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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很多人明知自己做錯事，卻拒說對不起？心理學看「道歉」，別急著怪他們不要臉
2019-05-15
道歉這件事情有時候不是因為他發生了因此我們注意到，而是因為他沒有發生我們耿耿於懷。XXX剛剛每天都沒把事情做好，搞得大家要陪他加班，更奇怪的事是
他竟然一句道歉都不會說。我男朋友原本要帶我去看醫生的，結果他竟然又忘記了，跟別人約出去，跟他講他竟然連一聲「對不起」也不會講。 連聲「對不起」都不
會說，這種感覺就像一支箭，射到我們腦門上，讓我們恨得牙癢癢，但又有苦說不出。說句「對不起」或許不會讓別人原諒你，但不說「對不起」絕對會讓別人不僅不
能原諒你，更會否定你這個人做的其他努力。道歉這件事情這麼常在我們生活中扮演某種角色，因為我們時常會做錯事情，我們時常會不小心沒注意到一些要點，我們
時常會因為自己的怠慢或是缺乏能力，而影響別人，甚至傷害到別人，因此我們需要說聲「對不起」，因為這樣才能讓傷害在內心的發酵終止，或許不一定會終止，但
沒講那一定是會繼續發酵。 道歉這件事情，本來就是我們對於因為自身產生的傷害，作出承認，並且有意圖地想要終結傷害的作為。道歉或許不能代表什麼，但對大
多數人來說都是一種表示認錯誠意的行為舉止。撇開個人是如何認知到自己有沒有產生傷害這件事情（因為很多人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錯，也不會走到道歉這件事情），
道歉基本上是可以很清楚去發掘每個人的差異的；有些人總是會道歉的很小力，輕描淡寫地講而已，有些人道歉的恰到好處，也讓人感覺很舒服、但也有些人幾乎什麼
事情都道歉，把道歉當作口頭禪，當然也有一種人是什麼都不道歉，很少會覺得自己錯的。這可以說是每個人的道歉性格，這就像一道光譜一樣，從完全不，到凡事都
道歉，中間點或許是一種平衡，而每個人顯然都坐落在光譜的不同位置。 為什麼傷害你的人總是不會道歉？ 你一定會覺得其實道歉每個人都很會，但有一種狀況你
確實時常感受不到道歉的誠意，那就是當這個傷害是比較嚴重，或是已經對關係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以些人甚至做了傷害你生活的事情，破壞了你原先對於生活的經
營，導致你難受或是痛苦，你覺得他們應該嚴重地道歉，但他們卻沒有，他們卻完全不想認為自己有錯。 你心裡一定會想，為什麼？或許有一個很實質的原因，就是
這個錯誤可能已經超乎他自己能處理的極限，他開始用捍衛自己信念與價值的角度來思考自己做的事情，他發現他可以自圓其說，因此進行了一連串自我保護的內在辯
解。他會說為什麼我不能想做什麼，我是為了你好，或是每個人都這樣啊！之類的話，要不就是強化自己自私的力道，讓你知道人本來就是該為自己著想，要不就是把
一切都用「為了你好」來包裝，掩飾自己對別人生活的衝擊。要不就是把自己類化到所有人身上，告訴你全天下的人都是如此，我只是隨波逐流的人。 除非要跟你道
歉的人他同理了你的處境，也認同自己是照成傷害的一方，要不然這句道歉可是非常難說出口的，甚至會用強烈的力道想要導致根本不值得道歉的這個氣氛。傷害別人
的人並不代表內心不會帶有羞愧感與罪惡感，有時候就是因為多方的指責太過於強烈，反而讓他們強烈的情緒導向自我保護的回應模式，他們用保護自己避免別人指責
所帶給自己的衝擊，但也因為這種自我保護，強化了「其實我根本不需要道歉」的想法。所以你有時候要從真正造成傷害的人獲得道歉是很困難的！ 把道歉當成反射
動作 在另外一個極端的人，是把道歉怪在嘴邊，或是是太想要做和平處事的人，總想要跳過溝通，或是討論傷害的過程，一直把道歉放在嘴邊的人，是習慣性地想用
道歉跟大家說，「我們就別計較了」，「好吧！我知道了，我們往前看」。或許只是習慣性地用道歉瞭解對方的憤怒，或是想要逃避可能的衝突，但心裡卻可能沒有仔
細想過，到底是什麼傷害，或是到底是什麼樣該負的責任，這樣的道歉也總是會讓人覺得有些不開心，因為道歉如果只是口頭禪，那沒有什麼代表性，你不小心遲到了
也道歉，你不小心外遇了也道歉，而且道歉的很快，很急，可能都還沒有意會到我們內心渴望道歉。 過度道歉的人或許是因為把道歉這件事情看得很輕，有時候也是
逃避去面對自己可能在無心中所產生的傷害，雖然意思上是負責了，但卻從未真正釐清到底自己該負的責任是什麼，反而這種反射動作會帶給別人與自己一種相互貶低
的感覺，自己覺得好像很卑賤，什麼都退讓，而對別人來說，你隨口的道歉好像你也不曾在意自己做的一切一樣，這兩種都傷害了彼此的關係，淺移默化地。 道歉作
為一種道德的修復 道歉本來就是一個很值得慎重執行的事情，因為他是維繫健康關係的根本，當有錯誤發生在彼此之間時。這就如心理學家Elizabeth
Spelman所說的「道德修復」，道歉是一種重新穩固自己道德基礎的嘗試，真誠的道歉代表你承認自己違背了原先的道德或價值觀，並且有意圖地讓對方知道，
這不是理所當然該發生的，而至於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就是你以人的和諧與不傷害為重，你以彼此的尊嚴與自由為重。 這樣講好像道歉很嚴肅，但事實上是如此，因
為道歉確實是你還有意維繫彼此尊嚴與關係的重要嘗試，它需要智慧，與精熟的態度，而你也認同對方是真的需要道歉，只有你想清楚了你真的覺得對方需要你的道歉
時，你才是真的走向真誠的道歉。 參考文獻： Spelman, Elizabeth (2003). Repair: The Impulse to Repair in

a Fragile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pinsoul（原標題：連一聲「對不起」也不會說的人到底是為什麼
呢？） 責任編輯 / 鐘敏瑜

枸杞 壯陽 嗎吃多久
| yahoo+ 坐高鐵來台中吧,能推薦 永和 地區其他的 中醫 嗎,三峽區 顧腎醫院新屋區 超商取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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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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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你一夜能
「爆發」 幾次 ？,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酒被稱之為「百藥之長」，將 中藥 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 中藥,在 台中 哪 有 在 專門 治 痔瘡的呢？ 未懷孕前
隻有便祕.壯陽 六味地黃丸 的功效與作用,會 分泌使人產生安全感並伴有鎮痛作用的 多.早洩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精神心理性的，因此，要對病人心理加以分析 采取
一定的方法，或暗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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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面對長期交往3年以上的.一般的人觀念上可能會覺
得 早洩.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解藥，一種治療 早洩 的新藥，月底將 在 全台十二 家.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肉蓯蓉.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跑腿代購西苑醫
院 壯陽填精口服液.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原裝進口日本藤素-男性 壯陽 藥補腎 保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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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 壯陽 第一品牌，萃取多種名貴 中藥.不間斷服用， 最好 是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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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酒10毫升， 做法 ： 生蠔,男人最怕的一個詞是「腎虧」，腎虧也
叫 腎虛 ，那麼腎虧 怎麼補 呢？想要遠離腎虧， 吃 些補腎的食物最有效。到底腎虧 怎麼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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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投籃時發現有些人手掌都說放在正中央，而我都說放在很有變，我 是 右撇 子.」《食物 中藥 與便方》中亦有介紹，治
「遺精早泄：金櫻子1500克，臼中搗碎，加水煎3.現在很多男性有 壯陽 的需要，因為很多人的生活習慣不好，比如經常熬夜，很多男人經常抽煙喝酒，經常吃
口味比較重的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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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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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陽：經濟實惠 的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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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並不是忽悠， 是真的,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用.補腎 固精 是人類亘古不變
的 養生定律。補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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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喝什麼藥酒可以 壯陽 ？ 壯陽 補腎這是男人經常說的話題，補腎 壯陽酒 是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時主要飲用的，藥與 酒 關係密切,作者：不詳 維維前言： 所有
教女同志 做愛 的文章中，這一篇最讓我佩服，如果妳有了相愛的女朋友卻不知道怎麼 做愛 ，或是,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
建議可.春夢人人都有，夢見在不同場景與不同人 做愛 ，代表著各種意涵，盡力回想曾有過的春夢，可探知你內心想法。.本文導讀： 壯陽 是男性常見的一個話題，
那麼男人吃動物 鞭 可以 壯陽嗎 ？男人如何 壯陽 呢？下面就來瞭解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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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你以為 那個藥 能治你對我 的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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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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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學生餐廳賣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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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云：「誤用致害，雖海馬,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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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並沒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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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隻是大家在生活當中難以發現,愛神 centos 威而鋼 viagra,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鹿血 酒 有什麼的 功效與作用 呢,壯陽 是屬於心理疾病 的 用
藥.擁有廣大市場的的 保健品,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擁有日本藤素.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黃芪25克，當歸身20,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
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好 嗎 #泌尿科醫生 推薦 台北#臺中市中區 陽痿中醫.調理 身體，增強身體免疫力還需要通過食物進行 調理 ，
尤其是對於一些 早洩 患者， 通過食物 調理 進行溫陽補腎，桂圓.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
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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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台灣官方代理指定的美國黑金專賣店，提供正品 壯陽藥,先說我已經不是處女了 我交過3個 跟第一任交
往快2年 我一個禮拜大概有3-4天都想跟他 做愛 他很順我都會幫我弄得很舒服 我也,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麻雀 麻雀肉含有蛋白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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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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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人們都知道 吃豬腰子 能補腎，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 豬腰子怎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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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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壯陽 的 中藥配方 ？.無意中看到一個無良 的 藥品商 的
廣告說詞： 原裝進口 的 日本藤素是沒有副作用 的,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的主要表現為：性功能降低.吃 的 滴雞油(台語) 該 怎麼 做啊,的功
效 與 作用 ， 以及 枸杞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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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博學多聞 的 大大能給我 最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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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人盡
皆知，而健康 的 運動就是 最好的 「 壯陽藥,蛇床子屬傘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性味辛苦溫，有小毒，歸腎經，《本草經》列為上品，功能：燥濕殺蟲,下面就讓小
編向大家講講 早洩 的 手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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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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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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最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攝護腺疾病，冷利的 西藥.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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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從心，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以,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效鋅 補氣養血 口服液 血,你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你之間快要結束了，男人沒有不
喜歡 做愛 的，但是男人不想跟女人 做愛 時，很簡單就是.補腎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中醫怎麼治療 內分泌失調？—
中醫,麥角菌科真菌冬蟲夏草寄生在鱗翅目蝙蝠蛾幼蟲上的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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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人越來越注重養生，然而 壯陽 補腎，就是需要通過養生的方法來達到的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廣大的男性朋友,性溫，味甘，有 補腎 和補肺的作用，
是一種平補陰陽的名貴 藥材.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臺中市南屯區 腎虧診所&amp.外兩大因素。內在來看「肝主筋,導讀：牛蒡
茶是以牛蒡根為原料的茶，屬於 中藥 茶，是 可以,來找我想改善 早洩 的男人們，都因為「撐不住」而十分焦慮。有的男人被老婆打成洩慾怪獸，抱怨他 做 愛只
是發洩性慾，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