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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專論一：大鵬展翅，職涯高飛―「大鵬網」職涯發展平台簡介

劉孟奇/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大鵬網發展歷程

    「大鵬網」線上職涯發展平台(http://youngeagle.kkp.nsysu.

edu.tw)由教育部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所建立，其中提供教師

職涯輔導資源、讓學生可從線上學習職涯規劃知識、並從中一窺

各行各業真實樣貌，是一個功能建置相當完整的整合性資源平台。

    我們習慣用「鵬程萬里」來祝福畢業生，因此，「大鵬」代

表我們對於來使用「大鵬網」的年輕人的祝福與期待。教育部高

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從兩年半以前由國立中山大學結合區域內

夥伴學校力量開始建構大鵬網，並於2010年11月上線。其建置目

的包括：集結各校職輔資源以發揮綜效、做為產官學的職涯發展

資源彙整平台、提供學生職涯發展相關資源的入口平台、提供學

生職涯發展所需的線上工具(包括自行開發工具與線上免費資源)、

連結課程學習與職涯發展的跨校整合平台、並提供大學生認識產

業趨勢與職業世界的有用窗口。

    由於大鵬網豐富的職涯發展資源及產業職業資訊，持續吸

引許多人成為線上讀者，上線後至2013年4月，已快速累積超過

73萬的瀏覽人次，並達到平均每日超過一千人次瀏覽，這也說明

了年輕人對於認識現今多樣化產業職業資訊的迫切需求。在跨區

域合作方面，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迄今已經與北一區、桃竹

苗等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分享大鵬網建置經驗與可提供資源，也向

區域外大學與技職體系推廣，並受邀至高中向學生推廣說明，這

些都顯現出外界對於大鵬網的高度肯定。

產業職業資料庫與檢索系統

    大鵬網的重要特色是提供職涯規劃線上資源與產業職業報導，

目前總計已提供900多則有關產業職業專文報導。其中建檔於「

產業職業資料庫」中的386筆產業職業資料(包括畢業學長姐訪談

、達人故事、產業職業報導)，其檢索系統同時對應教育部「大專

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的16種職涯類型，並也能經由霍爾蘭

職業代碼(Holland Code)的RIASEC六個代碼進行檢索。每一筆資

料並連結到UCAN的66個就業途徑以及美國勞工局職業分類系統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O*NET)的相關資料，以利閱

讀者進一步了解。此一資料庫經由個案故事與產業報導提供學子

確認自我職業興趣與認識產業職業的窗口，是國內職輔體系中極

為寶貴的職涯學習資料庫。

(http://youngeagle.kkp.nsysu.edu.tw/files/11-1174-4108.php)

「生涯歷程檔案系統」免費提供轉移

    「生涯歷程檔案」在職涯規劃的反思階段可扮演重要角色，

為了提供免費公共財，並提供模版供他校參考，高高屏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在大鵬網中自行開發「生涯歷程檔案系統」，其中包括

8個主要部分：自我介紹、能力專長、發展計畫、作品著作、成績

紀錄、推薦人、個人簡歷、證照證書，提供有需要的年輕人，能

夠在此一系統建立檔案，記錄並保存自己的能力發展、工作經驗

、學習成果等相關資料，以利未來求職。(生涯歷程檔案範本，

請參見http://cp.kkp.nsysu.edu.tw/sample.html)秉持資源共享的精

神，「生涯歷程檔案系統」免費提供學校移轉至校內使用，截至

目前為止已有8所大學成功完成系統移轉。

「職涯規劃課程模組」協助發展職輔課程

    現階段從高中到大學，在協助學生進行職涯規劃時普遍遇到

的困難是職輔專業人力不足，同時學生所需要知道的專業發展方

向多元，不同職業領域知識龐雜，因此亟需引入導師協助，特別

是由導師來帶領基礎但有系統的職涯規劃課程。但是導師需要一

套帶領門檻低、能滿足學生職涯規劃基本需求、又能配合各系專

業進行調整的職涯規劃課程。

    有鑑於此，計畫中心辦公室在大鵬網職涯發展平台當中參考

加拿大Waterloo大學知名的Career Development e-Manual(線上

職涯發展輔導手冊)，發展出「職涯規劃DIY」課程模組。

(http://youngeagle.kkp.nsysu.edu.tw/files/11-1174-5283.php)這套

從學生敘述自我生命故事開始的「職涯規劃DIY」，從教材、

簡報到教學示範影片一應俱全，全部公開免費下載。此課程模組

強調互動教學方式，由導師引導學生，經由系統的故事敘說方法

自我探索與啟發。老師們可按照大鵬網所提供的免費職涯規劃簡

報、教材等模組元件，配合學系特色發展職涯規劃課程，從帶領

學生進行探索自我人格特質與職業興趣，研究可能的職業選項，

進而對職涯方向做出決策，並規劃學習與發展路徑。

    大鵬網上提供此一職涯規劃課程的完整上課講義與簡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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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師與學生使用。目前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的夥伴學校，包括

國立高雄大學與國立臺東大學已經開始將此「職涯規劃課程」導入大

學入門課程與學系生涯導師制度之中，而就業服務中心之諮詢人員訓

練亦有講師採取此一課程做為訓練教材，同時亦有高中職輔人員開始

運用此一資源。未來，我們期待這一套課程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未來展望

    大鵬網未來的發展目標包括：希望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華人生

涯網」(CCN)與輔仁大學「生涯與就業協助系統」(CVHS) 等優秀的

校際職涯平臺資源發展合作夥伴關係，以提供使用者更完整與便利的

服務；透過職輔人員與導師培力，鼓勵並協助各校發展可供科系與導

師客製化使用、符合校系與專業領域特色需求的職輔課程教材，實際

施行，並將成果回饋分享至職輔教材教案資料庫；辦理職輔活動，將

活動以攝影、採訪等方式保存下來，讓活動對學生的幫助能在活動結

束後持續發揮幫助，同時也將此記錄回饋於大鵬網，充實大鵬網的內

容；加強與合作學校職輔單位的資訊連結，讓大鵬網上豐富的職涯輔

導資源與各校職涯輔導機制有更緊密的結合；協助政府推動職涯教育

政策，除了讓大鵬網往全國大專校院擴散外，也希望能夠協助高中職

階段之職涯規劃觀念紮根。

(STU104人力資源網)、並透過海內外實習、結合現有學校產學合

作企業資源，幫助本校學生畢業前即擁有實務經驗，提早與企業

接軌。

    在這個最好也是最壞的年代，學校的辦學與老師的教學都無

法將學生的職涯與就業議題置身事外。在學校行政上的措施要常

以幫助學生的就業為辦學的重點。除此之外，教師身為接觸學生

的第一線人員，其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因為唯有把自己站在

比學生高的位置才有能量拉學生一把，CDF課程就在這樣的思維

之下導入校園。樹德科大已經起跑，要為更多的學生點亮職涯的

航道！

專論二：樹德科技大學推動職涯輔導與CDF培訓經驗分享

馬淑卿/樹德科技大學企管系

鄭時宜/樹德科技大學學務處

    現階段的青年身處在選擇最多的年代，但卻面對最茫然的未

來。因此無論在政府的施政或高等教育的走向上，就業的議題已

成為我國重要的青年政策，各大專院校在提升就業力及職涯輔導

的推動上也有更加積極的作法。

    檢視過去的職涯輔導，以往職輔人員只需被動提供諮商式的

職業輔導服務，然而此種作法已無法提供學生面臨高度職場競爭

的最佳後盾。有鑒於此，樹德科大近年來對於職涯輔導進行一場

量變與質變的微革命。在量變的部分，樹德科大將導師變成職涯

老師，使學生可以在自己的系所中隨時討論職涯的方向，在質變

的部分即在於全面提升導師的職涯輔導的專業知能，不論在檢測

工具、諮詢技巧乃至於工作世界的了解上，老師比起過去都有更

積極的涉入。以下就樹德科大推動職涯輔導的做法分三方面陳述：

一、制度的精進

    樹德科技大學於98年起建置學生就業輔導措施，包含：職涯

探索(104 職能性格檢測、UCAN 就業職能測驗)、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證照獎助金、課程學習地圖與職涯進路圖，為厚植

所有學生在校期間的就業力提供最完整的平台。

二、老師的增能

    為使老師能有效發揮職涯輔導的功能，樹德科大對教師方面

積極培育「職涯顧問」及「企業導師」種子教師，100年即開始

廣邀具熱忱服務的教師擔任職涯顧問，在每個月與寒暑假導入由

青年發展署所推動的「生涯輔導師CDF」系列課程，針對八大模

組課程(含生涯輔導基本知能、生涯輔導理論、生涯輔導與諮詢

技巧、產業世界、生涯輔導測驗與評估工具、生涯工作倫理與法

律議題、方案管理、服務與推廣倡導能力)，開設完整培訓方案，

並且互相研討，強化教師專業知能。

三、與企業的接軌

    為能達成學生畢業即就業的目標，讓學生及早與企業互動有

其必要。因此大四生有企業導師駐診服務、職場體驗、就業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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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文化

學校與職場沒教的就業學分(2)人力銀行是天使還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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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場針對待業超過18個月的大學畢業生所舉辦的就業促進

活動中，一位理著短頭髮的大男生舉手以一種精明俐落的口吻問

了一個問題：「老師，我在過去幾個月的期間，透過各家人力銀

行寄了超過一千封的履歷表，卻只接到寥寥幾通的詢問電話，連

面試的機會都沒有，請問接下來我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得到在

座學員的熱烈迴響，紛紛表示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有的人甚至

表示投過比一千封還多的履歷表，也是如石沉大海般的渺無音訊。

    無論是剛離開學校的社會新鮮人，或是已經身經百戰的轉業

待業者，即使胸懷滿腔的熱血和抱負，面對僧多粥少的求職市場，

無不期盼可以在高失業率的處境中順利取得一個像樣的工作；不

論是藉由電視廣告的大力放送，還是親朋好友的口耳相傳，很自

然的會去做一件事：在最短的時間內到所謂的人力銀行登錄自己

的履歷表；接著就是無止盡的透過各家人力銀行寄出一封又一封

的履歷表，然而得到的回音卻是少之又少，漸漸的開始對自己、

對社會失去信心與耐心，只能悶著頭問：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看了前面的描述，如果您曾經歷過類似的求職歷程，或是曾

有過同樣的疑惑，那您一定要繼續看下去……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我想先問您一個問題：正在看本文的你，

如果現在想要換工作或是找工作，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直覺會想

用什麼方式找工作？

    您的答案是不是也是人力銀行呢？

    拜網路科技進步神速之賜，目前各位所熟悉的人力銀行已經

成為找工作的首選管道；如果您也和大多數的求職者一樣，不知

不覺就陷入所謂的「人力銀行上癮症」，您絕對不會是少數的個



輩的熱情邀約：「我的計畫是，

我們一起讀書討論、一起在過程中實

踐所學，然後來合寫一本書，和

大家分享後現代諮商的本土實踐！」

在這個歷時兩年的實驗中，我們既期待又不安，沒有人知道它最終會

是什麼樣子，只能透過來來回回的對話與修改，期待它越長越好。

這樣的過程其實很像諮商歷程：未知的總是比已知的多，沒有人能夠

預測結果，於是身在其中的人們，只能盡最大的努力去傾聽、表達，

和協商，共同尋找出路。

    這是一本在對話中形成的書，相對於大師級燦爛如星的經典著作，

它所強調的是平凡與真實：

    我想到自己坐在碩班教室，看著教授諮商理論的老師，三兩句話

就能觸動當事人的神技，心裡有股「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感歎和

惶恐，我好奇也懷疑，自己能否在將來擁有那樣的魔力？如果那時有

人告訴我，所有大師也都曾經是諮商新手，所有前輩也都跌跌撞撞、

犯了許多錯誤才走到今天，我想那會給我一些被安慰和踏實的感受，

然後相信假以時日的努力，或許我也可以有那樣好的影響力…… (p.18)

    於是書裡沒有「正確」的處遇模式，沒有點石成金的成功案例，

而是如實呈現我們在實務工作中的內在對話與掙扎，以及在迷惘困頓

中奮力尋找出路的故事。它一共分為四個章節：「我們與後現代諮商

的相遇」說的是我們如何受到後現代精神的啟發；「助人者的自我定

位」分享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在諮商關係中的角色；「關係取向的倫

理實踐」裡有我們在實務工作中對倫理議題的反思；「如何讓諮商動

起來」則記錄了我們在諮商歷程中被「卡住」和「脫困」的故事。

    分享我們的「另一種選擇」，也期待它陪伴大家在專業發展的路

上，尋找屬於自己的選擇。 

另一種選擇：後現代取向諮商的實踐

Alternative：The Practice of 

Postmodern Approach Counseling.

作者：邱瓊慧、邱韻蓉、陳宜燕、黃莉婷

出版社：種子心靈

出版日期：2013年02月26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8914506

裝訂：平裝

也完成了雷的心願。

相信自己，築夢踏實

    這趟旅程對主角而言並不是

一件輕易的事，但從他在面對每

個突發事件的態度上，都看見一股堅定且不肯放棄的決心，而這股

強大的毅力正是支持他完成整趟旅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他的堅

持，讓頑固且不願配合的作家與主角共同踏上這條不尋常的道路；

也因為他不輕易放棄與熱情的心，使得主角在旅途上遇見一位熱愛

棒球的醫生，而這位醫生也在重要時刻救了主角的女兒。在這個主

角的身上，發生了許多異於常理的事件，比如說與已經死去的人交

談互動等讓人匪夷所思的舉動，都出現在主角身上，但仔細的去思

考會發現，主角並不是瘋了才產生這樣的幻覺，而是他願意相信他

所遇到的一切都是真的，而這個信任，也讓他完成人生中的未竟之

事。

　　然而，這整趟旅程並不是單靠主角的意志力就能達成，而是在

過程中，主角的太太給予他強大的支持與信任，因為，對外界的人

而言，為了一個不知名的聲音，就將家中唯一經濟來源的玉米田剷

平，並建造一座無人使用的棒球場，這種瘋狂的舉動讓主角與他的

家人面臨許多批評與嘲諷，但是，主角的太太在此孤立無援的狀態

下，仍願意選擇相信她先生的處境，即便冒著可能瀕臨破產的危機，

也堅持守護丈夫的赤子之心，這種完全且純真的信任是如此的難能

可貴，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好好思考的部分。

　　這部影片，讓我感受到眾人力量所產生之壓迫的可怕，但同時

也體會到在弱勢狀態下時他人支援的可貴，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身

為一個能夠思考的個體，在面對困境的時候，究竟該堅定自己的想

法，還是跟著人云亦云呢？我想這部片能夠啟發我們更多不同的想

法，真的是一部值得觀賞的好片。

堅持，讓我們遇見更完整的人生

    電影中的雷，讓我看到了堅持自己信念的勇氣，他堅持地去探

索一個一個啓示般言語的意義，在過程中不惜放棄自己安穩的生活，

甚至一度瀕臨破產，也承受著他人的不諒解，但他依然不願放棄，

也就是這樣不放棄的態度，使他有機會幫助別人完成他們未完成的

夢想，也幫助了自己沒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的遺憾。

    生活中的人們常常因為許多現實因素被迫放棄了自己最喜歡的事

物或夢想，我想這部影片對我而言最大的提醒是告訴自己要堅持下去，

或許堅持的路上會碰到許多阻礙與困難，但是如果你沒有堅持過，

永遠不會知道你的堅持會帶領你走向哪裡，看到哪些目不暇的風景，

《電影小檔案》

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想

清楚後努力持續下去，最後

的果實一定是豐碩且令人

驚艷的。

出品國：USA 

出品：Gordon Company 

語言：English 

導演：菲爾艾登羅賓森 

編劇：W.P. Kinsella 

演員：凱文科斯納、艾美麥蒂根、吉比霍夫曼

雷李歐塔、蒂莫西奧利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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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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新知

(一)新書專欄：另一種選擇：後現代取向諮商的實踐

撰文/邱韻蓉、陳宜燕(行動諮商師，綠意寫作團隊發起人)

    「妳們只剩兩個學分就修完教育學程了，放棄多可惜！」、「就

算現在不想當老師，留個退路還是比較好吧！」……經過一番主流價

值的疲勞轟炸，兩個「任性」的大四生還是鼓起勇氣，走進指導老師

的研究室，固執又忐忑地告白：「老師，我們……不想繼續修教育學

分了……」

    迎接她們的，是溫暖的微笑，帶著些許好奇。

    「喔？」老師招呼她們坐，詢問要不要紅茶咖啡。

    卸下不被理解的疲憊，鬆了一口氣的她們，終於可以在這個舒適

的空間裡，談生涯抉擇。

    十年後的某一天，這兩個學生又回到老師室，手裡拿著一

本書。迎接她們的，是和當年一樣的微笑，一樣的好奇。

    時光飛逝，許多求學經驗早已不復記憶，老師的笑容卻依然清晰，

它所傳遞的信任與關懷，讓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終懷抱冒險闖蕩

的勇氣。

    這本書，是我們和諮商工作夥伴的「闖蕩心得」。它始於一位前

本期播放：夢幻成真(1989)

生涯電影院

魏凡涓、陳維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生

“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影片從充滿懸疑的這句話開始。

    雷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愛他的妻女以及一片玉米田，生活樸

實、簡單無虞。一天他在玉米田中執行例行巡察工作時，聽到了這

句話”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從此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轉變。雷

不斷的思索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突然間他看到了啓示般的圖像，

決定剷除賴以為生的玉米田，改建成棒球場，冒險生活棄的棒球夢，

案之一，這種現象已經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社會集體行為了；曾幾

何時，當我們想要找工作的時候，已經很習慣地直接上人力銀行

搜尋工作機會，其他的求職管道就像是被打入冷宮的怨婦一般，

逐漸受到求職者的冷落。

    此刻的您，也許會一邊看著本文，一邊嘀咕，現在找工作「

當然」是要靠人力銀行呀！(而且是用百分之百極為肯定的語助詞

來回應)，說不定八年級世代以後的求職者，根本就不知道除了

人力銀行以外，還有什麼求職管道可以運用；翻報紙找工作儼然

已經成為落伍的求職行為。然而，透過人力銀行找工作這種已經

逐漸成為理所當然的求職行為，不禁讓人驚覺到，找工作的途徑

似乎已經被各家人力銀行壟斷和宰制了！人力銀行幾乎已經和找

工作劃上等號；條條道路通羅馬的名言，早已不再適用在就業市

場了。

    然而實際上，許多公司一旦出現職缺，人資單位第一個動作

還是會先透過內部管道公布職缺訊息，除了供現有同仁提出異動

申請外，也邀請同仁推薦適合的人選；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可以促

進人力資源的活化，也可以藉由同仁推薦讓招募甄選流程進行得

更有效率；因此我們應該要先植入一種觀念，如果有找工作的需

求，第一個接觸的對象應該是可以幫忙推薦的「人」，包括親友

師長等等遠近親疏的人脈網絡，而不是「人力銀行」。

    此外，各家人力銀行在激烈的競爭之下，不斷推出各種便利

的新功能，所以我們經常發現，許多求職者在瀏覽工作機會時，

可以很方便的寄出預存的履歷表，接著便是被動的等待求才公司

的回覆，有許多社會新鮮人甚至認為只要把電子履歷表透過人力

銀行網站寄出去就是在找工作了，此種求職行為的背後，無非是

認為人力銀行真的會幫忙自己找到工作；殊不知人力銀行只不過

是一個媒介平台，如果善用其職業資訊搜尋及提取的方便性，人

力銀行便是求職者的天使；若是過度依賴人力銀行，那對求職者

來說變是魔鬼了。

    下次將帶大家進一步了解人力銀行的媒合機制對求供雙方的

優缺點為何，並介紹人與工作的媒合邏輯應如何思考，敬請期待

下回分解。



p4

生涯快訊

(一)新書專欄：另一種選擇：後現代取向諮商的實踐

邱韻蓉、陳宜燕/行動諮商師，綠意寫作團隊發起人

    「妳們只剩兩個學分就修完教育學程了，放棄多可惜！」、「

就算現在不想當老師，留個退路還是比較好吧！」……經過一番主

流價值的疲勞轟炸，兩個「任性」的大四生還是鼓起勇氣，走進指

導老師的研究室，固執又忐忑地告白：「老師，我們……不想繼續

修教育學分了……」

    迎接她們的，是溫暖的微笑，帶著些許好奇。

    「喔？」老師招呼她們坐，詢問要不要紅茶咖啡。

    卸下不被理解的疲憊，鬆了一口氣的她們，終於可以在這個舒

適的空間裡，談生涯抉擇。

    十年後的某一天，這兩個學生又回到老師室，手裡拿著一本書。

迎接她們的，是和當年一樣的微笑，一樣的好奇。

    時光飛逝，許多求學經驗早已不復記憶，老師的笑容卻依然清

晰，它所傳遞的信任與關懷，讓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終懷抱冒

險闖蕩的勇氣。

    這本書，是我們和諮商工作夥伴的「闖蕩心得」。它始於一位

前輩的熱情邀約：「我的計畫是，我們一起讀書討論、一起在過程

中實踐所學，然後來合寫一本書，和大家分享後現代諮商的本土實

踐！」在這個歷時兩年的實驗中，我們既期待又不安，沒有人知道

它最終會是什麼樣子，只能透過來來回回的對話與修改，期待它越

長越好。這樣的過程其實很像諮商歷程：未知的總是比已知的多，

沒有人能夠預測結果，於是身在其中的人們，只能盡最大的努力去

傾聽、表達，和協商，共同尋找出路。

    這是一本在對話中形成的書，相對於大師級燦爛如星的經典著

作，它所強調的是平凡與真實：

    我想到自己坐在碩班教室，看著教授諮商理論的老師，三兩句

話就能觸動當事人的神技，心裡有股「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感

歎和惶恐，我好奇也懷疑，自己能否在將來擁有那樣的魔力？如果

那時有人告訴我，所有大師也都曾經是諮商新手，所有前輩也都跌

跌撞撞、犯了許多錯誤才走到今天，我想那會給我一些被安慰和踏

實的感受，然後相信假以時日的努力，或許我也可以有那樣好的影

響力…… (p.18)

    於是書裡沒有「正確」的處遇模式，沒有點石成金的成功案例，

而是如實呈現我們在實務工作中的內在對話與掙扎，以及在迷惘困

頓中奮力尋找出路的故事。它一共分為四個章節：「我們與後現代

諮商的相遇」說的是我們如何受到後現代精神的啟發；「助人者的

自我定位」分享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在諮商關係中的角色；「關係

取向的倫理實踐」裡有我們在實務工作中對倫理議題的反思；「如

何讓諮商動起來」則記錄了我們在諮商歷程中被「卡住」和「脫困」

的故事。

    分享我們的「另一種選擇」，也期待它陪伴大家在專業發展的

路上，尋找屬於自己的選擇。

另一種選擇：後現代取向諮商的實踐

Alternative：The Practice of 
Postmodern Approach Counseling.
作者：邱瓊慧、邱韻蓉、陳宜燕、黃莉婷

出版社：種子心靈

出版日期：2013年02月26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8914506
裝訂：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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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慶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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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譽為NCDA最大的年度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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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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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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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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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普林斯頓頂尖大學評論」

(PrincetonReview Top College Ranking)評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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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NCDA年會時間地點也已出爐，計畫在2014年6月19至

6月21日於Long Beach, California舉行。屆時歡迎各位會員共襄盛舉。

    2013年會活動報名、議程等詳細資訊請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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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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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Life Design and Career Counseling: Building Hope 

and Resilience”。許多歐洲職涯研究和社會福利促進組織也將會共同

參與。會中將以生涯諮商中的希望與樂觀感、正向心理學與復原能力

為主軸進行論文發表與討論，討論議題則包括以下四點：(1)如何從心

理諮商、教育、職業訓練、復原心理治療、社會學、經濟學、哲學及

人類學等不同領域中探討未來感、希望感、樂觀感和復原力的共同本

質和定義。(2)探討目前研究工具的嚴謹度和專業介入的有效程度。

(3)了解如何從政策、學校、家庭等層面著手增進希望感、力量、動

機及其他資源。(4)探討發展資源和影響希望感、樂觀感和復原力的

因素，以及性別、年齡和教育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5)探討其中的

社會文化議題。3天的議程中共計有3場共同場共同會議、62場分組

會議、2場海報發表，會議中將使用英文與義大利文為主要語言進行

發表。研討會詳情請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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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五屆亞洲健康心理學會年度會議(The 5th Asian 
Congress of Health Psychology)
    繼2010年於台北舉辦第四屆年度會議後，亞洲健康心理學會

(Asian Health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將於2013年8月22日至24

日於南韓大田市舉行第五屆年度會議。本次年度會議主題為「健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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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Health and Happiness)，將邀請來自美國、韓國、日本、

台灣與中國的學者們分享研究成果。目前大會正徵求研究發表中，

同時於7月19日前報名將享有早鳥優惠。活動報名、線上投稿等詳情

請參考網站：http://www.achp2013.org/html/index.html#tabl0001

3) 「NCDA CDF生涯發展師」專業證照培訓課程

    龍華科技大學為增進各系職涯導師之職涯輔導知能，以協助學

生能有效規劃職涯發展，解決生涯進路困難，由「諮商輔導暨職涯

發展中心」於2012年通過教學卓越計劃「職涯規劃師研習活動」，

委託PAC測驗出版公司，計劃於102年7月至10月間，共15日，開辦

由美國生涯發展學會(NCDA)所採認之「CDF生涯發展師」專業證照

培訓課程。採用由金樹人老師總校閱之NCDA CDF學習手冊，課程

內容包含：80小時面授課程、30小時實際學生個案實習演練、10小

時與講師一對一督導等。講師群為黃素菲、陳茂雄、郭瓈灩、許智強

、呂亮震、顏幸枝、王玉珍、林俊宏等生涯發展講師，也將安排企業

參訪，與人資面對面，瞭解產業需求。完成訓練與實務學習後，所有

學員將送交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認證審查，並遞交美國NCDA

總部備核。本專班不開放對外報名，由該校各系所老師自由報名，

經過校長面試遴選後始能參加培訓，未來完成培訓後，將負責各系

職涯課程的開設，同時也將擔任「系職涯導師」，進行系上學生之

職涯諮詢服務。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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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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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活動紀實

◎國際會議行腳―

2013年亞太生涯發展學會第一屆年度會議

田秀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一、參加會議經過

    亞太生涯發展學會自2009年年底開始籌劃，於2012年成立，

並於今年4月3-6日於韓國首爾舉辦第一次年度會議。該學會之主

要目的在促進亞洲地區各國對生涯發展議題的重視，並以實務性

之工作為導向。此次年度會議，有來自日本、印度、印尼、馬來

西亞、新加坡、菲律賓、中國、美國，以及台灣等各國。不少國

家也派政府單位出席。我國由生涯發展諮詢學會組團參加，出席

之成員包括田秀蘭、林俊宏、陳彥婷、馬安妮、徐家偉等五人。

以下僅就出席會議之經過，分享各自心得以饗會員。

    大會的經過，首日安排兩項參觀活動。其一為Gyeonggi女性

發展中心的生涯輔導服務工作。該中心為非營利之民間機構，主

要由政府補助相關之經費，成立之宗旨在協助女性之生涯發展及

就業上所需要之協助，藉由促進女性之發展，增進社會之進步。

該中心成立於1996年，至今所提供之服務，包括長期固定的

e-learning，由地區性之服務逐漸擴展至全國性的服務。此外，在

該中心學習告一段落之女性，若需要創業，該中心也免費提供其

必需之辦公空間，時間長達二至三年。待其創業告一段落，能夠

獨立之後，再自行發展更穩定之營業空間，而在這期間該中心也

提供嬰兒或兒童之日間照顧。

    除女性發展中心的生涯輔導工作之外，大會也安排參觀首爾

著名的職業博覽會Job World。該中心涵蓋將近160餘種職業，供

兒童及青少年實際體驗。例如消防人員的救災現場、廚師的食品

料理、空服員的機艙服務、化工研究的實驗研究現場，以及氣象

及新聞播報的錄影現場等等。兒童及青少年在了解職業訊息之外

，可以在現場實際體驗該項工作的種種實際狀況。

    在開幕式及演講及論文報告時段，全數以口頭方式進行，並

無其它會議會採用的壁報論文方式。來自台灣的報告，除筆者論

文之外，包括國北教大諮商輔導系王玉珍及陳彥婷的生涯優勢研

究以及輔大徐家偉及林俊宏兩位同學的生涯滿意度調查研究。筆

者所發表之論文，主要為國科會99-101年的生涯調適力研究成果

之一，目的在了解生涯調適量表於台灣的適用性，並進一步探究

與生涯調適力相關的前因及相關結果。研究採共變數分析及結構

方程模式，發現個人的生涯調適力在性別方面並無性別上的差異，

但在個人的整體生活滿意度以及所知覺到的成長動力方面則有性

別上的差異，男生的滿意度及成長動力普遍較女生為低。在影響

個人生涯調適力的因素方面，女生的認知複雜度又較男生為高。

而在職業類型方面，普遍發現社會型職業的成人，認知複雜度較

高、順從性較高、也較能開放自我、生活滿意度較高、也較能主

動追求成長，且個人的自我效能也稍高些。這部分結果是與過去

研究稍有不同的。過去多半研究顯示男生的自我效能是較高的。

    由於此次會議是屬於亞洲地區性的國際會議，大會所使用的

正是語言仍以英文為主，而筆者發現這些參與者的英語使用方面，

仍不及過去在美國地區的與會者為流利。在英語的使用方面，尤

其是在說的能力方面，亞洲地區這些國家，仍有待加強。

二、與會心得

（一）大會所提供之女性發展中心職業博覽會

    女性發展中心是專為女性所提供之生涯服務單位。該中心為

非營利組織，主要之經費來源由政府提供。由地區性之服務逐漸

擴展為全國性之服務，服務內容也十分地多樣化，除女性職業發

展之外，也包括女性所需之日間幼兒照顧。此類服務必需因應時

代變化，了解女性在不同時期之需求，因此，並不能停留在過去

傳統的認識自我以及職業世界之探索，必須進一步協助女性在個

人生活層面的滿足及適應。台灣近年來對女性或性別議題之重視，

是逐漸增加的，在此一般性的生涯輔導服務，不妨再做加強。或

許這類議題，在台灣並無性別上之明顯差異，無需特別分出專為

女性服務之單位。

（二）職業博覽會(Job World)

    職業博覽會是專為兒童及青少年所設置的機構。該機構佔地

遼闊，分四個樓層，每個樓層又分好幾個區域，總共約160餘種職

業。除各種職業的親臨體驗外，也包括學術會議及學校參觀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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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開會場所。主要目的，在促進兒童及青少年工作世界的探

索及夢想，藉由親臨體驗，深入體驗不同職業的實際感受。本會

會員參觀之時，恰有一些兒童也在參觀，他們在消防部門的體驗，

在親自進行救火的防範，以水噴火(著火之處為圖片所顯示，十分

逼真)。此類活動之親自體驗，讓有些兒童偏好，但可能也因為像

是遊戲而對救護工作有錯誤的體認。教師在領導兒童進行體驗時，

之前以及之後都必須做適當的引導及討論。

（三）專題演講

    本次大會所提供之專題演講，主講人為Dick Bolles，他是

What color is your parachute的作者。這本書在美國生涯輔導戒十

分暢銷，幾乎每年都會翻新修訂，在韓國已經有韓文版本。該書

內容包括簡易之生涯概念及十分豐富之生涯探索活動，對高中以

上之學生均十分適用。Dick Bolles所提供的演講時間十分簡短，

但在之後的發問討論卻十分踴躍。此次演講強調在現代社會潮流

中個人對於可轉移技巧的學習。由於工作職場是多元的，有些技

巧是不論任何職業都必須具備的，例如聽說讀寫以及溝通技巧。

尤其是溝通技巧。在職場中，不論是面對同儕、上級或是下屬單

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都十分重要。而這些技巧的呈現又與個人

的特質有關，能夠聽懂對方的意思，並適當的同理及回應。

（四）研究論文及報告發表

    此次論文報告分好幾個主題及場次同時進行，包括世界生涯

發展師(Global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 GCDF)的培訓狀

況、各國政府相關單位的生涯輔導工作狀況、不同特定專業領域

的工作機會，學校的生涯輔導經驗分享，以及不同理論或概念模

式在各國的應用情形。 

    生涯發展師由美國生涯發展學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首先提出，此一訓練提供美國

各州統一的生涯發展輔導工作者的資格及教材內容，經過一定內

容的訓練及資格審查，即可獲得NCDA的認證。而具有該認證的

發展師，即可在各地提供生涯發展之訓練及服務工作。目前該訓

練及認證已擴及到全世界，因而有所謂的全球生涯發展師訓練級

認證制度。在韓國、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均有專業訓

練之課程及認證標準的發展。台灣近年來也提供類似的標準認定，

由過去的青輔會，到民間的文化大學推廣部以及測驗出版社，均

有課程教材、訓練，及認證標準的訂定。青輔會的訓練教材係由

過去青輔會委託專案研究之研究團隊所發展，訓練單位也委託分

由不同機構(以學校為主)進行。測驗出版社所提供之訓練，由

NCDA模式發展而來，其訓練教材已出版中文版本，除翻譯原有

教材之外，也加入本土性生涯資訊及文化相關之生涯議題內容。

    至於在各國的生涯輔導工作方面，各國所進行的生涯輔導服

務，不論是政府委託或是民間非營利組織，多數國家仍倚賴政府

的經費補助，學校的生涯輔導工作則是也發展得頗為精進。新加

坡在學校的生涯輔導工作方面，與台灣情形頗能有更多的討論。

國內目前因高中增加生涯規劃選修課程；國中部分也因為十二年

國教對適性教育的推展而日漸重視生涯輔導工作。不論是在興趣

或是性向方面，均有相關之輔導方案及測量工具的發展。而在質

性的輔導工具方面，職業組合卡，在新加坡也使用得頗為普遍。

    除此之外，韓國以及日本對CDF的專業訓練及思考也都頗為

周延。菲律賓的學校生涯輔導工作，也因為有學成之專業人員回

國進行實務性的服務推展，近年來也頗有系統，各方面也都能步

上軌道。

（五）迷你工作坊

    此次會議的與會者當中，也有不少來自美國的學者或實務人

員，其中筆者在之前學術會議也經常碰面的組合卡發展者之一，

Richard Knowdell也出席並進行一項迷你的工作坊，讓大家有機會

實際進行他所發展的動機性技巧組合卡。Richard 發展不只一套

組合卡，其中生涯動機性之技巧組合卡，採用興趣及能力兩個向

度。首先讓個案由興趣向度對職業卡片做分類，由十分喜歡到十

分不喜歡分成五個程度。之後則分就五群分別進行能力的分類，

分為能力很足夠以及沒有能力三個程度。因此，結果會有15群。

個案這時可進一步就左上方的四群，亦即很能也很有興趣，興趣

其次以及中等能力相聯集的四群職業做自我問話。例如，真的有

機會從事自己有能力有很有興趣的職業，亦即自己所夢想的職業，

可以如何找到機會？何時努力尋找這些機會？又，有誰會在你的

這項計畫當中？也就是說，誰可以幫助你找到這樣的機會？在生

涯發展過程中，不論是如何的過程，一定會有相關人物的接觸，

不論是短期的或長期的，而這些人對你的生涯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也有可能是十分長遠的，不論是自己的家人、朋友或是師長，或

是專業機構的諮商機緣。雖然過去的會議場所經常碰到Knowdell

在書展會場中展現自己所發展的卡片，但此次才有機會靜下心來

慢慢聆聽他的帶領，也更進一步再次看到自己目前的工作，確實

是自己十分喜愛而且又十分擅長的。當然，這也與個人常年支工

做經驗累積有關，對一份工作越是投入，越能培養更足夠的能力，

同時也更能由工作中發掘、體會心流之經驗。明年的亞太生涯發

展年會在夏威夷舉辦，相信能再看到他的工作坊。

（六）國際性議題之報告

    由於今年的大會主席，亦即本學會的創辦人是Soonhoon Lee

 Ahn，退休之前在美國世界銀行(World Bank)工作，有不少該組

織的工作者也出席此次會議。其中Sue-Kyong Shin Vittas也趁此

介紹美國一些國際組之的工作機會。筆者於寒假期間有機會與其

一同造訪該國際組織，該組之確實提供來自不同國家人民一些福

利措施，而該單位也具有相當規模，大樓管理也十分嚴密。該組

織對內部工作者所提供的福利也十分優渥。

    此次會議另一項特別的報告為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GWU)針對韓國學生所進行的未來生涯訪

談結果報告。該小型研究初步訪問GWU韓國籍國際學生在畢業後的

生涯動向。多數學生偏向留下，在美國工作，但多數學生也表示，

這輩子最終還是會回到韓國。畢竟，文化上的適應，不論語言多

麼流利，還是偏愛自己成長的家。這場小型報告簡短，但激起與

會者熱烈的討論。因為會場不少與會者有留學美國的經驗，不論

是個人親身經歷或是過去的觀察，均有相當的體會。而與會的美

國學者，也多有接觸國際學生的諮商經驗。其中重要的發現，是

近年來的轉變，在這兩三年來，多數國際學生是傾向於學成回國，

因為美國本身的就業市場機會不多，就連美國學生本身要找到一

份好的工作也並不容易。也許在經濟復甦之後，此一現象又會有

些改變。

（七）午餐及頒獎

    大會此次利用午餐時間進行頒獎典禮。因為是第一次的會議，

所頒發的獎項以及所感謝的對象，多數以實際參與學會成立以及

年會會議籌辦為主的幾位重要人物。本會議明年年會將於夏威夷

辦理；後年則將於日本舉行。縱觀這項會議的未來發展，是潛力

無窮的。筆者過去參與之會議，以美國地區之國際會議為主，與

會者來自全世界，人數也較多，與會者彼此之間的互動也不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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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深入。在如此鄰近的國家，同屬亞州文化，在互動上，可

以感受到文化上的親近。這互動的感受與過去與美國及歐洲國家

的互動經驗是截然不同的。

三、考察參觀活動

    本次出席會議，除參與大會所帶領的職業世界博覽會以及女

子中心生涯服務活動之外，也藉機觀察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該校

屬韓國十分優秀的學校，除校舍建築十分特別之外，也看到來往

頻繁的學生進出，校舍不及美國大學城遼闊，但也看到學生彼此

之間的同行及互動。這情形也讓筆者體會到亞洲學生還是頗重視

人與人之間的同行互助，這與美國重視個人獨立的文化，也是有

其差異，而這些差異也自然而然地呈現在校園互動當中。

四、結語

    本次會議來自台灣的學者總共五人，均為學界。新加坡出席

會議者頗多，且多數為政府單位。事實上類似於此的實務性會議，

是頗適合政府及民間實務單位出席的，藉由這些報告及非正式

交流經驗上的分享，對國內實務工作的發展多少能有實質上的幫

助。由於是屬於小型會議，而小型會議的優點就在於來自不同國

家的與會者能有深層的交流，也能在參觀即非正式的互動過程中

就文化議題做國際上的交流。明年本會亦將在夏威夷舉行，後年

則在日本，能同行之夥伴，不妨及早注意投稿與舉行之日期，以

共同前往。本期電子報僅邀請出席會議之與會者撰寫參與會議心

得，與讀者分享。

組織企業中的生涯觀

林俊宏/輔仁大學心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擺渡系統設計有限公司營運長

   作為一位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家，關注於組織脈絡下個體的工作

行為。在博士班修習期間，接觸在台灣建教制度下建教生職業探

索與發展的研究，而接續上生涯發展議題的關懷與學職轉換輔導

活動。有幸於2013年4月3-5日，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APCDA)在韓國首爾(Seoul , 

Korea)舉辦第一屆的年會能親自參與此盛會，該年會主題為

「Opening the Doors in Asia: Sharing Career Development 

Practices」。也體現生涯發展議題在學術與實務的推展上，從美

國等西方學術社群開始與亞太地區進行交流與扣接。這次研討會

的與會者共來自於9個國家，90餘位關注生涯發展相關議題的學

術與實務工作者共聚一堂，其中不乏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讓我

除深刻感受到國際研討會的規模外，亦從發表人及提問交流中辨

識出跨時代、跨文化差異在生涯輔導研究與實務的樞紐角色。如

個體不會真空於環境中，因此個體發展乃受制於社會環境等結構

變動，在該研討會裡，討論到面對當代經濟、教育、勞動力及全

球化等快速變遷與現象浮現，勞動力的技術要求也將隨之改變；

在個人發展方面則越朝向生涯發展中的個人自由(personal 

freedom)、流動(mobility)與轉銜性(transferability)，這都是跨時

代的現象。換言之，作為生涯發展關注的理論學者與實務工作者

必須與時俱進的觀察到這些改變所帶來的影響及介入方案的思考。

此外，針對生涯輔導的專業教育與培訓，應更注意在教材與個案

上因文化差異所帶來的適用性問題，包含理論、評量、介入方案

與成效評估等方面思考如何在地化(localization)。

    我認為這些討論有助於國內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在生涯發展專

業的「教」與「學」間提供國外理論或教材工具在國內推展的適

全人系統中的生涯

陳彥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助理

    這一次參加APCDA舉辦的研討會，參加的對象是來自於亞洲

各國對生涯發展議題相當關切的成員以及組織。除了工作世界的

參訪外，其中談論的生涯發展議題，有Global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 (GCDF)在各國的應用、高中生涯規劃、

在我報告的場次中特別著重於生涯發展在企業、組織以及成人上

的應用。

    對於企業而言，人才是組織最大的資產，在一連串的招募活

動之後，選出企業主認為適任的人選，個人在組織中發揮所長、

組織則為了能留任員工發展各種教育訓練課程以期留任。然而企

業組織中經常面臨的一種情況是，個人的生涯需求與個人在組織

才能需求之間的落差。對於組織來說，教育訓練是相當花費成本

的一件事，卻沒想到，在耗費許多人力、成本後，甚至是運用晉

升的方法反而造成員工人才流失。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個人需

求與組織目標產生了落差。

    個人在生涯需求上考慮的是：我想成為怎麼樣的人？我喜歡

做什麼？有什麼事會讓我有熱情？在組織中我能有所成長嗎？現

在我所處的組織裡我有什麼生涯或工作上的選擇？我的公司可以

滿足我的生涯需求嗎？對組織來說，組織重視的是個人才能是否

可能妥善運用？個人如何發揮自己的才能幫助企業成長？什麼樣

的才能是組織現在與未來所需？組織是否因應不同階段層級的員

工提供培訓管道？在組織中個人如何維持自己的才能？

    為了能夠填補個人生涯需求以及組織才能需求的落差，個人

談話是需要的。包括瞭解個人從過去到現在重要的成就，從中找

到自己的生涯興趣，有趣的是，在個人談話的過程中一個人在談

論什麼是自己想要的、什麼是自己不要的，就可以清楚獲得個人

與組織期待的落差。因此在個人的興趣中可以有什麼調整是能夠

與組織才能需求相輔相承是相當關鍵的議題。並以此訂定個人發

展計劃，所謂個人生涯發展計劃，是檢視個人需要再加以發展的

才能，能夠和自身生涯抱負結合，又能夠有行動計劃並且是可測

量。畢竟個人是在企業組織中服務，因此重要的是個人發展計劃

必須和組織中關鍵目標是能相互緊扣。因此很多時候不是教育訓

切性之研討。再者，隨國際化與全球化趨勢，我認為該國際研討

會更難人可貴是學者們開始思考個人生涯發展中跨越國度的經驗，

如發表人初探性地針對韓國學生至美國留學後，其生涯抉擇是選

擇留在美國工作或回到母國就業等不同發展下的影響因素，其中

包含個人觀點及來自雙親對孩子生涯發展的看法又是如何獲得理

解等家庭與文化意義。該初探性研究雖宛如雷達探針的將該議題

做了初淺的理解，但卻讓我意識到過往多著重於國內學涯到職涯

系統的差異所產生的影響，而隨著國際化發展，個人生涯中可能

經驗到不同文化特性，而這些跨文化特性對個體生涯發展與選擇

間的影響在現在社會更顯得關鍵，以提供我個人在研究與實務介

入上重要的思考方向。

    生涯發展是個跨學域的專業，然我卻比較少在研討會的議題

中，遇見來自於企業、組織心理方面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個體

生涯發展中理應有20年左右的職場生活，但在生涯發展研討會裡

較少提及職場或組織生活經驗的研究，我期許未來的生涯發展領

域可有更多來自於個體心理、校園、家庭、組織、社會等跨領域

的專業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相互交流激盪，相信能對個體生涯發展

的理論與實務有更為全面性的洞察與理解，也期待下回生涯發展

國際研討會可有更多台灣的學者出席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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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無用，而是教育訓練是否同時契合個人生涯需求發展以及組織

才能需求，達到雙向雙贏的效能。

    事實上，在這次研討會中，王玉珍老師與我探討的是雙生涯

成人工作家庭優勢量表建構與驗證，我們也探討了如果個人能在

工作中發展各項技能並從中有成功經驗，這樣的經驗不論是技能

上的學習或是正向的感受都能夠轉移至家庭中，使個人在同時面

對家庭與工作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中，不僅只有蠟燭兩頭燒的衝

突感，同時能夠有正向優勢的經驗與感受。

    生涯發展，關乎的不只是個人在工作職涯上的發展，同時和

一個人所具備的角色以及個人所處的企業組織甚至整個工作世界

中息息相關。這樣的概念可以從這次的研討會不論是從哪個角度

切入都可特別深刻體認到的重要議題。

女性生涯及潛能開發

馬安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生

    大會於議程正式開始的前一天安排參觀了京畿道女性能力開

發中心(Gyeonggi Women’s Development Center)的行程。隨著90

年代的經濟起飛，韓國的女性社會地位及角色發展也開始產生了

劇烈的變化，為了因應傳統性別角色的改變，韓國京畿道於1996

年成立了京畿道女性能力開發中心，該中心為例屬於政府之公共

女性教育機關，致力於協助有意願邁入職場的女性裝備專業能力，

提升女性的社會參與程度。

    協助30至40歲的女性培養習得就業能力是京畿道女子能力開

發中心的特色之一，此一年齡階層的女性大多長年投身於家庭中，

疏遠於職場及人際關係已久，或來自於偏遠地區和其他國家，不

熟悉韓國的職場就業文化，雖有工作意願但苦無對策。有鑑於此，

同時配合韓國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文創產業的經濟發展政策，京畿

道女性能力開發中心開發了一系列與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和CT(Cultural Content Technology)的培訓課程，協助有意願求

職的民眾克服技術、知識情報、貧富差距、文化差異等限制。

              圖一：京畿道女性能力開發中心

    

    對自我特質缺乏認識往往是無法順利求職的原因之一，京畿

道女性能力發展中心針對此設計了有系統的諮詢和培訓課程。使

用者可先上網接受職業診斷評估，再與中心職業諮詢師約時間進

行一對一面談，再選擇適合的課程。若使用者已對自己想從事的

職業有了想法，也可以略線上過職業診斷評估，自行選擇或和諮

詢師討論與感興趣之職業有關的課程。

    線上診斷之目的在於綜合評估使用者的性格、興趣、關心程

度、職務能力等向度，使求職者更能了解自己的能力特質與不足

之處，在了解不足之處後為使用者設計教育課程。這些課程分為

線上網路課程和在中心開設的京畿女性創業學院兩種，內容主要

可分為創業基本、行銷、實務工作、綠色產業、領導、財務等

型。讓使用者了解個人整體特質和求職方向後，再選擇適合的課

程。近年來為了因應越來越多新住民女性移入韓國的現況，也規

畫了多元文化學院，提供了韓語、蒙古語、越南語、中文、泰文

、日文和英語的免費線上課程，協助外國女性在韓國求職，課程

內容分為學習韓語、適應韓國生活，以及了解多元文化社會三種

類別。

圖二：線上診斷網頁，分為職業力量診斷、

創業力量診斷、就業可能性診斷三種

圖三：多元文化學院課程推廣海報

    京畿道女性能力開發中心除了提供課程外，也為開始發展個

人事業的女性們提供工作地點，包括攝影室、支援中心和網路拍

賣支援室，以及托兒所，不僅讓必須兼顧家庭和工作的女性們能

夠安心學習，工作地點的提供也使中心能夠持續追蹤了解女性們

的就業情況，並獲得同儕間的支持。

圖四：由左至右依序：為從事服裝設計的女性提供的工作空間、

共同裝備室、為從事線上購物產業的女性們提供的工作空間

    

    參訪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匯集了這些女性們的成果作品

的展覽室，包括了具有設計感的日用品、居家產品、玻璃藝品以

及最後讓每位參觀者都忍不住駐足的身體感應遊戲室―只要對者

大螢幕揮揮手，螢幕上的足球就會順著手所撥動的方向移動，或

對著螢幕大聲拍手踱步，正在螢幕上優游的錦鯉就會瞬間作鳥獸

散，讓人難以想像這些充滿巧思的美感和設計竟是出自於一群曾

經已遠離職場已久的女性之手。

    正如同其創立宗旨―「女性，擁抱世界，展望未來」。坐落

在首爾市郊的京畿道女性能力發展中心也像是一塊寧靜安穩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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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為渴望重回職場的韓國女性們孕育了深埋在心中已久的夢想

之芽。這所中心的成功運營似乎也對儒教文化價值觀做出了與過

往截然不同的回應與詮釋，女性並非僅能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中背

負犧牲與卑微的低落角色。天、地、人三者的平衡共處是韓國傳

統文化的精神之一，京畿道女性能力發展中心也在現代社會中重

新體現了這個傳統精神，為當代韓國女性們提供了一個呼應了她

們需求、擔心或盼望的裝備中心，喚醒女性們潛藏許久的能力，

打開了除了家庭和現實社會以外的另一個夢想禾場。

左上：具有設計風格的各種日常用品

右上：居家生活品展覽室

左下：玻璃工藝品展覽室

右下：解說員正在介紹身體感控遊戲室

 

他山之石―亞洲文化中的生涯轉變

徐家偉/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生

   亞太職業發展規劃協會(APCDA)結合了亞太地區職業生涯發

展的專業工作者，今年首度開辦年會，意圖提供一個國際型的論

壇，分享有效益的生涯發展觀點、經驗、研究、與技術。與會者

包括美國、韓國、新加坡、菲律賓、香港、台灣等地的學者與實

務工作者。主辦單位將本次發表主題「工作滿意調查回饋給誰？

基於工作調適理論設計的多層次回饋系統」置於「工作場域」議

題的場次，但因為同步有另一個「訓練生涯顧問」議題的演講場

次，雖然與會者表現出對議題的濃厚興趣，但分散了與會聽眾，

無法與更多人分享與交流，此殊為可惜。

    主辦單位精心安排了韓國職業世界(Korea Job World)的參訪

與開幕行程，這是一個利用虛擬科技提供職業探索與體驗的工作

博物館，建築物外形如同科技電影中的飛船，裏頭設計了兒童、  

青少年、與成人探索區，並且超過上百種的職業體驗。印象最深

刻的是兒童區的虛擬小鎮，街道上包括便利商店、診所、髮廊、

麵包店、餐廳、修車廠、甚至是消防救火員的體驗，每個店面最

少有兩名的指導員帶領兒童實際操作與體驗學習；此外，青少年

區則結合了投影科技，呈現出一種實作與互動式的性向測驗，檢

測一些諸如肢體動作、音感、知覺速度等職業潛能。筆者認為，

韓國將自身擅長的科技技術應用在職涯發展領域上，此概念已具

備「科技化」心理測驗的雛形，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發展成更

有效率、更精確、且更富趣味性的職業評量技術，開展出測驗方

法的新紀元。

    開幕演講者Richard Nelson Bolles 是國際上頗具盛名的職業

發展諮詢專家，其演講內容認為個人的職涯發展應該是彈性自主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2013春季工作坊報導

102年3月16日(六)【連結置身世界－資訊科技與生涯】課程

講師：王思峰老師及劉淑慧老師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102年春季工作坊於3月16日「資訊

科技與生涯」課程揭開序幕，本次課程邀請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

兼系主任王思峰老師及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劉淑慧

老師擔任講師，兩位老師分別為輔大CVHS主要開發人及華人生涯

網CCN主要開發人，對於職涯資訊系統的設計理論、應用及內涵

皆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學會期待藉由課程能讓學員對於各種職涯

資訊系統有進一步的認識，並進而於實務工作中運用與推廣。

的，配合個人潛質，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適性發展不同的生涯角色，

但基於文化特性與期待，卻往往受限於單一定型化的生涯路徑，

此觀點對於如何適應急遽變遷的全球化工作環境深具啟發性。

    韓國政府對於就業促進的一些政策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方向，

例如在就業保險法中規定企業須依其性質與員工人數規模，繳交

薪資總額的一定比例做為訓練費用；其教育部參考美國O*Net 系

統，設計提供學生使用的Career-Net 職業資訊輔導系統；而

HRD-Net則是由勞動部統籌，整合職業訓練、就業服務、技能檢

定、與就業保險的單一服務窗口網站，使人力資源發展資訊與政

策緊密結合。議程中筆者另與新加坡勞工部的代表團有深入接觸，

感受到其官方亟欲引進新技術與國際接軌的企圖心，反觀我國代

表皆為學術界背景，缺乏產業與官方人士的參與，顯見我國職涯

發展的實務推展工作與國際化程度的不足。亞太地區關於職涯發

展的專業培訓師，無論在證照、課程、以及專業訓練背景的要求，

大多處於摸索階段，尚未建立出明確的體系與制度，引入美國生

涯發展協會的系統固然是一個便捷的方法，但如何發展出兼具本

土文化特色的機制，仍是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資訊科技與生涯」

課程共計有19位學員參

與，課前邀請學員先行

瀏覽澳洲官方職業資訊

系統Australian Job Outlook

(http://joboutlook.gov.au/)、

我國高教司開發的職業

資訊系統UCan

(https://ucan.moe.edu.tw/)、輔大開發的生涯與就業協助系統CVHS

(http://www.cvhs.fju.edu.tw/)、彰師大開發的華人生涯網CCN-

(http://careering.heart.net.tw/)等職涯資訊系統。課程中兩位講師分

別講授關於【資訊科技與生涯導論】、【職業資訊系統與其應用】

、【CVHS & MulFIS之設計理路與應用】及【CCN之設計理路與

應用】等四大主題，帶領學員探討及理解系統設計背後的邏輯思維

及其對使用者的操作應用。

    學員對於課程的學習皆感到收穫豐富，並分享課程有助於「理

解生涯諮商的概念、評量工具」、「了解各式有關生涯資訊網路系

統的使用方式」、「更了解利用不同的工具、評量，這些工作可成

為我未來的資源」、「有架構來看工具的差異」、「了解生涯在諮

商輔導中的應用，各種網站設計的理念邏輯比較長處短處、使用方

式等與資訊科技的結合」，對於未來運用各式職涯資訊系統與實務

工作結合的想法更為具體並可真正落實，藉由資訊系統的協助於生

涯輔導或就業服務工作中，為學生或求職者的提供完整生涯訊息，

有助於理解個人生活及職業世界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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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會活動/工作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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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號)‧506教室

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下車，第1號出口。

102/05/18 (六) 09：30-16：30

p10

，本次課程邀同為擔任學會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委員的呂亮震老

師及林俊宏老師主講，兩位老師皆有豐富的企業人資與就業諮詢

等實務經驗，並於職場及勞委會、青輔會及就業服務中心等講授

求職所需具備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帶領學員了解企業用人的思維

與重點，並透過小組討論活動與實務演練，讓學員建立求職就業

的系統觀點。

    本次「生涯最前線」課程共

計有11位學員參與，課程主題談

論「辨識職涯與就業媒合邏輯」

、「就業頭路密碼KSAO工作分

析」、「解析履歷表的內心戲」

、「面試快易通技巧演練」等。

帶領學員了解人與工作的關係，透過KSAO工作分析，了解工作

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能力(ability)與

其他特質(others)，並以保險營業員為例，邀請學員分組腦力激盪

，剖析保險營業員的KSAO。接著說明履歷表在求職的重要性與

意義，說明履歷表的資料結構，並結合KSAO與撰寫履歷表來看

兩者間的相關與技巧；最後請學員分組模擬演練求職面試情境，

探討如何做好面試準備工作。

    學員經由課程學習表示，課程的講授有助於「了解真實的情

況，對求職的資訊有更全面的認識更清楚如何掌握雇主的心情及

如何呈現自己會更有優勢」、「面試技巧與自傳的撰寫方式」、

「履歷表的know how」、「面試眉角」等，對於個人求職準備知

識有實際的了解，並能透過實務演練及小組分享，提升面試技巧

以及未來協助求職當事人之輔導能力。

102年4月13日(六)【培養生涯行動－生涯最前線】課程

講師：呂亮震老師及林俊宏老師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的第二場課程主題為「生涯最前線」

工作坊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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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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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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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可免費選擇參加兩場次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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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專業倫理委員會

    專業倫理委員會於5/2下午2:00在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

學系會議室召開本學會倫理守則草案的研議與討論。由於林蔚芳老

師與孫若慈老師因有事或上課無法出席，亦無法使用skype連線，會

中由王智弘、王櫻芬、韓楷檉三位老師針對初稿草案逐條討論。在

智弘老師專業的帶領下，初步修正並調整相關文字與條次，整合為

三個層次的架構、體例與內容，其中包括前言、總則與各章節。初

稿將先行提交學會於理監事會議中討論，於此同時倫理守則初稿草

案也將持續於後續幾次之討論中定案，一併提交理監事會議再行審

議確定。

專業資源委員會

    本委員會將利用學會官網分享生涯相關資源訊息，請學會秘書

處協助提供網站後台管理權限等資訊，以利上傳資料及編輯。

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

    委員會於1月底召開會議，並於會中討論生涯發展師CDF 課程

認證標準、討論生涯發展師 CDF／生涯發展講師CDFI 證書資格認證

標準及相關認證流程；並提出「生涯發展師課程、主題、內容與授

課時數規劃辦法」、「生涯發展師課程與資格認證辦法」草案且已

於本次會議中列入提案討論。

研究委員會

    本委員會現階段任務為發行生涯電子報，未來擬編輯專業學術期

刊與書籍，研究生涯發展理論與諮詢理論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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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懿亭及魏凡涓三位編輯助理，目前運作穩定，

定期於每奇數月發行生涯電子報。第四期生涯電子報預定於5月10日

出刊，並於出刊前開會或以電子郵件溝通確認稿件編輯等內容。未來

將持續於電子報中新增不同主題，歡迎有興趣的夥伴投稿或加入委員

會發展事務中。

    在國際學術交流上，田秀蘭老師與學生馬安妮、陳彥婷，以及

輔大心理系林俊宏老師、博士班學生徐家偉於4月3日至5日參加了亞

太生涯發展學會(APCDA)於韓國首爾舉辦之第一屆年度會議。會議中

除參觀韓國職業世界(Job World)、京畿道女性能力開發中心(GWDC)

等職涯機構外，委員會成員們也在會議中發表研究成果。關於APCDA

會議詳細報導請參閱本期電子報，另美國國際生涯發展學會(NCDA)

七月份於波士頓舉辦之100週年年度會議也將有會員前往發表研究

成果。電子報也將於未來繼續為會員們提供相關報導及學術會議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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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網站：www.tcd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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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事會議審查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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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一：5/18生涯的敘說與優勢(台北) 主題二：3/16 資訊科技與生涯【已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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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報 名 優 惠 
 本會會員可免費選擇參加兩場次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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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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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