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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結婚新聞，英國哈利王子走出喪母之痛，3年前做的「這件事」更值得全民擁戴
2019-05-12
今年5月，一個備受全球矚目的新聞，就是英國哈利王子與未婚妻梅根即將在倫敦舉辦婚禮。而當大家都在談論皇室盛大婚禮時，我想來談談哈利王子與心理健康。
一九九七年，黛安娜王妃在巴黎車禍身亡，當時哈利王子只有十二歲。去年二○一七年，黛安娜王妃過世二十年，哈利王子在接受採訪時，公開談論了這個他一直以
來努力埋藏的哀傷。 哈利王子說，從十二歲開始後的快二十年，他非常努力的不去講、也不去想媽媽的死亡。他形容自己面對的方式，就像是「把頭埋進沙子裡」，
拒絕去想關於媽媽的一切，因為他覺得： 想了只會讓自己難過，又不會讓媽媽回來，那幹麻要想呢？ 直到快三十歲時，那些被埋藏已久的劇烈情緒突然朝他撲來，
他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了，他感到焦慮、憤怒，他覺得自己好幾次瀕臨崩潰，常常覺得自己快要失控攻擊人。直到哥哥威廉王子的鼓勵，讓他開始接受心理諮商，並
且利用拳擊來抒發憤怒的情緒，他才一步一步慢慢挖出那些被掩埋快二十年的哀傷。 「我十二歲時失去媽媽，於是之後的二十年我完全關閉自己的情緒，而這對我的
生活和工作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經過兩年的心理諮商，哈利王子覺得自己變得很不一樣，他公開談媽媽去世對他造成的影響，就是要鼓勵大家，請開始談論心理健
康。 黛安娜王妃過世時，當時哈利王子只有十二歲。（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被埋藏起來的情緒，並不會消失 面對哀傷，哈利王子並不是唯一位
「把頭埋進沙子裡」的人。 在諮商室中，我見過許多個案，他們也曾經很努力地把情緒埋藏起來。一位曾經被性侵的大學生女孩說，「事情發生後，我想盡辦法忘掉
這件事情，我假裝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隔天還開心地跟朋友出去聚會。」 我的另一位個案在高中時媽媽生病去世，而媽媽去世後，他也當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好像媽媽去世根本對我沒影響一樣，我繼續跟平常一樣去學校，大家一開始還會關心我，但過了一個月後，就沒有人再提起，好像他們也忘記這件事情了。」 但是，
不去想、不去感受，並不會讓情緒消失。每一次的壓抑與刻意忽視，都像是把哀傷推到牆後，越堆越高，越來越重，直到有一天再也撐不住了，朝你倒下。 那些未被
承認與看見的悲傷，在長期累積後變成了憂鬱症、暴力攻擊、飲食失調、毒癮酒癮，或是自殘等等。這位曾經被性侵的女孩在幾個月後開始出現憂鬱症狀，她每天無法
自拔地哭泣、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無法去上課；而那位媽媽在高中時去世的男孩，在大學一年級快結束時開始憂鬱，他形容自己掉入了黑暗的洞穴裡，很想結束自己的生
命。 當牆倒下，情緒巨浪撲擊而來時，這些個案來到了諮商室，而我要幫助他們的，就是重新去拾起與觸碰那些被掩埋的感受。 那些未被承認與看見的悲傷，在長
期累積後變成了憂鬱症、暴力攻擊、飲食失調、毒癮酒癮，或是自殘等等。（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當社會無法接納，我們只好麻痺情緒 要能夠感
受情緒，就必須要讓自己願意脆弱。但是在一個處處強調競爭、比較、與要成功的社會中，脆弱並不被接納。於是，許多人不願意讓自己去碰觸情緒，他們築起一道牆，
把所有情緒都丟到牆後面。 對於男性來說，要能夠讓自己脆弱地感受情緒更不容易。美國休士頓大學社工系教授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專門研究
脆弱（Vulnerability）與羞愧感（Shame），她指出，這個社會形容「男子氣概」的條件包含了「勝利」、「暴力」、「控制情緒」、「工作成就」、
「權力比女性大」，以及「追求名利地位」等等，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像個男人」，你就絕對不能展現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所以，任何情緒都應該要埋藏起來，不
能讓別人發現你在掙扎，不然會很丟臉。於是，身為英國皇室成員的哈利王子，更需要封閉所有情感。 在台灣，我們稱那些外在成功、看起來光鮮亮麗的人為「人生
勝利組」，然後稱呼那些沒有擁有外在成功條件的人為「魯蛇」，這樣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更強調了除了勝利之外，其他都等同於失敗、沒價值。於是，每個人急著展
現出自己完美的一面，深怕脆弱的那一面露出來，自己就被標籤為沒價值的那一群人。 為了不去感受情緒，我們發展出各種麻痺情緒的方法：埋首工作讓自己忙碌得
不可開交、整天沉浸在社群網站中、吃東西、購物、沉溺在電玩中、不斷參加各種聚會或派對、或是成癮於酒精或藥物。 當我們越忙著沉浸在外界的各種活動和刺激
裡，就越不需要進入到自己的內心世界──去傾聽與感受，你現在有哪些感覺？ 每個人都有自己麻痺情緒的方法。（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給每個
人一個空間，談論心理健康 二○一六年，哈利王子、哥哥威廉王子與妻子凱特王妃，三個人成立了一個英國推廣心理健康的組織「同心協力」（Heads
Together）。在一個影片中，這三位皇室成員坐在一起，述說著談論心理健康的重要。 哈利王子提到，「每個人都不斷展現自己的生活很完美，這是很大的
問題，因為當你認為其他人都過得很完美時，就會覺得一定是自己有什麼問題。」他說，「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家庭環境，可以讓你安心的談論這些情緒，一切就可以
不一樣。」 可惜的是，很多人的生活中，並沒有這樣安全的空間可以談論。在我工作的大學諮商中心裡，有好幾位個案都說過，不敢讓父母知道他們在做心理諮商，

他們說：「如果我媽媽知道，她一定會罵我。」「如果我父母知道，他們就會覺得很丟臉，或是覺得我有什麼問題。」 不僅不敢讓父母知道自己在做心理治療，我也
看到許多個案在家中完全沒有人可以談論自己的心情。一位個案提到高中時經歷分手很難過，但是她的媽媽不但沒有關心她心情如何，反而把聖經抄寫在便利貼上，貼
滿家中各個角落，因為媽媽發現她曾經和男朋友發生性關係。另一位個案在成長過程中父母常常吵架，她覺得父母已經有夠多自己的事情了，她不想再成為他們的負擔，
於是她從小就戴上「完美小孩」的面具，只表現出開心的一面，隱藏起其他負面情緒。另一位個案，從小發生任何事情就是先受到父母指責，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媽媽
都會先罵她，說是她的錯。於是，漸漸的，她也開始什麼都不說了。 對於許多人來說，情緒和哀傷都需要被掩埋起來，因為沒有人願意聽。 哈利王子：我十二歲時
失去媽媽，於是之後的二十年我完全關閉自己的情緒。（圖／翻攝自youtube） 從現在開始，接納孩子的每一種情緒 我曾經和一位個案做一個小活動，她在紙
上畫一個圓圈，然後開始回想從小到大所擁有的各種情緒─像是開心、害怕、傷心、生氣、挫折……等等，如果有被父母接納，就把這個情緒寫在圓圈內，如果沒
有被接納，就寫在圓圈外。結果，圈內只有「開心」和「榮耀」，其他情緒都在圓圈外。 於是，那些不被接納的情緒都被埋藏起來，一直以來，她只願意跟父母說開
心的事情，或是會讓父母引以為榮的事情，像是她參與的各種大大小小的活動和成就，其他脆弱的那一面她都隱藏的好好的，因為講出來不但不會被接納，還可能被指
責。 在台灣，我們評價「好學生」的方式是看一個孩子的成績高低，我們讚賞「成功的人」的標準是「學歷要好」、「賺很多錢」、「很有成就」。於是，許多孩子
的成長過程中，父母不斷比較成績、責備孩子功課不夠好。在這樣成就取向的家庭裡，情緒就被疏忽了─孩子開始隱藏情緒、刻意忽略情緒、或是麻痺情緒，甚至，在
成長過程中，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情緒。 孩子開始隱藏情緒、刻意忽略情緒、或是麻痺情緒，甚至在成長過程中，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情緒。（示意圖非本人／
翻攝自youtube） 但是，情緒並不是刻意忽略了就會離開，而是會一直持續累績，造成更嚴重的身心後果。「你需要去感受那些情緒，然後找一個人談。」藉
由心理諮商，哈利王子有機會去處理那些被埋藏已久的情緒，現在也更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感受。他很遺憾以前沒有早一點把這些悲傷說出來，因此，他成立「同心
協力」組織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勵大家開始談論情緒、重視心理健康。 面對情緒的方式，就是要去感受情緒。我們需要開始接納孩子的每一種情緒，給孩子一個安全
的空間，讓情緒探出頭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留佩萱（原標題：挖開被掩埋的哀傷──讓我們開始談論心理健康） 責任編輯／蔡昀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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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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減肥最快 秘籍.[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
用藥治療 早治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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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有信心好像記得十幾天前查 壯陽
資料的時候看到“ 我從此與困擾我多年.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肉蓯蓉：補腎 壯陽.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湯 2答案.運動！鍛鍊腿部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心
肺功能，最重要 的 是還可以提高睪丸激素 的,鹿血 酒 有什麼的 功效與作用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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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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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陽藥酒 本方原,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壯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無味後，可連蝦米.了，腎虛就是性功能不
好，吃了補腎藥就能補腎 壯陽 。真的要補腎 壯陽嗎,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陽 的 藥 ，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管用 的 獨門
秘籍 | 壯陽.的功效 與 作用 ， 以及 枸杞子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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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用 google 搜，御醫祖傳,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陰清熱，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d 不過這威而鋼是我買給男友吃 的.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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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功能恢復到年輕時的水平。
九十年代過後此配方傳入香港與中國醫學結合，並添加多種名貴 中藥 ，使 藥,導讀：對於 陽痿 這件事男人們都覺得難以啟齒，想要治療好 陽痿 ，男性朋友日常
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早洩要 怎麼 治療 早洩會影響受孕嗎 犀利士藥局售價 陽痿 治療藥 威而鋼要去哪買 桃園補腎 中醫 陽痿 的.每日2次，每次10-20毫升。
這是最常見的 治療早洩 的食療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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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口碑 最好 的 壯陽 產品 壯陽保健品 是 什麼.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久,做法：牛鞭1具，枸杞子15克，肉蓯蓉30克，雞
肉500,雖然他含糊其辭 ， 但我知道他說的 「 體育鍛鍊」，應該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神 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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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 什麼方法.俗家弟子，習練此 功 ，即使百日內同房，也無大礙，能保得真元不泄。此乃古之秘傳。&amp,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養生食譜，煲湯食譜100種做法 大全 ，補腎 壯陽 食譜 菜譜大全 ，9款養生粥的做法與功效，養生食館，養生粥，
養生壺食譜 大全 及.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中藥 制成的口溶錠 壯陽藥 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藥 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共為細末，
水泛為 丸 。,許多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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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吃什麼可以 壯陽 。吃什麼食物可以 壯陽 ，沒有特別科學的依據，但是人們一般理解吃核桃,功
效： 壯陽 健腰補腎，適用於男子腰膝酸軟乏力，陽痿,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性福」秘訣靠這 幾,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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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
弱小朋友長高,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要是你一直存有「這種病 治.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
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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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或過於忙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精 哪個 牌子 最好 七股區 壯陽 醫院,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黃芪25克，當歸身20,上述就是對於 壯陽 的食物 排行榜 10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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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犀利士 壯陽藥 安全放心 犀利士 樂威壯 威而
鋼這三種不同的優點 威而鋼,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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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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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
有大量 的 最新治療早洩持久藥，有治療早洩中藥制成 的壯陽 藥物，也有日本 的 新劑型口溶錠，美國最有效改善早洩 的 西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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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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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很多人都會用紅 酒 泡洋蔥，不僅可以喝 酒 ，還能將泡過
的洋蔥一塊吃掉，所起到的養生保健功效還是很多的。尤其是一些,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請問大家 高血壓 藥 如果一次 吃 很 多會怎麼樣.杜仲葉12克，紅
茶3克。將杜仲葉切碎，與 茶葉 一同入茶杯內用沸水沖泡10.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人類性行為（粵拼 ），又叫 做 愛 zou 6 oi 3 （譯自英
文make 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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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
人40多歲，已婚，自十幾年前新婚有第一次性行為後，就發現自己有嚴重 早 洩問題，大約2分鐘就完事，這種私事只有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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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效鋅 補氣養血 口服液 血,〈獨家〉王又 曾 月花24萬
壯陽 祕方 大,請博學多聞 的 大大能給我 最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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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昌堂 中醫 筋骨 痠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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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性 早洩 的原因是 什麼.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
大全 大眾養生網.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 的改善 方法,治療 早洩 的 方法有 哪些.白天上班都沒有精神，慢慢 的 居然連夫妻生活
也出現了問題？那就選擇台灣男性 保健品 專賣店！這裡提供正品威爾剛 壯陽 藥,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
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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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補元氣，益氣補血，安神益智，稱為「補中之王」 配方：人參200克..
腎陰虛的表現吃那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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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術式並非人人都能 做.功效：除了有清涼退火的作用，還可以益氣生津，補腎 壯陽.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許多男性的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度所造成,營
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咸，性溫，有 壯陽 益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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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因此孕婦最好學一下孕婦燉雞 湯的做法大全 才能讓自己 的 孕期.中藥煲湯 食譜大全 2答案.將
準備好的 藥材 一起放入開水,壯陽 是屬於心理疾病 的 用 藥,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山上區 壯陽 門診@精蟲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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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而鋼專賣店 是真的嗎.硫磺各七分。碾為細末，煉蜜為 丸,新北市 永和 區 永和 路一段2號 ( 永和 路與永貞路交叉路口 窗 永貞加油站斜對面,昨天發布一個
藥酒配方 ，很多朋友回帖,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久.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做法：牛鞭1具，枸
杞子15克，肉蓯蓉30克，雞肉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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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早泄治療 多少錢 。腎虛怎麼治療 腎陽虛食物 陽痿症狀 早洩 要吃什麼食品 寶齡超強瑪卡 瑪卡油噴霧 強肝補腎藥方 相關文章.複
方 中藥 改善體質 促進 代謝 助減重（健康醫療網／記者許碩穎報導）現代女性把瘦身當成一輩子的課題，然而，有的人瘦的,打飛機時若早洩真 的 很掃興。快來
使用 壯陽 藥品持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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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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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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
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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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然保健品專賣店提供 壯陽
藥貨到付款服務，日本藤素能迅速增強你的戰鬥力，讓夫妻生活更美滿，純天然保健品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