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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麼話語能靠近一個人？能悄悄地，進入人性的心靈深處，溫

柔地，帶入理解、愛、與光。

在人性密林探索之旅中，我是嚮導。無論是秘密花徑，無人荒原，

甚至詭譎的黑森林 .... 那領路的光，是內心成為完整的渴望，平靜的

幸福不是最終渴望，成為完整與真實的自己才是。當我們用愛擁抱自

己，當我們能召喚內在的光，並和宇宙大我攜手合作，祝福就在時時

刻刻，在平靜與幸福還沒來到前，祝福就在其中。這旅程，讓祝福被

顯現而活出，稱為「幸福之旅」，這套卡，就是映照旅程中心靈動力

的工具。

給想蛻變的人使用。無論是自願成長的蛻變需求。或是因生命巨

變，而被迫的蛻變。

這套卡是很好的工具，進入人性密林的地圖，照亮內心幽暗的光。

蛻變，也就是來到另一端，從不整合匱乏愛的一端，走向，整合與被

愛支持的另一端。從陰影蛻變為光明；從僵化蛻變為彈性；從斷裂蛻

變為連結；從糾纏蛻變為自由 ..... 每張牌都能翻牌，也就是，無論

是情緒或人格，我們能練習翻牌。

這套卡片，透過表白，內在對話，以及祈禱詞，練習讓翻牌成為

真翻牌，性格的蛻變，有了可能。

Hello, 這些等著上舞台演出的小人們。

前言

Hello，我是理書，暱稱

Mali。20 多年來，透過陪伴心

靈，閱讀與自我書寫，我一直

在人性密林探索，「找回人性

的完整全貌，並帶入光」被視

為我的使命。

2015，我開始把 20 年來在

人性密林探索而得到的智慧，

彙整成這套卡。展現在外的人

格，底下有其他面向嗎？心靈

的吶喊會是什麼？透過怎樣的

表白能支持蛻變？我們內在的

光，更大的我，當下的力量，

又如何喚回？

彩虹我 展現我 

Hello, 我是展現

在外的人格。 Hi, 我是

躲藏在裡的

內在小孩。 
  我是有時被

壓抑或棄置，

有時大放光明

  的愛能量。

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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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我等著被愛擁抱，人格等著展現更深的真實，
這就是蛻變之旅。

我進入人性密林，在冥思中，這 3 個小人站上舞台，為我演出人

性劇場。每一幕，他們有不同的姿態與色彩，他們對話，成就了每張

牌的蛻變前角色。接著，我祈禱，把他們納入我心輪的光中。他們又

演出了蛻變後的劇場。 

要感謝，可愛的陳思吟小姐，她慧心巧手，生動地把小人們畫了

出來。我尤其喜歡思吟的著色，如此生動地把情感能量，以及光的感

受表現出來。像是，吹了口氣，這些小人們在舞台上有了生命，有了

動人演出。

而這套卡片的編排，潤飾，圖＋文的整體表現，則要謝謝有耐心

又靈慧，美麗的楊婉芸小姐。婉芸喜歡每張卡片，會為小人們互動的

台詞所感動，是用心靈能量來工作的美術完稿人。

這是我的幸運與幸福。

不僅，因為被許多人信任，得以進入他們的心靈深處，而有了這

些知識。還有著穩健後靠的老公，以及用笑語照亮我的孩子們。因而，

我得以成為全職的創作者，把 20 年來的工作經驗，化身為這套卡。 

並擁有專業的團隊，共同讓夢想成真。

當無論幽暗或純淨，愛都能擁抱自己，我們就綻放自性之光。於

是，我們張開雙臂，向世界敞開，擁抱每日的相遇。

作者：王理書 ( Mali )
繪者：陳思吟

美編：楊婉芸

演出者：人格人＋彩虹人

        ＋愛能

出版：美麗媽國際教育有限

      公司

內容：雙面卡、使用手冊、

      劇場人卡、洞洞卡

《人格蛻變卡》說：平日我們展現外在的人格不是全部，那只是

我們慣常反應世界的樣貌，就像外包裝或打扮一樣，是我們慣常習性，

也是給外人的印象。這展現在外的部份，在是每張卡片的立體火柴人，

稱為：《展現我》他也是心理學所說的次人格，多重自我的樣貌。

《展現我》因應不同的情境而更換出現。每個人都有幾組最重要

最頻繁出現的展現我，這些組合起來，就成為那個人的主要性格，或

外人眼裡所認識的”某某人”。

《展現我》是我們慣常反應的狀態，而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更自

由的狀態，一個覺知者，一個更高的看見者，一個不被慣常人格綑綁

能感受到自由抉擇的部分。他是客觀的，可以在生氣時，依然留在觀

察中，甚至可以在生氣時，依然保持在平靜中，可以跳脫情境保持覺

知呼吸的存在者。這部分，隨著個人的修為，有不同的穩定度。我們

稱之為《當下我》。 一個寬容，冷靜，平靜並充滿愛的人就是《當下我》

穩定的人。《當下我》不是人格的一部分，是留在當下覺知的人性管

理員，是自由並不被情緒或人格能量捲入，握有「抉擇力量」的存在。 

《當下我》是禪宗修行的重點，若《當下我》不存在或無法有自我管

理力，人性就淪為被性格與情緒反應綑綁的不由自主者。

除了《展現我》與《當下我》之外，位於深層內在，可能是受傷

或潛能的部分，我們稱為《彩虹我》。彩虹我分成來自《創傷區》或《潛

能區》的彩虹我。來自創傷區的彩虹我，很類似心理學的內在小孩，

他們持有童年的痛苦與創傷，也許有匱乏恐懼，被排除到知覺之外，

形成所謂的人格陰影。 而來自潛能區的彩虹我，則是我們靈魂的天份，

自然純真的力量，未來可以展現的才華。

簡介 1
《展現我》 《當下我》

《彩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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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3
蛻變後

翻牌後就是《蛻變後》

的人格，主要由《當下我》來

引導的內在互動。《蛻變後》

這一面的上方句子，是《當下

我》向《展現我》表達的感謝、 

以及決心蛻變的宣告。

《展現我》有了轉化或

蛻變後的新名稱，一個更整合

的面向。《彩虹我》與《天使

我》在《當下我》領導下的新

展現我。是我們更成熟與負

責，與大我合作後的展現。

《當下我》在蛻變後卡

片的下方，有向《彩虹我》表

達道歉的句子。
下方則是，讓《天使我》代為祈禱

或藉由頂禮邀請愛光能量的兩個祈禱句。

道歉後，有兩個祈禱句，是針對這

蛻變所需的神性能量。可以藉由向神性

敞開的祈禱，或祝福法中的頂禮與吟唱

來完成。

用祈禱來支持蛻變，引入神聖的光

來幫忙。至於，在現實生活能落實到言

語和行動，逐漸養成一個能促成命運蛻

變的新人格，則需要時間來養成了。

當我們帶著對神性與永恆光連結時，許多美好的能量環繞，就自

然吸引更多正向的人事物來到身邊。

而最後，卡片來到了最底端。這裡有兩個獨立的句子。是一份新

的人生宣告，覺察的習慣，以及自我鼓舞句子。

這兩個句子，可以直接作為每日的座右銘。

—人格蛻變卡，是自我鼓舞的好工具—

簡介 2

在《人格蛻變卡》中，我們是完整

的。 除了平日表現在外的人格，還有心

靈深處躍躍欲出的自己。充滿覺醒與覺

知，擁有決定力量，活在當下的自己。 

此外，還有充滿愛與光，與天使一般質

地的神性。而最後，當我們敞開心並願

意聆聽，邀請宇宙大我的協助，宇宙的

美好與支持力量，都願意協助我們。

《天使我》

在人格《人格蛻變卡》中，我們把這部份稱為《天使我》，是我

們內在無論何時都充滿愛與光的部份，沒有分別心，質地與天使一樣

的部份。 一般稱為自性的神奇力量。

《人格蛻變卡》
是一套認識自己的工具

《人格蛻變卡》，是我們認識自己的工具。不只能認識對外呈現

的《展現我》是什麼樣的特質，還能知曉在《展現我》的底下，是怎

麼樣的《彩虹我》。

卡片有兩面，在《蛻變前》的上方，有《展現我》的獨白。而下

方則是《彩虹我》對《展現我》的《喊話》，《自我介紹》以及《需

求或期待》。 

這卡片促成我們外面與內層的人格彼此交流互動。透過朗讀，或

角色扮演的呈現，表層與深層的人格能量交流，產生了認識自己與更

整合的功能。

《蛻變前》的最下方，以紅字印刷的，是來自神聖的祝福，稱為

《天使我》的聲音。祂來自光與愛的世界，是我們內在的愛與光，也

是連結宇宙的大我。

這轉變將透過祈禱，或是吟唱祝福法中的頂禮動作來完成。敞開

我們的心，純淨的邀請，就能獲得的祝福。 這樣的察覺，承認，上下

的交流與祝福，是蛻變的基礎，支持翻牌，轉到《蛻變後》的力量。

蛻變有兩面：蛻變前〈─〉蛻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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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4

卡片分類代碼 MM = me & me = 我與自己之關係

EM = emotion= 情緒

OM = other & me = 別人與我之關係

PT = pattern ＝模式

GM = god & me = 神性與我之關係

IS= issue = 議題

再說明一次 卡片編碼

支持新狀態的察覺點
帶來新視野
的肯定句

《展現我》的
內在聲音，

獨白

蛻變前的
人格面向

蛻變後的
人格面向

2.《彩虹我》向
  《展現我》表

達的需求
《天使我》
的祝福

1.《彩虹我》的
自我介紹

卡片分類代碼

2.《當下我》宣告
蛻變的決心

1.《當下我》對
  《展現我》的

     感謝

《當下我》對
《彩虹我》的道歉《天使我》

的祈禱

最簡用法：一張牌

每日抽一張牌，出來靜心。

抽一張，要怎麼更愛自己？

■ 今天，我有什麼需求？

■ 今天，做些什麼，我能更

愛自己？

抽一張，寬恕自己，與自己和好。

■ 我可以閉上眼睛，深呼吸，

對自己輕輕訴說的是什麼？

■ 我可以碰觸自己的胃與心，一次又一次，

感謝自己的是？

抽一張，為自己或別人祈禱。

抽一張，今日座右銘。

■ 今天，我的覺察焦點

在哪裡？

■ 今天，來自我鼓舞一下。

抽一張，給自己祝福？

■ 請《天使我》祝福自己。

■ 給自己一天的好能量。

我的心情（狀態）是什麼？

■ 我今天的心情是什麼？

■ 我最近的主要狀態是什麼？

■ 我做這件事情的狀態是什麼？

■ 跟○○○在一起時，我的狀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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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住的事情反映出什麼，要讓我看見？
一張牌：看見自己的映照。（初學者最推薦）

或 二張牌：看見自己，底層的自己的面向。

或 三張牌：看見自己，底層自己的面向，以及否認的面向。

或 四張牌：看見自己，底層自己，否認的，以及下一步發展的面向。

事情卡住，我能疏通的是什麼？
（使用上面的牌，翻牌使用。）

一張牌：用上面的牌，進行轉化練習，讓自己的面向得到轉化的可能。事

情會有初步的疏通。（初學者最推薦）

或 二張牌：在上面的二張牌中，從中選一張牌，出來做轉化練習。事情

會有擴展的可能。

或 三張牌：從上面的三張牌裡的前兩張牌中，選一張出來進行轉化練習。

第三張牌，作為每日靜心的牌。

或 四張牌：同三張牌，而第四張牌，作為窺視未來的一個隱喻。

內在衝突，或，面對選擇？
三張牌：

1. 連結自己的衝突，找到衝突背後的兩種動力。（或，連結兩種選擇）

2. 把一種動力放在左手，把另一種動力放在右手。

3. 用左手與右手，各抽一張牌。

4. 透過這兩張牌，來了解自己內在衝突的兩個面向。

5. 透過轉化練習，來找到兩個動力之間的交流或共識。

6. 走到此，抽第三張牌，作為新的提示。

支持正在進行的事情或計畫：
三張牌  第一張牌：主要迎接此事情的面向。

第二張牌：事情底下，隱藏的困難或挑戰。

第三張牌：宇宙承接此事情的資源，或恩賜。

請看蛻變前
那面卡片

卡片請從蛻變前
轉化到蛻變後

主題與牌陣：深入了解情境精準地抽牌
洗牌與抽牌：

1. 找一個乾淨的桌面，地板，或攤開一塊絨布。

2. 排法 A：充分洗牌，並把牌展開成一個半圓弧。

排法 B：充分洗牌，把牌在桌面上散開，像孩子般把牌弄亂充分玩耍。

聚焦並融入情境：

1. 一次只問一個焦點，越聚焦越來越清晰而獲得答案。

你可以說：「現在，我想要請《人格蛻變卡》支持我蛻變的焦點是...」

2. 來到焦點後，閉上眼睛，深呼吸，讓自己融入情境中。

適當問句：

■「最適合描述我在此事件中的能量狀態是什麼？請給我一（或3）張牌。」

■「在此事件中，我最困難的是什麼？請給我一（或 3）張牌。」

■「請給我一個好狀態，讓我迎接今日 ... 的情境。」

■「最適合描述我在此事件中的能量狀態是什麼？請給我一（或3）張牌。」

■「請給我一張牌（或 3張）支持我映照出最近的自己。」

■「請給我一張牌（或 3張）支持我映照出最近自己的陰影。」 

■「請給我一張牌（或 3張）讓我在與○○相處時，更平靜安在。」

■「請給我一張牌（或 3張），映照出○○在 ... 事情的狀態。」

■「今日我要與○○互動，請給我一張（或3張），讓我能事先對此敞開心。」

■「請給我一張牌（或 3張），讓我有機會了解○○人（團體）。」

■「請給我一張牌（或3張），映照出...的事情的動能與可能的發展。」

■「請給我一張牌（或3張），讓我對...的事情有一份新的眼光與洞察。」

■「我有兩件事情，請各給我一（或 3）張牌，分別映照出這兩件事情的

動力。」

■「請給我一張牌，讓我來為○○祝福與祈禱。」

■「請給我一張牌，就是我今日需要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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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手式：一張牌 3 個重點

透明標籤貼：3 個自我探索的重點：

無論抽幾張牌，除了標題之外，迅速瀏

覽卡片文字，用透明標籤貼，標出 3 個最吸

引你注意力的重點。從這 3 個重點開始，思

考，或與朋友針對主題進行對話。透過人格

蛻變卡的句子，開啟思考方向，得到提示，

或更深地了解自己。

自我探索的問句：

1. 請朗讀這個句子 2次，這讓你聯想到什麼？

2. 這句子提醒了你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哪裡？

3. 這描述讓你聯想到什麼人？讓你對誰有更多認識？

4. 什麼時候的你，也會有這樣的心情？

5. 這個句子，最不像你的地方是什麼？

6. 把這句子擴充或修改一下，讓它更貼近你。

7. 從這句子開始，做自由述說，說說你自己。

使用 3 個祈禱句，連結神幫手：

■ 蛻變前（紅橙黃綠）

卡片的最下方，是來

自天使或神幫手的

祝福。

■ 蛻變後（綠藍靛紫）

圖下方有著深藍中括

弧的兩個句子，是向

神幫手的祈禱。

■ 請以祈禱的姿勢，對著自己或夥伴，用心朗讀這 3個句子，一次次

低吟，可以為自己帶來支持轉化與蛻變的能量。

■ 若能配合「吟唱祝福卡」的神聖唱頌，那就是太了不起的事啦！

我與他人（或，我所屬的一個團體）的關係：
四張牌：

第一張牌：映照出關係中，我的面向。

第二張牌：映照出關係中，對方的面向。

第三張牌：映照出關係中，我們之間的面向。

第四張牌：映照出關係中，可以疏通的可能。

我來協調：有糾纏關係的另外兩人
四張牌：

第一張牌：映照出協商動力中，我的面向。

第二張牌：映照出另外 2人，與我比較靠近或有牽連者的面向。

第三張牌：映照出另外 2人，與我比較沒有關係或牽連者的面向。

第四張牌：映照出在這協商過程中，重要的關鍵。

我與神性的關係：
四張牌：

第一張牌：我擅長與神性連結的面向。

第二張牌：我渴望與神性連結的面向。

第三張牌：我與神性疏離的面向。

第四張：神將透過我身邊的人或事或物，

彰顯祂存在的可能。

為一個組織 / 團隊的狀況抽牌：
四張牌：

第一張牌：身為抽牌者，我與這組織有感應的面向。

第二張牌：這個組織運作中，感受得到的動力模式。

第三張牌：這個組織的運作，表面底下的動力。

第四張牌：這個組織否認，並需要迎回的動力。

人際情境與牌陣：映照人與人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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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白與吟唱
心靈真實，詩歌般的獨白：
1. 參考上頁，用 3張牌卡，連結內心的糾結，深度探索自己。

2. 蒐集這些在生活、牌卡象徵、和內心糾結種種的各種資訊。

3. 準備好，以詩歌的方式，以獨白的形式呈現出來。

4. 詩歌獨白：

● 把想說的話，切成短句，慢慢說。

● 短句不要超過 7個字，述說時，句與句之間暫停。

● 暫停時，深呼吸回到心，用心聆聽後再說下一句。

● 讓朗讀有音量、音調的變化，於是有韻味與節奏。

● 重要的感受，做出表情，反覆吟詠。

5. 一切如是：不避諱說負向，不介意沒氣質，直直說痛苦。

6. 述說時，旁邊，需要有歌聲陪伴。

用自由吟唱，來陪伴心靈獨白：
1. 若單獨進行此練習，請掃描右下 QR 碼，讓 Mali 的聲音陪伴你。

● 即使兩人一起練習，也能讓 Mali 的聲音陪伴。

2. 兩人練習時，一人獨白，一人以自由吟唱的方式提供陪伴。

3. 這自由吟唱，是愛的能量，一切如是的承接，並接引宇宙的光。

● 準備好心輪的光，向夥伴敞開（請聆聽 Mali 錄音）。

● 用心聆聽，不在意語言或文字內容，是讓獨白的震波進入心輪。

● 把這波動放入內心流轉，自由吟唱出去。

● 用頂輪朝向宇宙，邀請宇宙療癒光的陪伴。

● 在自由吟唱中，加入純淨愛的咒語（吟唱祝福卡）。

● 吟唱的態度：「我向你以及你的命運，致上敬意」。

4. 這自由吟唱，將提供一個莎士比亞式的舞台。

● 達到情緒宣洩與淨化的效果。

● 感受到成為生命史詩的角色，與靈性大我合一。

— QR 碼：http://lishu.typepad.com/transformation/2018/07/solo.html

洞洞卡：看圖說話

把文字遮住，讓心靈看圖說話：

■ 用洞洞卡，把文字暫時遮起來，只露出圖像，作為心靈投射的底圖。 

■ 看著圖隨興說故事，說呀說的，都是心靈的象徵。 

■ 透過這些說出來的故事，可以明白，發生什麼事情。

從紅橙黃綠 ..... 來到綠藍靛紫：

1. 為你的狀況抽 3張牌。

2. 先翻到紅橙黃綠，看圖說故事，從故事中連結你的狀況。

3. 做點療癒動作：

● 用心朗讀文字，連結天使句子（最下方）。

● 獨白與吟唱（手冊 15 頁）。

● 吟唱迷你排列（手冊 16 頁）。

● 蛻變劇場（手冊 17 頁）。

4. 翻到綠藍靛紫，說出蛻變後的故事。最後參考卡片的文字。

看圖發問，誘發更深的心靈對話：

1. 你覺得這個人是誰？ 是一部分的你嗎？ 還是你認識的什麼人？

2. 你的生活也有類似這樣的情節（互動模式）嗎？

3. 這讓你想起幾歲的時候，有類似的記憶嗎？

4. 當他（你）被這樣對待，身體感覺怎麼樣？

5. 當他（你）被這樣對待，心情是什麼？

6. 當他（你）被這樣對待，想些什麼？最想做的是什麼？

7. 當神奇天使祝福來時，這個人（這個自己）一直以來的心願是什麼？

8. 你有沒有想要對這個人（這個自己）說些什麼？

9. 你覺得，生活中，有什麼時候，可以不是這個樣子的？ 

10. 現在的你，想要對這個人（這個部分的自己）說些什麼？ 

11. 現實生活中，有沒有什麼是立刻可以做的，帶來更多的自由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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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劇場：用劇場與祝福來進行
說明：（若無夥伴協助，可以使用附件中的劇場人來進行對話）

1. 這是使用戲劇的形式，以及，吟唱祝福法中的頂禮儀式，

所進行的轉化練習。 

2. 需要一位夥伴協助。

3. 若只有自己，請使用卡片附贈的小人，進行朗讀，以及想像

的角色扮演。

4. 過程中，當事人會踩入不同的位置，與夥伴一直角色交換。

第一幕：《展現我》的獨白
■ 你（當事人）進入這個人格面向，（例如：《憤怒或生氣》）

■ 你朗讀卡片上方的 3個句子幾次，感覺一下並把句子換成更近自己

的語言（若句子有空白，請自行填空）。

■ 這是一種釋放的練習，可讓能量流動。

■ 請夥伴專注，等一下，這些台詞將由他

來扮演。

第二幕：《彩虹我》與

《展現我》的對話
■ 你（當事人），把《展現我》的角色交

給夥伴，自己進入《彩虹我》的角色。

■ 請夥伴 A朗讀《展現我》的台詞，你在

《彩虹我》的位置聆聽，而後，朗讀出卡

片下方的3個句子（《彩虹我》的台詞）。

■ 一樣，朗讀後，可以修改句子成為你的。兩人可以進行一段對話。

第三幕：祝福
■ 請夥伴站上《彩虹我》的位置，把下方的句子朗讀給你聽。 而你站

到外面以愛回應。接著，你成為《天使我》張開雙翅，閉上眼睛，

扮演天使，說出卡片最下方的祝福。（也能補上吟唱祝福的歌）

吟唱迷你排列
人形卡中的角色意義：

1. 橘色的展現我，代表成長過程中，因應環境展現出的人格。

2. 彩虹快樂小人，代表內在活力、純真、天份。

3. 彩虹抱膝小人，代表受傷、退縮、被壓抑或忽視的內在小孩。

4. 淺藍色張開雙臂的當下我，代表不受舊人格綑綁，自由抉擇的力量。

5.紫色的天使我，代表內在的神性，或外在的神性協助者（簡稱神幫手）。

人形卡中的角色意義：
 1. 自我檢視：

● 在生活中有情緒時，察覺一下，

有內在受傷小孩需要被照顧嗎？

● 現在主導我的感受，想法，意圖的，

是誰？ 哪個人格面向？

● 有可能呼喚出當下的自由力量嗎？

● 靜心一下，連結內在神性，或呼請

神幫手協助如何？

2. 人際檢視：

● 兩人各自用以上的方法自我檢視，然後，真誠表達。

用人形排列出關係結構，用吟唱消融結構僵化：

使用素描用的橡皮擦，作為基座。使用小人形，象徵地表達出人際

動力（我與丈夫的受傷害孩童）。或是，內在不同面向自我的關係。 例如：

「我與我的憤怒」「我與我的胃痛」，這就是一個迷你排列。

這個迷你排列，捕捉了人際動力或內在自我動力，我們把這盤排列

放到胸口前方，用心歌唱。唱歌時，感受到歌聲是個愛的震波，能夠碰觸

那些人形以及人形與人形之間的動力。透過這愛的震波

促使這些結構變得柔軟，有機會被消融，重新建立起更

容易讓愛流動的結構。

這練習，請點 QR 碼，聆聽 Mali 聲音的帶領。

— QR 碼：http://lishu.typepad.com/transformation/2018/07/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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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宣告，感謝與再宣告

■ 你（當事人）成為《當下我》，朗讀出：「我是當下的自己，

心從 ..... 蛻變成○○○（例：憤怒或生氣蛻變成堅定守護），

這是我蛻變的旅程。」

1.你（當事人）向夥伴象徵的《展現我》表達感謝（第一個句子），

可以多說幾次。然後，兩人交換位置，讓夥伴為你朗讀這道謝

的句子。

2. 完成後，你大聲念出第二個

宣告的句子。

第五幕：說道歉

■ 你（當事人）朗讀《蛻變後》

圖下方的第一個句子，修改句

子成為你的台詞。朗讀後角色

交換，把台詞交給夥伴念出來，

你來接收，可以請夥伴多說

幾次。

第六幕：祈禱與頂禮

■ 你（當事人）請夥伴代表你自

己，「親愛的夥伴，謝謝你代

表我。」

■ 你以頂禮的方式，說出兩個祈

禱句（圖下方的第 2，3個句子）並作吟唱。可以邀請夥伴，

表達站在”你”的位置，在接受頂禮前與後的經驗或感受。

第七幕：新的宣告

■ 你（當事人）朗讀卡片下方最後兩個句子，用大聲的方式，以及

閉上眼睛安靜的方式，完成這練習。

投射工具：用圖片來說故事

說明：

每張《人格蛻變卡》都有兩幅圖。這圖畫出了我們內在的人

格動力。這些圖片很適合作為投射工具。誘發或促使人們用來述

說，藉此把自身內在的人格動力說出來。

最簡作法：看圖說故事

■ 抽牌，看著圖片自由說故事。

1. 抽卡並看著圖片自由說一

段故事，說到沒靈感為止。

2. 自問，或請夥伴陪伴：

(1) 提出開放式問句：

─「如果有話要說，

他會說什麼？」

─「這裡面，你最有感

覺的是哪裡？」

─「故事中的主角，

讓你聯想到生活中的

誰？」

(2) 故事接力：

─以直覺進行，說一小段故事，交回給當事人。 

─兩人可以輪流進行。

(3) 兩種方式合併使用。

3. 奇妙轉折：

(1) 放入《天使我》，好奇：

「當天使給了祝福以後，這故事最奇妙的可能是什麼？」

(2)在故事中，把《天使我》的句子放入，看看故事有什麼新發展。

(3)好奇：「這樣奇妙的結果，若放入現實生活中，可能是什麼？」

「每天都有天使的祝福，生命會有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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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做法：聊天的輔助工具
■ 把牌卡攤開在桌上（不限蛻變前後），邊談話或聊天，邊找到吸引

自己的圖卡。

■ 用圖卡來補充自己的心情，註解，或，說明。可以邊說話邊看攤開

的牌卡，並隨時拿一張牌卡，用上面的圖或文字作為表達工具。

■ 這方法特別能支持平日不易表達內在情感的人。是一個自我覺察與

人際親密促成的工具。

《嗨～我曾經》：吹牛大賽
■ 一群人分成兩大阻。兩邊對壘比賽。比賽主題是：「嗨～我曾經」。

1. 把所有的卡片攤開。

2. 每個人看著卡片，想起一個現實生活經驗，與卡片中的樣子很像，

就可以用「嗨～我曾經」來搶牌。 

3. 先搶的人可以先說，把那個現實經驗說出來（1分鐘以內）若夥伴

們有人感覺到「哇～」「酷～」「原來喔～」「我懂～」「唉呦～」

的任一感覺，就得到這張卡片。

4. 得到最多卡片的人贏。

關係溝通：
■ 解決孩童之間紛爭，夫妻溝通落差，以及親子間表達的協助工具。

每次溝通時，每個人各抽兩張卡：

「你覺得自己在怎樣的狀態？」

「在你眼中，對方是怎樣的狀態？」

■ 透過彼此的表達與聆聽，有助於跳脫平日的模式，讓關係在另個平台

相遇。

劇場遊戲的教育工具：
■ 當做遊戲使用。找出一張最有感覺的牌，根據圖案，表演出卡片中

《彩虹我》與《展現我》的互動。卡片只是個自發，其餘自己發揮。

■ 可以抽出 6張卡，其中一組人演出其中一張，另一組人猜測是根據

哪張卡的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