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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dedicated to producing playful tools of high artistic quality 
for use in accessing the inner riches of imagination and intuition, of 
creativity and expression. The instructions provided with each deck 
of cards are by nature undogmatic and allow participants to be  
authentic without being evaluated or judged. 

獨一無二的聯想系列卡

這些漂亮的卡組能夠刺激創造力和溝通!這是一個多彩多姿的
跳板，能夠賦予你想 像的翅膀，它們是遊戲和書本的交集。
它們既是工具，也是遊戲，可以適用於各個 年齡的成人和小
孩，而且它所涵蓋的用途也很廣，從社會工作和治療到家庭
的遊 戲，從各行各業的團體訓練到寫作和戲劇的工作坊，每
一個人都是贏家!每一副牌 都可以單獨使用，或者跟其他的牌
一起使用，就像能夠激發創造力的積木一樣，可 以有無限的
變化。每一副牌都附有易懂的說明書，教你怎麼玩。這一系
列的牌現在 已經製作成28種不同的語言版本，我們會樂於提
供您更多的訊息。

10 x 19 cm

The OH Cards – 兩組各88張牌的牌組，一組繪畫卡，一組文字卡

將圖畫卡放在文字卡的中間搭配起來，來探索那一組牌的意 
義，共有7744種不同的組合可能，同時可以有更多的解釋。這 
副牌可以單獨一個人使用，或是兩個人一起使用，或是由家人
或團體一起使用。OH Cards 已經被廣泛應用到家庭、學校、諮 
商中心、和公司機構等等，目前有28種語言版本。這些漂亮的卡是設計來增加直覺、想 
像、洞見、和溝通的。全世界的人都使用這副獨一無二的卡來喚回他們對自己的感覺， 
以及用來了解他們處於這個宇宙中的哪一個位置。OH Cards可以讓你接觸到你自己，以 
及你周遭的人。這些OH Cards系列的聯想卡是由藝術家伊萊.拉曼(Ely Raman)首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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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UK - 卡 主题为探索“我是谁？”的88张圆卡以及10张遮盖卡

INUK卡可以用来探索这一关于存在本质的问题—“我是谁？”，
“决定了我之所以成为我的是什么？”88张圆卡呈现出了一种象

征性的表达，在它们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找到自己
的影子。玩家可以带入感受，情绪，行动来解读这些图
卡，如此一来也就成为了图卡场景里的参与者。同时，
玩家可以瞥见自己内心的现有状态。这套88张的图卡来自于中国艺术家白一琳女士，
而它作为OH卡家族的新成员 将可以很好地帮助玩家进行自我探索，推动“我是谁”
的这个问题得到答案。10张揭盖卡的作用，就像是一个窗口，钥匙扣，又或者是放大
镜，来增加和影响我们对图卡的感知。这套卡与OH卡主卡结合使用，也常常带来惊喜

的效果。

10 x 15 cm

10 x 15 cm

COPE – 克服卡88張圖卡──從危機到治療  
Dr. Ofra Ayalon, Moritz Egetmeyer

今日的世界需要各種能夠達到和平的工具，克服卡是一個蘇聯的畫家，一個
以色列的治療師和一個德國的出版者所共同設計出來的。它的
形象引導我們進入內在悲傷和喜悅的故事，並將它們表達和分享出
來。因為這些圖象的確能夠引發出內在的東西，所以它們的價值已經在
世界上得到證明。從創傷到治療的道路被畫在這些很美，且多變化的圖象
裡。每一副克服卡都會附上一本手冊，裡面有使用的例子和創傷治療的理論背景。克
服卡也可以跟這個系列其他的牌一起使用。

10 x 15 cm

TANDOO - 99 圖像卡，加上44張關於伴侶生活的互動 卡

有 99 張畫作的圖像卡，描繪伴侶生活的場景、象徵情 
感、願望、需求、衝突，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伴侶關係所呈

現的癒合模式。 創作過 程中，分別加入擁有幾
十年的伴侶輔導及治療經驗的 Ofra Aylon 提 供概念原理，以及透過藝術家
瑪麗娜 Lukyanova 的巧手描繪出豐富材所涵蓋的主題。 44個互動卡透過象徵
指引，給予伴侶們繼續走 過酸甜苦辣旅程的想法。這些卡片提供了嶄新的觀點、洞見、
感受以 及行動。體現出相似於OH卡系列的風格，TANDOO卡，可以看到隱 喻並以多元
方式詮釋。 TANDOO是私人和專業用途的工具，且可與所有其他 OH 系列卡片一一起組
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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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x 15 cm

10 x 15 cm

10 x 15 cm

RESILIO - 復原卡 包含99張和壓力力、恢復力力相關的圖卡,加 
上44張力力量動物的 卡 片片。

99 張卡片片反映日日常生生活中的壓力力,也展現放鬆的可能性。我們在
生生活中 所面面臨的壓力力可能是個可以激發潛能的強心心
劑, 也可能成為我們痛苦的負 擔,導致情緒不佳、生生氣甚至至生生 病。我們該如何去
尋找我們的內在的力力量, 進而而擴展我們自自己己呢? 44 張力力量動物象徵不同的特
質,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強化我們的復原 力力、恢復力力!並以隱喻的方方式,給予我們
情感上或信念上的支支持。143 張 色色彩 繽紛的卡片片,是由才華洋溢的捷克水水彩
畫家艾蜜莉馬馬蒂所繪製。就像 我們的其他卡 片片,復原卡可以和所有的OH卡系列搭
配運用用,也可以單獨 操作,例如你可以使用用它來記錄、檢視你的生生活。以專業的角

角度來看,復 原卡是個 沒有固定牌義、開放式的輔助媒材,站在客觀、
自自由、開放的角角 度,喚起人人們內在的故事

PERSONA – 人像卡 來自世界各地的臉

77張人像卡加上33張互動卡 繪圖:Ely Raman 這副牌可以用
來作為無數的角色扮演的材料，在這個遊戲裡，參加者可以扮演世界各地的人。誰是這些人?他們在

做什麼?他們想要什麼?使用人像卡可以透過遊戲來跟各種文化的人會面。互動卡上面
的點指出要用來玩的人像卡的數目。箭頭代表他們的互動，參加者將人物帶入生活。
當人類的生活變得更複雜，人口變得更多，我們的世界似乎變得更小。文化必須學習
交流，放棄成見，並培養容忍。人像卡邀請你以遊戲的方式來看別人，透過想像賦予
他們特性和行動，同時也賦予他們感情、反應、和渴望。

PERSONITA – 77張來自世界各地的小 孩和年輕人的
人像 加上44張關於他們關係的情況卡

這77張人像卡是由藝術家拉曼(Ely Raman)和路克亞諾
瓦(Marina Lukyanova)所畫出的各 式各樣的人像，它們代表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小
孩和年輕人。當這些人像卡被放在44 張情況卡裡面，那些人物就動起來了，它能夠引發
出我們關於團體和家庭的故事。年輕人 像卡藉著遊戲邀請我們從記憶和想像中來跟周遭
的人連結。這些多彩多姿的卡能夠幫助我 們在想像中找到共同的基礎，同時又可以鼓勵
創造性的自我表達。有了年輕人像卡，世界 上的年輕人就成了我們的鄰居，我們可以跟
他們溝通、一起玩，並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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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x 15 cm

10 x 15 cm

10 x 15 cm

SAGA – 英勇故事卡

這55張由拉曼(Ely Raman)所畫出來的生動人物、場景、和物體的 
卡來自那個從來不存在的但卻是一直都存在的地方。每一張卡都 是

一個跳板，用來進入熟悉的神話或神仙故事，或是 進
入一個從來沒有被講過的故事。英勇故事卡重新點 燃
了自發性和驚喜的喜悅，並讓你回想到孩提時代的夢。這些形象邀請你去經歷故事、
幻想、夢想、和魔術般的世界。說故事和寫故事是用來練習創造性的技巧很棒的方
式，它可以用在團體裡，或是跟朋友和家人一起玩，也可以用在工作上。

MYTHOS – 神話卡

神話卡是拉曼(Ely Raman)最新的說故事卡。來自他 
的巧手的這55張圖卡畫出了神話領域的一些場景。這些形象也反映出拉曼長久以來對
原型的圖畫呈現的興趣。就像英勇故事卡(SAGA)一 樣，神話卡也是用來編織一些新
的、奇怪的、和很棒的故事，它們很簡單地就能夠引發 出你的想像力!神話卡是一副很
棒的說故事卡，它很容易玩，而且充滿驚喜。每一個故 事都是新的故事，由那個說故
事的人藉著幻想來形成。英勇故事卡(SAGA)、神話卡、和 1001卡可以一起使用!

1001 – 卡

加拿大的藝術家波利爾特(Andree Pouliot)創造出我們這副最新的卡:55 張
精美的圖卡畫出了東方1001夜那不可思議的神話世界，它重新點燃了 在

我們裡面的那個古代的說故事的藝術。每一張卡都是一個精
巧的門道，可以進入到非常寬廣的聯想。每一個形象都是一塊魔毯，帶著我們再度進 
入被月光照亮的房間，在那裡，國王害怕的心被一個不但勇敢、聰明而且漂亮的女人所 
壓服。沙拉扎王妃編織了1001個神話似的故事來填滿那些失眠的夜晚，使得她能夠保
存 她的性命。有了這副1001卡，我們也能夠成為故事的創造者，在故事裡面，任何事
都可 能發生，而且故事可以完全不重複。當每一次洗牌的時候，那個可能性就再度更
新，想 像力可以飛起來!1001卡也是英勇故事卡(SAGA)和神話卡(MYTHOS)的好搭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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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AT – 自然環境卡

由自然主義的畫家格羅諾(Christian Gronau)所畫的88張 
圖卡描繪出了寬廣的地球自然環境。有一些圖畫似乎是用藝術手法表現出來的文件，另外有一些幾乎

是神話般的，還有一些則是嚴肅的或好玩 的。HABITAT是拉丁文，它意味著住的地方。
這副自然環境卡邀請我們以遊戲的方式 來跟我們的周遭連結，這些卡並沒有提供答案，
然而它們卻激發出關於我們跟所有的東 西相互關連的問題。這副卡可以由個人使用，或
是兩個人一起使用，或是由一個團體使 用，來刺激我們關於我們跟周遭一切生命形式互
動的想法和感覺。就如英國的詩人法蘭 息斯.湯普森所寫的:「我們不可能摘一朵花而不
打擾到一顆星星。」

10 x 15 cm

10 x 15 cm

10 x 15 cm

SHEN HUA – 神話 來自古時候中國的55張圖卡，
可以用來說故事

這55張圖卡是由北京的藝術家韓偉所畫製的，應 用
傳統的中國水彩風格，她將人物、場景、和客體結合使我們能夠在說中國式的故事時
得到很好的靈感。神話裡面這些吸引人的圖象源自古時候中國的傳說和神話，不論你
知不知道它們真實的故事內容，我們都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聯想來反應於這些圖畫，然
後創造出新的故事。隨意從這副牌裡面所抽出的每一張牌都會讓你驚訝，使你進入到
一個新的想像空間。當我們將抽出的牌排開，一個故事就發展出來了，每一個故事都
是獨一無二的，一生中只會碰到一次的!來自遠方中國的神話圖象能夠將我們導入新的
創造力。

ECCO – 抽象圖卡

抽象畫讓你的想像力可以無限延伸。在義大利文裡面ecco意味著「看! 注
意看!」這副99張出色的抽象圖卡是由伊利斯(J. D. Ellis)所畫的，它邀請

我們更仔細地去看顏色、形式、和模式。它們沒有標題，也沒有正確的意義，每一個
人所看到的都不同。這些抽象圖卡是對想像力的一個挑戰，是進入藝術的一個跳板，
是進入幻想世界的一塊魔毯。創造出你自己的展現，將那個形象描述成風景或一個
夢。就像其他所有的圖卡一樣，這副抽象圖卡也可以跟OH Cards的文字卡並用，或是
跟其他的圖卡一起用。Ecco 卡甚至邀請我們去擴大這些 圖，從現有的卡畫出我們自
己較大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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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x 15 cm

10 x 15 cm

10 x 15 cm

MORENA – 土著卡 88張圖卡加上22張足跡卡關於巴 西
雨林裡的部落生活。

畫家席爾瓦(Silva)跟雨林裡的土著生活在一起而畫出了 他
們的世界。88張圖卡和22張足跡卡帶領我們進入叢林裡的那些快樂土著的生活。那 
些溫暖的顏色和具有愛心的場景碰觸到了我們的內心，並引導著我們的遊戲。這些氣
氛 和平的卡很適合小孩來玩。MORENA在當地語言的意思是「原始之地」。在還不是
很久 以前，大多數的人都還是生活在部落裡，這些卡幫助我們去重新發現這個過去。
土著卡 這些美麗的圖畫能夠溫和地激發出我們去想像關於沒有現代化科技或征服野心
的部落生 活。

Lydia Jacob Story – 55 mixed-media collages  
by Raymond E. Waydelich  
(limited edition, black box, gold stamp)

Alsacian artist Raymond E. Waydelich has a passion for combining found 
objects with painting to compose his works of art. He has created 
55 card-sized masterpieces spiced with his own zesty humour 
especially for this genre of playful tools. As well as being a work of art in its own right, 
each one of the LYDIA JACOB STORY cards is a departure point into a surreal world, 
a new and still unknown place occupied by a memorable collection of humans, ani-
mals, plants and (possibly) inanimate objects. Brought together against a backdrop 
of vivid landscapes, mysterious texts and astonishing maps, the denizens of LYDIA 

JACOB’s world invite us to associate and invent along with their 
creator - our fantasy can take over where the artist left 

off. The LYDIA JACOB STORY cards can in-
spire us both to contemplative enjoyment 

of delightful artworks as well as to 
active creativity such as storytelling, 

theatre, music and dance.

BEAUREGARD – 55 collages  
by the artist Joan Beauregard  
(limited edition, black box, silver stamp) 

Collages are pictures which include materials other than paint, “for it’s not the material that is of 
the essence. The collage’s sole function is the composition itself” (K.Schwitters). The 
BEAUREGARD cards are free-spirited arrangements of form and colour that can 
deeply effect their viewers. We may also go beyond viewing to using these collages as a 
departure point for personal creative expression. Spontaneous associating can inspire 
the invention of stories, anecdotes or imaginary travelogues.  
Other responses to these vivid cards might find expression in painting or dance, music, 
theatre or pantomime. Like ECCO, the BEAUREGARD cards open a door into the world 

of abstact art. In a song without words the music alone expresses 
the meaning. Likewise, abstract art in abstaining from de-

piction of object, figure, scenario or landscape, 
appeals directly through colour and form 

to the viewer’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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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SINE – 55張圖卡，含110種食物。

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就會有食物，有人不享
受 美食的嗎?有了食物卡，玩家就變成了廚 
師。平面藝術家西伯特(Anke Siebert)在每 
一張卡片上畫出兩種不同的食物，玩家可以 
從它們選擇食材。手中握有三張卡的人就已 
經有八種組合的可能性。不論是三道菜的一 
餐或野餐，不論是在五星級的飯店裡或是在 
露天的環境下，怎麼樣都可以。玩家可以一 
起來煮，或是依次講出他們煮菜的過程和結 
果。警告:食物卡是一種促進胃口的遊戲， 是
最好的開胃菜。

10 x 15 cm

10 x 15 cm

7,5 x 11 cm

BOSCH – “The Garden of Delights”  
in 65 full-colour cards  
(limited  edition, black box, gold stamp)
 
With his painting “The Garden of Delights” Hieronymus Bosch (ca. 1450-1516) created a monu-

ment out of the fears, hopes and fantas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A master sto-
ryteller in the language of images, Bosch populated his creation with fabulous beasts 
and creatures of fantasy as well as the people of his time and culture whose imagina-
tions they inhabited. The 65 cards of BOSCH reproduce “The Garden of Delights” in 
its entirety. Regarded singly, each card reveals a miniature masterpiece of intricate 
detail. Laid out card-to-card like pieces in a puzzle (size 91 x 52 cm) the individual 
images grow again into a unified composition. For more than five centuries Bosch’s 
work has inspired and fascinated artists and art-lovers alike. The BOSCH cards can 

open a new door into his world and lead us on a walk through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ainting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

TAHITI – 55 Picture cards, segments of  
Paul Gauguin’s South Sea Paintings 
(limited edition, black box, gold stamp)

Paul Gauguin (1848 - 1903) created the vivid works of his later life on the remote  
islands of Tahiti. He expressed his fascination for the culture in paintings that sought 
to fulfill his deep longings for beauty and original innocence. He painted scenes of 
daily life, the coun- tryside and people, mostly women. Images rich in poetry and an 
apparent harmony that seemed indigenous to paradise pervade the works. These 55 
cards, selected images out of his most beautiful paintings, are an invitation to journey 
in fantasy to the South Seas. We can create our own stories based on Gauguin’s 
motifs. The TAHITI cards, like tantalising pieces of a greater mosaic, captivate the 

viewer’s eye for detail and invite us to extend them with our own 
creative fantasy.

55 Blank Cards for Creating your own Images

CLARO has coloured varnished backs and white unvarnished fronts. You can colour or paint these cards yourself with art material of your choice. Your own drawings and paintings become just as playable as the other decks.

CL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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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200頁的工作手冊，由亞當.布爾喬伊(Adam Bourgeois)所執筆，裡面有88張OH 
Cards的黑白縮圖，並列出很多的書目和索引。這本書分成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亞當討論 
OH Cards和個人的發現──有意識的、無意識的、和原型的。這些章節可以為第二部分和第 
三部分對176張OH Cards的評論作準備。在每一張卡的描述之後留有一些空白的地方可以寫 
下你自己的意見，透過那些意見，這本書也可以成為你個人發現的日誌。

THE POwER Of OH - 的力量
一個成長、洞見、和欣賞自己和別人的途徑

作者克思奇在研究了聯想卡的歷史和背景之後寫出了這本書。在每一個遊戲裡都有一個特別 
的主題，它被拿來在一個較大的架構裡描述和討論。這本書是活的，在它裡面有實用的細節 
和來自多方人士的個人例子──私人的或職業的，它涵蓋了各個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 
它能夠鼓舞使用聯想卡的人進入到更深度的探討，這是使用OH CARDS系統聯想卡的人重要 
的參考書。

窗外的草莓(書)聯想的遊戲， 藉以打開創
造和溝通的門

“Strawberries Beyond My wind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