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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美國生涯百年學會NCDA CDF在台灣

口述：廖郁菁、蔡娜惠；撰稿：蔡怡雯

緣起

    數年前，大約在「生涯興趣量表」線上測驗推廣初期，我們

接到一些民眾來電詢問個人測驗服務需求，其中幾位已工作十餘

年正面臨應轉換跑道還是留在原職位等待升遷機會的抉擇，這個

議題既不適合在職場和同事前輩討論，與家人朋友討論又欠缺對

專業了解，最後往往尋求民間算命、宗教導師的建議，又或者在

茫茫網路中靠一己之力搜索希望。高品質的生涯諮詢在現今社會

對個人愈發重要，除了努力研發、尋找專業有效度的測驗來協助

個人生涯定向外，我同時也在上完田秀蘭老師的生涯輔導與理論

課程後，希望在生涯領域盡力的使命感也更加深刻。在得知行政

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與美國國家生涯發展協會NCDA(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since 1913.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生涯發展

相關單位)洽談CDF(國際生涯發展師)培訓及認證事宜因版權比例

限制而未能成功取得的消息，深深覺得可惜。後來我以民間企業

單位身分向NCDA台美雙方幾番溝通交涉，闡述測驗出版社台灣心

理界20年來的努力及對CDF未來的規劃及推行辦法後，NCDA同意

放心將NCDA CDF大中華區培訓及認證交棒給我們。測驗出版社

長期深耕於專業心理測驗的研發及應用，在各界引頸期盼下爭取

到CDF代理權，誠惶誠恐，不敢大意。

    這段期間，我和同事到中國考察交流CDF推行現況。目前在

中國已培訓5000位CDF國際生涯發展師，然而在結訓後實際上能

接案並以CDF身分執業的人卻寥寥無幾。為什麼?證照班在商業

模式運作的認證門戶大開之後，結業的CDF沒有工具、資源、督導

可支持，面對個案需求無法作出回應，終使CDF失去專業品質和

應有水準。我們不希望CDF在台灣走上相同的路，回台後，遂力

邀金樹人老師、田秀蘭老師、吳芝儀老師、侯志瑾老師、王玉珍

老師等生涯發展界權威，編譯審定NCDA教材內容，尤其在文化

及多元族群之生涯諮詢等相關章節，悉依台灣現況將內容本土化。

同時我們認為，認證審核標準尤應從嚴，必須由各界資深生涯專

家成立專責單位，共同把關CDF在台灣的認證審核標準，務期達

到專業、公正、客觀。而不是如坊間現行之CDF課程講師自行培

訓、教材講師自編、認證自行頒授。我們希望透過NCDA原廠訓

練之CDFI講師及NCDA原廠認證CDF教材能在台灣完整呈現，使

CDF課程的學員每一位在結業後正式諮詢時能得心應手。

關於NCDA CDF

    在諮商專業的領域中，依國際間趨勢目前分出「專業輔導

(Professional counseling)」與「職涯輔導(career counseling)」兩

個領域。國內許多長期提供職業諮詢服務的工作者，其輔導經驗

與專業總未能被看見也始終不見職涯相關工作者發展一套標準訓

練計畫，取得專業認證。1913年在美國成立的國家生涯發展協會

NCDA長期在生涯領域投入，已發產出紮實的CDF培訓架構與CDF

生涯發展師專業認證，且將於今年召開百年會員大會。NCDA 

CDF提供受訓者專業的技能和知識，幫助他人規劃職業生涯，進

而取得理想工作，目前NCDA已然是職涯領域中專業培訓的首要

機構。隨著國際性的職涯發展師培訓計畫的發展，目前全球已有

18000位職涯發展師(CDF)的完成NCDA CDF培訓及取得認證。

    NCDA CDF培訓及取得認證之適用對象，大專院校各院系

導師、高中職教師、輔導人員、就輔人員、就業服務技術士、人

力資源工作者等與生涯規劃相關之工作者，茲以圖一表示受完整

訓練之CDF及各工作關係：

圖一  CDF與相關領域工作者之專業能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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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局林三貴局長、NCDA CDF Master及首批CDFI培訓始業式合影留念

《NCDA CDF校園專班示意圖》《NCDA CDF培訓養成流程示意圖》

    近年來因新鮮人就業狀況不甚理想，為使知能並進、學用合一，

各大專院校無不努力為學生學習及就業定向，在大一學生入學時便進

行一連串興趣價值觀探索，發展眾多工具協助學生安排選課，課程進

路地圖、職業進路地圖。然而大專院校職輔單位卻面臨粥多僧少的問

題，學生動輒數千上萬，職輔人員卻屈指可數。校園中只得利用各式

網路工具、性向測驗為學生做初層次的探索和方向建議，如何動員更

多教職人員(例如系所教師)投入學生生涯輔導工作成為大家最感興趣

的議題。一位職輔人員要能夠客觀解釋工具結果、有系統評估學生能

力優劣勢、同時能理解每位學生面臨生涯抉擇所考量因素的獨特，家

庭環境因素、經濟因素，並在眾多的系所分類中，了解各系所可能的

出路、該職業的工作內容及薪資水準、具備能力、適合特質、產業生

態......等，作出適當建議，實在不是容易的事。而系所教師與學生互動

密切，若能多學習一些助人技巧、理解生涯定向是生涯發展必經之路，

並且走出校園，了解系所課程培養的人才未來就業路徑，甚至了解不

同產業的工作世界，都可能在未來幫助生涯迷惘的孩子過程中為他點

亮一盞明燈。

    人力資源人員及獵才工作者掌握企業薪資詳情及內部輪調、職缺

資訊，同時對於工作說明書的內容及適合人選應具備之能力也十分清

楚。唯在用人及識人部份亟需提升對人的敏感度及適當的說話面試技

巧，在組織中擔任訓練發展工作也必須掌握員工的能力及考量其生涯

發展階段當下的需求層次。身為勞方與資方的政策執行與協調管道，

如能更進一步了解生涯發展階段及培養助人談話諮詢技巧，靈活運用

在工作中，不僅能在他人職涯轉換關鍵時刻發揮效能，對自身生涯未

來發展也多有裨益。

NCDA CDF在台灣

    測驗出版社將在台灣推行的NCDA CDF，完整養成包含培訓、實

習、督導、認證、會員五大部分。在最重要的CDF師資部分嚴格把關，

因為講師的個人經歷豐富度及對生涯諮詢領域的熱情是最重要的關鍵，

每一位講師在生涯輔導、諮商、職涯規劃、人力資源早已擁有數十年

經驗，尤其擁有跨產業經驗、同時擁有諮輔和業界經驗的講師更是可

遇不可求，且所有講師至今仍在生涯領域持續工作，陣容堅強，2012

年夏，特別商請NCDA CDF Master親自來台培訓授課，與講師們零距

離互動密集交流。對首批在台培訓認證的講師(CDFI)，NCDA至今時

常來信關心講師們在台灣推行CDF的現況和發展。也因為CDF尊重每

一個「人」的獨特性、重視與「人」的互動，我們在CDF培訓課程中

規劃有十大主題課程，全程採用面授方式進行，期許學員能在面對面

的授課中與講師近距離直接交流，有更豐富的收穫。在培訓後的實作

能力也是每一位學員都必須具備的，所以在課堂上即要求學員以三至

四人分組練習，輪流扮演個案，並在此過程中接受數次團體督導，分

享不同角色在同一時空中的心得及回饋，扮演諮詢角色者也在同一個

案中看見不同的諮詢方式，教學相長。在經驗過個案演練後，CDF學

員才能自行尋找實習個案，進行實際且完整的諮詢，過程中同樣安排

有個別督導，確保實習個案福祉，同時對CDF學員的諮詢內容提供意

見。

    NCDA CDF認證目前由測驗出版社委託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審核把關，除將嚴格審查申請人學經歷資格，並要求要有相對應的工

作年資證明，且必須在接受NCDA CDF培訓課程後提供至少一份完整

個案實習報告，經審查委員一致認可後，方可成為正式授證之NCDA 

CDF。若因個人學經歷不符而無法申請，可在受訓後規定期限內保留

結訓資格，待年資補足符合規定再行補發。

    通過審核成為合格之CDF後，即可正式接案。CDF會員必須接受

後續繼續教育機會，每月及每季不定期舉辦固定場次的職場名人演講

、CDF專業知能進階研習、CDFI督導、CDF同學會、電子報發行、

CDF線上Q&A，期能使CDF能不斷更新職業世界資訊及最新職輔資訊。

同時，我們也開放相關教材及測驗工具，協助CDF為每一位個案提供

最佳品質的生涯諮詢。未來我們也將主動轉介個案，並提供接案場地

租借服務。開創的路總是特別艱難，我們希望作為每一位CDF最強而

有力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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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叢書。編輯者為Kerr Inkson 與Mark Savickas。本書全套四卷，

第一卷主題為生涯研究之基礎(foundations of career studies)，涵蓋基

本之生涯概念、重要理論、以及最新之生涯議題，共16篇文章；第二

卷主題為文化環境中之生涯(careers in context)，例如工作職場中的心

理因素、個人與組織之間的媒合、如何開創個人在職場上的生存空間、

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無界生涯，以及全球化的生涯等等，合計共

16篇文章；第三卷以個人的生涯經驗為主題(careers as human 

experience)，包括生涯角色的轉換、生命主題的建構、生涯發展任

務及因應、生涯進展與中年轉業、家庭與工作的兼顧、生涯成就的定

義與評估等，共16篇；第四卷共17篇文章，以生涯實務議題為主

(Careers in practice)，包括生涯困難、生涯阻礙、生涯諮商處遇、

生涯發展過程中的機緣與巧合、生涯發展中的兩難議題、如何周旋

於無興趣或是錯誤的生涯領域中，最後則進入工商、組織、企業、

管理、人力資源等領域之生涯實務議題。全書共65章，由六、七十

位作者協力完成，為生涯研究領域中不可或缺之研究寶典。

    就廣義角度而言，本書涵蓋多年來生涯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雖然

理論部分，並不能囊括所有的理論，但重要的Super發展論以及

Holland類型論，最經典的兩大理論，仍在其中。此外，近年來在各

不同國度以及文化情境中一直有不斷研究的社會認知取向生涯理論

(Robert Lent)，也在搜錄當中。除理論概念之外，實務上的重要現象

也在討論範圍當中。這部分除心理層面之外，也包括工商、企業、

組織心理、人力資源等不同場域。就深度而言，因為本書第二、三

、四卷均以特定議題為主題，因此也能在各不同實務或情境中的特定

議題或現象作深入分析討論。對職業或生涯中某些現象有興趣的讀者，

可以對這些個人所感興趣的主題作初步認識，並做更深入的研究。

對研究生而言，若以某些特定議題為研究主題，也可以從這些章節中

得到最新的研究狀況，並根據其參考資料做更周詳的文獻探究。該書

的相關資訊或紙本資料，可以聯絡文景書局，網址諮詢則可參考

http://www.sagepub.com/books/Book237850?bookType=%22Refe

rence%20Books%22&subject=800&sortBy=defaultPubDate%20de

sc&fs=1。

Inkson, K., & Savickas, M. (Eds.). 

(2013). Career studies (Four volume set).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dcover  ISBN: 97814462470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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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外相關研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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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書專欄：Career Studies

撰文/田秀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授)

    生涯研究(Career Studies)，本書為Sage出版社所發行之一系列叢

書中的一套，全套共包括四大卷，堪稱為生涯學界最新而且最重要的

學校與職場沒教的就業學分(1) 找工作不能靠運氣

呂亮震/輔仁大學工商心理學博士

擺渡工商心理學專業社群召集人

    曾經帶過一個由公部門針對已從大專院校畢業超過18個月的

社會新鮮人所舉辦的就業團體，活動一開始便有幾位參與者表示，

在待業期間至少已經投遞過上千封的履歷表，但多數像石沉大海

般的毫無回音，即便接獲少數面試邀請，也都是所謂的「bye bye

面試」，亦即一次就說再見。

    筆者過去在業界擔任人資工作時，審核履歷表以及與應徵者

面談幾乎是每個星期都得做的工作，在那些年的經歷中最大的感

觸就是：擬就業者普遍低估就業歷程中所謂的尋職行為(Job 

seeking behavior)對人事任用決策的影響性，因此很少投入足夠

的心力在尋職準備這件事情上，所以有不少應徵者給人的感覺就

是以一種碰運氣的心態來試試看，就像中國大陸新近針對那種沒

做準備就應考的人所封的一個稱號「裸考族」一樣；特別是近年

來拜數位科技之賜，尋職者取得就業資訊的便利性遽增，成本遽

降，更助長此種就業態度的漫延；平心而論，整個就業歷程雖然

或多或少有些運氣的成分存在，但若是從個體長期職業生涯的角

度來思考，實在不應該讓碰運氣的心態主導自己的就業計畫。

 

    除了來自實務現場的經驗外，過去40幾年來也有許多心理學

家針對尋職行為進行研究，甚至也有學者回顧過去相關的研究結

果後提出一個整合性的架構(Saks,2005)，其中正向且積極的尋職

行為(Assertive job seeking behavior)對於能否順利就業以及就業

後與工作及組織的契合性等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美國生

涯發展學會(NCDA)2012第四季所出版的學會刊物，其主題為「

生涯發展領域未來100年之展望(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100 Years)」，文中回顧過去100年來實務與學術工作者在此領域

所做的努力時提到，未來生涯發展領域所面臨的一大問題便是如

何教導或協助尚未步出社會的學生有關工作選擇(job-choice)，以

及包括如何有效尋職(job-finding)等與職場生存有關的技巧。

    有鑑於此，筆者嘗試以就業的歷程觀點，陸續在此分享過去

協助社會新鮮人以及轉業待業者的內容與心得，將尋職歷程中各

階段應做的準備與勝出關鍵提供給各位先進參考，並期待與各位

相互交流。

Saks, A. M. (2005). Job search Success: A review and integration
of the predictors, behaviors, and outcomes. In S. D. Brown & 
R. W. Lent (Ed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pp.155-179). John Wiley& Sons, 
NJ: Hob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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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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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太平洋生涯發展協會(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PC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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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和議程請參考網站：

http://www.asiapacificcda.org/Default.aspx?pageId=1397334 

    大會將於4月5日的觀光行程邀請與會來賓們參觀韓國職業世

界(Korea Job World)。Job World為座落於京畿道的大型職業體驗

館，會場共分為兒童體驗館、青少年體驗館、職業世界館和生涯

設計館等四個主題，每一個會場都根據其設計主軸提供了符合各

年齡層需求的職業體驗或生涯諮詢協助。兒童館透過遊戲的方式

介紹了廚師、動畫配音員等多種不同的職業。同時也設計了宇宙

中心、試衣間、音樂演奏台等主題遊戲場，讓孩子們在遊戲的過

程中盡情揮灑想像、茁壯心中的夢想之芽，更達到寓教於樂之功

效。青少年館則為在生涯選擇中初試啼聲的青少年們設計了不同

職場工作的體驗活動，參觀的青少年們能根據自己的喜好或興趣

選擇模擬真實情境的體驗課程，。例如在綜合醫院的物理治療室

中規畫了從病患入住到為病患執行心臟病手術的詳細醫事人員體

驗活動，在親身接觸感興趣的職業過程中也傳達了適合青少年們

學習程度的生理學、行政管理學等的專業知識。職業世界館則以

博物館的形式橫跨古今，介紹了歷史上的各種職業，並收集了不

同職業人物的訪問和介紹，讓孩子們跨越夢想與現實，了解自己

心目中職業的真實樣貌。生涯設計館則提供了生涯諮詢協助，參

觀者能透過測驗了解自我的生涯優勢，也有專人提供個別及團體

諮詢的服務。

    

    每個探索專區都細心安排了兩位以上的工作人員協助參觀者

們進行活動職業，高品質的道具和場景規劃及擬真的臨場感都使

參觀者們彷彿真實地踏入了職業現場。大會也貼心地選擇在休館

時間安排與會來賓們參觀，讓每一位遠道而來的客人們都能仔細

一覽這包含了共110種職業的大型生涯主題公園。

(圖片來源：http://cakrawala-senja-1314.blogspot.tw/2012/08/

yang-menarik-di-running-man-episode-87.html)

2) 淡江大學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暨

各階段適性教育工作坊

    淡江大學將於2013年5月24日至25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中正

紀念堂舉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研討會徵

稿中。徵稿主題為十二年國教及課程領導、課程與教學、多元評量

、生涯諮商與輔導、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新興議題等各

項主題。活動報名及投稿辦法請參考網站：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1020524
3)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會員大會

    美國國際生涯發展協會的年度大事―NCDA創會100周年慶暨

會員大會將於2013年7月8日至10日於美國波士頓登場。本次會員

大會將以生涯發展的核心價值―” Creating Hope, Social Justice, and 

Legency”為主題進行討論。歡迎各位會員一同參加這場年度盛宴，

3) 同步的藝術―高層次同理工作坊

    台中張老師將於2013年3月23日及4月27日分兩梯次於台中張

老師舉辦「同步的藝術―高層次同理工作坊」，邀請曾一平諮商心

理師主講，以情緒的辨識與體驗、多元的同理回應、反移情的覺察、

如何適切表達自我真實情緒狀態、練習自己處於能接受對方情緒的

在當中與世界各地專家交流分享。

    本年度大會將在有美國行走之都(America’s  Walking City)之稱的

波士頓展開連續四天的議程與活動。國際生涯發展協會的前身―美

國全國職業指導協會(National Vocational Guidance Association)也在

1913年創始於此地，今年的大會不僅是學術交流的分享，更有回顧

百年以來美國生涯諮詢發展史的特殊意義。大會也為這場年度盛事

進行了精心的時間規劃，四天的學術交流活動共以Roundtable、

Tech Lab、Centennial Luncheon Series和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s四種方式進行，使遠道而來的與會者們透過深度討論或新

興科技等方式學習與分享。

    會後觀光行程則為參觀東北大學的生涯服務團隊(Northeastern 

University Career Services)以及參觀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生涯

服務團隊。東北大學的生涯服務團隊曾被普林斯頓評論(Princeton 

Review Top College Ranking)評為最佳生涯服務排行第一名。透過東

北大學生涯服務團隊工作人員的帶領，與會者們將有機會一覽服務

團隊如何與雇主合作無間，為學生們創造無數生涯良機的奧秘。而

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參觀行程則著重於了解兩所頂尖學院如

何將生涯規劃與其學校特色結合，發展出無限機會並滿足學生們的

職涯規劃需求。活動報名、議程等詳細資訊請參考網站：

http://associationdatabase.com/aws/NCDA/pt/sp/conference_h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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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詳情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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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內相關研習資訊：

1)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第九屆學術研討會―教師生

涯規劃與教育專業發展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及師資培育中心將於102年6月1日舉辦

第九屆教師生涯規劃與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歡迎專家學者、

教師及研究生踴躍參加與投稿。研討會報名、主題、子題以及投

稿辦法等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www.edu.cycu.edu.tw/tell.php?new_id=92&big_i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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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播放：夢想起飛的季節(2001)

生涯電影院

於殘酷現實中，堅持理想―王櫻芬老師

    「夢想起飛的季節」這部電影描述一個原本從事科技相關行業的

女性，桑德琳，在30歲時決定要轉換工作，從事農場經營。在這個轉

換的過程中，她面對周圍他人(包括母親、男朋友和原農場主人安德

利)的不贊同、不支持，甚至藐視，以及農場生活的艱困。電影中逐

步揭露桑德琳如何從自我懷疑中，慢慢確認自己心中的渴望，最後勇

敢面對這些挑戰，堅持自己的理想。

    在觀看這個電影的過程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女性轉換生涯至非

傳統職場的議題。例如：電影一開始時，桑德琳的母親不同意她轉換

職業，因為這樣的話，桑德琳和男友的關係將無法持續。後來，在她

想要買農場時，舊農場主人告訴她，沒有男人她將無法支撐整個農場

的運作。接著，她的男友去農場拜訪她時，似乎也抱持著她只是一時

迷惘，終究會回去巴黎的想法。這些歷程讓觀眾充分感受到女性在一

個非傳統職場上，常常面臨的外來壓力，以及資源缺乏情況。除了這

些與「人」相關的因素，由於農場位於山上，冬天時天氣險峻，桑德

琳還須面對牽引機因天氣太冷無法發動，母羊生產不順，誕下死產等

等現實的挫折。這種種的磨難，終於讓桑德琳無法承受，回到巴黎。

但是，在電影的最後，她對農場的感情終能戰勝這些困境，讓她決定

重回農場工作。

    

    有別於一般的好萊塢電影，這部電影中沒有羅曼蒂克的，發生於

―

以發揮功能之處吧！

麼容易可以實現的。

打破限制，善用所長

跟想法。

另一方面，我也思考，如果周遭的人，可以給桑德琳更多支持，她的

生涯轉換歷程，是否可以更順遂？無需承受這麼大的壓力？或許這個

部分就是具性別平等意識的諮商心理師、教育工作者與助人工作者可

打造夢想莊園，走自己的路―林雅惠老師

    夢想起飛的季節這部片子，描述桑德琳從巴黎電腦工程師變成農

場牧羊女的故事，它帶給了我一些省思。首先，在生涯轉換的過程中，

桑德琳選擇拋棄現狀，投身於嚮往的農莊生活，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

放棄安全無虞，社會上人人稱羨的高薪工作，面對未來不可知的挑戰。

也有許多人非常不看好她，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及毅力，夢想不是這

    另外，在本片中也看見了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在痛下決心辭職後，

桑德琳並非傻傻的就埋頭苦幹。而是多用了兩年的時間接受農業訓練，

投資自己讓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本錢在追尋夢想的路上，朝目標慢慢前

進。實踐夢想要有膽識，人言膽識是建立在知識與見識之上的，而桑

德琳就是活脫脫的例子。先參加專業工作的培訓，補充自己不足的知

識與技能；同時也透過資源尋找適合自己發展夢想的地點，再運用自

己本身的專長與所受過的訓練，在網路上行銷自己的農場，截長補短，

使更多人可以知道他的農場，讓自己的夢想可以永續發展。

    人們常鼓勵著大家要追求自己的夢想，然而這可不是簡單的事，

並非空有勇氣或是資本就可以輕易達成。尤其在當代社會競爭強烈，

市場淘汰率甚高。也不難看到許多想創業追求自己夢想的年輕人的處

處碰壁。而本片的女主角並非有勇無謀，而是下了決心之後一步一步

來，穩扎穩打不斷學習。夢想並不是這麼遙遠，但是成功也絕非一蹴

可及，鼓勵大家勇敢追夢之餘，也需要仔細評估、審慎判斷、強化自

我，才可協助自己的追夢之路更加順利。

李松霖同學

    夢想起飛的季節，乍看之下是個來自都市的電子女工程師到偏僻

的鄉間農場圓夢的故事，但是卻傳達出許多對於面對身涯的寶貴概念

    首先將主角桑德琳設定為女性，我們都覺得農場的事是粗活，需

要付出大量的勞力，女性是做不來的；不例外的桑德琳的農場夢想沒

有受到太大的支持，與母親的激烈爭執，就連原本的農場主人安德利

也不認為她可以在辛苦的農場生活中撐下去。但是聰明的桑德琳懂得

結合自己的特質加上能力，不僅將農場架設了網站有更多的曝光管道，

也運用民宿和天然的風景，加上自己手做的Cheese和隨和的性格，吸

引更多人可以前來參觀。雖然農場與她之前的工作看似無關，但是懂

著結合自己的資源與力量創造更多的可能；同時也不被性別所侷限，

而是將傳統的勞力農業轉型成觀光型態結合自身特質發揮最大效益。

我想，除了對農事深厚的興趣和熱

情之外，桑德琳始終都知道自己正

在做什麼；在追尋夢想的過程當中

總是崎路難行，勢必會遇到困難、

碰碰撞撞。桑德琳在實踐自己夢想

的過程，與家人多有爭執；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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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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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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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運用問句接觸當事人更核心的情緒，以及隱喻在同理心的運

用進行教學討論。活動報名等詳細內容請參考網站：http://www.1980.

org.tw/administrator/product/product_show_detail-v3.php?customerId=3&pid=22448

美麗山區的戀情，或是神奇出現的拯救者，主角也非堅毅過人，勇往

直前，一無反顧。我們看到她的迷惘與退縮，雖不浪漫，卻更符合真

實人生～所有困境皆需自己面對，唯有真心所愛，才能讓人堅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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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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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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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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號)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下車，第1號出口。

102/03/16 (六) 09：3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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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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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號)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下車，第1號出口。

102/04/13 (六) 09：30-16：50

本學會活動/工作坊訊息

也遇到許多的困難，但是懂得求助和利用資源，從經驗豐富安得利身

上學習農場事務、天氣、牲畜的知識，使她可以順利化解危機。

    我們都知道實踐夢想要有足夠的勇氣與決心，要打破固有的模式

轉換跑道，或是形成一個新的夢想都相當不易。且往往路上會遇到許

多困難及難以承受的痛苦，要如何對於夢想持續的保有熱情，以及怎

麼轉換自己的心境去面對不喜歡的部份，繼續堅持下去是過程中相當

關鍵的地方。實踐之前做好充足的功課，聽取多方的意見，謹慎的評

估與判斷，運用自己所學的專業、自己的特質與長處、他人的經驗和

知識，並且將彼此結合，相信可以協助自己更往夢想邁進。

    再者，桑德琳追尋自己的夢想懂得增加自己的實力和經驗，不僅

僅事前做了非常多的準備工作，去吸收及學習更多的專業知識，為自

己的尋夢之路做好準備才出發。當然實踐夢想真的非常不易，桑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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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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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5/18 (六) 09：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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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收費優惠

工作坊報名須知

※102年3月12日(二)前，同時報名多場次工作坊可享此優惠。

※102年3月12日(二)單一場次報名費用：會員1,400元、非會員2,000元（需於上課7日前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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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填寫報名表(報名資料請務必詳細填寫)，並以電子郵件寄發至本會信箱。(本會將於收到來信後3個

工作天內回覆，如未收到回覆煩請主動來電確認。)

2.即日起受理報名至名額額滿為止(以完成報名程序為準)。

3.每一團體會員優惠名額3名，以完成報名手續之先後順序為準。

4.同時多場次工作坊優惠報名截止時間為102年3月12日（二），單一場次報名截止

時間為上課日期7日前(不含例假日)。

※請於報名三天內完成繳費，郵政劃撥繳費：

  帳號：５０２５１３８９，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將繳費收據和有效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以學生身份報名者)，黏貼於報名表上。

‧報名費收據將於課程當天提供。

※退費說明：報名完後若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者，請於活動進行７天前(不包含例假日)來電告知本會

取消名額，我們將以報名費用７折退費。逾期恕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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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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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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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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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號)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下車，第1號出口。

102/04/27 (六) 09：30-16：50



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專業倫理委員會

    專業倫理委員會召集人韓楷檉教授與幾位老師在委員會會議討

論之後，目前規劃繼續邀約北部和南部各1-2位老師，包括林蔚芳

老師等，加入倫理委員會，以健全委員會組織，提供更豐富的專業

觀點。此外，倫理法規建立的部分，待委員會成員完備之後，將委

由倫理專家王智弘老師主持，進一步討論定案。

專業資源委員會

    本委員會由劉淑慧老師擔任召集人，於第二次理監事會之後先

後邀請輔大心理系王思峰、朝陽科大社工系李華璋、輔大資訊系吳

濟聰、台南學諮中心專業督導盧怡任擔任委員，並邀請輔大心理系

碩士生鍾億儕、彰師輔諮系碩士陳弈靜擔任秘書。以學會名義，於

101年11月16日與中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彰化師範大

學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華人生涯研究中心、輔導與諮商學系

協同辦理輔導實務交流論壇「活用華人生涯網˙強化大專生涯輔導

工作」實務論壇，共35位中區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人員參與。學員普

遍肯定華人生涯網對於大專生涯輔導工作之幫助。另委員會翻譯

NCDA的生涯系統描述表與評鑑指標(NCDA_Software description form 

、NCDA Software Evaluation Criteria)，初步應用於彰化師大輔諮系於

101年11月10日至12月22日共32小時之「生涯與職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進修學分班」中，共30位學員參與。學員普遍肯定該評鑑指標對於

評鑑生涯資訊系統品質之效用。目前規畫進行NCDA資訊系統評鑑指

標資料翻譯，進一步試用與評估。

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

    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由黃素菲老師擔任召集人，委員會成員：蔡

娜惠、彭信揚、黃湘台、陳茂雄、孫嘉孺、林俊宏、呂亮震等(依姓氏

筆劃)，共7人，並已於102年1月26日召開102年度第一次會議，會中已

草擬「生涯發展師課程、主題、內容與授課時數規劃辦法」，以及「

生涯發展師(CDF)、生涯發展講師(CDFI)課程審查與資格認證辦法」、

審查流程圖。正請理監事及各方賢達就相關內容提供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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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已於102年1月10日出刊。詳細內容詳http://web.ntnu.edu.tw/

~lantien/tcdca/20130114.pdf 每期出刊之間，電子報小組召開會議至

少兩次，電子郵件溝通20餘次。以電子報內容、邀稿，以及稿件之

編輯或美工為主要溝通內容。未來將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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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國際學術團體之交流方面，預計出席2013/4/3-5於韓國首爾

舉辦之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PCDA)第一屆年度會議，並發表研究報告

。美國生涯發展學會(NCDA)於波士頓舉辦之100週年年度會議，也將

有會員前往發表研究報告，歡迎會員積極參與大會。電子報將於未來

持續提供相關之類似學術會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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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珍、田秀蘭、金樹人 (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編輯：馬安妮、蔡懿亭、魏凡涓 (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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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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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2013 年春季系列工作坊  報名表 
姓 名  報名身份 □會員    □非會員 

服 務 單 位 
（就讀學校）  

職 稱 
（ 系 級 ） 

 

E - m a i l  
（請務必填寫，研習通知將以 e-mail 寄發） 

手 機  電 話 （   ）             分機 

聯 絡 地 址 郵遞區號[       ] 地址： 

收 據 抬 頭 □本人 □其他：                                                            

訊 息 來 源 □本會網站□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本會 MAIL 宣傳□其他：                    

報 名 場 次 
（請勾選） 

□主題一：3/2 生涯的敘說與優勢 □主題二：3/16 資訊科技與生涯 
□主題三：4/13 生涯最前線 □主題四：4/27 生涯轉換與因應 

□主題五：5/18 真實的接觸  

報 名 優 惠 

報名場數 原價 會員（含學生） 非會員（含學生） 

報名 1 場 2,000 元 - 免費 - 2,000 元 

報名 2 場 4,000 元 - 免費 9 折 3,600 元 

報名 3 場 6,000 元 6 折/場 1,200 元 8.5 折 5,100 元 

報名 4 場 8,000 元 6 折/場 2,400 元 8 折 6,400 元 

報名 5 場 10,000 元 6 折/場 3,600 元 7.5 折 7,500 元 
 單一場次報名費用：會員 1,400 元、非會員 2,000 元。 

用 餐 需 求 是否需要由學會代訂便當？ □葷 □素 □不需要 

注 意 事 項 

1. 以上會員係指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會員。 
2. 報名費用－郵政劃撥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帳號：50251389。將繳費收

據和有效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以學生身份報名者），黏貼於報名表上。請將報名表
傳真至(02)2885-9886 或 MAIL 至 courses_tcdca@outlook.com 信箱，並請來電 
(02)2885-9886 確認，始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費收據將於課程當天提供。 

3. 多場次工作坊優惠報名截止時間為 102 年 3 月 12 日（二），單一場次報名截止時間
為開課日期 7 日前（不含例假日），即日起受理報名至名額額滿為止（以完成報名
程序為準）。每一團體會員優惠名額 3 名，以完成報名手續之先後順序為準。 

4. 退費辦法：報名完後若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者，請於活動進行７天前（不包含例假日）
來電告知本會取消名額，我們將以報名費用７折退費。逾期恕不退費！ 

5. 參與之心理師（臨床、諮商）可核給繼續教育時數證明；其他全程參與者可獲頒研
習證書。 

【郵政劃撥收據黏貼處】 

帳號：50251389 
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mailto:courses_tcdca@outlook.com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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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收  

電話及傳真： 02-2885-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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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表 
會址： 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收  

電話及傳真： 02-2885-9886 

*編號  *入會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機構名稱  單 位  

通訊地址 □□□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推 薦 人  

單位主管 
職稱 

 
 單  位 

承辦人 

職 稱  

姓名 
 
 

姓 名  

機構類別 

□1.學校【□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校院 □特教學校】 
□2.社會心理衛生機構【□公立 □私立】 
□3.心理諮商輔導機構【□公立 □私立】 
□4.基金會 
□5.醫療機構【□公立 □私立】 
□6.個人執行輔導諮商業務   
□7.政府機構    
□8.企業團體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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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情形 □待審       □已審          □通過       □不通過 

審查 
及繳費 

1. 本表填寫完畢請以郵寄、傳真至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或 mail 的方式傳送至

member-tcdca@outlook.com。 
2. 申請資料將由理事會議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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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元，常年會費 3,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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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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