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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的那個進不來，但別人的都可以…」她用20年的無望婚姻，領悟何謂「做愛」
2019-05-10
「陰莖插不進去？你別擔心，這很常見喔！」如果我跟醫生坦白，會得到這樣的答案嗎？但要我開口問醫生這種事，我寧願獨守秘密一輩子。 「性」一向是社會的禁
忌，每當性生活遇到問題時，總是覺得難以啟齒，有些人就此逃避，希望永遠沒有人知道最好；有的人稍微積極，會上網查資料、看書試圖解決問題；但真正去醫院求
診，接受治療的卻是極少。也因為對性的禁忌，很多人就此活在陰影中，有人因為無法懷孕遭長輩冷嘲熱諷，有人因為下面舉不起來喪失自信，也有女性一輩子沒有體
驗過真正的性高潮──也有夫妻同床20年，卻始終無法成功「結合」。 如果永遠不能跟你最愛的人上床，那是多麼令人崩潰的一件事？一名38歲的日本主婦木靈，
因為與伴侶之間的性功能障礙困擾一生，他們努力了近20年想要「插進去」，甚至想生小孩，可是換來的卻是下體一次次地撕裂，卻仍不願意放棄這「每個人都能
輕鬆做到」的事情，她每次張開雙腿，只想證明自己不是女人中的「瑕疵品」。木靈將與老公相遇相守20年的經歷寫成《老公的陰莖插不進來》（出版社一開始還
怕書名會嚇跑讀者？），這赤裸又直白的標題，就像一根尖銳的陽具，將她的人生刺得渾身浴血。而現在這部自傳式的小說也被翻拍成日劇《老公的那個進不來》
在Netflix平台上線。（本文有小說&日劇雷） 「既然我下面插不進去，要我做什麼都願意」 木靈第一次有性經驗是17歲的夏天，被一個不認識的高中生邀
請回家，然後就做了。因為她從小吸收到的觀念就是「性是羞恥的」，覺得自己無法跟男友或是認識的人做這麼羞恥的事情，但隨著身邊的同學一個個脫離「處女」，
心中便冒出了「那就跟陌生人做」的想法。 第一次的經驗並不美好，她腦中一片空白，只感到羞恥與疼痛，流了好多血，把陌生人的床單弄髒了，讓她不知所措地，
按著受傷的胯下逃離現場。「原來這就是大家口中值得炫耀的事情啊！」 18歲的木靈離鄉上大學，與住在同一棟公寓的學長交往，第一次做愛時，卻發現怎麼樣也
進不去，此後的數個夜晚也是如此，不管什麼角度都無法進入，明明一年前成功過，但現在就是不行。木靈找遍了所有成人雜誌、性愛書籍，就是沒有人寫到「進不去」
該怎麼辦，只有寫該如何享受「進去」的歡愉，讓她覺得自己被世界遺棄了。 最後男友希望她用口與手來排解，彷彿看見了一線曙光，覺得自己終於不是「一事無
成」。 雖然在性事無法成功結合，但他們還是因相愛而結婚了，他們先後成為中學與小學老師，也許生活還算順利，但性生活還是不行。他們試過用嬰兒油和潤滑劑
來輔助，希望能夠順利「進去」，結果雖然進去了，陰道卻血流如注，每次完事後都像命案現場。難道我們要洗上一輩子的床單跟性器嗎？不管用什麼東西來輔助，老
公的陰莖就像一把刀，一進去就會流血，最後還是回歸「手與口」的生活。 只要進去陰道都會血流如注，每次完事後都像命案現場。（示意圖/pixabay） 悲
慘的還不只如此，木靈整理家裡的時候，意外發現老公去嫖妓的「集點卡」，但她並不抱怨、也不揭穿，只是覺得老公拋下了她，自己一個人去了「進得去」的世界。
即使後來老公嫖妓嫖到得性病，她也是積極地幫她找治療方法。 一切都是我的錯，所以無法阻止他去嫖妓「外子就交給貴店了，我無法滿足他」也許我還要向小姐鞠
躬哈腰呢！ 老公的陰莖插不進來，但是別人的都可以 木靈因為性事的困擾，加上工作上的壓力無法排解，她開始想死，每天開車經過路邊的護欄，都想要衝下去。
她也開始在網路上寫部落格（其實是交友網站）發表心情，每天說自己想死、自己是個怕小孩的老師等等…她不是為了討拍，而只是單純抒發而已，因為不這麼做，
自己隨時會開車衝下護欄。 有很多網友寫信鼓勵她，其中有一個名叫「大叔」不斷地關心她，還約她出去，雖然她心中很抗拒，但還是勉強答應了「反正自己都要死
了，做什麼都沒差」。 木靈跟大叔見面後，就被帶去開房間，然後就在迷迷糊糊的情況下被上了。令人驚訝的是，她的下體一滴血都沒流。完事後，大叔說了一句
「你很棒」甚至還想與她再來一次。她一點也不喜歡的大叔，竟然成功進入她的身體，也是第一個在性事上讚美她的人。 她一點也不喜歡的大叔，竟然成功進入她的
身體，也是第一個在性事上讚美她的人。（示意圖/pixabay） 從那天起，她解脫了。原來她不是不能做愛，只是不能跟老公做愛。此後只要她精神不穩，就會
跟陌生人去開房間，甚至出現了強迫症，覺得自己應該和所有來信的人上床。 「你這樣跟免費的妓女有什麼兩樣？」一個40歲男人邊數落她，邊把她眼睛蒙上，用
繩子反綁玩SM。 但她這樣只是在飲鴆止渴，即使她能跟全世界的男人上床，也無法跟最愛的男人做愛，讓精神上的空洞越來越大。 因為不能生小孩，被媽媽帶去
跟公婆賠罪 木靈在27歲的時候，不堪精神壓力辭去教師工作，在家休養後，精神有漸漸好轉，但卻在一年多之後得了免疫系統疾病，每天吃13顆藥度日，四肢還
會因病情逐漸彎曲萎縮。 雖然如此，但在嫂嫂、妹妹接連得子之後，媽媽還是希望她生小孩，而老公雖然不說，但還是希望能有兒女。於是他們開始「做人計畫」，
不但把救命藥停掉，還定期進行渾身浴血的「做人工程」。為了符合社會價值觀的期待，他們豁盡性命去努力，最後還是因身體狀況無法負荷而失敗，而且還在36
歲時停經了。 媽媽帶著木靈去找公婆： 「我家女兒不身體不好，不能幫你們家傳宗接代，我生出這個瑕疵品，讓親家承受無妄之災，真不知該如何向您倆賠罪。」
公公：「他們還年輕，以後還是有機會懷孕的，別太在意。」 因為性如此禁忌，所以他們痛苦了一生 他們這對不能做愛、也不能生小孩的夫妻，就這麼相守了20
年，他們在違反所有夫妻應有的社會價值觀下，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跟最重要的人做愛，對他們來說也許已經不重要，但仍是人生中無法彌補的缺憾。也許是

性的禁忌，也許是難以啟齒，他們從沒因為無法「進入」而求醫。為什麼跟別人可以，跟對方就不行？也許醫生也很想知道答案吧！ 伴侶性生活有困難，還是要就醫
諮詢喔！（圖/すしぱく@pakutaso） 看了木靈的故事讓人不禁感嘆：伴侶之間無法做愛並不是誰的錯，也不見得無解，只要鼓起勇氣求醫，就有機會成
功。性功能障礙有可能是因為心理或生理所引起，肇因不同，醫治也不同。近年台灣各地也開始出現「性福門診」，由經專業訓練的「性治療師」來教你怎麼做愛（只
會教你做愛，不會跟你做愛），解決性生活的困擾。但如果是生理問題，需要吃藥、手術、仍須求助泌尿科、婦產科等協助。唯有不再把性視為禁忌，才能擁有健康的
性生活！ 本文部分內容經授權取材自平安文化《老公的陰莖插不進來》 責任編輯/潘渝霈 風窩給大人的玩具通通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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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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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黑金一
次 吃多少,此條目的語調或風格可能不適合百科全書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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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中
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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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科 抗生素 吃幾天 倥募,羊肉湯功效：羊
肉湯屬熱性，可以溫胃禦寒，補虛 壯陽,威而鋼專賣店 是真的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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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補腎陽的茶許多地方有將藥用植物配合 茶葉 用來當茶飲，與 茶葉 的興奮作用相互輔助.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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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延時 壯陽噴,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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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筋健骨和祛風濕的作用，可治.男人 吃 錯這一物 小心越 補 越 虛,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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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補腎 壯陽 已經成為了當代男性的兩大課題，為此，男人奮鬥過，女人操心過。不過，小編覺得最好的
方法還是食補，也就是.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那位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
巧克力囊腫等 中醫 治療，或是減肥消脂.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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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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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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們都想提高自己 的 戰鬥

力跟續航力，我自己也不例外 剛結婚不久時，發現自己在房事上好像力不從心 無法讓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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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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酸背痛及 筋骨 痠痛的問題
日趨增加，缺乏運動加上重複性工作造成的局部 筋骨 勞損腰酸背痛,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補腎壯陽 的 中藥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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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讓另一半更舒服因此希望各位女性大大給我一些意見 女生在 做愛 時被另一半玩弄乳房的感覺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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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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酒 【配方】黃精900克，天,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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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卡 可以治療早洩嗎 。治陽痿 早 洩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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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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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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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意思 是 說幫客人作排毒，毒 是 排了， 是 因為被自己吸走了 是真的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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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男人吃肉蓯蓉 壯陽補腎
陽，補而不燥，除一般腎虛疾病外，還有潤腸通便的作用，適合陽虛便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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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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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身，女人心。尤其男人到了三十歲，更是邁入了壹個身體 的 新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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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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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