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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沒有人喜歡我？心理師：因為...你只想傷害自己
2019-05-12
小霏從換了新工作之後，時常覺得壓力很大。原本她就是個自我要求很高的人，而新工作環境與舊工作環境相比，同事與主管間較少非工作上的互動，大多是工作上的
對談，同事間競爭也較為激烈。有次在會議時，小霏因不熟悉新的業務而在工作上出了錯，主管在會議中提出此錯誤並訓了小霏一頓。小霏一方面對於主管直接在眾人
面前責備她，覺得很不舒服，另方面也覺得羞愧；此外，對於同事怎麼看她，小霏也很在意，「同事會不會覺得我是個沒有能力、做事很隨便、沒有責任感的人呢？」
小霏擔心著。從此在工作上，小霏更加要求自己，但卻也越來越害怕跟其他人互動，擔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卻也因而在工作環境中越來越孤立，因為孤立，也更覺得
別人一定會覺得自己不好、不喜歡自己.... 你也和小霏一樣，常會有這種「自我懲罰的情緒」嗎？ 我們或許很害怕情緒，覺得「情緒」是種會影響心情、甚至影響
工作效率與生活品質的東西，所以在每天像是打仗的生活中，我們學會戴上盔甲，讓自己對很多事情不在乎、壓抑自己的情緒，讓自己盡量無感的過每一天，以為這樣
才是好的。 但事實上，很多時候，真正讓我們覺得無法消化的，不是事件本身讓我們產生的情緒，而是事件發生之後，我們自己再加以「自我懲罰」的情緒。 以小
霏的例子而言，「被主管在會議責備」，是個讓人很不舒服的情緒，一方面此業務小霏還不熟悉，有部分是「非戰之罪」；另一方面，在眾人面前被責備，用詞若又過
於嚴厲，可能會讓人覺得不被尊重；但或許，這也能當作是主管的提醒，提醒小霏在工作事務上可以再注意哪些部分。小霏如果因為這樣的情況而覺得不舒服是可以理
解的，所以一方面她可以提醒自己，這是主管提醒自己在工作上可以再注意哪些部分，另方面也可嘗試跟主管溝通自己被當眾責備的不舒服情緒。 當然，小霏也可以
選擇不特別去跟主管溝通，但至少需要理解自己有「不被尊重的感覺」，而不是一面壓抑一面覺得委屈。 但若小霏在這件事情發生後，對自我的感覺，從「是自己事
情沒做好」轉成「是自己不好」，覺得自己很糟糕，進而感覺到罪惡感、羞愧感，因為羞愧感而產生「討厭自己」的感覺，甚至進一步認為「大家一定都覺得我很糟、
很討厭我自己」，那麼負面情緒就會越來越多，如果強加壓抑，慢慢的可能就會出現一些情緒困擾。 你發現了嗎？其實，很多時候，這些令你困擾的情緒，可能都是
自己想出來的。 當我們因事件而出現罪惡感、羞愧感等負面情緒時，可能也會想到過去一些很糟的情緒經驗，因而感覺到「自己很糟」，使得心情掉到谷底。但實際
上，這些情緒並不是現在「這個事件」本身該有的情緒，而是這個經驗引發了過去我們尚未消化完的情緒，於是我們內心可能會出現一個「自我懲罰的教練」，拚命地
責備自己，放大那些罪惡感與羞愧感，使我們可能會因為一些小事，而掉入負面情緒的漩渦中。 練習「停止自我懲罰」吧！當自己陷入無止盡的自責與「覺得自己不
好」的情緒時，以下有三步驟，可提醒自己： 一、深呼吸，讓情緒平靜下來。 二、情緒平靜下來後，自問：剛發生了什麼事？我覺得不舒服的地方是什麼？（包含
事件當下的感受，以及後來自己往後深想出現的情緒） 三、如果我因為「大家都認為我不好」等想法而覺得羞愧、陷入負面情緒，這想法是真的嗎？還是我想像出來
的？會有這種想法，是否是我的習慣？ 當有機會覺察自己產生負面情緒的背後想法，辨識出內心形成的「自我懲罰教練」的樣貌，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選擇不再被這
個自我懲罰的聲音影響，改變內心因自責而出現的負面情緒循環。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周慕姿臉書

男性 補腎 壯陽
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鴿子湯的做法 大全 一般鴿子是用 燉湯 的方法來講鴿子中包含的營養呈現給大家，平常生活中，我們會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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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的話題，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數種關於補腎 壯陽 的秘方，那麼生活中
補腎 壯陽.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氣血不足，吃龜鹿二仙膠 有效嗎 ？,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這幾年隨
著 壯陽藥,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有 壯陽 藥品的存在，對於【大屌】陽萎的朋友們來說是一大福音，台灣
陰莖增長 壯陽 藥品是指用於促進大屌男性性慾與性功能,台灣官方代理指定的美國黑金專賣店，提供正品 壯陽藥,治療 早洩 的 藥有什麼,新鮮鱷梨沙拉，這種海綠
色菜式 是 情人餐桌上最好的 東西.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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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的話題，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數種關於補腎 壯陽 的秘方，
那麼生活中補腎 壯陽.男生知道如何 治療早洩 我男朋友說 可以 吃 中藥 改善 是真的 嗎 有沒有推薦南部的 中藥 診所 治療早洩 的呢 --,朋友們會諮詢一些補
腎的方法，而最常用的就是吃補腎 壯陽 的 藥,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
原裝進口日本藤素-男性 壯陽 藥補腎 保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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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男性的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度所造成,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雪蓮 果 ，除寒， 壯陽 ，調經，止血。治療陽萎，腰膝軟弱，婦女崩帶，月
經不調，風濕性關節炎，外傷出血等症狀。,日本口溶錠 壯陽 藥是中年年人推薦的 保健品,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並不是忽悠， 是真的.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的 根上。 採摘鎖陽 的最好 季節是冬季， 因為鎖陽生長 的 地方沒有積雪，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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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袋鼠精 哪個 牌子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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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治 陽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
分類,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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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 有 賣持久 噴劑嗎 。因為自己是少年白 平均一個半月要染一次,以上拿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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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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
配方.男人想要在性生活中更持久，讓女性 有 更好的性體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療。麻雀 酒 準備材料主料：麻雀，250克，白酒，1000克。,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壯陽 藥物 是 藉由增加增強陰莖內血管的血液循環，在勃起時將更多的血液推入至空腔海綿體.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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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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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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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生蠔 以少許 生 粉及鹽清洗乾淨,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男性口服助勃 壯陽 （威而鋼） 男性口服增長增大 男性增長增大
軟膏 男性延時持久噴劑（日本藤素） 女用外用縮陰器棒,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