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片簡介及訂購表格 (生涯規劃系列卡片) 

卡片 / 書本 卡片簡介 售價 

 熱情渴望卡 

 

 熱情渴望卡全套共有 77 張卡片。包含了兩個系列卡： 

覺察系列卡：包含多樣選項的渴望詞彙，提供人們理解內在的不同渴

望。像是 「做到原本做不到的/自我超越」、「我要說出口/為自己發

聲」、「與人有很深的連結」、「證明我是有能力的」 

問句系列卡：包含觸發卡、故事卡、暸望卡。觸發問句卡，是透過有

趣深刻的情境問句，讓人開始與內在渴望有關的故事碰觸；故事問句

卡是讓故事有更深化或豐厚的可能；而暸望問句卡，則是讓所敘說的

渴望故事，有個整理與收尾。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能力強項卡 

 

能力強項卡全套共有 74 張卡片。每一張卡片的正面都是一個能力的描

述句，背面則是此能力的對應類別，以及這個能力適合發揮的生涯選

擇  能力強項卡主要讓玩卡者覺察自己「具備」與「想要使用」的能力

是什麼，同時思考這些能力可以如何巧妙地搭配使用，來讓自己的生

涯更長出自己的樣子。 另外，能力強項卡也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目前

還沒有具備，但希望後來能擁有的」目標能力，一步一腳印地往想望

的「可能」經營與邁進。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職業憧憬卡 

 

職業憧憬卡全套共有 87 張卡片。主要藉由挑選的過程，讓玩卡者覺察

自己有興趣的職業種類有哪些。透過一張一張的職業憧憬卡，是職業

名稱，也是隱喻，讓生涯的夢想，可以有新的組合與樣貌。此外，職

業憧憬卡與能力強項卡的搭配，還可以讓我們釐清有興趣的職業裡，

有哪些是有機會達成的，有哪些是適合拿來在閒暇之餘，豐富自己生

活的生涯選項。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愛情卡 

 

愛情卡全套共 65 張卡片。每一張卡片，都是一種愛情需求。愛情卡主

要用來澄清個人在愛情關係裡，最重視的需求是什麼。透過這套卡

片，玩卡片的人可以更清楚的看見自己在愛情裡要的是什麼，也有機

會發現自己在關係中能給出去的好東西有哪些。同時，玩卡者也可藉

由卡片，思考自己在親密關係中想要增加與調整的，好讓自己更有愛

人的能力。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生涯卡 

（成人版） 

 

生涯卡全套共有 66 張卡片。主要的功能是讓玩卡者檢視自己目前的生

涯選擇是否符合自己的核心價值觀。66 張卡片即代表著種 66 種生涯價

值觀。生涯卡能幫助玩卡者在規劃未來時，選擇對自己更有意義、更

有價值的人生方向。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生涯卡 

（青少年版） 

 

青少年版生涯卡為「生涯卡」的簡化版，全套共 40 張卡片，每一張卡

片，都是一種針對青少年的生涯價值。 

青少年版生涯卡的主要功能，是讓青少年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有更多的

探索和思考，打開更多的可能性。生涯卡也是「故事的入口」，讓孩子有

機會藉著挑選出來的卡片，說自己的故事。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生涯規劃全系列卡

片帶領手冊 

 

手冊內容包含：卡片帶領者要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帶領風格，如何深化

玩卡的過程，帶領個人、班級或團體時需要注意的帶領要則，以及幾十

種生涯規劃全系列卡片的玩法等，變化多樣，生動深刻，絕對是專業與

經驗彙整後的精華要領。 

會員 HKD$80 

非會員 HKD$90 

夢想實踐卡 

 

夢想實踐卡，是一套含有「輔導策略」的助人工具， 

主要是依據「焦點解決學派」做為設計架構，協助個案建構出屬於自

己的解決之道。包括一套兩盒三卡片，也就是夢想卡、風險阻礙卡與

實踐卡。夢想卡：56 張；風險阻礙卡：24 張；實踐卡：32 張。 

 

 

 

 

會員 HKD$280 

非會員 HKD$290 

http://www.cardshouse.com.tw/html/cardshouse_card.php?op=detail&product_code=2011111415552601


 

卡片 / 書本 卡片簡介 售價 

哇卡 1 

 

哇卡全套共 70 張卡片，每一張卡片都是一個不一樣的好奇問句。由黃錦

敦、林祺堂這兩位敘事取向的諮商心理師，以敘事治療裡「獨特結果」

(unique outcomes)的概念來創作問句。 敘事取向認為人之所以會持續受

困、受苦，乃是因為主角活在充滿問題的故事裡，但是透過「獨特結

果」的對話，我們可以找到許許多多問題故事以外的新故事。而哇~卡，

就是把獨特結果此一抽象的概念，化為一句句具體的問題，透過這些問

題來對話，讓我們有機會更靠近新故事。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哇卡 2(生命故事

卡) 

 

 

哇卡 2 延續了「哇卡－經典問句版」溫暖而有力量的問句，它使用了更

活潑的語言與趣味感，讓青少年也有機會藉此卡片思考與對話。在卡片

裡，你會發現童話故事的情節、漫畫中的人物、電影中的角色、網路遊

戲…等，都成了卡片裡對話的素材，活潑與趣味的問句之下，潛藏的是

對主角的生命深深的好奇與相信。 

 

卡片主要分成三個系列，包括【入口系列卡】、【豐厚系列卡】，以及【整

合系列卡】。其中，入口卡中的問句特別適合成為開啟新故事的入口，豐

厚系列卡能夠讓入口故事越說越豐厚，而整合系列卡，則可以在主角力

量逐漸出現時，用來整理重要的收穫與未來的方向。 

           玩卡時，可將卡片按照位置，擺放在生命故事卡的質感布紙上，隨

著同心圓的設計，由最外圈的【入口故事卡】，慢慢問到內圈的【豐厚故

事卡】，最後是圓心的【整合故事卡】。一步一步，慢慢接近生命故事的

核心。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悟卡 

 

悟卡，是一套以敘事治療裡「重組會員」為概念所設計的卡片。 悟卡裡

包含著四系列的卡片，分別為「碰觸故事」系列卡、「辦桌」系列卡、

「他者見證」系列卡、以及「自我見證」系列卡。透過這些卡片的對

話，能將主角關注的議題，引入重要的自我與人際資源，讓原本的故

事，被賦予愛與新的視野。悟卡是一套擁有強大力道的對話工具，常常

能引出動人卻被遺忘的好故事，適合想要創造高品質對話的朋友使用。

除了「碰觸故事」系列卡以外，其餘三套系列卡都能單獨使用或合作使

用。特別的是，悟卡和哇卡、生涯卡、能力強項卡等產品，也有很好的

合作性。 

會員 HKD$330 

非會員 HKD$340 



 

 

嗨卡（Touch Card），又名「人際溝通萬用卡」，是 2016 年全新發行的

新卡片，由哈克與研發團隊，在快樂又觸動的氛圍中，創作誕生。之所

以會叫作「嗨卡」，是想透過有趣，輕鬆，好玩，又安心的問句，讓我

們有機會，跟自己的生命和身旁的生命打招呼，輕輕的微笑的說聲嗨。 

設計嗨卡的初衷，是很想要創造懂一顆心的歡樂入口，讓瞭解一個人，

可以輕鬆又好玩。它適用的範圍非常的廣，玩的時候，既輕鬆，又不失

深度。 

會員 HKD$280 

非會員 HKD$290 

 

嗨卡 2 ，又名「生涯探索萬用卡」，和嗨卡 1 一樣是屬於輕鬆、有趣的

問句卡，和嗨卡 1 不一樣的地方是，嗨卡 2 聚焦在生涯探索上頭。卡

片的問句，一樣分成淺、中、深三個層次；因為聚焦在生涯探索的主題

上頭，嗨卡 2 與「生涯規劃全系列卡片」搭配起來使用，特別順手！像

是能力強項卡、生涯卡、職業憧憬卡、熱情渴望卡，都很合適拿來與嗨

卡２一起使用。 

會員 HKD$280 

非會員 HKD$290 

 

親近關係萬用卡，又名「嗨卡 3」，是繼 2016 年嗨卡推出以來，本系列

的第三波強打：親近關係篇（嗨卡 1 主打人際溝通，嗨卡 2 聚焦在生涯

探索）。 

嗨卡 3 和嗨卡 1、嗨卡 2 一樣，屬於輕鬆、有趣的問句卡。它聚焦在

「關係」裡的需求與渴望，以及每個人給愛與收愛的獨特路徑。所謂

「關係」，包括和孩子的關係、和父母的關係、和情人的關係、和朋友

的關係、和寵物的關係…甚至，和大自然的關係。因為是聚焦在關係，

所以嗨卡 3 的每張問句似乎都有它獨特的力道，有的讓人傻笑，有的讓

人興奮激動，有的讓人浮現過去甜美的回憶…也因為是親近關係，所以

嗨 3 的設計顏色更溫暖，主角「小狐狸」在這副卡片裡也比以往呈現了

更多溫柔的樣貌，彷彿訴說著我們每個人心裡那份共同的、與人親近的

渴望。 

 

會員 HKD$280 

非會員 HKD$290 

http://www.cardshouse.com.tw/html/cardshouse_card.php?op=detail&product_code=2015102919251401&kind_code=&i=
http://www.cardshouse.com.tw/html/cardshouse_card.php?op=detail&product_code=2012032021524201&kind_code=&i=


 

解夢卡 

 

 

   解夢卡是由黃士鈞博士結集十幾年來潛意識諮商工作的經驗而創作的卡

片。全套分為五類，共 65 張，每一張卡片，都有清晰的解夢問句＋實際

例子＋解夢心法。 

         夢，是潛意識提供給我們的活跳跳的隱喻（metaphor），有時候透

露出生活裡隱藏著的擔心緊張或渴望；有時候，夢境像是「反映最近心

境的一份生動報告」。有的夢，透露不曾被懂的深層渴望；有的夢，清

楚的說：『該離職了！』、『是時候打通電話問候他一下好了…』。 

  在這套卡片中，心理治療專業的解夢歷程，被翻譯成貼近生活的語言，

解夢的歷程也被細緻地分為「準備彼此」、「澄清夢境」、「聚焦夢境

畫面」、「聯想連結」、「夢的提醒與發現」等五個清晰可行的步驟。

每個步驟，皆以細緻的插畫來呈現，每張卡片，都是一個可以輕鬆對話

或好奇的句子。隨卡片附有指導手冊，以及一張將五類卡片清楚擺放的

絨布。 

會員 HKD$330 

非會員 HKD$340 

情緒對話卡 

 

 

《情緒對話卡》 

共包括了三套系列卡： 

1. 玩法系列卡（簡稱玩法卡）：包含了 22 種玩法，提供入門、進階及

專業三個層次的玩法設計，使用者可以跟著這些玩法，學習如何透過

「情緒」走入生命故事，讓人更理解自己，並學會如何與自己的情緒相

處。 

2. 情緒詞彙系列卡（簡稱情緒卡）：包含 75 張情緒詞彙卡片，說明不

同的情緒詞彙，如高興、哀傷、慌張…等，讓我們有語言和內在的感受

連結上。 

3. 情緒因應系列卡（簡稱因應卡）：包含 76 張卡片，說明人們在面對

情緒時可能採取的因應行動，如逃避、做最壞的打算、反擊…等，把情

緒詞彙和因應行動放在一起看，常能讓我們有一種清晰，看見情感和行

為之間的關聯。 

《卡片特色》 

是教材，也是治療性媒材：玩法設計包括了「入門玩家」、「進階玩

家」到「專業玩家」三個層次，可用於簡易的情緒教育到深入的輔導性

晤談。 

會員 HKD$340 

非會員 HKD$350 



 

．入門玩家：經由入門玩法能在過程中養成許多與「情緒」工作所需的

重要能力，包括：聆聽情緒、同理情緒、對情緒與因應的覺察、情緒表

達…等。 

．進階玩家：比入門玩法更深入一些，對人的幫忙也會更大。進入此階

段需用到許多在「入門玩法」裡習得的能力，因此建議在入門玩法熟悉

後，才進到此階段。 

．專業玩家：步驟較繁複，但也較細緻，接近心理治療的對話歷程。要

進行此部分，建議先熟悉入門與進階玩法。 

一個玩法一堂課：內含創作團隊設計的多種玩法，許多玩法皆可成為一

堂情緒輔導課程。 

 

過程即學習：在玩法過程中完成關於「情緒」的學習。 

 

循序漸進的能力養成：建議從「入門玩法」開始，來累積一些基礎能

力，如情緒覺察、情緒與生命故事的連結…等，再依序進入進階玩法、

專業玩法，如此將能循序漸進學習情緒輔導的能力。 

 

 

Holland 

 

 

Holland 職涯探索卡牌桌遊 

 採用 John Holland 發展的職業興趣理論，結合 1111 人力銀行職能中心的

「職務大辭典」功能，收集 78 種職業的圖例和工作說明，把專業內容融

入遊戲，讓您快速掌握自己的職業興趣！ 

 全新職涯輔導方式：創新的桌遊式心理測驗，師生必備，簡單上手。深入

淺出玩工作：搭配趣味玩法，可供班級團體遊玩，在遊戲中掌握未來工作

輪廓。 

 

會員 HKD$240 

非會員 HKD$250 

https://www.facebook.com/talentheartservices/photos/pcb.1921058827913761/1921058801247097/?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talentheartservices/photos/pcb.1921058827913761/1921058801247097/?type=3


 

 

 

 

卡片 / 書本 卡片簡介 售價 

 紅花卡經典版 

 

紅花卡是李泓諮商心理師歷時三年創作而成的作品，一副表達性藝術

治療的萬用卡片。整副卡片由 90 張精心篩選的攝影圖像組成，每一張

圖像都反應與呼喚著不同的人生面向、角色、生命階段、關係、困

境、價值與渴望，同時，影像也含括了從正向到負向的各種感受與情

緒光譜。  

由於卡片純粹由圖像構成，沒有任何詮釋的文字，因此紅花卡可以廣

泛而自由地用來做為貼近自己與他人的工具，且不受使用者年齡、語

言、教育程度或生命經驗所限制。自 2014 年紅花卡推出以來，紅花卡

一直廣受大家的肯定與歡迎，兩年後，作者將原有的紅花卡改版再

現，以更精緻、更豐富、更有質感的畫面呈現在大家面前，為全新綻

放的紅花 1 經典版，同時也推出與紅花 1 相輔相成的紅花 2，讓影像的

陪伴更完整、更深刻。 

會員 HKD$400 

非會員 HKD$410 

紅花卡 2 

（表達性藝術

治療萬用卡） 

 

紅花卡 2 延續紅花卡 1 的設計概念，由 90 張精心篩選的攝影圖像

組成，每一張影像都反映與呼喚著不同的人生議題、情緒感受，以及

生命的各種面向...... 紅花卡的經典玩法很輕柔、很陪伴。它沒有任何

侵略性，輕輕地邀請圍繞卡片的人，在影像裡認出自己。 

四種經典玩法 

玩法  1✿Check in：在團體活動或個別談話的一開始，請玩卡者挑 1-3

張圖像，來說說最近的自己；或由帶領者出一個題目，讓成員用影像

回答。 

玩法  2✿給故事一個影像：當一段分享或訴說告一段落時，邀請說話

的人挑選 1-2 張屬於這個事件或經驗的圖像，讓故事可以有更多畫面與

情感。 

玩法  3✿做為一份回饋：在小組分享或個別談話之後，聽故事的人為

主角挑一張圖，做為一份看見、回饋或祝福。 

會員 HKD$400 

非會員 HKD$410 

http://www.cardshouse.com.tw/html/cardshouse_card.php?op=detail&product_code=2016071315395501&kind_code=&i=


 

玩法  4✿做為收尾與整理：整個團體或晤談結束的時候，請參與者挑

一張圖來做為最後的經驗整理。例如：「今天對自己新的體會與看見

是…」「接下來的生命，我想要迎接是…」。 

紅花卡 3 

 

 

紅花卡 3（表達性藝術治療萬用卡３）特色 

大家好，我是紅花卡的創作人李泓。 

自從 2014 年紅花卡系列卡片推出以來，這市面上第一副純影像、無文

字的表達性藝術治療萬用卡在台灣默默的散佈、擴展，並在助人專業

與教育界泛起了許多美好的漣漪。隨著【紅花卡 1】與【紅花卡 2】被

越來越多人認識與喜歡，這幾年也持續聽到許多人對更多美麗影像的

期待與呼喚。於是，在 2018 年的春天，紅花卡的第三朵花，綻開了。 

這是紅花卡的第三部曲，也是紅花卡的最終章。 

紅花最終章：一副「大自然與野生動物」紅花卡 

我自己稱【紅花卡 3】為「大自然與野生動物」紅花卡，因為在蒐集影

像的這些年，自己常常被自然界各種動物的樣貌所感動，也常在觸及

大自然壯闊、神秘或寧靜的面貌時，內在頓時悄然無聲，只留下呼吸

與寧靜。動物與大自然帶來的感動與撞擊常常如此直接而深刻，因

此，這一路走來，心裡一直有一種：「有一天，我想來出一副『大自

然與野生動物紅花』！」的願心，想要結集所有感動我的自然界影

像，做為讓人探觸自己的媒介。 

紅花卡３：最單純，力道卻最強烈 

在創作紅花卡 3，埋首於上百、上千張大自然與野生動物影像的過程

中，我最大的發現與驚訝是：原來，相較於人類多元又複雜的世界，

自然界的語彙竟然如此單純！如果試圖要在大自然與野生動物的樣貌

裡，尋找人類生命各種錯縱複雜的情緒與狀態（像是我在紅花卡 1、2

試圖做的），其實常常不見得找得到！因為在動物或大自然的世界

裡，沒有憂鬱、迷惘、感嘆，也沒有複雜的三角情愛、難解的親子衝

突，或是對金錢、自由、成就…的追求與失落。那些人類經驗裡的糾

結與複雜，大自然既不明瞭，也不映照。 

 

會員 HKD$450 

非會員 HKD$460 



 

或許就是因為大自然與野生動物如此直接，如此單純，如此貼近生命

的本質，因此，當紅花卡 3 鋪滿一地，在人們的眼前展開，那畫面帶

來的衝擊與連結感，比過去的紅花卡都似乎更直接、更強烈--不是因為

畫面腥羶噴張或絢麗燦爛，而是因為大自然的力道與溫暖，如此直接

地打在人的心底，映照出最單純、最原初的樣貌。 

36 張補充卡，讓紅花卡變成更個人化與客製化的卡片 

除了 90 張卡片，這次我們也一併將適用於紅花卡 1、2、3 的 36 張【補

充卡】與紅花卡 3 一起精選入盒，除了網羅過去的許多精彩遺珠，也

讓先前尚未曾出現過的生命主題趁著這次的【紅花最終章】一併加

入，讓紅花全系列更完整、更全面。 

隨著補充卡的加入，紅花卡全系列也就變成更「個人化」與「客製

化」的一套卡片。怎麼說呢？有了 36 張補充卡，大家就可以從三套卡

片中自由挑選、替換最喜歡的影像，同時，也可以根據每次帶領的主

題、參與者的特性、人數．．．等，帶最適合的卡片出門。人越多，

帶出門的卡片就越多！人愈少，就越為參與者事先挑出貼近他們心境

的影像。 

l 90 張舒心、療癒、動人的大自然與野生動物影像。 

l 36 張補充卡，適合為紅花 1、2、3 做替換與補充。 

l 整盒共 126 張卡片，與紅花卡 1、2 無縫接軌。三卡合用，讓情緒與

主題的光譜臻至完整。 

l 純淨、開闊、單純，適合愛大地生靈的人，也適合幾乎忘了自然的

人；適合孩子，也適合每一個曾經是孩子的大人。 

 

 

 

 

 

 



 

 

 

卡片 / 書本 卡片簡介  售價 

親職卡 

 

簡介 :親職澄清對話卡，簡稱親職卡，係由一群助人工作者共

同創作而成，於 2015 年 9 月出版。  

此套卡片內容包括三套系列卡 :  

1. 親職價值系列卡 : 簡稱價值卡，包含 63 張價值卡片，說明

照顧者在親職過程裡所重視的價值，如獨立自主、孝順、優

秀….等。  

2. 親職姿態系列卡 : 簡稱姿態卡，包含 66 張姿態卡片，說明

照顧者影響孩子的方式，如溫和、堅持、身體處罰…。  

3. 情境對話系列卡 : 簡稱情境卡，包含 18 張情境卡，用來開

啓親職角色探索的對話。  

會員 HKD$280 

非會員 HKD$290 

很角色 

 

 

全新的「很角色」共 78 張天賦特質卡。每一張角色都有特質的形容描

述：「我很有__的天賦特質」。因此，「很角色：天賦特質卡」是為了

協助每個人找到自己的天生優勢而創作誕生，體驗在不同角色可能隱藏

的潛力，讓天賦因此而被鼓勵、被激發、被看見。透過圖像與文字的搭

配，自我覺察與對話，能遇見專屬於自己的專長特質、與生俱來的強

項、發展自己的才華與力量，站上自己的舞台。 

說明手冊裡提供了：八種不同的使用方式＋78 張很角色的介紹＋馬雅

圖騰原型介紹，讓使用者容易上手操作。這套牌卡適合於「生涯諮詢、

職業輔導、自我探索、天賦與潛能開發」的過程中使用。無論是個人或

者團體進行，協助每個人更加瞭解自己的原型本質，更清晰地知道自己

能發揮的角色。 

會員 HKD$280 

非會員 HKD$290 



 

療心卡 

 

 

盒內含 42 張牌卡及一本 64 頁的使用手冊。  

牌卡上有相呼應的可愛圖像及以心理狀態為主的牌義，共分為

滋養組及陰影組。陰影組可以提供問題的探索，滋養組則成為

祝福與指引，混合使用時更可以看到目前狀態的樣貌。  

適合個人進行自我的瞭解、關係的解讀，就像擁有 42 把開啟

心靈之門的鑰匙！  

也非常適合做為心理輔導工作者，如輔導老師、心理師、社工

師、心靈成長工作者、志工等人的助人工具！  

會員 HKD$330 

非會員 HKD$340 

 

卡片 / 書本 書本簡介 售價 

《做自己，還

是做罐頭？》 

 

推薦序節錄-- 一本適合年輕人活出自己的指南書  

從哈克邀請我為這本書寫序文開始，將近一整個月的時間，此書和我形影

不離，我一有空，就拿出來細細閱讀。好幾次讀著讀著，我就不自主的放

下書本，抬起頭，想著：「如果年輕的時候，我也可以讀到這樣的一本

書….」八、九歲的我，視野方長，眼光總想望向很遠的地方，好奇自己

生命能有多大的可能？同時，眼光也總想往內窺探，想和自己有更多連

結。對那個年紀的我來說，更難的是：「要如何才能把最裡面真實的自

己，和外面大大的世界連在一起？」也就是如何才能在現實的世界裡，走

出自己的一路來？那時的我，常孤單又迷惑，一不小心就掉到了自我懷疑

的漆黑空間裡。如果那時的我，可以讀到這樣的一本書，這條路走來，我

想就會有許多的不同。因此，我在書稿空白處寫著：「真好，有這樣的一

本書，或許就可以讓許多年輕人，在成為自己的道路上，少一些孤單，多

一些力量。」所以，這是一本非常適合年輕人在生涯發展的路途上，用來

活出自己的指南書。────黃錦敦（敘事治療取向督導、諮商心理師 

 

 

會員 HKD$90 

非會員 HKD$100 

 

卡片 / 書本 

 

書本簡介 

 

售價 



 

《陪一顆心長

大：從心理諮

商到養兒育

女》 黃士鈞、

黃錦敦 著 

 

〈推薦序〉傳遞愛與被愛的父親身影 林祺堂 

〈推薦序〉每個人都必須學習如何傾聽孩子，與孩子對話 李偉文 

〈陪伴現場目擊〉短褲、馬尾、夾腳拖與咖啡 李泓（哈克夫人） 

〈陪伴現場目擊〉一輩子的禮物 范夙慧（黃錦敦夫人） 

〈作者序〉沒有奶，拿什麼來餵養？ 哈克 

〈作者序〉當孩子溫柔的陽光 黃錦敦 

 

Part I 當心理治療師成了爸爸（文∕哈克、黃錦敦） 

Part II 在有趣的暗示語法裡，找回溫柔繼續愛（文∕哈克） 

Part III 陪著孩子成為他自己（文∕黃錦敦） 

會員 HKD$90 

非會員 HKD$100 

《你的夢你的

力量：潛意識

工作者哈克的

解夢書》 

 

 

 

解夢卡，終於有了一本書，帶領我們好好的來陪伴夢，聆聽夢，理解夢。 

《你的夢，你的力量》是哈克 2015 年五月的新作品，歷時十年的累積，

內容包含： 

 解夢心法：懂夢八不、解夢兩要、解夢前的準備、解夢後的收尾、陪伴者

的態度 

 解夢故事： 「當長浪席捲而來」——生命階段新選擇、 「找肉鬆的

夢」——親近關係裡的情意傳達、「收不完的雜物」——當過去的我，跟

現在的我說「嗨」、「煎牛排的夢」——喚回生命的核心渴望 

 解夢方法：陪伴解夢五階梯、親手烘焙的手作餅乾——解夢 DIY、解夢訣

竅──三個形容詞手法、扮演手法、摘要手法、進階解夢手法：「迴轉壽

司」 

 現場治療實錄：愛情三夢：「準備發射的小火箭」——進入親密關係

前、 「掉牙齒的夢」——婚禮即將到來、「猛鬼敲門的夢」——結婚之

後、「水龍頭的夢」——解夢經典手法運用實例、「吸血鬼的夢」——經

典夢境解說 

 解夢 Q&A：夢到底是不是跟現實相反？夢到什麼，是不是後來真的會發

生？關於夢，最常被問到的五個問題 

 ღ 隨書附贈「和潛意識說說話」引導 CD 

 

會員 HKD$110 

非會員 HKD$1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42-UOqkMs


 

《生命的神秘

配方--兩位治療

師談人生的精

采與安靜》 

 

每個生命都藏著獨特的神祕配方，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怎麼配最美， 

只能自己配配看才知道！ 

能給愛、很溫柔的哈克，愛自由、有力量的錦敦，針對同一個人生主題，

藉由交換自身故事、諮商過程中被觸發的感動或旅行體悟，對照書寫出他

們對生命、對考驗、對活出自由、對遇見自己、對親情的動人觀點。 

他們或許個性不同，在心理諮商專業上的所學與做法不同，但相同的是對

人的關心，以及為了追求生命平衡而做的種種努力。 

 

會員 HKD$90 

非會員 HKD$100 

 

《讓愛成為一

種能力》 

 

在這本書裡，作者哈克說了許多發生在他自身周遭的故事，以及一個個在

諮商過程中發生的精采隱喻案例。結合實用的心理方法，幫助我們在關係

中除了學會愛自己、肯定自己，更懂得如何在親密中表達受傷而不心傷，

表達情緒而不弄擰關係，要求寵愛而回報疼愛。 

喚醒心中沉睡已久的愛，擴展對彼此的「願意」。  

這是一本讀完，溫柔會油然而生的愛的魔法書，也是一本戀愛關係、夫妻

關係、親子關係、朋友關係、人際關係都適用的書。 

★隨書附贈「愛與陪伴有聲 CD」 

★書內附有讀書會討論題綱 

會員 HKD$90 

非會員 HKD$100 

 

 

 

 

 

 

 

 

 



 

《陪孩子遇見

美好的自己》 

 

 

內容介紹 敘事取向把人當做專家而非問題、強調要了解人而非評價人，

這種位置會讓許多孩子面對生命的挑戰時，更能多些幸福與光榮的時刻。  

要進入孩子、青少年的心門，「門票」最好是一個故事。孩子的眼睛、耳

朵及心，會因為一個故事而被打開、被理解。本書架構先透過故事呈現，

再說明故事中與敘事相關的概念，透過簡短的故事來具體說明敘事的思維

及做法。因為是真人實事改編，所以每個故事裡都有作者和孩子生命交會

的真實經驗流動。作者期許自己能寫出一本「精簡易懂」的書，盡量減少

「專業名詞」，也避免撰述過多的理論，不讓「理論與專業名詞」成為學

習敘事治療的入門障礙。其次是盼望這是一本能傳遞出「自由與創造」的

書。期待讀者在理解兒童敘事治療的同時，內在能產生好玩又自由的空

間，也可以創造自己的敘事陪伴故事。 

會員 HKD$90 

非會員 HKD$100 

《生命，才是 

最值得去的地 

方：敘事治療 

與旅行的相 

遇》 

 

 

內容介紹 

 關於旅行和心理治療，永遠是很個人的，重要的不是我們到過哪些地方， 

而是我們的生命能否透過這樣的移動，讓我們更靠近自己想要的人生。 

            在旅行裡，旅者交換了故事，也就交換了生命的某種能量。 

當我透過聆聽別人的生命故事，而碰觸到自己內在的深刻經驗，這種共鳴

感受就是所謂的生命感。 

這些生命的碰觸會影響我接下來的行動與思考，影響我的人生。這就是敘

說故事的影響力。 

因為彼此的生命在故事裡現身，於是更深刻的相互影響就發生了，這也就

是為何敘事治療強調聽故事、說故事， 

因為故事可以承載活生生的生命，可以更自然地產生影響人的力道。 

會員 HKD$90 

非會員 HKD$100 

 



 

爸爸的鬼點子 

 

原來心理學家這樣帶小孩！ 

因為受過心理學專業訓練，哈克在與孩子的日常互動中，經常蹦出種種好

玩有趣或溫馨柔軟的點子，看似隨意，裡頭卻隱含暗示、催眠、隱喻等心

理學技巧。現在，他要與你分享這些鬼點子，在本書中，你會知道： 

 

‧ 如何培養孩子的良好作息習慣 

‧ 如何幫助孩子從卡住的情緒中脫困 

‧ 如何讓孩子愛吃你煮的東西不偏食 

‧ 孩子不想上學、沒有耐心或因害怕而放棄探險時如何陪伴 

‧ 如何讓孩子學會與手足順暢互動、陪伴彼此 

 

★ 在文章關鍵處貼心說明鬼點子妙在何處，即學即用！ 

書中會解釋某個情境使用的心法，讓父母一讀就知道這樣說或這樣問有什

麼作用、孩子若出現那個動作是什麼意思，輕鬆融會貫通，想出可以用在

自己孩子身上的教養鬼點子。然後，在對話、在遊戲、在與孩子一起完成

的事情中，陪孩子長出力量、自由與溫柔，讓家裡少一點親子衝突，多一

點溫馨快樂。 

/ 

最想說的話, 

被自己聽見 

 

 

最想說的話，被自己聽見：敘事實踐的十五堂課 

當一個人敘說自己的故事，不論是困境或順境，如果隱含其中的生命旋律

能被聽見，被好好理解與回應，人們常能在這樣的過程中也看見自己。發

展多元樣貌、創造多元美麗，是敘事治療能為生命注入活水的關鍵。而當

敘事這顆西方的種子落在東方的土地上，會長出什麼樣的枝枒？ 

作者跳脫專業書籍的制式樣貌，以豐富的旅行所見與案例故事，搭配自身

對敘事治療精神的理解，再加上這些年在敘事實踐中的反思整理，從聆聽

開始，循序漸進地介紹如何解構單一標準、發展並豐厚支線故事的方式、

重組會員對話、以不同的鏡頭探訪每個人的故事，進而找尋出偏好的自我

認同，用貼近這塊土地的語言，與讀者分享他所熱愛的敘事治療。 

會員 HKD$110 

非會員 HKD$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