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104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壹、會務現況 

 104 年度，本會在田秀蘭理事長帶領，理監事會、各委員會及秘書處的努力下，完成幾項重要的

工作，包括： 

一、 因應本會各項業務推展，新增「組織發展委員會」、「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國際交流委員

會」及「兩岸交流委員會」，並將原「專業訓練與認證委員會」獨立為兩個專責委員會，即「專業訓

練委員會」與「專業認證委員會」。 

二、 在原有的基礎上持續穩定發展各項會務，例如發行六期「生涯電子報」、持續建立與完善本會網

站及 CDA 認證程序等工作。 

三、 制訂「華人生涯諮詢師(PCDC³) 課程主題與認證標準」與「華人專業生涯諮詢師(PCDC³)課程審查

與資格認證辦法」，並與大陸北森生涯（北京）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推動華人生涯諮詢師(PCDC³) 

初階與進階課程、商議於大陸推行 PCDC³商標及 2016 年度專業工作坊與書籍等。 

四、 促進國際與兩岸交流，協助推動國高中生涯發展教育相關工作等。 

五、 本會自 101 年 9 月創會以來，截至今年 12 月，共有個人會員 142 人，團體會員六個。 

 

貳、本會 104 年度大事紀 

時間 事由 

104.01.25 發行第十四期電子報 

104.01.29 

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審核：學會 104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等資料。 

討論：會員入會申請案、增設「兩岸交流委員會」、兩岸交流團體

事宜、2015 年年會暨會員大會企畫及年度專業訓練課程計畫、發

展 CCDF(Chinese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課程教材與認證事

宜。 

104.03.19  發行第十五期電子報 

104.03.25 
第二屆第一次臨時常務理監事會議 

討論：2015 年會籌備事宜、與北森 CCDF 簽約事宜、CCDF 申請注



冊商標事宜、增設「生涯規劃教育委員會」、修正生涯發展師

(CCDF)課程審查與資格認證辦法。 

104.04.24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討論：會員入會申請案、新設立委員會之設置要點草案、與中山女

高聯合舉辦「紓壓儀在生涯諮商輔導的運用」研習案、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協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增能研習會」事

宜、改聘組織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中學老師委請本會協助安

排暑假來台接受生涯課程培訓事宜、修改章程案。 

104.05.03 
2015 年度會員大會、電子報發行『生涯專業的本土化發

展專刊』 

104.05.05 
與大陸北森生涯（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簽訂「溝通備忘錄」，

確認雙方未來合作主軸—推動華人生涯諮詢師(PCDC³) 課程。 

104.07.12 發行第十六期電子報 

104.09.10 發行第十七期電子報 

104.09.30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討論：與中山女高聯合舉辦「生涯輔導~教師專業增能工作坊」事

宜、主辦「兒童與青少年諮商-阿德勒在 21 世紀的影響力」研討

會、承辦澳門江門青年會「第五屆粵澳台生涯規劃交流活動」課程

規劃事宜、與亞太生涯發展協會(APCDA)聯合舉辦 2016 國際研討會

暨 2016 年學會年會相關事宜、「(Profess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Counselor, Coach, Consultant, PCDC³)」課程主題與認證標準案、北森

合作案、生涯發展師 NCDA/CDA 認證程序與準則、生涯發展師

NCDA/CDA 課程與個人認證審查案、會員入會申請案、上海師範大

學訪台事宜、大陸青少年生涯規劃師或導師的培訓認證合作案(深

圳)、修訂 CDF 認證辦法。 

104.11.18 發行第十八期電子報 



104.12.02 

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審核：學會 104 年度各委員會工作計畫與經費預算表 

討論：會員入會申請案、上海師範大學訪台與接待事宜、香港職業

訓練局全人發展學科台灣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考察團訪台事宜

2016 年度年會議程與亞太生涯發展協會(APCDA)國際研討會議程及

相關事宜、修改 NCDA/CDA 與 CDI 認證辦法、修正華人生涯發展專

業人員(PCDC³) 課程主題與認證標準、制訂 PCDC³課程審查與資格

認證辦法、聘任認證委員會工作秘書。 

 

参、秘書處工作報告 

一、會議 

（一）已召開之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 召開日期 出席人數 提案數 

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104.01.29 理事 8 人，監事 3 人 提案 6 案，動議 1 案 

第二屆第一次臨時常務理

監事會議 

104.03.25 理事 3 人，監事 1 人 提案 4 案，動議 6 案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104.04.24 理事 8 人，監事 0 人 提案 5 案，動議 4 案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104.09.30 理事 6 人，監事 2 人 提案 9 案，動議 3 案 

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104.12.02 理事 6 人，監事 2 人 提案 8 案，動議 2 案 

（二）不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二、行政事務 

（一）整理 103 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等，通過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並提呈內政部。 

（二）會員招募與會費徵收。 

（三）完成 104 年度會員大會籌備與召開。 

（四）寄發聖誕祝福與新春祝福予會員。 

 

 

三、配合各委員會之業務推展 

（一）處理本會 NCDA CDA 課程認證工作。 



（二）活動協辦、申請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等工作。 

（三）轉發主辦與協辦活動資訊與優惠予本會會員。 

（四）接待大陸與港澳來台之參訪團、協助安排參訪與申請入台證等相關事宜。 

（五）籌備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PCDA) 2016 國際研討會事宜。 

 

肆、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研究委員會 

1. 生涯電子報持續穩定發刊，104 年度共出版 6 期，其中包括邀請劉淑慧老師擔任特邀主編之

《生涯專業的本土化發展》專刊。感謝全體理監事與全體作者群的供稿與支持。 

2. 協助學會網站「電子報專欄」與資訊上傳，每週持續更新本會網站，使網站內容更為充實。 

二、專業訓練委員會 

1.籌劃 2015 年度訓練課程，唯招生狀況不甚理想，無法成功開課。將調整方向，將課程目標設

定以服務會員以及吸引非會員入會為主要考量。考慮邀請資深老師開課，增加市場吸引度。 

2. 規劃與籌備 104 年度年會活動與專題演講。 

3. 與中山女高聯合舉辦「紓壓儀在生涯諮商輔導的運用」研習與「生涯輔導~教師專業增能工作

坊」；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協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增能研習會」。 

4. 主辦「兒童與青少年諮商-阿德勒在 21 世紀的影響力」研討會。 

三、專業認證委員會 

1. 本會認證工作漸上軌道，在課程與個人認證上皆陸續建立更完善之機制與相關表單。考量認

證工作量龐雜，經提案理監事同意聘請認證委員會秘書一名，以派案發包的方式協助相關認

證工作。 

2. 依循 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NCDA)建議，PAC 將原國際生涯發展師 CDF(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 正式更名為 CDA(Career Development Advisor)。本會亦同步修訂 CDA 認

證辦法、認證程序與準則。 

3. 制訂「華人生涯諮詢師(PCDC³) 課程主題與認證標準」與「華人專業生涯諮詢師(PCDC³)課程

審查與資格認證辦法」。 

四、專業倫理委員會 

 「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生涯專業倫理守則」已於 103 年度會員大會中通過。申訴或受理案等細



節執法部份待持續討論，未來考慮擬訂倫理申訴案件處理程序及倫理守則釋疑案件處理程序。 

五、專業資源委員會 

1. 完成學會網站主機「搬家工程」，搬遷架設於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相關合約為一年期(自

2015.01.01-2015.12.31)，約滿再由理監事會討論是否續約。 

2. 考量學會網站與品牌連結問題，經各委員會多方討論後，購買 tcdca.org 及 tcdca.com 之網域。

由於本會屬性為「組織」，網域歸屬.org 最為恰當，考量學會之永續發展，一次購買十年。.com 

雖為商業組織，學會實質上並非歸屬此網域。但為避免混淆，也無法區分 .org 與 .com 之差

異，同時間顧本會與北森合作案於大陸建立專業標章之故，先行購買三年。三年後是否續約

則交由未來理事長與理監事再行定奪。 

3. 未來或將進一步建立線上會員註冊功能，將與組織發展委員會進一步討論。 

4. 網站資訊上傳、電子報專區等工作交由研究委員會協助。 

六、組織發展委員會 

1. 本委員會之任務為招募會員，目前委員成員分佈北中南各地，協助招募會員。王思峰老師今

年將到美國休假，本委員會也邀請王老師為駐外代表。  

2. 茲因吳淑禎老師身兼秘書長，無從兼顧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經理監事會議討論聘請陳若玲老

師擔任主任委員。  

七、國際交流委員會 

1. 本委員會負責國際生涯資訊報導，或協助本會相關資訊國際交流。 

2. 為與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PCDA)聯合舉辦 2016 年國際研討會，成立工作籌備小組，展開相關

籌備工作。 

八、兩岸交流委員會 

1. 本委員會負責兩岸交流相關事務、協助接待兩岸參訪團等。 

2. 與大陸北森生涯（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簽訂「溝通備忘錄」，確認雙方未來合作主軸—推

動華人生涯諮詢師(PCDC³) 課程。並於 104 年度進行初階課程(共三期)及進階課程(一期)，邀

請生涯輔導領域專業師資至大陸協助課程講授。 

3. 12 月 10 日，接待上海師範大學范為橋老師一行八人與本會交流，並參訪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九、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 



1. 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之角色為協助推動生涯發展教育相關事宜，同時將國高中正推動之生涯

教育相關資訊，提供予學會了解。未來可經由專業訓練委員會規劃，為會員舉辦相關主題之

專題演講。 

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與高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出版生涯發展相關牌卡(職群適配卡、生涯 DO GO

卡、改變卡)，授權學會發行或回饋利潤予學會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理事長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常務監事 

 

     2014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