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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大學生涯資訊系統CVHS評估研究：兼論UCan的移植問題1

王思峰/輔大心理系教授/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專業資源委員會委員 撰文

    與一般輔導與諮商領域相比較，生涯發展的促進與協助不僅

需要自我資訊，更需要環境資訊。在今日世界中，環境已複雜到

遠超出個體認知所能負荷，只有資訊科技方能處理之。美國約自

一九七０年代起開始運用資訊科技於生涯領域，八０年代如雨後

春筍般出現各種生涯資訊系統，1997年NCDA公布Guidelines for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Delivery of Career Counseling and Career 

Planning Services，2002年NCDA出版The Internet: A tool for 

Career Planning一書，1998年O*NET上線。這些發展指出一個重

要趨勢：沒有生涯資訊系統，很難真正做好生涯輔導與諮商。

    Harris-Bowlsbry et al總結三十年來的發展經驗指出，一開始

人們會過度樂觀或悲觀地認為資訊科技將取代（或部分取代）生

涯輔導者，然而三十年下來，資訊科技並無法替代諮商輔導者的

角色，資訊科技與諮商輔導者是彼此需要、彼此相輔相成的。換

一個角度來說，系統開發者、生涯中心、生商者、研究者已經形

成一個龐大產業，在此產業中彼此各有其位置與功能。資訊科技

在此產業網絡中，有著不同的功能，大抵可分為四類系統，包含：

（1）環境訊息系統、（2）生涯規劃系統、（3）網路諮商系統、

（4）虛擬生涯資源中心網。

    CVHS為輔大人才測評發展與職場健康研究中心所開發

(http://www.cvhs.fju.edu.tw/，測試帳號：guest1, guest2, ...

guest50; 測試密碼：0000)，共有三個模組：生涯探索模組、能

耐發展模組、學職轉換模組，本研究以生涯探索模組的1425位樣

本資料進行評估研究，先分析大學生的生涯行為與其輔導意涵，

而後提出四項論述，並於論述中討論了教育部強力推行UCan系統

之方法學問題：

    目前，在教育部要求各大學採用的UCan系統中，採用開放系

統式興趣量表，測驗構面本身就是16項職類，評量結果即是該生

對此16項職類的興趣高低。教育部亦訂定了UCan的施測率標準，

希望各大學達到標準。UCan所引進的興趣量表，或許在美國是適

用的，但在台灣則有其疑慮。美國學制常見的是，低年級不分系，

大二升大三方選擇主修。因此，以職業為單位，先選擇職業方向，

再回頭查找對應的學程，大抵符合美國升大三學生之需要。然而，

台灣的常態是，入學即需選擇學系與學組，大一不分系反是例外。

若大學需應教育部要求進行普遍性的生涯施測，則會面臨一困境：

除了少數想要重新選擇主修的少數轉系或轉學等人口外，對大多

數學生而言，他已經在這個學系了，並沒有重新選擇主修的需求。

輔導老師會面臨此尷尬處境：

    大一新生：老師，我剛進來這個系，又不轉系，為什麼全班

              都要填量表？填完後可以幹嗎？

    輔導老師：你可以了解你的興趣人格，看看自己適合從事職

              業的方向，未來四年可以針對性的修課與發展自

              己。

    大一新生：那假如我們系念的東西，跟我適合的職業不一樣，

              那怎麼辦？

    輔導老師：？？？（總不能叫大家都轉系，或系上隨便念、

              專心其他學程）

    另外，由於UCan興趣量表評量結果即是該生對16項職類的興

趣高低。那麼，除了那些所學剛好就是對應到特定職類的學系，

其他諸如應用外語等學系，也將面臨另一個尷尬處境：

    學生甲：老師，我的興趣是偏金融財務職類

    學生乙：老師，我的興趣是偏休閒與觀光旅遊職類

    ……

    眾學生：老師，怎麼找不到我們系？我們系在16個職類的那

            一個？

    以上問題當然是複雜的，然而，本研究則特別注意到，此或與

分析單位是有關的。假若大學生涯資訊系統之環境單位為「學系職

涯進路」，那麼不僅對那些原本即有生涯重新選擇需要的少數人口

是恰當的，也會對其他多數人口是有價值的。王思峰與劉兆明的資料

顯示，學系對應的職業數平均為11.6(標準差7.79)，約有77%學類其

對應職業數大抵落於4 ~ 20個職業範圍，職業數高於等於四的學類占

1本文乃正式學術論文（詳文末）之電子報介紹版，該文第一版曾

宣讀於2011年10 月15 日在嘉義大學舉行之2011年台灣輔導與諮

商學會年會，並獲優秀口頭論文發表獎，目前正投稿中。

http://web.ntnu.edu.tw/~lantien/tcdca/20121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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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CVHS-M1使用者數據而言，每個個體會對應該學系的m個職

業，人與境可算出m個相關係數，此m個係數可再計算一個全距，而

95%樣本其全距是高於0.49(採興趣)或0.6(採工作價值)以上的。亦即，

大部分學系職涯進路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同一個體在該學系職涯進

路所張開的空間中，仍有相對較契合或較不契合之別。因此，即使大

多數大一新鮮人並沒有重新進行生涯選擇的需求，但是，其或仍然會

想要了解，自己在系上所對應的職涯進路中，可能那些方向比較適合

我？若生涯資訊系統能支援這些資訊，那麼一方面或有助於其獲得心

理定向感，另一方面也能提供線索，讓其更有系統地展開對各次領域

的探索，更有效地完成其新鮮人社會化任務，盡快融入學系中。據此

，本研究提出：

   論述1：在大學生涯資訊系統中，「學系職涯進路」為一恰當的分

          析單位，除可滿足少數人口之生涯重新選擇需求外，亦能

          對多數人口之新鮮人社會化任務有所助益。

   回顧台灣以往在生涯資訊系統的發展較緩慢而稀疏的歷史，當教

育部委託非生涯專業的工研院開發出Ucan，並以行政命令強力推行至

全國大專院校，造成生涯輔導實務工作相當大的困擾時，生涯學界與

工作者也只能徒呼負負。假若國內如美國一般，輔導現場本就已運用

豐富的多樣系統，「行政強力推動Ucan」這樣的個案也就難以有社會

條件得以發生。以此角度，本研究可說是亡羊補牢，希望為時未晚，

能產生拋磚引玉的作用。再者，若深究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Ucan

也可說是「廠商」代理國外的「生涯規劃系統」，經過些許修訂後，

即意圖推展至另一社會體系，未能真正考慮國內外高教機構運作體系

實質差異的「移殖」個案。以「知識解殖」的研究角度而言，若要本

地學術有所進展，則或應更強調以「機構」為本位之「虛擬生涯資源

中心網」研究，如此方能更細膩進入到全球知識形式(global form)與

本地社會脈絡與運作體系間相互有機調整與組裝(global assemblage)

的知識生產歷程中。畢竟，美國可以不重視「虛擬生涯資源中心網」

之機構本位研究，其學界、廠商與學校機構都在不言自明的社會脈絡

中，但台灣卻不能如此，否則類似Ucan的不當移殖個案仍可能持續發

生。

   CVHS雖專為輔大開發，但其結果應對其他學校有參考價值，這可

分兩個角度討論：資源角度、論述角度。首先，在資源角度上，

CVHS除支援輔大需要外，亦透過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北

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資源共享給東吳、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文化、實踐、政大、臺北大學、臺灣海洋大學等北一區二十所大學，

各校學生只要透過跨校無線網路漫遊帳號，即可使用CVHS。不論是大

學或高中，只要該校有參加教育部「TANet無線網路漫遊交換中心」

(http://wifirc.niu.edu.tw/?page_id=6)之交換協定，該校學生都會有一

個漫遊帳號(各校命名規則不一，可洽詢各校電算中心)，當該生至他

校校園時，即可透過此漫遊帳號使用他校的無線網絡。目前CVHS並

未鎖住北一區以外學校之使用權限，因此，不只北一區學校，全國所

有加入無線漫遊交換之高中與大學，皆可共享CVHS資源。畢竟，

CVHS資料庫中包含全國所有學系與學類、也包含各學類對應的職業

資料，並不限於輔大本身。

   最後，本研究四個論述雖立基於輔大資料，但因輔大為綜合大學，

故各論述應對其他大學有一定的適用性，譬如，論述一指出UCan的

興趣評量之所以會有不適用情況，乃是因其研究單位完全忽略了「學

系」，而除非從最基本的研究單位進行改變，否則其他諸如內涵修訂、

題項修訂、本地常模累積等修訂，都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而CVHS-M1

則提供了另一種具體可行的方案與資源：以「學系職涯進路」為分析

單位(論述一)，不僅對原本會到學生諮商中心尋求生涯協助的少數人

口是有價值的，亦對其他多數人口亦是有所助益的(論述三)；顯然地，

這些論述應當都不會只限定於輔大才能適用，對各校生涯輔導工作或

皆應有一定價值。當然，各校是否仍持續採用有問題的Ucan，那就需

各校工作者自行斟酌了，畢竟這不僅是學術議題，也是權力或政治議

題，譬如：各校輔導工作者是否能說服校方？校方是否能抗拒教育部

要求提報UCan施測人數的政策？生涯諮商學界是否願意以專業學會

名義，向教育部提出某種聲明書、陳情書甚或抗議書？這些或都有賴

生涯學界進行某種公共論述，後續研究或可採科技社會學角度，詳細

解析與評估Ucan個案的功過得失，以作為公共論述之另一專業基礎。

【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點此閱讀論文】

王思峰、吳濟聰、夏侯欣鵬、劉淑慧、鄔榮霖、周志明、蔡秦倫(2012)。

大學生涯資訊系統CVHS評估研究：生涯行為、輔導意涵與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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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書專欄：The Chaos Theory of Care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Work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撰寫一/金樹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Jim Bright 與 Rob Pryor在(The

 Chaos Theory of Careers)這本書第一

頁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畫龍點睛的

描繪出本書的神韻：生命即無常(life 

is uncertain)。這句話也開啟了一個生

涯發展的嶄新理論。

    其實，諸事無常的鐵則，亙古以

來從來沒有改變過。環境原本就充滿

著無法預測的變數，人也在不斷的改

變。或許，過去的改變相對緩慢，不易覺察，就像一具桌上電話可以

用上幾十年。然而，廿一世紀社會與經濟的急遽發展，第一代iphon

e到第五代iphone也不過短短幾年光陰。水中的青蛙突然發現水溫不一

樣了，傳統的生涯理論也警覺到現有的理論「不夠用」了；學者們對

於複雜多變，無法預測的未來，渴望一個更好用的生涯理論。

    生涯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of careers；CTC)的誕生，昭示了生

涯理論一個新的典範轉移。「亂」與「序」就像蝴蝶的一雙美麗翅膀

，生涯是如此，生命也是如此。過去的生涯理論著墨之處偏重在於

「序」。Bright與Pryor兩位學者花了近十年的時間，還原生涯理論的

這一雙美麗翅膀。除了生涯混沌理論的疏理外，也進行了為數眾多的

實徵性研究。在這本書裡，首先說明生涯的混沌特性，從而將混沌理

論的基本概念引介導入生涯理論。其次，呈現混沌理論在生涯領域的

相關研究。最後，在應用部分，詳細說明了採用此理論的諮商策略與

步驟。最特別的，也並不令人驚訝的，在實務應用特列一章詳述工作

生涯在人生中的意義、目的與靈性。生涯混沌理論最終的目的，是讓

當事人在進行生涯規劃時，能夠以正確與健康的態度，面對改變

(change)與機會(chance)。

    讀者們必須以混沌理論的精神，慢慢消化這本書。展讀時，種種

的不確定會在書中瀰漫開來。我建議最好先閱讀一、兩本關於混沌

理論的科普入門書(例如：《亂中求序：混沌理論的永恆智慧》先覺

出版社)，或者打開google或維基百科，好好消化什麼是attractors, 

fractals, iterative system, self-similarity, patterns。然後，你/妳慢慢會知

道，什麼叫亂中有序。

http://web.ntnu.edu.tw/~lantien/tcdca/CVHS_Wa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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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二/林蔚芳(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混沌一詞原指宇宙未形成之前的混亂狀態，古希臘哲學家對於宇

宙之源起即持混沌論，主張宇宙是由混沌之初逐漸形成現今有條不紊

的世界。西方自然科學家經過長期的探討，逐一發現眾多自然界中的

規律，如大家熟知的地心重力，槓桿原理，相對論等。這些自然規律

都能用單一的數學公式加以描述，並可以依據此公式準確預測物體的

行徑。(摘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

%E6%B7%B7%E6%B2%8C%E7%90%86%E8%AE%BA)。這種線性

變化的思維是科學研究的特性，卻也是它的限制，以致科學家們發現

，即使對於自然規律的一面有這許多的發現，但對無秩序的自然現象

卻顯得相當的無知。

    1963年美國氣象學家Edward Lorenz為模擬未來天氣的形態，輸

入了一組過去氣象中所得知的風速、氣壓與氣溫的數據。之後，為了

節省運算時間，他將原先運算至小數點後第六位的數據，改以只計算

到小數點後第三位來做檢驗，兩組數據雖只存在小數點第三位後的細

微誤差，但檢驗的結果竟與先前截然不同，Edward Lorenz體會到，

氣候是個混沌的系統，初始資料中小小的誤差，經過整個系統循環的

作用，卻可能造成巨大的衝擊，這也就是所謂的蝴蝶效應(姜靜繪 譯

，1999)。。這些變化並無法使用線性的觀點來看待，而對於不規則

而又無法預測的現象及其過程的分析即稱為混沌理論。混沌理論探究

的是無法用單一的數據關係，而必須用整體，連續的數據關係才能加

以解釋及預測之行為。「一切事物的原始狀態，都是一堆看似毫不關

聯的碎片，但是這種混沌狀態結束後，這些無機的碎片會有機地彙集

成一個整體」(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

%E6%B7%B7%E6%B2%8C%E7%90%86%E8%AE%BA)。

    如同本書書名的副標題，作者認為在這一切彷彿將要失序的世代

，其實並非失序，只是我們需要學習從混沌理論的觀點重新來看待生

涯發展，師法大自然，將大自然及物理界的混沌現象，應用於瞭解個

人生涯的非線性發展，以能在看似混亂的表象中尋求人生的發展路徑

。同時也因為對大自然現象的理解而能對於自己的渺小及限制有現實

的領悟，並因體悟Our limits are our freedoms，而對於自己的生涯發展

產生積極作為。

    本書作者於2003年起即陸續發表有關文章，並進行實驗研究，以

驗證該理論的實施效果。本書依序呈現CTC(Chaos Theory of Career)

的基本概念、研究支持、及在生涯諮商與評量、靈性與生涯及組織發

展等領域應用的理念與策略。閱讀本書，或應用此理論於生涯諮商，

首先要調整我們線性思維的習慣性，以接納非線性思維的概念，如此

將能在讚嘆於大自然複雜得奇妙之餘，理解不確定事件存在地自然性。

2) 國際生涯發展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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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生涯實務者講座(NCDA Career 
Practitioner Institutes)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3年2月8日至9日於美國聖地牙哥美遜

灣凱悅水療及海水浴樂中心(Hyatt Regency Mission Bay)舉行生涯實務

者講座。主題為”Practical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for Career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s”。活動報名、費用等詳細資訊請參考網站：

http://ncda.org/aws/NCDA/pt/sp/cpinstitute。

4) 美國諮商協會(America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
年度會議暨博覽會

    美國諮商協會將於2013年3月21日至23日於美國辛辛那提Duke 

Energy Convention Center舉行2013年度ACA博覽會。活動中將邀請著名

電影明星Ashley Tyler Judd分享她走出童年悲傷與共依附的心路歷程。

此外也邀請了神經科學專家Allen Ivey與他的妻子Mary Bradford Ivey

博士演講腦神經科學如何應用於心理諮商領域中。三天的活動中還有

各種教育訓練課程、會前工作坊、展覽活動等。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www.counseling.org/Convention/About/TP/Home/CT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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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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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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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義大利帕多瓦大學(Padova University) 2013年國際

研討會

    義大利帕多瓦大學將於2013年6月20日至22日於校內舉辦國際研

討會，研討會主題為”Life Design and Career Counseling: Building Hope 

and Resilience”。與會中將以生涯諮商中的希望與樂觀感、正向心理

學與恢復能力為主軸進行論文發表與討論。研討會使用英文與義大利

文發表，目前接受研究投稿，可於2013年1月30日前將稿件寄至

larios@unipd.it。研討會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larios.psy.unipd.it/conference2013/pages/zen-index.php。

1) 亞裔美國人心理學會(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電子通訊徵稿啟事

    亞裔美國人心理學會(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APA)發行的通訊電子報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st徵稿中，

文章或訊息公告皆可，長度限於1000字內。有意願投稿者請將稿

件、圖片整理為欲呈現於通訊中的樣式後分別以Word檔及jpeg格

式於2013年1月22日前寄至 jyang01@emory.edu Dr. Jane Yang收。

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s://aapaonline.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

(二)國外相關研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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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一/金樹人

  Jim Bright 與 Rob Pryor在(The

 Chaos Theory of Careers)這本書第一

頁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畫龍點睛的

描繪出本書的神韻：生命即無常(lif

生

涯發展的嶄新理論。

    其實，諸事無常的鐵則，亙古以

來從來沒有改變過。環境原本就充滿

著無法預測的變數，人也在不斷的改

變。或許，過去的改變相對緩慢，不易覺察，就像一具桌上電話可以

用上幾十年。然而，廿一世紀社會與經濟的急遽發展，第一代iphon

e到第五代iphone也不過短短幾年光陰。水中的青蛙突然發現水溫不一

樣了，傳統的生涯理論也警覺到現有的理論「不夠用」了；學者們對

於複雜多變，無法預測的未來，渴望一個更好用的生涯理論。

    生涯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of careers；CTC)的誕生，昭示了生

涯理論一個新的典範轉移。「亂」與「序」就像蝴蝶的一雙美麗翅膀

，生涯是如此，生命也是如此。過去的生涯理論著墨之處偏重在於

「序」。Bright與Pryor兩位學者花了近十年的時間，還原生涯理論的

這一雙美麗翅膀。除了生涯混沌理論的疏理外，也進行了為數眾多的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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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的基本概念引介導入生涯理論。其次，呈現混沌理論在生涯領域的

相關研究。最後，在應用部分，詳細說明了採用此理論的諮商策略與

步驟。最特別的，也並不令人驚訝的，在實務應用特列一章詳述工作

生涯在人生中的意義、目的與靈性。生涯混沌理論最終的目的，是讓

當事人在進行生涯規劃時，能夠以正確與健康的態度，面對改變

(change)與機會(chance)。

    讀者們必須以混沌理論的精神，慢慢消化這本書。展讀時，種種

的不確定會在書中瀰漫開來。我建議最好先閱讀一、兩本關於混沌

理論的科普入門書(例如：《亂中求序：混沌理論的永恆智慧》先覺

出版社)，或者打開google或維基百科，好好消化什麼是attractors, 

fractals, iterative system, self-similarity, patterns。然後，你/妳慢慢會知

道，什麼叫亂中有序。



2) 《生涯彩虹探索》系列研習

    心理出版社將於2013年1月18日起舉行「生涯彩虹探索施測

研習」與「生涯彩虹探索解釋晤談研習」等課程。由林一真教授

帶領，幫助教師了解最新生涯興趣測驗之施測、解測以及增進教

師生涯探索能力及諮商技巧。1月18日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行生

涯彩虹探索施測研習；1月31日至2月1日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行

生涯彩虹探索解釋晤談研習研討會；2月4日與2月5日則於心理出

版社會議室各有一場解釋晤談研習會小團體，可擇一參加。

詳情參考網站：http://www.psy.com.tw/show_news.php?vno=129。

3) 2013年台灣心理劇學會第4屆年會暨心理劇工作坊

    台灣心理劇學會將於2013年1月26日至27日於台南市勞工育

樂中心及台南市立醫院舉行第四屆年會，主題為自發與療癒。

1月28日至30日則於台南市立醫院舉行工作坊，主題為心理劇運用

於個別及家庭治療。另於2月1日於台南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舉行

心理劇督導工作坊、2月2日至3日於台南市立醫院舉行心理劇工作

坊―心理劇運用於青少年等會後工作坊。歡迎對心理劇有興趣之

讀者踴躍參加，活動報名、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www.taptaiwan.com.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

&task=pageinfo&id=34&index=8

4) 2013年輔導教師協會寒假工作坊

    中華民國輔導教師協會將於2013年2月3日於台北市NGO會館

舉行2013年輔導教師協會寒假工作坊，本次會議主題為「變革下

的我們~學校輔導體制設計與基層實務」。詳細議程、報名方式、

費用請參考網站：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357085506

5)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年度課程―

       2013年藝術治療衡鑑課程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將於2013年3月9日舉辦藝術治

療衡鑑課程概論工作坊，由陸亞青博士主講。並於3月29日起舉行

共39小時的系列課程。詳細內容、費用與時間請參考網站：

http://www.tip.org.tw/newhome/%E9%80%B2%E4%BF%AE%E8%AA

%B2%E7%A8%8B/education_pro_all/tabid/464/Default.aspx?cid=75

6)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年度課程―

       2013年系統取向治療系列講座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舉辦之2013年系統取向治療訓

練四季講座將於2013年3月30日起陸續展開。春季講座之主題為認

識家庭結構動力，由郭豐榮醫師及林方皓心理師主講。參考網站：

http://www.tip.org.tw/newhome/%E9%80%B2%E4%BF%AE%E8%AA%

B2%E7%A8%8B/education_pro_all/tabid/464/Default.aspx?cid=70

(二)國內相關研習資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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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交流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侯志瑾老師生涯實驗室全體師生們來信分

享了他們的2012年度大事記。這一年對北京師大心理學院的師生們而

言是個豐收的一年，在國際交流、迎新培訓、研究發表上皆大有斬獲。

    在國際交流上，美國北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的王

佳智老師、澳洲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Mary 

Mcmahom教授，以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Richard Young教授應邀來訪，與實驗室師生們彼此交流

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侯老師實驗室的學生倪竟、李璇、姚瑩穎與義大

利籍留學生林柏榮及在職生徐昶斌、馮縵也在七月順利完成學業，

相繼畢業。隨之加入的是賈音、劉藝羚與王丹妮等三位新血。新成員

的加入使使實驗室充滿了幾分活潑的氣息，畢業的學生們也即將蓄勢

待發，在生涯諮商領域中展翅高飛。

    除了國際交流外，侯老師研究室的學生們也活躍於國內外各大學

術會議中。來信中寫道侯老師和陳建俏同學赴美參加了2012年美國心

理學年會，並於在美期間訪問了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和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今年在中國大陸許多重量級的學術活動也是活動亮點，

包括5月間的中國首屆團體諮詢與團體治療大會和中國大學生職業發

展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7月的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心理治療與心理諮

詢專業委員會第八屆年會，以及11月間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國際積極

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大會，都獲得了學生們的熱烈迴響。心理

治療培訓課程中也能看見侯老師學生的身影；李栩、陳建俏、侯悍超

與何潤秋等人參加了由國際溝通分析(TA)大師Thomas Ohlsson教授指

導的國際TA協會TA101基礎訓練，並於12月初繼續接受TA202的進階

培訓；劉藝羚和賈音同學則在12月參加了加拿大Tucker Feller教授指

導的完形治療培訓工作坊。

    侯老師的來信中也分享了學生們今年以的學習收穫。每月一次的

團體督導對於正在學習的新手諮商師們帶來許多正向支持與幫助：

實驗室同學們也積極地組成了團隊學習諮詢理論和個案概念化技術，

深入學習短程心理動力治療、接受與承諾療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以及存在主義治療的概念化技巧。侯老

師也詳述了今年重要的幾項研究成果。實驗室今年主要的研究主題為

中國兒童青少年心理疏導與心理諮詢技術，發表的研究結果也分別收

錄於SSCI和CSSI期刊中。而侯老師本人也在今年晉升北師大心理學院

教授，同時被選為富布萊特訪問學者一年，目前於美國舊金山進行訪

問交流。

    在學界與政府的鼓勵推動下，中國心理

學研究正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侯老師的

來信如同一道窗，開啟了台灣與中國心理

學界的連結。在此感謝侯老師的來信，也

祝福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學生們新年

快樂，在學業與研究的耕耘上結出更豐

盛的果實。很高興在歲末期間收到對岸

夥伴們的問候，編輯小組也由田秀蘭老

師帶領送上感謝與祝福，期待未來能有

更多交流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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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of careers；CTC)的誕生，昭示了生

涯理論一個新的典範轉移。「亂」與「序」就像蝴蝶的一雙美麗翅膀

，生涯是如此，生命也是如此。過去的生涯理論著墨之處偏重在於

「序」。Bright與Pryor兩位學者花了近十年的時間，還原生涯理論的

這一雙美麗翅膀。除了生涯混沌理論的疏理外，也進行了為數眾多的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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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的基本概念引介導入生涯理論。其次呈現混沌理論在生涯領域的

相關研究。最後，在應用部分，詳細說明了採用此理論的諮商策略與

步驟。最特別的，也並不令人驚訝的，在實務應用特列一章詳述工作

生涯在人生中的意義、目的與靈性。生涯混沌理論最終的目的，是讓

當事人在進行生涯規劃時，能夠以正確與健康的態度，面對改變

(change)與機會(chance)。

    讀者們必須以混沌理論的精神，慢慢消化這本書。展讀時，種種

的不確定會在書中瀰漫開來。我建議最好先閱讀一、兩本關於混沌

理論的科普入門書(例如：《亂中求序：混沌理論的永恆智慧》先覺

出版社)，或者打開google或維基百科，好好消化什麼是attractors, 

fractals, iterative system, self-similarity, patterns。然後，你/妳慢慢會知

道，什麼叫亂中有序。



本期播放：陽光練習曲(2010)

生涯電影院

職業無貴賤，踏實出頭天―黃素菲老師

    《陽光練習曲》的四位家族成員，可以說是平凡的失敗人生大集

合，Rose受不了僵化的學校教育，四處要幫兒子轉學，將孩子送入更

好的學校，並提高生活品質、告別自己一團亂的人生，她靈機一動，

開起一家專門清理自殺或他殺命案現場的清潔公司，就叫「陽光清潔

公司」，專門收拾死人留下的爛攤子。這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差事

，卻出乎意外，每天訂單接不完。

    本片編劇明白現實的殘酷與生命的無情，安排蘿絲去參加高中同

學會，蘿絲的輝煌過去，對照當前的落魄，成為蒙塵的校花，其他同

學卻是有的嫁入豪門，有的家財萬貫，從穿著到談論議題都與她相距

甚遠，但是正因為她能坦然面對自己的命運。雖然她誇大宣稱自己也

是個企業老闆，雖然那只是處理屍體現場的陽光清潔公司，她努力踏

實、越做越有樣，因而才有了血汗尊

嚴。本片軸線其實是「職業無貴賤，

踏實出頭天」的老梗，形式雖然老套

，細節卻頗為動人，還是會有小小暖

流穿過心窩。

幫助別人，也療癒自己―馬安妮同學

    隨著劇情的發展，姐妹倆的工作也開始逐漸上軌道，但在一次工

作中遇見丈夫自殺的老太太，也勾起了兩人童年時不願憶起的傷痛―

母親選擇以自殺的方式離開了她們。特殊的職業讓兩姊妹必須面臨還

殘存著生命氣息的命案現場，編劇的刻畫讓觀眾們看見兩姊妹如何處

理自己的生命議題，使童年的創傷不再成為使兩人的人生走得跌跌撞

撞的絆腳石，反而昇華成深陷悲傷中人們的幫助。不擅與人相處、在

他人看來個性古怪的妹妹諾拉選擇以最直接，甚至讓對方以為是跟蹤

的方式想告訴琳恩母親死亡的消息。諾拉銳利的眼神配上琳恩淒苦的

表情是這部影片中令人屏息的一幕。雖然最後因誤會而留下遺憾，但

對總是習慣以逃避來面對生活的諾拉來說可是踏出了最勇敢的一步，

的心；對方手中散發的溫度似乎也打開了母親離開後關閉許久的心防

學，這時蘿拉不再只是個蒙塵校花、單親媽媽或情婦，她有生以來第

一次真實地面對了自己，而療癒也在這一刻發生。故事最後兩姊妹們

看著電視上母親美麗的身影會心而笑，而蘿拉一家人也邀請清潔用品

店的老闆一起共度兒子奧斯卡的生日派對。原本只是為了餬口而不得

已的工作卻成為照亮生命的光芒，在當中滋養了關係與連結。生涯中

的死蔭幽谷或許窒礙難行，但抬起頭，即使是谷底也有陽光。

生涯路上，貴人相隨―蔡懿亭同學

    在蘿絲生命的轉捩點出現一個很關鍵的人物是―清潔用品店的老

闆，鼓勵蘿絲在工作上勇往直前，也提醒她在這個行業中需要注意到

什麼樣的事情與專業，讓蘿絲可以很信任他，老闆也在精神上給予蘿

絲很大的激勵，是一個非常稱職的綠葉角色。而電影也拍出了一些現

實的教育問題，蘿絲的兒子其實充滿想像力，卻在校園裡面被當成頭

痛人物，因為學校教育講究的是「一致性」，卻忽略了個體之間的「

獨特性」，所以如果不跟大家一樣，就會被當成異類！可是當小男孩

被帶出學校之後，反而在爺爺或母親的引導下，慢慢活出自己，可見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比學校

教育還要大得多，因為家人才是

最了解你的人，也是影響你最深

的人，當朋友或戀人都可能會離

開你的時候，就只有家人會永遠

支持你。關於家人之間的緊密連

結，不但是本片所要強調的重點，同時也是整部電影最動人的部份。

生命逆境不屈不撓，不斷努力迎向陽光―魏凡涓同學

    如果在逆境過後出現的會是陽光，那我們就該把握住每個讓自己

看到陽光的可能，即使辛苦、充滿磨練，但可別讓自己困在自己的象

牙塔中，就這樣錯過。這部電影的片名「陽光練習曲」使我感到好奇

，好奇著影片和「練習」的關聯之處在哪裡，直到影片的最後我終於

明白，它所要傳達的，是一種面對生命的逆境時刻不斷放棄、不斷努

力迎向陽光的堅韌性，沒有人是面對挫折的老手，尤其是面對人生的

課題，需要經過不斷磨練、不斷練習，才能夠感受到逆境的黑暗過去

後陽光露臉的溫暖，體會到簡單平實的美好。影片中的主角Rose尤其

讓我感受到這份堅持與努力。對我而言，「不屈不撓，努力迎向陽光」

是他的生命主題；而「努力」、「正向」與「溫暖」是他生命裡的優

勢。

    生涯電子報電影專欄開張了！本次電影

專欄為大家介紹的是由黃素菲老師所推薦的

「陽光練習曲」(Sunshine Cleaning，2010年

/91分鐘/Christine Jeffs執導/Megan Holley編

劇)。這部片描述單親媽媽Rose原本靠著幫

傭的微薄收入度日，在因緣際會之下創立清

潔公司，拉著妹妹一起踏進了一個平常人不

會想去做的工作―清理命案現場。這份工作

高薪且競爭對手少，為了使生活獲得改善，

Rose沒有一句抱怨地和妹妹Norah開始投入。在高中同學的聚會中，

面對著其他發展甚好的姊妹們對他的工作投以異樣的眼光時，Rose忍

住難堪，依然不逃避地努力經營自己的工作，最後工作上的投入也改

變了Rose自己以及與家人之間的互動。以下為讀者欣賞後，對生涯所

提出的一些心得與思考。

(圖片取自 Yahoo!奇摩電影)

也讓觀眾們看見諾拉藏在桀驁不馴

面具底下的真誠善良。蘿絲則是在

陪伴經歷喪夫之痛的老太太的過程

中再度經歷了失去母親的痛苦，但

當兩人握著手，一言不發坐在屋外

時，蘿拉的溫柔不僅安慰了老婦人

◎電影小檔案：

影片年份：2008 

出品：Back Lot Pictures 

發行商：前景娛樂 

語言：English‧美國

導演：克麗絲汀潔芙斯 

演員：艾美亞當斯、愛蜜莉布朗、亞倫阿金、史提夫贊恩、

瑪莉琳拉姬斯卡布、小克里夫頓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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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電影：陽光練習曲(2010)

生涯電影院

職業無貴賤，踏實出頭天―黃素菲老師

    《陽光練習曲》的四位家族成員，可以說是平凡的失敗人生大集

合，Rose受不了僵化的學校教育，四處要幫兒子轉學，將孩子送入更

好的學校，並提高生活品質、告別自己一團亂的人生，她靈機一動，

開起一家專門清理自殺或他殺命案現場的清潔公司，就叫「陽光清潔

公司」，專門收拾死人留下的爛攤子。這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差事

，卻出乎意外，每天訂單接不完。

    本片編劇明白現實的殘酷與生命的無情，安排蘿絲去參加高中同

學會，蘿絲的輝煌過去，對照當前的落魄，成為蒙塵的校花，其他同

學卻是有的嫁入豪門，有的家財萬貫，從穿著到談論議題都與她相距

甚遠，但是正因為她能坦然面對自己的命運。雖然她誇大宣稱自己也

是個企業老闆，雖然那只是處理屍體現場的陽光清潔公司，她努力踏

實、越做越有樣，因而才有了血汗尊

嚴。本片軸線其實是「職業無貴賤，

踏實出頭天」的老梗，形式雖然老套

，細節卻頗為動人，還是會有小小暖

流穿過心窩。

幫助別人，也療癒自己―馬安妮同學

    隨著劇情的發展，姐妹倆的工作也開始逐漸上軌道，但在一次工

作中遇見丈夫自殺的老太太，也勾起了兩人童年時不願憶起的傷痛―

母親選擇以自殺的方式離開了她們。特殊的職業讓兩姊妹必須面臨還

殘存著生命氣息的命案現場，編劇的刻畫讓觀眾們看見兩姊妹如何處

理自己的生命議題，使童年的創傷不再成為使兩人的人生走得跌跌撞

撞的絆腳石，反而昇華成深陷悲傷中人們的幫助。不擅與人相處、在

他人看來個性古怪的妹妹諾拉選擇以最直接，甚至讓對方以為是跟蹤

的方式想告訴琳恩母親死亡的消息。諾拉銳利的眼神配上琳恩淒苦的

表情是這部影片中令人屏息的一幕。雖然最後因誤會而留下遺憾，但

對總是習慣以逃避來面對生活的諾拉來說可是踏出了最勇敢的一步，

的心；對方手中散發的溫度似乎也打開了母親離開後關閉許久的心防

學，這時蘿拉不再只是個蒙塵校花、單親媽媽或情婦，她有生以來第

一次真實地面對了自己，而療癒也在這一刻發生。故事最後兩姊妹們

看著電視上母親美麗的身影會心而笑，而蘿拉一家人也邀請清潔用品

店的老闆一起共度兒子奧斯卡的生日派對。原本只是為了餬口而不得

已的工作卻成為照亮生命的光芒，在當中滋養了關係與連結。生涯中

的死蔭幽谷或許窒礙難行，但抬起頭，即使是谷底也有陽光。

生涯路上，貴人相隨―蔡懿亭同學

    在蘿絲生命的轉捩點出現一個很關鍵的人物是―清潔用品店的老

闆，鼓勵蘿絲在工作上勇往直前，也提醒她在這個行業中需要注意到

什麼樣的事情與專業，讓蘿絲可以很信任他，老闆也在精神上給予蘿

絲很大的激勵，是一個非常稱職的綠葉角色。而電影也拍出了一些現

實的教育問題，蘿絲的兒子其實充滿想像力，卻在校園裡面被當成頭

痛人物，因為學校教育講究的是「一致性」，卻忽略了個體之間的「

獨特性」，所以如果不跟大家一樣，就會被當成異類！可是當小男孩

被帶出學校之後，反而在爺爺或母親的引導下，慢慢活出自己，可見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比學校

教育還要大得多，因為家人才是

最了解你的人，也是影響你最深

的人，當朋友或戀人都可能會離

開你的時候，就只有家人會永遠

支持你。關於家人之間的緊密連

結，不但是本片所要強調的重點，同時也是整部電影最動人的部份。

生命逆境不屈不撓，不斷努力迎向陽光―魏凡涓同學

    如果在逆境過後出現的會是陽光，那我們就該把握住每個讓自己

看到陽光的可能，即使辛苦、充滿磨練，但可別讓自己困在自己的象

牙塔中，就這樣錯過。這部電影的片名「陽光練習曲」使我感到好奇

，好奇著影片和「練習」的關聯之處在哪裡，直到影片的最後我終於

明白，它所要傳達的，是一種面對生命的逆境時刻不斷放棄、不斷努

力迎向陽光的堅韌性，沒有人是面對挫折的老手，尤其是面對人生的

課題，需要經過不斷磨練、不斷練習，才能夠感受到逆境的黑暗過去

後陽光露臉的溫暖，體會到簡單平實的美好。影片中的主角Rose尤其

讓我感受到這份堅持與努力。對我而言，「不屈不撓，努力迎向陽光」

是他的生命主題；而「努力」、「正向」與「溫暖」是他生命裡的優

勢。

    生涯電子報電影專欄開張了！本次電影

專欄為大家介紹的是由黃素菲老師所推薦的

「陽光練習曲」(Sunshine Cleaning，2010年

/91分鐘/Christine Jeffs執導/Megan Holley編

劇)。這部片描述單親媽媽Rose原本靠著幫

傭的微薄收入度日，在因緣際會之下創立清

潔公司，拉著妹妹一起踏進了一個平常人不

會想去做的工作―清理命案現場。這份工作

高薪且競爭對手少，為了使生活獲得改善，

Rose沒有一句抱怨地和妹妹Norah開始投入。在高中同學的聚會中，

面對著其他發展甚好的姊妹們對他的工作投以異樣的眼光時，Rose忍

住難堪，依然不逃避地努力經營自己的工作，最後工作上的投入也改

變了Rose自己以及與家人之間的互動。以下為讀者欣賞後，對生涯所

提出的一些心得與思考。

(圖片取自 Yahoo!奇摩電影)

也讓觀眾們看見諾拉藏在桀驁不馴

面具底下的真誠善良。蘿絲則是在

陪伴經歷喪夫之痛的老太太的過程

中再度經歷了失去母親的痛苦，但

當兩人握著手，一言不發坐在屋外

時，蘿拉的溫柔不僅安慰了老婦人

◎電影小檔案：

影片年份：2008 

出品：Back Lot Pictures 

發行商：前景娛樂 

語言：English‧美國

導演：克麗絲汀潔芙斯 

演員：艾美亞當斯、愛蜜莉布朗、亞倫阿金、史提夫贊恩、

瑪莉琳拉姬斯卡布、小克里夫頓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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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活動補給站：2013年春季工作坊

    每場未滿20人恕不開班；開班狀況請隨時注意學會的ｍａｉ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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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教授)

王玉珍 老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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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02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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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淑慧 老師(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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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16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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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渡系統設計有限公司資深顧問／執行長)

林俊宏 老師(擺渡系統設計有限公司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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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4/13 (六)

本學會活動/工作坊訊息



播放電影：陽光練習曲(2010)

生涯電影院

職業無貴賤，踏實出頭天―黃素菲老師

    《陽光練習曲》的四位家族成員，可以說是平凡的失敗人生大集

合，Rose受不了僵化的學校教育，四處要幫兒子轉學，將孩子送入更

好的學校，並提高生活品質、告別自己一團亂的人生，她靈機一動，

開起一家專門清理自殺或他殺命案現場的清潔公司，就叫「陽光清潔

公司」，專門收拾死人留下的爛攤子。這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差事

，卻出乎意外，每天訂單接不完。

    本片編劇明白現實的殘酷與生命的無情，安排蘿絲去參加高中同

學會，蘿絲的輝煌過去，對照當前的落魄，成為蒙塵的校花，其他同

學卻是有的嫁入豪門，有的家財萬貫，從穿著到談論議題都與她相距

甚遠，但是正因為她能坦然面對自己的命運。雖然她誇大宣稱自己也

是個企業老闆，雖然那只是處理屍體現場的陽光清潔公司，她努力踏

實、越做越有樣，因而才有了血汗尊

嚴。本片軸線其實是「職業無貴賤，

踏實出頭天」的老梗，形式雖然老套

，細節卻頗為動人，還是會有小小暖

流穿過心窩。

幫助別人，也療癒自己―馬安妮同學

    隨著劇情的發展，姐妹倆的工作也開始逐漸上軌道，但在一次工

作中遇見丈夫自殺的老太太，也勾起了兩人童年時不願憶起的傷痛―

母親選擇以自殺的方式離開了她們。特殊的職業讓兩姊妹必須面臨還

殘存著生命氣息的命案現場，編劇的刻畫讓觀眾們看見兩姊妹如何處

理自己的生命議題，使童年的創傷不再成為使兩人的人生走得跌跌撞

撞的絆腳石，反而昇華成深陷悲傷中人們的幫助。不擅與人相處、在

他人看來個性古怪的妹妹諾拉選擇以最直接，甚至讓對方以為是跟蹤

的方式想告訴琳恩母親死亡的消息。諾拉銳利的眼神配上琳恩淒苦的

表情是這部影片中令人屏息的一幕。雖然最後因誤會而留下遺憾，但

對總是習慣以逃避來面對生活的諾拉來說可是踏出了最勇敢的一步，

的心；對方手中散發的溫度似乎也打開了母親離開後關閉許久的心防

學，這時蘿拉不再只是個蒙塵校花、單親媽媽或情婦，她有生以來第

一次真實地面對了自己，而療癒也在這一刻發生。故事最後兩姊妹們

看著電視上母親美麗的身影會心而笑，而蘿拉一家人也邀請清潔用品

店的老闆一起共度兒子奧斯卡的生日派對。原本只是為了餬口而不得

已的工作卻成為照亮生命的光芒，在當中滋養了關係與連結。生涯中

的死蔭幽谷或許窒礙難行，但抬起頭，即使是谷底也有陽光。

生涯路上，貴人相隨―蔡懿亭同學

    在蘿絲生命的轉捩點出現一個很關鍵的人物是―清潔用品店的老

闆，鼓勵蘿絲在工作上勇往直前，也提醒她在這個行業中需要注意到

什麼樣的事情與專業，讓蘿絲可以很信任他，老闆也在精神上給予蘿

絲很大的激勵，是一個非常稱職的綠葉角色。而電影也拍出了一些現

實的教育問題，蘿絲的兒子其實充滿想像力，卻在校園裡面被當成頭

痛人物，因為學校教育講究的是「一致性」，卻忽略了個體之間的「

獨特性」，所以如果不跟大家一樣，就會被當成異類！可是當小男孩

被帶出學校之後，反而在爺爺或母親的引導下，慢慢活出自己，可見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比學校

教育還要大得多，因為家人才是

最了解你的人，也是影響你最深

的人，當朋友或戀人都可能會離

開你的時候，就只有家人會永遠

支持你。關於家人之間的緊密連

結，不但是本片所要強調的重點，同時也是整部電影最動人的部份。

生命逆境不屈不撓，不斷努力迎向陽光―魏凡涓同學

    如果在逆境過後出現的會是陽光，那我們就該把握住每個讓自己

看到陽光的可能，即使辛苦、充滿磨練，但可別讓自己困在自己的象

牙塔中，就這樣錯過。這部電影的片名「陽光練習曲」使我感到好奇

，好奇著影片和「練習」的關聯之處在哪裡，直到影片的最後我終於

明白，它所要傳達的，是一種面對生命的逆境時刻不斷放棄、不斷努

力迎向陽光的堅韌性，沒有人是面對挫折的老手，尤其是面對人生的

課題，需要經過不斷磨練、不斷練習，才能夠感受到逆境的黑暗過去

後陽光露臉的溫暖，體會到簡單平實的美好。影片中的主角Rose尤其

讓我感受到這份堅持與努力。對我而言，「不屈不撓，努力迎向陽光」

是他的生命主題；而「努力」、「正向」與「溫暖」是他生命裡的優

勢。

    生涯電子報電影專欄開張了！本次電影

專欄為大家介紹的是由黃素菲老師所推薦的

「陽光練習曲」(Sunshine Cleaning，2010年

/91分鐘/Christine Jeffs執導/Megan Holley編

劇)。這部片描述單親媽媽Rose原本靠著幫

傭的微薄收入度日，在因緣際會之下創立清

潔公司，拉著妹妹一起踏進了一個平常人不

會想去做的工作―清理命案現場。這份工作

高薪且競爭對手少，為了使生活獲得改善，

Rose沒有一句抱怨地和妹妹Norah開始投入。在高中同學的聚會中，

面對著其他發展甚好的姊妹們對他的工作投以異樣的眼光時，Rose忍

住難堪，依然不逃避地努力經營自己的工作，最後工作上的投入也改

變了Rose自己以及與家人之間的互動。以下為讀者欣賞後，對生涯所

提出的一些心得與思考。

(圖片取自 Yahoo!奇摩電影)

也讓觀眾們看見諾拉藏在桀驁不馴

面具底下的真誠善良。蘿絲則是在

陪伴經歷喪夫之痛的老太太的過程

中再度經歷了失去母親的痛苦，但

當兩人握著手，一言不發坐在屋外

時，蘿拉的溫柔不僅安慰了老婦人

◎電影小檔案：

影片年份：2008 

出品：Back Lot Pictures 

發行商：前景娛樂 

語言：English‧美國

導演：克麗絲汀潔芙斯 

演員：艾美亞當斯、愛蜜莉布朗、亞倫阿金、史提夫贊恩、

瑪莉琳拉姬斯卡布、小克里夫頓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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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活動補給站：2012年秋季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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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02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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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16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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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4/13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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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本學會活動/工作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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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王櫻芬 老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系助理教授)

韓楷檉 老師(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102/05/18 (六)

工作坊收費優惠

※凡本會會員在102年0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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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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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方式：工作坊當天上課繳費，若成為會員，入會費跟常年會費亦於上課時繳交。

※另外，工作坊申請積分的部份，目前正在"申請中"，之後會再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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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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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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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專業倫理委員會

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專業訓練及認證委員會

    本委員會的職掌為研議、修訂與推動有關生涯發展與諮詢之相關

法規或辦法、課程認證、繼續教育等相關事宜，以及推動專業化發展

之相關策略與活動。成員包括黃素菲老師…，現階段任務為推出102年

春季工作坊之專業研習資訊，目前已完成場次主題時段及師資的規畫

，並開始接受報名。

    本委員會的職掌為研擬生涯發展與諮詢相關倫理守則工作，推動

生涯發展與諮詢相關倫理法規之教育訓練與推廣活動，促進及推動生

涯發展與諮詢專業倫理相關事宜，回應會員有關倫理標準(規範)或倫

理行為問題，以及處理違反生涯發展與諮詢專業倫理事件之申訴、調

查、仲裁與懲戒等事宜。成員包括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

系韓楷檉老師、王櫻芬老師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王智

弘老師，刻正邀請其他專家一起擔任此委員會之委員。由於生涯發展

與諮詢工作之性質，有別於傳統個別諮商和團體諮商，在實務上也面

臨不同的倫理挑戰。本委員會下一階段的任務為訂定生涯發展與諮詢

倫理守則，以供此領域從業人員遭遇倫理兩難困境時參考，期望協助

相關人員提供符合專業道德、倫理和法律要求之服務，以利社會大眾

。預計邀請生涯、諮商和倫理相關領域的專家，一起研擬適用於此領

域之倫理守則，並訂定倫理申訴案件處理程序和倫理守則釋疑案件處

理程序。

專業資源委員會

    本委員會之任務在制定生涯相關評量工具與資訊系統之發展指南

、審核標準與推薦機制，並執行相關管理與審核業務，從而促進專業

資源之累積與發展。成員包括劉淑慧老師、王思峰老師等，目前的規

劃是發展生涯軟體，以及生涯系統的guideline，並持續收集NCDA相

關資料。

研究委員會

    本委員會現階段的任務在發行生涯電子報，未來擬編輯專業學術

期刊與書籍，研究生涯發展輔導與諮詢理論方法，並增進與國際相關

學術團體之交流。委員會成員包括田秀蘭老師、金樹人老師、王玉珍

老師，另聘有馬安妮、蔡懿亭及魏凡涓等三位編輯助理。大會成立以

來，委員會成員經過5次的開會以及多次的電子書信往返討論，訂定

電子報之出刊規畫為每2個月出刊一次，時間為每奇數月10日，截稿

日為出刊前一個月的20日。第一期電子報並已於101年11月10日出刊，

未來也會考量於電子報中新增不同主題與型式的內容，以饗讀者。期

望未來能配合其他相關委員會，辦理更多生涯研究及出版事宜。歡迎

有興趣的夥伴們投入本委員會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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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版權所有

發行人：張德聰

主編：金樹人、田秀蘭、王玉珍

編輯：馬安妮、魏凡涓、蔡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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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申請後，經理事會議審查後通過，才能確定會員資格。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 02-2885-9886 洽吳小姐

向上延伸的樹枝，勾勒出愛心色塊；

向下擴展的樹根，則讓我們的生涯開展於大地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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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member-tcdca@outlook.com

	001-a-2
	002-2
	003-2
	004-2
	005-2
	006-2
	007-2
	008-2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_入會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