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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提爾模式個案治療實例：56 分鐘的改變之旅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A01>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此影片為 Dr. John Banmen 博士在諮商過程中運用薩提爾模式與

一位真實個案的治療工作實例。晤談歷經 56 分鐘，在此改變之旅由一

開始與案主建立關係到設定目標，過程中 John 引導案主去覺察自我的

狀態，並跟自我做連結，化解內在的衝突矛盾，讓個案在愛情的選擇

上，由擔心害怕被愛的狀態到願意敞開心去接納這份愛的到來，能一致

性的做出自我的選擇。影片後半段由 John 帶領學員做討論，讓學員在

觀察中提出疑惑或想法並直接做對話討論，分享與案主在諮商過程中的

內在過程；另外 John 也分享如何運用自我來跟隨著個案的內在經歷。

此卷錄影帶很適合於專業人員的進修或教師們在教學時的教學示範帶。 

 

薩提爾模式家庭重塑工作實錄：從追求成就到自我和諧的旅程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A03>售價：個人價 2500 元、公播價 8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此工作實務共有 4 片影片，目的在於提供「家庭重塑」的教學與呈

現它的過程，對其「家庭重塑」在進行時，會運用的各種工具之說明。

整套影片可學習到：a.如何做冥想、b.使用冰山、c.如何做家庭圖、d.家

庭重塑的目的、e.如何整合個性部分。 

第一卷影片內容：理論脈絡（家庭重塑、治療信念、冰山之隱喻、一致

性）／冥想／與主角訂定契約─設定目標／選出角色扮演者／家庭圖：

家庭生活年代表、家庭成員。 

第二卷影片內容：主角母親之家庭雕塑（Aikin 家庭）／主角父親之家

庭雕塑（Baldwin 家庭）／主角父母之交往與求婚。 

第三卷影片內容：主角從童年至成年的旅程及轉化過程。 

第四卷影片內容：演出主角的隱喻，有關他的原生家庭／主角內在衝突

的外在化／擴大衝突、轉化、整合、慶祝／主角的自我肯定／將父母當

做平等的人和他們接觸／過程重點的討論／與參與者之討論。 

 



家族治療個案工作實錄(II)有毒癮問題的家庭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B02>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此影片為薩提爾替一個家庭的毒癮問題所做的實務工作，她做治療

的信念不將問題看成是問題，而是認為問題不是問題，如何應對問題才

是問題。從晤談的影片中，可以看見薩提爾在處理麥可面對其毒癮問題

時，她正視這個真實發生的問題，但卻未忽略麥可自身擁有的潛力、改

變的可能性與系統的連結性，在家庭系統形成的各種三角關係裡，讓彼

此能表達真正想說、想做的部分，促進各自在期待上的釐清與整理，進

而能讓家庭中每個成員更一致性的對自我行為做出負責任的選擇，連結

彼此情感的支持與接納。 

  影片展現薩提爾在治療過程中的理論信念、運用的治療方法、重視

經驗與如何運用自己在治療實務中，讓有心想要學習薩提爾模式的助人

者，可從中學習與得到啟發，不僅是珍貴的學習教材，亦是絕佳的教學

示範帶。 

 

家族治療個案工作實錄(III)岩石和花兒－處理受虐孩童的議題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B03>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此影片為薩提爾處理受虐孩童議題所做的實務工作，在治療過程

中，薩提爾呈現較以往更多的碰觸經驗，讓能量可自由的來回流動，薩

提爾運用自我教導如何有效的碰觸，啟發案家對肌膚、情緒、肌肉和回

應的方式。影片後面薩提爾與堪薩斯市家庭中心的雷蒙博士討論，以蠟

燭做隱喻：現在，我手中有個蠟燭，而你看著我，看到了我的光。你可

能因為你能夠看見在我手中的光，你就可以感覺到你周圍有光。我所要

做的事：當妳的蠟燭是點燃的，我就說那「完整」了。薩提爾說：我帶

著我的光，你跟我帶著你的光，當我們的光匯聚一起時，我們就創造了

雙倍的光。影片展現薩提爾在治療過程中的理論信念、運用的治療方

法、重視經驗與如何運用自己在治療實務中，讓有心想要學習薩提爾模

式的助人者，可從中學習與得到啟發，不僅是珍貴的學習教材，亦是絕

佳的教學示範帶。 

 



家族治療個案工作實錄(IV)一個混合家庭與一個不安的男孩題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B03>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此影片為薩提爾處理一個混合家庭所做的實務工作，也就是一個再

婚家庭的故事。片中男孩提姆覺得自己為家中的局外人，他的繼父、妹

妹和母親在同一國，那裡没有他的位置。會談中，那些無法被滿足的期

待，無法被家庭成員們談論，因此，家中每一個成員都無法理解正在發

生的情況。薩提爾在工作時，她跟每個人開始的地方總是『你希望會發

生甚麼事？』不是『這個家庭出了甚麼問題？』也不是『這個家庭缺了

甚麼？』或『是哪些出問題的家庭動力，導致提姆缺乏動力？』她總是

重新再組構『接下來是甚麼』、有甚麼可能性『系統中顯露了什麼』而不

是『過去出了甚麼錯』。她的目標在成長和意義，在她的方式中，生命因

此呈現出寬廣的遠景。 

   讓我們跟隨薩提爾的腳步，藉由前人的智慧與引導，在學習的路上

能更靈活的運用與精進，在人性與人性的互動裡做出接觸。 

 

與自我相遇-家庭重塑示範教學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A04>售價：個人價 3940 元、公播價 7875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本套影帶共 3 片約 5 個多小時，共分為五段。第一段為原生家庭的

雕塑；第二段為從原生家庭的學習；第三段呈現與雕塑主角的資源；第

四段為轉化與整合的部分；最後一段為卸角、分享與討論；帶領您一步

步地經驗家庭重塑過程。整個過程協助主角知道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的學

習並做出連結，回顧自己在童年時期學來的各種性格特質，也揭露情緒

底部的家庭糾結，讓自己成為更完整的人。 

 



國際薩提爾大師訪談（DVD） 

<S-DF01>售價：個人價 105 元、公播價 189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此影片為旭立基金會邀請薩提爾兩位嫡傳弟子 Dr. John Banmen 和

Maria Goromi 來台灣舉辦對談講座的錄影，本講座中可看見兩位大師

與助人專業工作者們談談他們多年實務工作的經驗，體會兩大師是如何

運用薩提爾模式於諮商工作中！ 

 

種子模式#1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D09>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這捲錄影帶 1987 年維琴尼亞‧薩提爾在美國科羅多拉州-克雷斯特德

彼特舉辦的夏紀國際研討會錄下一系列的影片，透過互動式教學維琴尼

亞與她的訓練團隊跟來自全球 90 位學員進行四周的課程，這個影片的

珍貴之處在於它是維琴尼亞的最後教學影片。 

 

 

 

家族治療教學#1 家族治療教學(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1>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此為系列中的第一支影片，這系列影片可粗分為三部分。開始緣於

與一個家庭來做諮商有關，故可看到薩提爾女士與此家庭的訪談；而第

二部分即薩提爾帶入做家庭重塑，讓其用新的眼光來審視舊經驗；第三

部分為尋找自己的資源方式，並發展出和諧的運用其資源模式。 

  薩提爾在此影片中提到，多數的治療法建立在處理問題上，而不是

在建立自我價值。薩提爾在她的工作實務中，觀察並體認到，若能對人

們的自我價值有所幫助的話，人們就能處理自己的問題。與個案工作過

程中，整合出家庭即是個系統觀點，且系統是種持續在運作的東西，為

一套缺一不可的可變因子，它們彼此是有關連性的。系統內有一個隱含

的目標，且被發展出一種條理和次序，來達到其目標。 

 

 

 

 



家族治療教學#2 家庭會談(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2>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本影片為薩提爾替一家三口的家庭成員 Jane、Gary 和 kent 做晤

談。此家庭會在這個系列影帶中與薩提爾一起工作。在會談開始前，薩

提爾關心每位成員的現況，讓他們與自己先做連結，幫助放鬆外，也是

與他們建立起信任關係的途徑，然後才進入探討此次的家庭議題。家中

15 歲青少年的兒子 kent 近來因說謊未去上學，而這也是他的父母關心

的議題。她問他們想改變什麼，而不是強加自己的想法給這個家庭。薩

提爾認為每一個人的感覺及需求，都有被聽到的權利。從討論已呈現出

的親子衝突，再回到夫妻關係，薩提爾幫助他們釐清在彼此互動的感覺

和想法，鼓勵他們在家庭衝突時，能夠覺察並知道他們是擁有選擇的。 

家族治療教學#3 家族重塑介紹(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3>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對家庭重塑有興趣者，此影片即專為介紹家庭重塑的概念。薩提爾

邀請主角上台，並在訪談過程中，請主角從團體的成員中，選出扮演他

的家庭成員，將回憶拉到特定的議題進行工作。藉由扮演的角色與主角

互動，讓主角更加明白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雖然過程中不是真的家

庭成員的參予互動，但卻可真實呈現主角對他的家庭的觀點。過程中示

範如何了解家庭歷史，選角並強調家庭重塑可為過去經驗注入新觀點。 

 

家族治療教學#4 畫家庭圖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4>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本片為薩提爾教人們如何來畫家庭圖，她示範用畫家庭圖的方式說

明其家庭是如何結合的。在畫家庭圖時，過程中可以發現到在家族世系

各個時期顯現的歷史特質，這有助於人們深入瞭解在那些關鍵時期的行

為，學到不論過去發生了什麼事，現在要怎麼處理它，我們都是有選擇

的。成長中對我們有重大影響的事，都是我們覺得很糟的時候、覺得很

羞恥和很寂寞的時候、我們不知該怎麼辦；多數人記得的都是否定的事

情，我們是該好好注意肯定正面的事，它們早在那裡，等著人們重新去

覺察與做轉化。在解釋家庭圖的意涵，即是：「熟悉比舒適還要強大。」

所以若想要做改變，我們必須先了解到過去的成長經驗，現在還如何的

深受影響，並且領悟到我們是可以做改變的！ 

 



家族治療教學#5 父親重塑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5>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在 DVD 中我們可以看到 Gary 從觀眾中選出自願者來重新建構他的

家庭。Gary 請自願者扮演他的父母、祖父母和手足，並給予他們特質。

這些特質代表我們家庭世代間給我們的禮物。這個練習讓我們知道可以

選擇接收這些特質或拒絕，如果它們已無法適用於我們現在的生活。  

Gary 認為他的痛苦與過去男人不表達愛有關，而他現在趁此機會打破這

個模式，以及語言及身體行動表達他對兒子 Kent 的愛。在 DVD 中，薩

提爾建立每一個家庭都有代罪羔羊的理論。這些代罪羔羊常被視為負面

的，但薩提爾很快指出代罪羔羊有他的目的。他們提供家庭一個焦點，

並使家庭保持能量。 

 

家族治療教學#6 母親的家庭重塑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6>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本片為呈現 Jane 的家庭重塑。我們可以明顯看到 Jane 有個常發

生的問題，即她無法或不情願的表達她的感覺，過程中薩提爾與 Jane 

保持非常近的距離，且常握住或捏捏 Jane 的手，讓 Jane 在與她長久

以來，將深埋於心底的情緒接觸奮戰時，將她的力量傳給 Jane，協助 

Jane 去經驗及感受。在這個家庭裡，發現到女性勢力比較強大，且超越

這個家庭的男性。她們以其能力，管理她們的權力，還有家中男性與女

性間，並無任何權力的爭奪。在此家庭的女性，必須學習成為優秀的掌

控者。這也讓 Jane 學到「我不能說出自己的想法與感受，我必須放在

心裡面。」 

薩提爾在重塑的過程中，不只注意到家庭成員，還注意歷史事件發

生的時間。 讓 Jane 可以從家庭脈絡中，覺察到過往的很多經驗教會自

己，不能要求自己想要的東西。當這些鬆動其觀點後，可以從 Jane 身

上觀察到一些平靜和疲累，以及對其 gary 與 kent 能直接表達出對他

們的愛與重視。 

 

 

 

 

 

 



家族治療教學#7 兒子的面貌舞蹈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9>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此片開始薩提爾闡述自己的觀點：我們身體反映著我們的內心狀

態，我們身體承接心裡所傳達出來的訊息。當一個系統中的變異量是和

諧的，它的能量會是流動的。片中 Kent 被限制（身體上）使用他的感

官，來象徵著我們的社會常對那些破壞我們所謂「行為良好」的人貼上

標籤。Kent 被要求找出他人生中六個顯著的特質，並給每個特質一個形

容詞，這些特質均代表著 Kent 的面貌，當成員擺出姿勢演示這些特質

時，Kent 可以發覺到當他身為全人時，經驗到所有的不同面貌。薩提爾

讓 Kent 接受他所有不同面貌的儀式，使他可以感覺並表達其完整性，

進而流露出和諧神情，對自己擁有豐富內在資源的承認和感謝。 

家族治療教學#8 伴侶的面貌舞會 (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10>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影片中 Gary 和 Jane 的不同面貌被介紹及彼此做互動。可以看到此

對夫妻間那些面貌是相得益彰、那些面貌彼此是相反的面向；Gary 和

Jane 被邀請向彼此表達對這些面貌的感覺。過程中薩提爾讓這對夫妻能

夠辨識出，哪一個面貌象徵著他們的性關係，並跟他們討論在關係中的

這個部份，是如何的需要時間來成長與成熟。薩提爾提醒，對所有人而

言，在任何時候我們看到的只是其中一個面向。當有人對我們表達不滿

時，可以詢問對方：「哦，你察覺到了什麼？你看到或聽到了什麼？告訴

我，我才能有機會找出是否是真的還假的。」有很多薩提爾的工作是以

基本常識為基礎，但卻是專業、以個人為中心且意味深遠。當我們處於

或考慮開始一段長久的關係時，面貌舞會是很好的學習。 

 

家族治療教學#9 母親的面貌舞會(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7>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本片為 Jane 在辨識及接受她身上擁有的不同面貌。我們可以看到

薩提爾所說，我們是自己每個面貌的主人，而且是可以控制它們的運

作。片中薩提爾曾說，當個人的部分不能和他整合的時候，那些部分就

被投射在別人身上。所以需要能夠促成個人的整合和完全，當我們的面

貌彼此協調和連結時，和諧就會降臨。 

 



Jane 在參與這個舞會儀式時，可以看到她明顯的釋放她長久以來的

恐懼，並接受她的所有面貌且允許她神經過敏的特質成為她女性特質的

一部分。Jane 已經全然接觸並發現到她的滿足，當不同的面貌開始有一

個共同的需要時，即會彼此更加的靠近。當能接受自己的各個部分對自

己的意義，並包括這些部分的所有權，自己才能完整的整合並成為完全

的個體。 

家族治療教學#10 父親的面貌舞會(DVD)   

＊中英對照（有中文字幕） 

<S-DC08>售價：個人價 800 元、公播價 4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本片為 Gary 經歷與接受他的所有面貌之儀式。Gary 在過程中面

對著他的每一個面貌，在自我覺察後可融入現實生活中並與之結合。薩

提爾說：讓我們各部份自由轉化，擁有它們，承認我們的所有權，以愛

的方式帶領它們，我們只可能激盪出創意的火花；即便遭遇最艱難的事

情，我們也能以開放及有助益的方式來面對。 

在儀式中扮演 Gary 面貌的成員，每一位將手放在他的身上，象徵

著將扮演的面貌力量注入 Gary 的體內，以全人的形式存在。影片中我

們看到 Gary 的快樂和解脫，與他感覺到自己是完整的。最後，薩提爾

以 Gary 全家及觀眾都參與的冥想活動，來作為此段落的結束。 

 

《瑪莉亞•葛莫利 雋永系列》影音課程【雋永收藏 USB 版】 

售價：4000 元、公播價：7000 元(需填寫公播授權書) 

  2018 年在 Maria Gomori 帶領下，與成蒂老師、李崇建老師、呂旭

亞老師，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談的滋養之旅，透過概念講解、對談交流、

家庭雕塑現場示範等多元方式，為學習者展示人如何從自我出發，在複

雜糾纏的家庭關係裡，從內在資源得到滋養力量，進而可以為自我重新

選擇，在糾纏關係中轉化重生成為獨一無二的個體。 

  如同 Maria Gomori 的 101 年璀璨豐富生命，為我們親身示範一個

真實自我面對生命的態度，她始終相信人是可以有選擇的，並一生貫徹

這個信念傳承於人間。 

  旭立基金會特將 Maria Gomori 老師生前最後一場台灣大型專業教

學活動，剪輯後製完成約 3.5 小時中英文字幕影音課程出版，重現大師

的深厚的專業功力和豐沛的精神力。期待提供給有興趣的朋友們，透過

 



Maria Gomori 老師親自帶領下深度學習 Satir 模式的內涵精髓。 

●贈送《2019 年 Maria Gomori 老師座談~回到療癒者的初心》 

  Maria Gomori 老師以累積多年豐厚專業功力在座談現場過程中，

逐一回應助人專業工作者提問各種關於來自薩提爾模式的疑惑、專業工

作的瓶頸困境、專業發展的阻礙、困難案主的挑戰等不同議題，剪輯後

製完成約 3 小時中英文字幕影音課程，這 3 小時是 Maria Gomori 老師

畢生智慧結晶累積而成的寶藏，也是跨世代的經驗傳承，值得好好珍藏

學習。 

曹中瑋老師完形取向教學影片<S-DG05> 

售價：個人價 2500 元/片、10000 元/套 

      公播價 20000 元/套（需填寫公播授權同意書） 

    此教學系列影片由臺灣完形取向大師-曹中瑋老師親自解說與示範，

期望提供心理師、助人專業工作者及對完形諮商有興趣的朋友們專業學

習的豐富素材。曹中瑋老師受完形取向啟發甚深，長年投入以完形諮商

為主的工作，而後融入對華人社會文化之內涵、諮商經驗等整合出「曹

式風格」的完形取向。 

 

《薩提爾系統轉化治療訓練課程實務研習手冊》 

 ─助人專業工作者專用 

編著：約翰．貝曼博士(Dr. John Banmen) 譯：沈明瑩 

<S-BA01>售價 350 元 

    這本手冊為薩提爾模式的精華，提供專業助人工作者使用，其中羅

列了薩提爾模式的治療信念、技術與方法，以深入淺出的說明，讓專業

助人工作者更能貼近薩提爾模式的精髓，內容詳列如何與個案做目標設

定、做天氣報告、繪製家庭圖，以及如何應用溝通姿態，並說明如何運

用個人內在冰山模式的隱喻，與如何探索家庭的規條與互動，以及在處

理案主尚未滿足的期待所運用的問話技巧，並教導專業助人工作者如何

從薩提爾模式來檢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理解改變的過程。在本書的最

後還提供多位個案研究的說明與講解，協助專業助人工作者使家庭產生

轉化性的改變，讓每個個體都能有機會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本書採中英

對照方式呈現，方便讀者閱讀並貼近作者原意。 

 

  



《沙維雅模式冰山歷程提問範例》初學者手冊 

著：約翰．貝曼博士(Dr. John Banmen) 譯：沈明瑩 

<S-BA02>售價______元 ＊改版中，新版預計 2022 年 7 月開始販售＊ 

    薩提爾女士看到人們的內在有許多心理歷程，例如感受、感受的感

受、觀點(認知與信念)、期待及渴望，而核心是此人的「自己」－精華

及生命力；我們可應用不同的提問，以探索當事人內在的不同部分。本

書提供一些歷程式提問的例句，可用以輕敲當事人的各個面貌，我們以

「冰山」來比喻個人，這些提問可以幫助當事人進入內在，變得更為自

己的存在負責任。 

心靈秘境─11 生命蛻變的故事 

著：白崇亮、呂旭亞、李文瑗、殷正洋、侯俊明、陳文玲、陳登義、曹

中瑋、楊錦聰、楊蓓、詹美涓 

<S-BB02>售價 210 元 

    我們每一個人各自在生命的旅程中冒著未知的險，流淚有時歡笑有

時。本書十一位作者，在醫界、在藝界、在商界、在學界等各個領域，

皆有不凡的成就。他們的成長過程與你我一樣，一路上有許多跌撞；他

們在不同的時期因為不同的原因，冒險踏上自我探索的過秘境。他們一

致選擇回應生命的召喚，勇敢展開自己的英雄之旅，讓全身鑲滿智慧的

印記。因為對生命有了更深的體悟，他們才有現在的閃耀。而透過他們

的真誠分享，我們也將學會榮耀自己的眼淚，收成歡笑智慧。 

 

薩提爾家族治療模式 

著：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約翰‧貝曼(John Banmen)，珍‧

歌柏(Jane Gerber)，瑪莉亞．葛莫利(Maria Goromi) 

 譯：林沈明瑩、陳登義、楊蓓 

<S-BC02>售價 340 元 

    維琴尼亞‧薩提爾在一九八八年去世之前，即著手和三位同事合寫一

本關於其治療手法的理論層面的書籍《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該書歷

時三年完成，為薩提爾最具代表性的專業著作之一。本書涵括了薩提爾

的信念系統，在累積三十多年的家族治療第一線工作之餘，薩提爾發展

出強而有力的助人技巧，包括雕塑、求生存姿態、隱喻、面貌舞會及家

庭重塑的治療性應用；進而探索影響人們接收和回應世界的互動要素，

 

＊改版中，新版預計 2022

年 7 月開始販售＊ 



以及自我環中的各種成份；也解讀了如何與別人互動的方式。 

    本書非關病理學。正如薩提爾的其他著作一般，這是一本呈現人類

的尊嚴與內在力量的書。它提供了面對家族治療工作之際，每個重要層

面紮實且詳盡的描述，其廣泛而豐富的範疇與例式，已為社會大眾與專

業助人工作者所重視和應用。 

心靈的焠鍊 

著：瑪莉亞．葛莫利(Maria Goromi)、伊蓮娜．艾達斯金(Adaskin, 

Eleanor) 

譯：易之新 

<S-BC04>售價 300 元 

    瑪莉亞‧葛莫利在本書第一部回顧了薩提爾的基本概念、哲學理念和

療癒工具，涵蓋了她對改變、一致性、健康的家庭、溝通理論、冰山概

念和自我價值感的看法，協助讀者去辨識家庭重塑的目的、歷程和情境

中，哪些關鍵因素能使家庭重塑發揮效益，並討論各種不同的形式與變

化，說明引導者、主角和角色扮演者的任務。第二部包括五個華人家庭

重塑實例，案主的議題非常困難，有自殺意念、極度害怕和生氣、喪失

認同感與自恨，皆取自真實的家庭重塑歷程。 

 

大象在屋裡─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實錄 1 

著：瑪莉亞．葛莫利(Maria Goromi) 譯：釋見曄 

<S-BC06>售價 320 元 

    大多數家庭的問題都像一隻大象，把家庭功能阻塞住了。家族治療

師的工作就是慢慢地清除這隻大象，並讓家庭成員願意敞開談論。 

    這套書分成兩冊，內容包括八個家庭、十次會談，學習基模是依據

維琴尼亞．薩提爾家族治療的體驗性訓練工作坊，呈現瑪莉亞．葛莫利

現場工作的內涵，以及如何多元運用薩提爾模式為家庭工作。每次會

談，先由治療師介紹自己與案主工作的重點；接著是瑪莉亞與家庭的會

談；最後是小組討論的回饋、提問和瑪莉亞的教導。 

 



越過河與你相遇─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實錄 2 

著：瑪莉亞．葛莫利(Maria Goromi) 譯：釋見曄 

<S-BC07>售價 270 元 

    治療師與案主之間有條河，治療師需要越過這條河與案主相遇，但

彼此間仍需保持著清晰的界限。 

    我盡我所能地在歷程中讓案主主導自己。我的工作是幫助他們做選

擇，並在他們和我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要整合這個模式需要花很多年

的時間，因為你必須先學會整合你自己。〜瑪莉亞．葛莫利 

 

 

我們之間：薩提爾模式婚姻伴侶治療 

著：成蒂 

<S-BE01>售價 440 元 

   親密關係不僅僅是柴米油鹽，而是人生中最好的機會，去遇見自己

和對方真實的自我，滿足彼此內在深處最核心的渴望。它會激發一個人

內心最脆弱的部分，因此也是最容易受傷和最可以療傷的地方。─成蒂 

 本書作者成蒂老師逾三十年來深耕薩提爾模式婚姻伴侶治療，師從維

琴尼亞‧薩提爾、瑪莉亞‧葛莫利與約翰‧貝曼，更曾擔任瑪莉亞‧葛莫利的

助教。她結合實務經驗與所學，搭配精彩案例及示意圖，介紹婚姻伴侶

治療的理論內涵與歷程工具，解說深入探索和轉化親密關係中個人內在

系統、伴侶互動系統、原生家庭系統的具體方法。 

 

公主走進黑森林：榮格取向的童話分析 

著：呂旭亞 

<S-BH01>售價 340 元 

   「我挑選了七個大家熟悉的格林童話，他們都是女性為主角的故事，

觸及的正是七種不同的女性心靈面向，七個尋寶圖。用熟悉的故事做分

析文本當然是刻意的，因為熟悉的故事在每一個人心裡都已然有了一些

自己既定的看法，及至今集體對此故事的觀點，如果，我們可以將這樣

古老、爛熟於心的故事拆解出不同的意涵，讓我們對自身所處的當今世

界有不同的感悟，那我們對自身的困難或許也將有更寬廣的視野。」 

  本書揭開情結與原型對人心不可思議的影響力。透過象徵語言與心

理語言的轉換，帶領讀者跨越意識的邊界、走進內心的森林、迎向挑戰

 



與改變。這趟旅程不僅使我們與古老象徵產生連結、開啟內在豐富性，

更重新思索女力時代的現象與意義，為發展找到完整與圓滿的可能。 

榮格心理學手冊（簡體書） 

著：[英] 雷諾斯.K.帕帕多普洛斯 

<S-BH02>售價 600 元 

  是第一部全面系統地分析闡釋榮格心理學的著作，由榮格心理學領

域卓越的專家或分析師共同撰寫而成。本書系統而權威地闡釋了榮格心

理學中的各種理論、實踐和應用，具體論及榮格心理學中的個人無意識

和集體無意識、原型、陰影、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心理類型、原我、移

情與反移情、個體化、主動想像、榮格式釋夢、煉金術，以及分析心理

學視角下的宗教和藝術等各個主題。作者們用清晰易懂的語言將這些晦

澀的理論概念呈現出來，使讀者能夠迅速全面地把握榮格心理學的整體

框架和脈絡，從而為讀者打開進入榮格心理學的大門。 

 

致，被雙寶搞瘋的媽媽：奶爸心理師給父母的生存指南 

著：黃柏嘉 

售價 300 元 

  根據調查顯示，台灣父母的「理想子女數」為兩個。 

決定生雙寶的原因不外乎：手足是父母給孩子的最大禮物／兩個一起玩

不會來煩大人／成長路上有同伴等等，但爸媽遇到的真實情況卻是…吃

醋、偏心、衝突、找縫鑽、霸占，還有更多更多。這是一本拯救雙寶家

庭脫離爭吵地獄、促進親子和諧的實用型寶典。奉行正向教養的諮商心

理師～黃柏嘉，為雙寶媽、多寶家庭整理出絕對必需之生存指南。父母

們別擔憂，奶爸心理師黃柏嘉給你靠。往大寶不吃醋、二寶不爭寵、爸

媽不崩潰的美好生活前進吧！ 

 

薩提爾教練模式：學會了，就能激發員工潛力，讓部屬自己找答案！ 

著：陳茂雄 

售價 280 元 

   在管理現場，許多人的行為和目標總是背道而馳卻不自知，我們常急

著解決問題，沒有發現自己有盲點而深陷同樣的行為模式，才總是疲累

不堪又無法達成目標。心理學大師薩提爾發展出探索內在的薩提爾模

式，是非常適合的解方。 

 



    書中模擬許多職場裡常見的管理困境，並且有對話示範，幫助主管

練習引導式的開放對話，啟發部屬主動改變的力量。 

薩提爾的自我覺察練習：學會了，就能突破內在盲點，達成人生目標 

著：陳茂雄 

售價 285 元 

  心理治療大師維琴尼亞．薩提爾女士提出的「薩提爾模式」指出，

現實人生的各種問題及困頓，都脫離不了要維持「自己、他人、情境」

這三角關係的平衡。但我們通常一碰到難題，會不假思索一再重複做出

失衡的慣性行為，例如迎合別人、委屈自己；或只顧自己，不管他人與

事情……等等。這樣的慣性行為是「不一致」的行為模式，是受到由我們

的情緒、觀點、渴望、期待所涵蓋的內在冰山所驅使。唯有認識巨大的

內在冰山，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改變自己，進而才可能改變別人。本書

作者陳茂雄是國內企業教練的先驅，也是資深的諮商心理師。他師承薩

提爾女士的入室弟子學習薩提爾模式的理論與應用，從多年的諮商經驗

歸納出實用工具，在這本書中直接聚焦薩提爾模式的最核心：自我覺

察，引導我們去除內在盲點，與市面上將薩提爾模式運用在親子溝通、

婚姻治療的面向，截然不同。 

 

如是 深戲：觀‧諮商‧美學 

著：金樹人 

售價 275 元 

人間遊戲，是在別人定好的規則中遊戲； 

遊戲人間，是穿透人間的遊戲規則，回歸本性，深深入戲。 

 

享譽華人諮商心理學界的金樹人教授，悠然穿梭於東西方心理學、文史

哲學和藝術、美學，36 篇滌盡心靈暗昧、漫步柳暗花明的性靈之作，汪

洋開闊，讀來欲罷不能。 
 

 

 

 

 

 

 



遇見完形的我：用覺察、選擇、責任與自己和好，解鎖人生難題 

著：曹中瑋 

售價 280 元 

  我們常常因為封閉自己的情緒、受困於過去的創傷記憶，甚至遭受

外在的環境限制，導致很少有人真的認識自己，更常覺得自己像缺了一

角的圓，並不完整。 

  但是，只要我們擁抱「主體性自我」，願意面對過去的記憶，承擔和

接納當時的自己，以長大成熟的自己陪伴當年幼小的自己，一起重看過

去的「未竟事宜」，給予這些經歷全新的理解，就以可讓未完成的「形」

能夠「完形」。 

  臺灣完形諮商領域專家曹中瑋，暌違多年終於推出新作。她以超過

40 年的心理工作經驗與精練筆觸，闡述完形諮商的「黃金鐵三角」：覺

察、選擇、責任，使我們更深刻的認識自己。然後，將生命中容易受

挫、卡關、走偏的各種問題和面向，以故事為例，告訴我們怎樣接納與

整合自己，活出最圓融完滿的人生。 

冰山海報  

<S-P001-2> 白板模板    售價 3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