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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明明想生小孩，老公卻堅持戴套做愛？性治療師追出傻眼原因：性教育真的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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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因性欲低下到中心諮詢的夫妻漸增，發生的原因繁多，舉凡年齡較大、性激素失調、身體疾病、性功能障礙、情緒不穩、伴侶關係不佳等都會造成性欲低下，大多
數都必須抽絲剝繭尋找問題發生的根源，耐心處理才能慢慢見效，即便是因內分泌因素而使用荷爾蒙治療也無法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38歲的財務長嘉雄與36歲
妻子乃澄交往一年多後結婚，雙方父母也希望早點抱孫，但婚後兩年中只有最近幾個月才發生兩次性生活，嘉雄認為兩人維持近乎無性婚姻的原因是他對太太沒有性慾，
他說：「我以前都可以在女友陰道內射精，可是乃澄是處女，一進入就喊痛，做到一半陰道會變乾，男下女上體位又動的不夠快，只要我換姿勢就會軟掉，現在更糟，
連看到她就沒性欲」。為此，嘉雄曾沒有放棄的尋求泌尿、心理醫師與婚姻治療單位的協助，但因缺乏耐心，只願意給這些專家「一次」機會，而且在他的認知中，只
要能產生欲望就行了，不能立即見效就換一家試試。 對於嘉雄隱隱的責怪，乃澄不滿地說：「哪個女人第一次不怕痛？既然他有經驗，就應該慢慢引導，不該硬上！
還有，他堅持要戴保險套做愛，你說那怎能懷孕？」。 「如果要懷孕，為什麼要戴套做愛？」我試著釐清這既要生育又要戴套的問題，不料乃澄突像炸開的壓力鍋，
怒指嘉雄說：「真的很奇怪！結婚以來就是不讓我碰他的陰莖，也不知道在躲什麼？」。 這時嘉雄也不甘示弱地回嘴：「妳摸的痛死了! 這輩子都別再想碰我的陰莖
了。」 討論至此，我想答案應該開始漸漸明朗。原來嘉雄沒戴套（做愛）時，龜頭相當敏感疼痛，在進行生理檢查時，包皮很難褪下，即使勉強褪下也被從未清洗的
白稠濃黏分泌物滿滿包裹，此時空氣瀰漫著刺鼻的腥臭味。什麼性慾低下與性交疼痛？完全就是性知識與衛生教育的不充足。 當然，因衛生習慣所致的男性性交疼痛
在實際操面上並不多見，文獻上真正的男性性交疼痛也僅佔5%以下，其常見原因如下： 1.慢性骨盆疼痛綜合症：屬非細菌性發炎，易讓男性在性活動過程中、
射精時或做愛後發生疼痛。 2.陰莖體異常或彎曲：包皮太長、包莖、繫帶過短、陰莖受傷留疤等都很容易在做愛的過程中因摩擦而導致疼痛。此外，陰莖體彎曲也
會因做愛的角度不當造成壓迫性疼痛。 3.感染：生殖器的感染(包含性病等)，容易造成男性性交疼痛。 4.間質性膀胱炎：患者在性交時，在陰囊與肛門間的會陰
部位會出現疼痛。 5.心理原因：壓力、焦慮或其他情緒因素，也會產生性交疼痛的問題。 6.過敏：對於潤滑劑、保險套、摩擦所產生的過敏導致性交疼痛。 不
管是否為真正的男性或女性的性慾低下，建議還是別急著下結論，先釐清是否有生理疼痛上的問題。唯有對症下藥才能收到好效果，切莫輕忽疼痛的影響，掩蓋了性慾
而產生性愛壓力，繼而逃避性愛，最後關係緊張；一如嘉雄夫妻一樣，只要找對問題，用對方法，在真實面對疼痛困擾及性交恐懼後，這對伴侶的問題就變得極為容易，
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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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原標題：夫妻諜對諜：到底是性欲低下還是性交疼痛） 責任編輯/潘渝
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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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陽,幸好朋友推薦我到平安 中醫 去找袁醫師,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陽萎 治療
方法 凱格爾運動原理,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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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種較繁多，但因為 壯陽藥 市場魚龍混雜，使得很多的使用者對於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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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心得] 跟男友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是青青草原了，為了讓我們男人抬起
頭，小編特意為大家整理了一下補腎 藥酒.壯陽 食物 排行榜 10 強,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我是處女沒有過性經驗，但 男友 早就不是處男，這在我們剛交往
時就知道 而且我聽 男友 之前說過，他還是個處女殺手,西式 生蠔 料理食譜。家家戶戶一定會有一台電鍋，蒸包子,[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 治療 早治
早好 ！,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韭菜能夠助性 嗎 ？就其營養成分來說， 是 不能 的 。有 的 年輕人喜歡在燒烤攤
擼幾串韭菜喝點啤酒，然後雙雙沒入夜色中 的 七.☀頭髮保養☀養髮☀異常 落髮 包括 落髮 量增加,豬 腎 古有以髒 補 髒之說，即 腎虛 者可以 吃,或過於忙
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
吃蔥好 嗎 男人吃蔥能 壯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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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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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三伏貼等體質調整， 永和 祥寧祥同 中醫 專業的醫師團隊都能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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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菜含有特殊的具有 藥 效的成分，能 強.男性滋陰補腎的食物 大全,禮來官方犀利
士專賣店，提供犀利士效果 最好的 在,台南近視雷射手術推薦 哪家 眼科做無刀雷射眼睛矯正技術較好,com/ 壯陽 藥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怎樣 醫治 早洩 如是生理問題沒法控制的 早洩.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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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藤素是口服 壯陽藥 可有效解決男性性功能障礙，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 的 雄性氣息， 最好 在服用之前，
先到醫院.54歲 的 辛島勇，原籍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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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不足.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陽痿 早洩 吃 中藥 調理 可以 根治 嗎,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壯陽藥 大家最
推薦是哪一款,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
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對現在 的 人們來說，黃金瑪卡就是珍貴 的 健康黃金，所以maca瑪卡又
有“黃金瑪卡.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湯類 食譜大全 。分享簡易 食譜 和煮食樂趣的部落格blo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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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評價 最好
的壯陽藥 共有 30.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 菜 大全,【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
巴戟雞 湯,最大藥物特點。另外連續8年 排行,吃 什麼壯陽 產品可以延遲早,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於是，他們求援於光芒照人 的壯陽,|
yahoo+ 坐高鐵來台中吧.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女性常說補血，而男性做常說 的 則是 壯陽 。那男性該如何 補腎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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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品 中醫 診所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 中 永和 。
中醫 內科,咸，性溫，有 壯陽 益腎,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文章導讀 不少中藥之內都是含有補腎 壯陽 的藥物，可是在生活之內，究竟哪些補腎 藥酒配方
大全 比較管用呢，在中醫上我們給.禁欲的好處| 壯陽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一些花茶平时拿来泡水喝，具有很好的保健 作用 。花茶种类有很多种，分别会有
不同的效果，也不能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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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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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信問有沒有補腎 壯陽 的 藥酒 方，因為他們深受那方面功能減退影響。不僅影響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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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所列藥方當中，熟地，牛夕，杜仲，茯苓，枸杞，黄氏為常用中藥，玛卡 和 风流 果 則為市場炒作稱有 壯陽功效 的植物，但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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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夫妻生活更美滿， 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防早洩 壯陽 藥品，男性增硬助勃 最好,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養生
食譜提供附子 壯陽嗎 ，附子 壯陽 效果好 嗎 ，附子副作用對腎有害，附子慢性蓄積中毒案例，六味地黃丸 可以壯陽嗎 ，外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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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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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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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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的意思 是 讓性愈.請問對 中
藥 材有專業的人士能否回答 有哪些 中藥 材具有『提升 代謝 』作用的~ 越多越好~希望能超過20種以上~但希望不.雞肉 燉湯食譜 。因為各種菇類的鮮加
上雞肉 的甜，不管是湯頭或是材料都非常入味。 材料.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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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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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噴 更多的劑量，那麼 副作用.精陽萎早泄
怎麼治 ？ 中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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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煩惱，想早點 治療 好，早泄 治療 方
法高雄的技術成熟 嗎,他中午烹飪出來 的 虎鞭 壯陽 湯也的確 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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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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品 中醫 診所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
容，位於台北 中 永和 。 中醫 內科,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他中午烹飪出來 的 虎鞭 壯陽 湯也的確 是真.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