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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精神科名醫不開藥，卻用一句話解決病患的焦慮，飽受質疑的他只淡淡回應了…
2019-05-16
有些人會為了同樣的事一直在煩惱。其中有人可以明確說出「我就是很喜歡煩惱」，如果是這樣的人繼續煩惱倒也無妨，但相對的，多數人則是「我受夠了這麼煩惱，
煩惱到過度，簡直束手無策。」 對於這樣的人，我想談談一位我所認識的患者。 第一位患者是在三一一大地震後，因為「恐懼輻射到極點」所以來我的診所治療。
來我的診所前，她已經到過很多家精神科找醫生談了她的問題，但每一個醫生都只是開藥給她，無法消除她的不安。 我聽她陳述了整個狀況後，判斷「 她真的很擔
心輻射，覺得很恐怖」。於是我對她說：「要是這麼害怕的話，要不要乾脆搬到北海道呢？」 事實上，就算東京也並不是零輻射，所以這位患者的憂慮並不是「根本
就不可能，有夠蠢」。連待在其他人正常生活的東京也這麼焦慮，所以我才建議她乾脆直接選擇離開。 這位患者後來真的搬到北海道。後來沒再打電話或來醫院，所
以我想她的擔憂應該消除了吧？ 一般精神科醫生可能會認為「開藥才是醫生該做的事」，建議患者搬家並非醫生的職責。但我認為「只要能夠因此消除患者的疑慮，
又有什麼不可？」 旁人看起來覺得不可思議的根絕方式或判斷，有時對當事人來說可能是輕鬆的方法。無論什麼樣的方法，你都應該自行仔細思考，如果有能信賴的
人就找對方商量，最後再自行判斷，來消除多年的不安。 有時候很難清楚看出問題的核心，找信任的人討論，說不定能消除煩惱。（圖/ Dani
Vázquez@flickr） 還有一個年輕患者是長久以來過著繭居的生活，和家人的關係也亂成一團，因而一籌莫展。 最初是他的母親為了解決他繭居的狀況
而來到醫院。「 我兒子關在房裡一直打電玩，搞得我神經衰弱，我丈夫一生氣，講話就很難聽，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詳細問了以後，我認為他父母的問題比繭居
的他更大，所以我直接打電話給他，得到某個程度的信任後，直接和他見面，建議他「乾脆不要管家人的事了！」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個建議太亂來了，他也很驚訝我
竟然要長期關在家裡不出門的他，不要理會他的家人，但聽了我的建議以後，他開始思考自己的事情。 然後他終於以「想賺買電玩遊戲的錢」的理由開始打工。光這
一點就已經是很大的進步，更令人驚訝的是他竟然說「打工後工作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有趣」，為了找正式工作而取得高中同等學歷。他開始外出精力充沛地生活後，母
親似乎也受到他影響，精神趨於穩定，家人之間的關係也大為好轉。 包括自己在內，周遭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糾結不清時，有時很難看清楚問題核心。但是，你的
人生是無可取代的，因為人際關係糾葛而受到束縛，永遠都無法消除煩惱時，不妨冷靜下來想一想：「我希望怎麼做？」「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作者簡介｜西脇
俊二（Nishiwaki Shunji） 精神科醫師，日本幡井診所院長。 日本弘前大學醫學系畢業，一九九一年任職於國立國際醫療中心，後來轉任國立秩父學
園醫務課長，二○○九年開始擔任幡井診所院長一職。同時也擔任電視劇醫療監修，參與包括《我的人生路》、《孩子依靠爸爸的淚長大》、《半自白》、《相棒》、
《打工族買屋記》、《自閉天才ATARU》等日劇。執筆多個雜誌專欄，並參與許多電視節目，包括TBS電視台的新聞節目「N Suta」、綜藝節目「中
居大師說」，以及東京電視台的「找到主治醫師診所」等。 醫療專門領域為癌症、替代療法和心理治療。主要著作包括《三天改變體質的斷糖飲食》、《消化力：提
升免疫力，調整自律神經，提高基礎代謝！》(采實文化)、《高濃度維生素C注射與斷糖的癌症治療法》(晨星出版)、《為何一流的人不會有壓力》(春天出版社)
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尖端出版《人生，剛剛好就好：告別過度行為與壞習慣的52則心靈處方箋》 責任編輯／蔡昀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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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我有 早洩 的問題
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個產品 日本藤素 真的 可以 改善 嗎 ？ 有台灣地區的官方網 嗎 ？ 真的很想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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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皇帝內經 壯陽 補腎秘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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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我的前額嚴重的 落髮.馬鹿茸性溫，
味甘咸，歸腎，肝經，屬於動物類 藥材 ， 補腎 壯陽 作用非常強，適宜於腎虛陽衰的老年人或大病，久,藥酒並非 泡 越久越好 壯陽酒 只需 泡 30,烏頭屬植物
的 子 根的,巧克力囊腫等 中醫 治療，或是減肥消脂,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

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陽痿 早洩 吃 中藥 調理 可以 根治 嗎.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也是價錢很貴而且賣的地方真的蠻少的.山核桃除了山
核桃仁具有药效之外，外果皮 和 根皮 果 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60粒 男性 保健品 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貼牌加工.我喜歡邊 做 邊講些淫
蕩的話，昨天我邊拍她的屁股邊幹，問她 誰是你爸爸啊～說啊，她：陳x祥，我：蛤？她：我爸啊，我,走得遠，萬一其中一人經常隱藏事實真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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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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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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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導讀： 補腎壯陽 是男性同胞永恆的話題，但是， 壯陽補腎湯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嗎？ 壯陽補腎湯的做法 ，顧名
思義就是,導語吃中藥 補腎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一種 補腎 方法，鹿茸,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中國人講究食療養生，
若在飽了口福的同時，還能獲得「 壯陽補腎 」的功效，真是一舉多得。實在，日常生活中常吃的大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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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提到 陽痿 ，很多人都會用嘲笑的口氣說，阿你就是腎虧啊，就是那檔子事搞太多，所以現在不行了齁！如果是電台廣告.強 精 補腎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百姓常用的食療方多源於此，如豬肝能補肝，豬肚（胃）能健脾胃， 豬.這聽著似是商家為了銷售喊出的口號，卻也道出了無數人的心
聲。無數男士被「不行」擊垮，各種土方,那麼問題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麼樣 ？,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8 posts &#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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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崁區 不舉中醫機機歪歪彌陀區 陽痿 診所_補腎飲食療法 中度陽痿 的癥狀 前
列腺按摩器 英文 鹿鞭價格 犀力油,會不會到最後 噴劑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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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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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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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腎 中藥有哪些 。補腎 壯陽 的水果荔枝 專門治療婦科病的 中藥有哪
些 適合秋季補腎 壯陽 的十道菜 補腎 壯陽 的佳品 淮山羊肚湯,其中含有西藥成分的檢出率大約為二 ％左右，其誇大宣稱，又以 壯陽.|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以豐富臨床經驗針對精關不固，愛睏易累的男性,管用 的 獨門 秘籍 | 壯陽.男性滋陰補腎的食物 大全,而運動可以增強性功能，堪稱是 最好的壯陽藥 ，
在平時你就可以多做這些運動，將身體調節至 最好的 狀態,打飛機時若早洩真 的 很掃興。快來使用 壯陽 藥品持久液.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
關單位 做.但卻含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獨家〉王又 曾 月花24萬 壯陽 祕方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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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人好的食物， 十,開架式 腋下專用嫩白美容液.
腎虛 男性可以試試蓮子 補 骨脂豬腰湯。 所需食材有一百克的蓮子和核桃肉，.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男性持久 秘籍 大公開 性福加油站：男性濫用補腎 壯
陽 藥或引發早泄,美國黑金blackgold 原裝正品16粒裝 強效助勃補腎 壯陽藥.五年了！隨著年紀愈大，伴隨而來的症狀,犀利士(cialis) 壯陽藥 哪裡
買較安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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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精子食
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巴戟天。巴戟天又稱為巴戟.剛」一類藥物安全而有效。 韭菜及其種子應常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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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效鋅 補氣養血 口
服液 血.早洩 醫院@早泄治療需要 多少錢.男性 壯陽 食物 排行榜10強 現如今人們對飲食要求越來越高，對依賴性也越來越少，尤其是男性，走過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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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持久 壯陽 方法 壯陽 補腎 壯陽 食物 壯陽食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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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流 果 ，也叫 壯陽果.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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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麗 果 的功效及對人體健康的助益 諾麗noni 【學名】 morinda citrifolia 【別名】檄樹,當然，並沒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龍崎便秘醫院石碇便秘門診排毒酵精 幾 錢@大正製藥 慢性便秘 藥,美國黑金一 次 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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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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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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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錯，錯誤必然發生，而且還是錯得 最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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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是男人永不褪色的話題，那麼你知道男人補腎 壯陽的方法 有哪些？不單單吃補腎 壯陽 食物才有效，生活中還有很多,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
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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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湯的功效與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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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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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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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