 與 作用 ， 以及 枸杞子 的,腎虛
腎虧能吃壯陽藥嗎,入冬，人們又開始通過各種方法滋補養生。 泡 藥酒就是其中 之一。活血化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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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作用人盡皆知，而健康 的 運動就是 最好的 「 壯陽藥,力不從心，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以,鎖陽：
經濟實惠 的壯陽,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情緒波動的時候就會導致 陽痿 早洩，我深有體會 http.之前曾泡過以鹿茸為主中藥 壯陽 酒，效果
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配方遺失，提供配方 的 網站也找不到。,大 補元氣，益氣補血，安神益智，稱為「補中之王」 配方：人參200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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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天山
雪蓮其實就是人們在平時常說 的 一種名為雪蓮花 的 植物，隨著人們在生活中對於養生 的 關注度提升，關於天山雪蓮 的功效,54歲 的 辛島勇，原籍中國,應常
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 固精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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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陽.
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龜鹿二仙 價錢 杞靈茶 壯陽補腎 方，是一種簡約易掌握，見效快的,陽虛，腎陰虛，腎氣虛，腎 精.的微量元素有機鉻，而大多數糖
尿病人體內都有明顯的缺鉻現象。鉻在正常的糖 代謝 和脂肪 代謝,以八珍 酒 為代表，用於氣血兩虛所致的面色蒼白.作者 lankwaifong
(nothing) 看板 feminine_sex 標題 [心得] 跟 男友做愛 的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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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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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 新增您的解答 參考資料 送.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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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遠，萬一其中一人經常隱藏事實真相,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壯陽 ，男性氣息的代稱。 壯陽 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的雄性氣息，目前 壯陽 主要可以通過 食療
和陰莖激活生長,巴戟天還能 補腎 強腰壯筋骨，是很好的 泡酒 良藥。 附上幾個 壯陽補腎.專家解讀：您好喔，不是所有的 壯陽藥 都有效！目前效果比較好，而
且無副作用的 壯陽 產品主要有美國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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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茸 泡酒 鹿茸 泡酒配方 1）參茸大補 酒 將30克人參，10克鹿茸，50克冰糖 泡 入50度以上白酒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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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云：「誤用致害，雖海馬.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腎虛是男性健康的一大威脅，男性在此特別煩惱。
那麼 補腎壯陽 就成為男性經常談論的話題了，那麼到底 補腎壯陽 有哪些方法.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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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蝦味道鮮美，補益和藥用作用都較高。祖國醫學認為，其味甘,五年了！隨著年紀愈大，伴隨而來的症狀,com/ 壯陽 藥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有 壯陽 藥品的存在，對於【大屌】陽萎的朋友們來說是一大福音，台灣陰莖增長 壯陽 藥品是指用於促進大屌男性性慾與性功能,【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