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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期勉的話

秋月皎潔東山起  生涯諮詢新開展

展望未來

各位理監事、會員與關心生涯發展與諮詢的夥伴大家好！

感謝  

    過去以來生涯發展與諮詢的前輩們孳孳不息，於過去多年來辛苦耕耘台灣生涯發展與諮的田地，

如今終於逐漸生根發芽，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終於成立！

感謝

    半年來參與本會籌畫工作的全體夥伴，包括金樹人老師、田秀蘭老師、王思峰老師、劉淑慧老師、

黃素菲老師、韓楷檉老師、楊淳皓老師等各位籌備委員以及「張老師」基金會的黃正旭副執行長、黃淑

芬督導；戒菸專線的張佳雯主任、吳俐儀組長及心理測驗出版社的蔡娜惠小姐的努力，以及全體發起人

的共襄盛舉，經過發起人會議以及兩次籌備委員會議，於9月16日，在「張老師」基金會會議室，召開

會員大會，當日職訓局林三貴局長以及青輔會李淑靜科長的蒞臨致詞勉勵，並選出第一屆理監事。

第一次理監事聯合會議於9月26日推選出本會第一任常務理事、理事長與常務監事名單如下：

名單如下 (姓名均依姓氏筆畫多寡依序排列)

理 事 長：張德聰

常務理事：張德聰、黃素菲、劉淑慧

理    事：王玉珍、王思峰、田秀蘭、黃正旭、楊淳皓、韓楷檉

候補理事：吳芝儀、陳茂雄

常務監事：王智弘、王櫻芬、金樹人

候補監事：林蔚芳

工作人員：

秘書長：張佳雯

會  計：黃美蘭

出  納：吳俐儀

本會近程目標及功能簡述如下

(一)研究全人生涯發展與諮詢工作理論及應用技術為主。

(二)研究生涯發展與諮詢理論、方法與發掘生涯發展與諮詢工作實際問題。

(三)蒐集各級學校及社會機關團體與企業有關生涯發展與諮詢資料，並協助改進及推展生涯發展與諮詢工作。

(四)建立國內生涯發展與諮詢與檢核並推展生涯發展諮詢師國內外證照認證機制及品質控制。

(五)舉辦有關國內外生涯發展與諮詢學術講座及進修等事項。

(六)增進與生涯發展與諮詢有關之國際有關學術團體之聯繫及交換研究心得。

(七)編印及出版生涯發展與諮詢通訊與諮詢書刊。



金老師的期許與願景

各位會員：

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成立的盛會，同時也在此進行第一屆第一次的會員大會。在前幾次

的籌備會議中，籌備委員們希望我能夠在成立大會時幾句話。這幾年身在澳門，心裡還是經常惦記著

台灣的生涯發展狀況，很高興能夠看到學會的成立。

  記得大概十年幾前，行政院青輔會與勞委會職訓局關注大專青年與社會青年的就業輔導，特別看重

輔導人員的專業培訓。當初就有成立專業學會之議，也召集了林幸台、林一真、鍾思嘉、黃惠惠等一

些關心生涯發展的老師，討論成立專業組織的可能性。當初開了幾次會，決議在中國輔導學會之下先

行成立學組。後來或許是時機尚未成熟，並沒有在學會的理監事會議中通過。

  這十幾年來，在各位的努力之下，無論是民間的職涯發展或學校的生涯發展教育，台灣的生涯發展

事業有了蓬勃的發展，也促成了新學會成立的契機。在大中華地區，港澳與大陸的生涯發展服務，進

展也相當驚人。今年年初，我拿到一本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相當於台灣的建中與北一女合校）

所編的生涯規劃課本，其中的內容已經與台灣的高中生涯規劃課本相差無幾，讓我十分驚訝。這所學校就在中南海的教育部對面，田秀蘭老

師與我都分別參訪過，以一所學校之力，辦了好幾次生涯輔導高峰論壇，對於他們推展生涯發展的理念與積極的作法，印象十分深刻。

  在座有幾位籌備委員或會員，也曾在大陸參加不同學術或民間機構舉辦的大型生涯輔導工作坊，相信也能感受到這股蓬勃的氣氛。這兩年

我幾次在香港或大陸參與類似的學術活動，都被要求談談生涯發展本土化的議題。換句話說，華人地區的學者們已經不再滿足於移植西方的

生涯發展理論，而渴望，或者說，有這個雄心，從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生活脈絡中，推導出華人適用的理論原則與應用體系。

新學會的成立，未來增加了許多與國際相關社團直接對話的機會。除了大家熟悉的NCDA、IAEVG之外，新成立的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PCDA）

也將於明年四月初在首爾舉辦第一屆學術年會，歡迎大家踴躍組團參加。關於這個學會的性質，田秀蘭老師是發起人之一，也許能請她補充

說明一下。

  彼得．聖吉（Peter Senge）在「第五項修練」一書中提到組織的願景，特別強調建立共同願景之必要。組織的願景，是共同討論出來的

願景，不是少數人的願景。從新學會的名稱、新學會的章程、一直到新學會的下設各種委員會，在過去這半年，都是由籌備委員共同討論出

來的。將來學會的願景與方向，也勢必將從大家的集思廣益中，慢慢凝聚而成。這是歷史的共業。非常感謝籌備期間，在德聰老師帶領之下

，籌備小組正旭、淑芬、與俐儀的奔波聯繫，以及各位籌備委員的辛苦付出，在此敬祝大會順利成功。

  謝謝各位！

學會成立大事記報導

(一)第一次籌備會議紀實

  中華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在民國101年6月30日、7月17日以及8月

4日這三天在救國團為學會的成立開了三次的籌備會，這三次的籌備

會議將學會的成立奠定了概要基礎，包含了選出籌備委員、擬定學會

組織架構、章程、確定學會名稱為「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擬定會員招募辦法、確定會員大會開會事宜等。

  未來學會分成四個委員會，分別是專業倫理委員會、專業訓練認證

委員會、專業資源發展委員會以及研究委員會。透過各籌備委員的努

力使學會的成立達到初步的共識。

(二)第一次會員大會紀實

  民國101年9月16日中華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開了第一次的會員大

會，當天有32名會員出席，另外邀請到了勞委會職訓局林三貴局長

、青輔會李宜靜科長兩人列席參與，在這個重大的時刻會員們齊聚

一堂共同討論修正學會章程及工作計畫、收支預算，並且選舉出第

一屆的理事及監事，替此學會的建立做了一個圓滿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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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實

  民國101年9月26日學會理監事們由張德聰博士帶領聚集在救國團開第一次

的理監事會議，票選出第一屆常務理事以及常務監事，常務理事由張德聰

老師、劉淑慧老師、黃素菲老師三人當選，常務監事由金樹人老師當選。

另外在此次會議中也討論各委員會的召集人（專業倫理委員會：韓楷檉理事

、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黃素菲常務理事、專業資源發展委員會：劉淑慧

常務理事、研究委員會：田秀蘭理事)、組織簡則以及本屆學會秘書長等

工作人員事宜和學會電子通訊、學會年會等事項，使學會成立之願景及目

標逐漸付諸實現。

生涯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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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書專欄：Savickas, M. L. (2011).Career Counseling. Washington, DC: APA.

(二)國內外研討會工作坊訊息

撰寫/楊淑涵（台灣師大心輔系博士班研究生）

  當職業已經不再是一輩子飯碗的保證，低薪資又無法改善生涯品質的時代來臨，我們要如何說服

年輕學子，現在的生涯探索與規劃能帶給他們多大的幫助？我們又要如何協助年輕一輩的「苦瓜族」

重新找到努力的目標呢？學者Savickas(2011)的新書提供我們一個值得思考與採納的方向。本書掌

握後現代生涯建構諮商理論的精髓，幫助我們瞭解建構個人自我認同的意義與重要性，並具體描述

如何運用故事敘說的方式，協助案主找到內在自我的本質。當職涯角色與此本質主體相一致時，也

才能幫助案主在面臨生涯抉擇與困頓時，重新找到身心適應的方法與動力！

(圖片取自amazon.com)

‧國內研討會訊息

1) 2012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年度聯合會

  台灣心理治療學會將於2012年12月1日至2日於國立臺北健康護理大學舉辦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年度聯合會。大會主題為「城市與

幸福感：亞太地區心理健康城市論壇」，並在會前會後舉行多種工作坊活動。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upmt.org.tw/index.asp。

3) 「活用華人生涯網、強化大專生涯輔導工作」輔導實務交流論壇

  由中區大專院校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舉辦、中華生涯發展諮詢協會協辦之「活用華人生涯網‧強化大專生涯輔導工作」輔導實務交

流論壇將於11月16日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舉行。工作坊中將介紹華人生涯網知功能架構，以及網站功能如何與大專生輔

導工作相互連結。詳情請洽華人生涯研究中心專案助理姚小姐：04-7232105轉2253。

4) 嶄新生涯規劃工具帶領人體驗工作坊、嶄新生涯規劃工具帶領人訓練工作坊

  台中張老師將於2013年1月19日至20日舉行嶄新生涯規劃工具帶領人體驗工作坊以及嶄新生涯規劃工具帶領人訓練工作坊。工作坊中將

會帶領參與者體驗、訓練「能力強項卡」、「職業憧憬卡」與「生涯卡」三副卡片媒材的搭配使用。

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1980.org.tw/administrator/product/product_show_detail-v3.php?customerId=3&pid=21379

                http://www.1980.org.tw/administrator/product/product_show_detail-v3.php?customerId=3&pid=21380

2)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多元文化脈絡遊戲治療」學術研討會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將於2012年11月24日於國立暨南大學舉行年會「多元文化脈絡之遊戲治療」學術研討會，會中將舉行專題演講及三

場工作坊活動。相關資訊，請參考網站：http://www.atpt.org.tw/new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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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討會訊息

1)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會員大會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3年7月8日至10日於美國波士頓慶祝創會100週年紀念暨舉行會員大會。本次會員大會之主題為” Creating

Hope, Social Justice, and Legency”。大會期間將舉行紀念活動；Temple Grandin、Tony Wangner、Mark Savickas等人將進行演講。

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associationdatabase.com/aws/NCDA/pt/sp/conference_home。

3) 國際生涯發展會議 (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Conference)
  加拿大教育與諮詢研究院(The Canadi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Counselling, CERIC)旗下負責舉辦國際生涯發展會議的機構Cannexus

將在2013年1月28日至1月30日於渥太華舉行年度會議，同時將在與會前一天陸續舉辦多種工作坊。

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cannexus.ca/CX/?q=en。

4) 庫德(Kuder)網路研討會

  庫德(Kuder)是以庫德職業興趣量表(Kuder Occupational Interest Survey)之編製者Frederic Kuder為名所創立之公司，於1938年

創立至今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其特色在於以網路為工具來幫助學生與成人發展教育和職業生涯規劃。Kuder公司固定於每週三舉行以

生涯為主題之網路研討會，申請加入會員並報名課程後即可參加。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kuder.com/about/news-events.aspx。

2) 亞洲太平洋生涯發展協會(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PCDA)年度會議

  2010年，來自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日本、南韓以及美國等20名會員們為提供亞太地區國家交流生涯發展相關資訊與經驗，成立了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作為專業學術交流之平台。協會目前招募會員中，另將於2013年

4月3日至4月5日於南韓首爾舉行年度會議，會議主題為” Opening the Doors in Asia, Sharing Career Development Practices”。

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asiapacificcda.org/Default.aspx?pageId=1397334。

‧國外生涯新知

1) 生涯整合網路雜誌(Career Convergence Web Magazine)
  生涯整合網路雜誌(Career Convergence Web Magazine)為國際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發行的網路雜

誌。內容提供協會最新消息，文章內容共分為K-12(國小、國中、高中)、政府部門(government)、非營利(non-profit)、組織(organization)、

獨立(私人職業、顧問等)、中學後教育(post-secondary)以及相關書籍回顧等7個專欄。雜誌每月發行，會員或非會員皆可免費訂閱。

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associationdatabase.com/aws/NCDA/pt/sp/career_convergence。

2) 加拿大教育與諮詢研究院(The Canadi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ounselling, CERIC)
  加拿大教育與諮詢研究院(The Canadi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Counselling, CERIC)是以增進生涯諮詢的教育與研究為宗旨所創立的

慈善組織。研究院支持生涯相關研究之革新以及跨部門職業整合的專業發展，期許透過專業研究品質的革新以增進加拿大國民之經濟與

社會福祉，每週皆會在網站上刊載各種生涯新知，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ceric.ca/?q=en。

3) 職業前景季刊(Occupational Outlook Quarterly, OOQ)
  職業前景線上季刊(Occupational Outlook Quarterly- Online)是職業前景季刊(Occupational Outlook Quarterly)的網路版，於網站上提供每期

刊物文章的簡要版閱讀與全文下載服務。讀者可從網站上直接下載近五年以來於期刊上登載之各種職業與生涯資訊文章，使用相當便利。

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bls.gov/ooq/。

4) Skill Scan
  要如何協助我們的青少年學子在競爭的職涯規劃過程找到自我的能力優勢呢？介紹您一個好用的資源網站：www.skillscan.com。這個

網站中的工具是用一種迅速、互動的方式來幫助案主評估其能力，其中Career Driver，是一個互動式的線上生涯能力評估系統，案主在

短短的30分鐘內即可以按照指示步驟評估他的優勢能力，生涯諮商師或輔導老師也可進一步將此能力的評估結果，結合Holland興趣測驗

、工作價值觀量表、人格量表的結果統整出案主的核心目標。另外，此網站也發行紙本的能力組合卡，生涯諮商師或輔導老師可藉由此

工具，幫助案主將60個能力歸為六類-分別是溝通、關係、管理/領導、分析、創意與技術，從中評估出案主的優勢能力，是相當具體且

實用的工具，可作為實務工作上的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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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活動補給站：2013年春季工作坊

建構自我知識/主題一：生涯的敘說與優勢

1.故事敘說與生涯規劃

2.優勢中心與生涯規劃

40人

內容

講師

日期

地點

人數

田秀蘭 老師

王玉珍 老師

救國團大樓(台北市松江路217號)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下車，第1號出口。

102/02/23

連結置身世界/主題二：資訊科技與生涯

1.生涯訊息的作用及其生態組成或願景

2.生涯資訊系統的內涵、品質及其在生涯輔導、就業服務與勞動力發展等之應用

3.生涯資訊系統CVHS、CCN、MulFIS等之設計理路與應用

40人

內容

講師

日期

地點

人數

王思峰 老師

劉淑慧 老師

救國團大樓(台北市松江路217號)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下車，第1號出口。

102/03/15

培養生涯行動/主題三：生涯最前線

1.辨識職涯與就業邏輯

2.履歷表的內心戲

3.面試技巧加油站

40人

內容

講師

日期

地點

人數

呂亮震 老師

林俊宏 老師

救國團大樓(台北市松江路217號)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下車，第1號出口。

102/04/12

安住生命原鄉/主題四：生涯轉換與因應

1.生涯轉換的內涵

2.生涯轉換理論與架構概述

3.生涯轉換模式

4.生涯轉換技巧

5.生涯轉換壓力與調適

40人

內容

講師

日期

地點

人數

張德聰 老師

救國團大樓(台北市松江路217號)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下車，第1號出口。

102/04/27

本學會活動/工作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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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資訊
生涯電子報提供會員關於本學會資訊、國內外生涯

相關研討會、工作坊以及相關新書/新觀念介紹等

相關資訊，每2個月出刊一次。出刊時間為每奇數月

10日，截稿日為出刊前一個月的20日(例如：11/10出刊，

該期截稿日為10/20)。歡迎各位提供相關資訊，來稿請

投至news_tcdca@outlook.com「生涯電子報編輯委

員會」，並標明投稿項目，感謝各位熱情參與。 

發行單位：中華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版權所有

發行人：張德聰

主編：田秀蘭、王玉珍、金樹人

編輯：馬安妮、魏凡涓、蔡懿亭

中華生涯發展
與諮詢學會

欲加入會員者，請填寫下方「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會員報名表」，並郵寄到member-tcdca@outlook.com

關懷生涯倫理/主題五：真實的接觸

1.NCDA倫理守則簡介

2.生涯諮商與評量(測驗)實務之相關倫理議題。

40人

內容

講師

日期

地點

人數

王智弘 老師

王櫻芬 老師

韓楷檉 老師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102/05/18

工作坊收費優惠

※凡本會會員在101年11月30日之前入會者，免費自選參加兩個工作坊。先入會先選，額滿即止。

本會入會費1500元，年費1000元，現在入會超值享15個月會籍(自2102年10月至2013年12月)。

學生若欲加入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各為500元，共1000元，並可免費參加2場工作坊。

報名場數 原價 會員(含學生) 非會員(含學生)

報名1場

報名2場

報名3場

報名4場

報名5場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6折/場

6折/場

6折/場

Free

Free

1,200

2,400

3,600

9折

8.5折

8折

7.5折

2,000

3,600

5,100

6,400

7,500

- -

-



中華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會址： 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中華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收  

電話及傳真： 02-2885-8996 

*編號  *入會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姓名  性別   □男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學歷 □1.博士 □2.碩士 □3.學士 □4.專科 □5.高中（職）（□畢業 □肄業） 

經歷  

畢（肄）業校系（科）所  

專業訓練  

服務單位  職稱  

興趣 

□1.諮商輔導 
□2.社會工作 
□3.就業服務 

□4.人力媒合/人力仲介/人力資源 
□5.職業訓練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專長 

□1.諮商輔導 
□2.社會工作 
□3.就業服務 

□4.人力媒合/人力仲介/人力資源 
□5.職業訓練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對象 

□1.學校/學生與教職員 
□2.社區一般民眾 
□3.公私立機構/企業/員工 
□4.多元族群（婦女、弱勢團體、虞犯青少年、更生人、新住民、原住民等）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永久 □□□ 電話 

（公） 

（家） 

（手機） 

目前 □□□ 傳真  

E-mail  推薦人  

審查情形 □待審       □已審          □通過       □不通過 

審查 
及繳費 

1.本表填寫完畢請將附上相關資料（包括學歷證書、專業訓練證明等）影本，以 mail 的方式，

傳送至 member-tcdca@outlook.com。 
2.申請資料將由理監事會議審查，每三個月審查一次（3、6、9、12 月），審查通過後始成為

正式會員。經本會審查通過後將函知申請者。 
3.會費說明：入會費 1,000 元(學生 500 元，贊助會員新台幣 1,000 元)，常年會費 1,500 元（學

生會員 500 元，贊助會員新台幣 1,500 元）(學生身份認定以當年有效學生證件為憑)。【學會

另行通知繳費事宜】 

備註 
1. 書寫工整以便登記；「*」部分由本會填寫。 
2. 常年會費計算以年度為單位。 
3. 若有本會會員推薦，請填寫推薦人一欄，若無請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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