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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專論一]跨界築夢的生涯實踐（一）：移動篇

作者群：林美珠 陳雅玲 陳蓉 楊馥名 林繼偉 林偉信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而我，

    我選擇了較少人跡的一條，

    使得一切多麼地不同。

    --Robert Frost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變動快速且發展多元的世紀，許多青年人

不再固守本業或安居一處，他們開始跨界的「移動」，在島內移

動，在世界各地移動，在不同的人群與行業中移動。移動對他們

而言不再僅只是旅行或休閒，更是一種貼近個人生活風格與生命

旨趣的實踐，在移動中不同背景、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因而

相識相遇而產生跨界，甚至是無界（boundless）的效應。

    一般來說，旅行式的移動通常是主客對立的，旅行者的主體

（subject）相對於-客體（object）-被觀看的風景或人事物，

主體與客體之間沒有其他的關聯性，交集的地方可能僅僅是霎那

的拍照以及名產購買的一閃瞬間。之後旅行者又開始移動，移到

下一站繼續觀看、拍照、或購買。這種主客分殊的移動，移動者

是站在一個有距離的角度觀看，即使產生情感的連結亦是短暫的。

    生活風格實踐式的移動則是主客交融的，移動者帶著強烈生

活風格與生命旨趣的實踐理念，以謙卑的姿態進入客體世界，在

主客體交融中一起分享、一起協力、一起增能。這樣的交融方式

是印證的、體會的、共感的，有情感的注入，也會在行為中有倫

理道德的省思。隨著移動，可以喚起移動者自身的反思

（reflexivity），使移動者產生實踐（praxis）的知識。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就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生活風格實踐式

的移動在發生。青年人的「移動」不再僅僅是休閒式的旅行，他

們在移動中融入個人的生活風格與生命旨趣的理念，企圖在移動

中與他人「分享」自己的行動與故事，「關懷」他人的生命與故

事，同時「挑戰」自身與他人的生命視野與框架。不僅如此，這

樣的移動多為跨界的，他們走出原來的專業訓練背景，籌畫嶄新

的移動計畫，進入陌生的實踐場域，這樣的跨界移動現象交織出

新世代青年的另類生涯實踐。

    然而，這樣跨界的移動並不符合傳統認定的所謂「好工作」，

    

許多青年在移動中並沒有收入的保障，同時亦面臨不穩定以及不

安定的生命冒險。許多青年在移動中並沒有收入的保障，同時亦

面臨不穩定以及不安定的生命冒險。

二、音樂換宿的環島移動-兩位女孩的微光計畫

 巴奈和Vicky是兩位面臨生涯困惑的女性。困惑之際，

身為劇場工作者的巴奈思考著如何能將劇場與自身族群文化與土

地相結合，Vicky則思索著無意續留原職場的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一封寄自巴奈的邀約信，喚起了Vicky大三時深埋心中的環島夢

想，也點燃兩人微光計畫的火苗。她們揹起簡單行囊從宜蘭出走，

順時針一路由花蓮、台東、高雄、嘉義而北上地展開音樂換宿的

環島移動。

    在花蓮初見她倆時，巴奈頭綁頭巾、肩膀揹著吉他，Vicky

則是揹著幾乎是半個身高大小的紅色大布包，縫繡著「微光計畫」

四個字，裡頭裝著木箱鼓。舞台前，反核旗幟飄揚著，魅力四射

的她們分享著微光計畫的理念：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微光，各自在不同的角落發光。在台灣

    的小角落裡，有著很多人都做著微小卻很有力量的事情。因

    此，我們想透過音樂和雙腳深入台灣這片美好的土地，去發

    現、去遇見及接觸其他角落炙熱的微光。

Vicky吉他一刷、巴奈鼓一拍，用音樂與大家分享一首首她們在

旅程中的創作歌曲。他們唱著：

      走在路上，夢想正在發光，走在路上，同學！同學！可以搭

      個便車嗎？謝謝你，逐漸化解我心中的膽怯和侷限，謝謝大

      家在這裡聆聽，每個分享與祝福，我們讓它繼續發光。

簡單的旋律與誠摯的歌聲，卻讓人內心深受感動。有著一股追求

夢想的決心以及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巴奈和Vicky用樸實的理念

及堅持，安撫著那個原先膽怯的自己，鼓舞自己和他人不為自己

設限的去面對與享受下一步的未知與挑戰。

    微光的第一站是宜蘭，巴奈和Vicky在與農人的互動中，瞭

解到雙腳與土地間原先緊密的關係，竟隨著一棟棟豪宅、農舍的

興建而漸為人所遺忘。然而她們卻也看到那一群不放棄的農人，

竟是那麼堅持著土地必須回歸種植作物這件事情的初衷上。於是

兩位女孩拉起褲管，赤裸著雙腳，踏進水稻田裡－扎實地踩踏泥

地，在共感體驗農人的堅持中，創作出了《心田》這首台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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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這地方，遇到一群努力的人。不怕太陽炎熱，不怕

    風雨淋，就像心中的田，那塊美麗的田。過了春夏秋冬，不

    管何時回來，為了看到心中的田，那塊美麗的田。

簡單的歌曲，卻強而有力地傳達出人類要以友善對待土地，並且

彎下腰謙卑地向土地學習的重要性。

    不僅如此，當兩人看到花蓮七星潭美麗的海灣散佈著垃圾時，

他們直接用淨灘行動去回復土地原有的美麗和漂亮。當大地回復

它自然的原貌時，她們臉上揚起滿足的微笑說道：

    很多行動是在旅程中自然而然發生的。我們可以做一點小小

    的行動，是自己覺得有力量又可以延續的。……雖然星星在

    一億年前就已經死亡了，可它存在的意義卻延續著。我們每

    個人都是一個微光，各自在不同的角落發光。

兩個小微光―巴奈和Vicky，在離開花蓮後，繼續一路由台東、

屏東、高雄、嘉義、新竹北上，持續地用取自台灣這塊土地的感

動所創作出的音樂來和他人分享她們的行動與故事，藉著移動自

身的微光來與其他微光交會。

    巴奈和Vicky不僅藉由跨界移動來享受這場挑戰自身生命與

框架的旅程，更在這樣的跨界「關懷」以及「挑戰」的故事「分

享」中，在某種程度上也正對在其他角落綻放光芒的微光帶來了

影響與改變。

三、跨界移動的關懷與感恩-大可紅豆湯的分享行動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男性，大家都叫他「大可」。原本專業所

學是資訊工程，畢業後也從事資訊業相關工作。然而，大可覺得

自己在工作中無法找到快樂與生命價值。因此，毅然決然地辭職，

改賣起紅豆湯。在賣紅豆湯的過程中，大可發現許多慕紅豆湯名

而來的顧客多為具消費能力、自主性較高的青壯年族群，因此，

原本就相當關心社會議題與弱勢族群的大可，為了關照在社會中

不同的弱勢族群，於是決定踩著自製三輪車進行環島移動，與「

老人、兒童、農人、身心障礙者」此四類人們分享紅豆湯。藉由

不同地域的跨界移動煮紅豆湯與弱勢者的分享，在台灣這片土地

上播下快樂與愛的種子。

    大可的三輪車上載著三樣重要的窯煮紅豆器具，分別為自製

火箭爐、以友善農法生產的紅豆、古色古香的啡色大陶鍋。火箭

爐由朋友協助焊接，是一種應用隔熱與煙囪效應原理改良而成，

攜帶方便且十分節省能源，完全符合大可對環境保護的信念。此

外，由於大可認為要吃得快樂、安心，對於豆子的品質是需要經

過用心篩選，因此大可的紅豆則來自高雄農友依友善農法生產的

豆子。至於厚實的陶鍋，有別於一般鍋子的大小，它的大容量就

如同大可想關愛他人的心胸一樣大。

    大可載著這三樣友善素材從家鄉台南出發，一路逆時針從台

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宜蘭、台北，再向中部前進。這

一站來到花蓮縣鳳林鎮大榮村，這是一個偏僻、人口密度小的村

落。由於青壯年人口外流嚴重，村民大部分皆為老年人。抵達村

落後，大可使用自然、原始，也是最友善環境的方式，就地取得

木柴，用心窯煮紅豆。窯煮一鍋紅豆湯的等待時間大概需要3到4

個鐘頭，大可一邊關注木柴火侯大小與紅豆軟硬度，一邊與一旁

圍觀的老年人以及好奇的路人，並且回答此起彼落的問題，像是：

「你為什麼會來煮紅豆呢？」、「紅豆湯什麼時候會好啊？」、

「這紅豆是哪裡來的？」。一連串的大小問題，把人與人連結在

一起。大可說，紅豆湯只是媒介，真正期盼是尋回過去鄉村那種

人與人之間純粹的互動關係。

    當老人們開始享用紅豆湯時。大可會用流利的台語和大家分

享紅豆的來源以及此行的目的。大可強調他煮的紅豆湯是沒有農

藥栽種出來的紅豆，這不僅是為了讓人們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這種不使用農藥的農業生產，更是善待大地的一種方式。除了善

待大地，大可也對老人們表達感謝，謝謝他們在大可還未出生之

前的打拼努力，為台灣經濟與發展奠定基礎，讓下一代可以生活

過得無虞。因此，他想趁著現在體力不錯的年紀，邊煮紅豆，邊

移動，來和大家分享這塊土地以及生活於其間的人們的美好。這

些簡單淺白的話語，道出了大可滿滿的感恩心意。

    大可在跨界煮紅豆湯的分享旅程中，踩著踏板一步步的、身

體力行的，向人們傳遞著對這塊土地與人群的關懷與感恩，同時

更從中享受生命中最可貴也是現代社會最缺乏的「人與人之間真

實的連結」。大可帶著關懷與感謝，在跨界移動中踏出一條很不

同的道路。

四、保種復種的移動：阿倫的種子圖書行動攤車

    藝術專業背景的阿倫，是所謂Z世代的七年級生，Z世代正是

一群受到網際網路、即時通訊、簡訊、MP3播放器、手機、智慧

手機、平板電腦等科技產物影響很大的青年世代，因嚮往家屋門

前有月桃葉，屋後有大風草的鄉村自然生活，阿倫選擇了一條返

鄉自然農耕生活之路，要去實踐一個關注環境與自然生態的逐夢

生涯。

    返鄉展開「半農半X」創造生活的阿倫，種田的方式很特別，

他適地適種的自然農耕方式，讓田裡看過去總是有別於一般耕作

的作物景觀，有豐富的生態與多樣性作物，也有無經濟價值的原

生種植物。每次談起在地野化時，阿倫眼裡總閃著亮光，他經常

在田裡搭帳棚過夜，在夜裡靜心聆聽田裡的聲境生態，切身去體

驗自然與土地的韻律，這是他選擇的農耕方式。雖然自嘲是一個

又累又生產率很低的農夫，但山腳下的一畝田卻教他向土地學習

的謙卑態度。

    對阿倫而言，土地做為一個在地次文化地景的意義，似乎遠

遠比生產食物更為重要。

    阿倫今年計畫以最友善的方式來親近鄉村與自然，他親手設

計打造了一台腳踩發電的種子圖書小攤車。這台小攤車運用兩輪

小推車與三夾木板釘出可放置各式種子及環境生態、植物等相關

書籍的小木箱；小而巧的電動腳踏車上安裝投影音響設備，可以

就地分享環境生態教育議題的影片與創作的音樂；攤車上的圖書

雜誌可以供人閱讀，可以與人們交換環境知識；再生能源循環的

電力，可以供應攤車的基本用電設備。

    帶著「同在、流動」的環境共生理念上路，種子圖書攤車隨

機居游於自然與花東山海縱谷的聚落之間，希望能創造共享資源

及承載自然農耕與生態智慧的開放移動平台。

    種子圖書小攤車不賣東西而是透過交換與分享，鼓勵人們貼

近自然生活，在自然中行動與創造，並回饋於自然。阿倫選擇直

接走入鄉村，透過交換收集台灣原生種的植物種子，向人們傳達

自然農耕及就地留種的觀念，他說：

    口袋沒有錢但至少有種子，山林海洋是冰箱，大自然就是最

    好的客廳。最好的留種方式就是一直種下去，種下去的小生

    命會瞭解土壤和適應氣候，而我們培育生命的同時也可以培

    養人的個性。

阿倫以行動投入對環境議題的關心，呼喚人貼近自然的平衡與韻

律，尊重大地和萬物以至於人本身，並以自然為師，體察自然萬

物的時序遞換訊息，謙卑地向土地學習知識，從中覺知及成長。

而大自然不再只是資源而已，而是與人共在同在的整體，若自然

作為他者（the other），阿倫正實踐著一種自我與自然他者的倫理

責任關係，這是人真正屬於大地的存在方式。

    種子圖書小攤車移動在花東山海縱谷之間，滿載著交換分享

而來的禮物—原生植物種子，阿倫的就地保種留種行動也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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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如網球、高爾夫球等高度職業化運動，當運動員走出校園，

就開始征戰國內外大型賽事，相較之下，其他運動專項或是運動

成績未達頂尖的選手呢？每逢畢業季節來臨，或是面臨運動員生

涯的退役，隨之而來的即是職涯選擇與就業困擾。比起經驗豐厚

的運動專長，當運動員面對生涯轉換的抉擇，往往是資訊不足而

欠缺長遠規劃，易感到五味雜陳，並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啟了人

生下一章-工作世界的挑戰。

貳、從生涯相關理論，看運動員生涯現況

    如何去看待、思考運動員生涯規劃以及可能面臨的挑戰，可

從相關生涯理論得到論證。Parsons以特質因素論提到，理想的職

業選擇包含了認識自己、認識工作世界，並且能對自己與工作之

間的資訊，建構出個別化適配。值得思考的是，因運動員自學生

時期即展現運動天賦與資質，於是運動技能性向相當早就被教育

體制加以定義和彰顯，而如此的生涯早閉傾向，似乎也間接削弱

他們在其他學科領域性向與興趣發展的可能性，於是成就了運動

員生涯發展之路，他們透過大小型賽事爭取名次，應證「運動員」

這份職業的工作價值。當多數人尚處於生涯探索階段，運動員早

已開始為生涯目標而努力，累積屬於他們的工作資歷與職能，這

是值得被看重與轉化為生涯輔導的優勢。

    於是，光榮褪下運動員光環後，勢必需要再度思考個人生涯

的規劃，像是重新在體育界建立自己的職涯方向，如教練、教職

等；也有不少退休運動員再探索其他可能的職業選擇，尋求後半

輩子職業的新方向。於是如知名前NBA籃球員Michael Jeffrey 

Jordan在兩度復出比賽後，將生涯重心轉往企業經營，並成為一

支NBA球隊的老闆，此外，國內亦有不少職業選手退休後，轉換

跑道自行創業、投身餐飲服務業、公職及其他行業，皆是很好的

例證。

    自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之樣本施測結果可知，

就讀體育相關系所的學生運動員，其Holland codes多數以S(社會

型)、R(實用型)和E(企業型)分數為高，而Holland的生涯類型論

指出，生涯興趣與其職業選擇原本就是相互呼應，倘若兩者適配

度佳，個人越能樂在其職業選擇，並展現自己的生涯興趣和價值。

當中，學生運動員未來成為職業選手，僅是Holland codes三碼綜

合評估的可能生涯選擇之一，理由在於，運動員不僅是身心上擁

有運動競技的能力，更具有喜歡與人互動、勇於嘗試、獨立實際

的心理特質，讓他們願意承諾並屢達運動生涯的里程碑。而我們

也相信，這些人格特質不僅利於運動成就，更會成為運動員另展

生涯新頁的優勢與亮點。

    當然，我們仍需將台灣運動員生涯規劃現況，置於全體環境

與資源來探討， Krumboltz認為職業選擇牽涉了遺傳天賦、環境

條件、學習經驗和任務進行的技能，在這四種要素條件中，運動

員必須先了解自己的先天優勢與後天能力何在，儘管環境條件並

非個人所能改變，但汲取社會現況與政策、教育機會及職業供需

趨勢，仍會成為生涯中的助力。如同眾多職場新鮮人，運動員也

需要學習經驗和實務，藉此引發多元的內外在回饋與習得，舉凡

與職涯有關之目標設定、價值觀澄清、工作習慣等，都會影響個

人的生涯選擇與決定；換而言之，當運動員能秉其優勢運動專項

與本身的心理技能，結合對外在工作世界的認識、豐厚對於生涯

價值觀與工作的認知，如此他們的生涯將更加寬廣且具彈性。然

而，不僅是運動員個人需對生涯多加自我探索與規劃，相關單位

亦須提供適切的生涯介入與輔導。以下將縱觀目前國內對運動員

生涯規畫之方向，並借鏡美國已臻成熟的運動員生涯支持系統，

加以進行探討。

人與人、人與物之間最單純美好的關係，未來當種子落入沃土，自

然的創造力量也將生生不息。

五、結語

    跨界的移動是二十一世紀的青年生涯實踐的特色之一。青年在

本業的實踐中無法實現的生活風格與生命旨趣，在跨界的移動反而

得以實踐及完成。雖然跨界移動的方式不一，都甚具創意，但這些

創意的跨界實踐也容易讓這些微行動被評價為僅僅是年輕人好玩的

點子而已。然而我們若能貼近這些青年的行動現場，傾聽他們的行

動分享，就可以發現他們真心想要實踐某種不同於過去生涯實踐觀

點的生命旨趣與理念，特別是「關心」人與土地，「分享」彼此的

生命故事，以及「發現」生活周遭的美好與感動。

    像是微光女孩因困惑於本業發展，而踏上音樂換宿之旅，從一

個空間移動到另一個空間，在移動中與不同的人和土地交會，傾聽

農人的故事，也訴說自己的故事與人分享。透過交換與分享，兩位

女孩用赤裸的雙腳接觸土地，用行動關懷人們，她們自詡為微光的

微行動，其實正是在實踐一種發現單純與善良的生命探索。至於分

享家鄉紅豆湯的大可，一樣是帶著對本業發展的質疑而踏上移動之

旅，藉由友善的食材與烹煮方式窯煮紅豆湯所傳遞的美味，與弱勢

族群分享微幸福，實踐關懷土地與感恩他者的理念。最後的阿倫，

則是因為嚮往鄉村自然的生活型態以及關注生態的議題，他透過自

製的行動攤車跨界移動，交換種子，並致力於宣揚實踐尊重、同在、

共生的生命價值。

    從上述幾位當代青年跨界移動的故事裡，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

通的元素，這些元素是柔性的（相對於絕對的），是感知的（相對

於理智的），是體會的（相對於普遍標準的）；進一步來看，這些

元素又指出了一種不同於傳統的人與世界、人與物、人與人、以及

人與自己的「關懷倫理」觀。這種新倫理觀認為人在面對大自然與

萬物時要學習謙卑以對，與自然萬物和平共處而不該隨己意的擷取

與濫用；而在面對人時，則是要能傾聽他人，也要能敞開自己與他

人做分享，而不是冷漠與無情。這種主客相融的新倫理觀徹底的呈

現在這些跨界移動這的行動之中。

    每個世代的青年人都有自己的夢想，生長在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不同於以往的是他們已然發展出一種跨界移動的實踐方式，包括空

間的移動，專業的移動，乃至世界觀的移動，這樣的現象值得生涯

教育與輔導工作者注意。此外，本文所舉青年的跨界移動之例，恰

好可以說明走出本業的實踐方式可能更有機會跳開以自己為核心的

世界觀，重新去認識萬物，向萬物學習。在他們看似跳脫的生涯背

後顯現的正是關懷倫理的生命價值，而跨界移動不僅帶來多元性與

豐富性的生命體驗，更帶來反身性的省思，這些都值得生涯教育與

輔導者來重新認識與瞭解。

[專論二]

台灣運動員生涯規劃之探討與省思

謝佩錚/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生

林淑萍/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

壹、前言

    台灣，一個人口數量不算龐大的國家，卻可以自信地細數這塊

土地所培育出的眾多優秀運動選手，近期如網壇女將謝淑薇、桌球

國手莊智淵的屢創佳績，實讓國人深感驕傲與驚嘆。而競技場上光

榮勝利的背後，是長年的嚴謹培訓、自主練習，以及那不可或缺的，

選手自身堅韌的心理特質，這些正是他們能於國際賽事發光發熱的

主因；同時，場外還有無數運動員，持續盼望著上場的機會。

    綜觀台灣當前運動員發展，績優運動選手多數為學生運動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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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美國與台灣運動員生涯輔導系統之探討

    Stankovich、Meeker和 Hendersen (2001)指出，99%的學生

運動員在高中、大學畢業後，都要面臨職涯轉銜的歷程，找尋一

個非職業運動員的生涯出路。而運動員的生涯規劃與轉銜，同為

國內外體育界和心理界持續探討的主題。首當於美國60至80年代

期間，學生運動員往往被體育與教育界視為運動聲望和名次的帷

幄，此舉近乎背離了保障其基本人權、受教權益和生涯選擇的原

則，受到相當的社會輿論與學者批判聲浪。於是，全美大學體育

協會(NCAA)與大學院校展開一連串保障學生運動員權益的變革，

政策如設定大專院校學生運動員的最低入學成績標準，以及在校

學業成績GPA 3.0（等同於台灣學業成績80分）的基本要求等，

以確保學生運動員在運動專項外，能夠兼顧其他專門學科與全人

教育之養成，保障學生運動員未來職涯發展的權益，使得運動員

的整體社會形象有了轉變。

    電影「攻其不備」，即是改編自美國橄欖球員Michael Jerome 

Oher的真實故事，即便各大頂尖美式橄欖球大學校隊，爭相提供

優厚的獎學金與條件延攬Oher，但他仍須以達到高中學業成績門

檻為一大前提，入學後亦取得刑事司法學士學位；這也是NCAA

成立的主要宗旨，不僅保護學生運動員，更強調培養他們在運動

與學識的雙重優秀表現。相較於美國大專院校學生運動員的養成

系統，台灣教育體制則規劃體育大學、學院與體育關科系，是學

生運動員主要的升學管道，可見不同國情文化與經濟體下的體系

規劃差異。

    台灣現行的運動員生涯輔導制度中，以教育部(2011)修正的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最具影響力且

向下紮根，讓運動表現優異的中學學生運動員，透過甄審或甄選

申請入學，使他們在大學學校與科系的選擇上，有更多元的可能，

此舉也拓展了他們另項專長主修的機會，期許獲得運動訓練與學

業深造之雙贏。不過，當前學業和生涯輔導相關協助方案仍待轉

變，常遭遇的困難是，不見得每所學校都有完備的培訓規劃，運

動生涯難以持續發展；或是進入大學就讀後，難以負荷課業加以

自主學習的壓力，而最常見的是，一些教練與選手將此階段學習

重心放在術科訓練，而忽略了其他能力與生涯發展的準備(詹俊

成、陳素青，2013)。

    從此不難看出，運動員經常在生涯規劃遭遇失衡狀態，背後

原因其來有自。由於台灣對於運動員輔導政策以升學管道與賽事

獎勵金制為主，使得運動員必須專注於訓練及運動成績表現，藉

此建立自己的經濟生計，並獲得其運動生涯的自我認同。但在無

形中，卻造成其他生涯發展、探索與準備的缺乏，自運動場上退

役後，生涯再轉換與銜接，成了他們亟待解決的課題，於此，外

在資源對於運動員的生涯輔導介入，如何更積極地協助其拓展生

涯多元可為，有關人員如何規劃運動員生涯輔導方案，確實值得

重視與思考。

肆、運動員生涯準備與輔導方案之規劃

    運動員生涯發展的需求條件，可以透過兩向度―運動員如何

啟動生涯準備，以及相關生涯輔導方案的配合，而逐步成形個人

的職涯計劃：

一、從運動員個人層面出發

(一)運動專業技能與知識並進

    自最初練習運動至成為職業選手，運動員高度投注時間與心

力於運動技能與學理，除了運動專項之外，相關專長領域如運動

心理學、運動訓練學、運動管理學、運動傷害防護以及教練學等，

亦有著專業知能課程的安排，因此，運動員需要意識到自我加強

學習的重要性，進而主動為未來不再是運動員後的生涯多所準備

(王丁林、鄧建中，2009) 。在運動領域裡的多樣化學習亦代表

著，運動專長不等同未來生涯規劃狹隘，若本身具備實務經驗與

技術，同時能在學理層面有所專精或再進修，日後若轉職相關領

域，就能勝任其他多元的工作角色，如國內許多傑出的退休運動

員，轉任教練、運動評論員、運動醫療保健人員等職業，甚至有

些轉向為致力於運動科學的研究人員與教授。

(二)增進對於生涯探索與工作世界的認識

    由於心思多投入在運動，運動員鮮少有時間和機會進行生涯

的探索，往往是從選手身分退役後，才開始關注自己職涯下一步

的準備，因而對於新生涯方向的建立易感受到緊迫與壓力。於是，

經常出現焦慮挫折的情緒，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追上與他人落差

近十年的就業競爭力。因此，建議學生運動員可透過職涯輔導與

諮詢，在學生時期即對自我有所瞭解，並接觸各種未來工作領域；

而退役運動員則可將生涯行動重點放在瞭解就業市場的景氣，以

及與潛在工作單位接觸的準備。此時，他們可善用過去在運動生

涯所建立的人脈得到再次就業的機會；抑或是以過往的實習或工

讀經驗，向企業自薦運動員優秀的心理堅韌特質與問題解決能力，

正是職場中工作所需要的(黎天生、李光武、黃崇儒、陳建利、陳

堅錐，2007)。

(三)長遠的人脈經營與資產規劃

    運動員原本就具備團體互動中主動、友好的特質，而在運動

領域的資源與人脈培養，也已是運動員經營自身職業生涯之道。

隨著長時間的訓練與比賽，運動員久而久之已在特定的運動場域

中社會化，少有機會去接觸社會中其他領域的知識與人群(黃苹苹，

2004)。如能從學生運動員時期，就開始善用自身人際經營的擅長，

參與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儕團體，或以運動專長做學習交換和交流，

將能打開自己的人脈與視野。另外，運動員透過各項賽事的優越

名次表現，可以累積相當的獎金收入，比起多數人可說是更早具

備經濟產值。從財經的角度來看，學生運動員已開始在做經濟生

產的投資，比起一般大專院校學生多了即早進行生涯規劃的優勢

(林淑萍，2012)。因此，如何進行理財規劃與投資，將資產有效

地運用，甚至成為投資自己或創業的基金，將是生涯過渡與轉換

時安定的力量。

(四)重視其他專長的培養

    對於運動領域有極高的認同度，常使得運動員認為自己除了

運動專長，沒有其他的專業，即便是世界排名頂尖的運動員，也

有這樣擔憂的自我意識存在，而且對運動員之外的角色缺乏信心

(Petitpas, Danish, McKelvain, & Murphy,1992)。其實，運動員不

論是尋求運動領域長遠發展的規劃，或是開始思考其他生涯與職

業轉換的契機，共通職能的培養更是任何在人生涯發展中都相當

重要的一環，如第二外語的學習、口語表達、電腦文書應用等。

另外，在妥善時間管理及規劃下，運動員應儘早開始尋找運動之

外的興趣與專長，如在學生時期就開始修習其他專業領域的課程

與實務練習。

二、從生涯輔導系統給予支持

   但經常發生的狀況是，學生運動員並不會主動至諮商中心尋求

生涯輔導，如能經由外展的服務方案，主動與此族群學生有所接

觸，通常有著更有效率的成果，而這樣的生涯方案內容及程序，

涵括以運動員本身的個人認同與生活環境為出發(Matrtens & 

Lee,1998)。此一觀點與Krumboltz所發展的生涯諮商學習理論

(LTCC)有所謀合，Shurts和Shoffner(2004)提到，諮商心理師等生

涯輔導人員可與運動員共同合作，尋找屬於他們生涯各種的可能

性，包含其興趣、技能、生涯信念、價值觀與個人特質，而不僅

是在現存的條件上做生涯的決定。以下將就此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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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排自我探索與生涯學習課程

    多數運動員從國、高中就逐漸被定向，可能被認為生涯探索

課程並非必要的。其實，運動員也需對自己的人格特質、問題解

決能力與職業興趣等有所瞭解，透過進行測驗的施、解測，以科

學測量方式，對於多向度的自我了解與未來藍圖進行探討。而在

生涯發展學習上，相關人員於規劃課程內容時，可邀請已在相關

或其他行業別的退役運動選手，與學生運動員座談、分享其生涯

發展的經驗與心路歷程；更多元地考慮，則可規劃系列職涯課程，

如專題講座、履歷撰寫與面試演練等，使運動員面對職涯轉型能

有相當準備。

(二)課業輔導與特定能力增強

    不少運動員之所以選擇繼續升學，是希望在運動學理或其他

主修專業能有所專精，但因密集的練習與比賽行程，相較於其他

同學少了許多的學習時間；於是，在服務方案中提供運動員如學

習診斷和讀書技巧的研習，以及特定學科的一對一課輔，都會是

讓其能兼顧運動與學業表現的辦法。再者，一些職業能力是各類

工作共同必備的，如英語與電腦職能等，故可提供定期、進階性

的實用課程，以增加其生涯的競爭力，或透過補助款鼓勵運動員

參加各式應用類課程。

(三)將重要他人角色納入系統

    鄭溫暖、曾玉華、李麗晶、沈子斐(2001)於研究發現，學生

運動員往往在有問題時，除尋求熟人、長輩此類關係導向的協助

外，他們大多選擇自己處理；而教練也會是運動員尋求的管道，

心理專家反而是最少被考慮的資源，整體而言，生涯規劃會是運

動員首要關心的議題。故如何將運動員生涯介入系統納入教練等

重要他人為成員，是此服務可思考的方向。因為，教練最熟悉所

培訓運動員的心理特質及優勢，而重要他人最能給學生運動員直

接的生活協助與意見，同時也在運動員進行生涯規劃時具有影響

力。若各方能在運動員比賽與訓練之餘，對於豐富其生活經驗和

生涯探索有所共識，如企業短期實習、參與社會服務工作等，運

動員就能夠提早學習多元化職業角色。

(四)實作實習與就業諮詢

    從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統計數據可知，運動員

具備喜歡助人、善與人互動等特質，新聞媒體也常見明星運動選

手熱心投入公益。若能促成運動員至社福單位擔任志願工作，以

實際行動服務社會，從中不但能培養其人文素養，也能對社會現

況有所體認。而當運動員考慮職涯重新定向之際，可透過相關單

位的企業實習計畫媒合，累積事務處理能力與職場經驗。且於實

習期間，應有生涯輔導人員給予諮詢與輔導之幫助，並評估實習

之實質成效。最後，學校職輔組與體育科系等相關單位，需定期

更新各項生涯輔導與工作職缺訊息，將資訊公開於網站；資訊的

透明化讓運動員清楚知道，目前何種工作是需要運動專業背景，

或是有興趣從事的職業需要何種條件等情報，將有利於選手對就

業市場的認知。

(五)運動員生涯介入協助方案設計

前述皆為可實施的運動員生涯輔導方向，如何發展出整合性的台

灣運動員生涯協助服務，便成為相關研究人員與學者持續努力的

議題。於生涯介入服務方案設計，林淑萍(2012)提出了運動員『

職涯轉銜三合一』實踐方案（如圖1)的架構概念，以提供學生運

動員自我提昇、學業支持、職涯諮商合一的全人的服務，可作為

實際介入服務的清晰參考架構。

伍、結語

    從生涯理論思考台灣運動員生涯所面臨的挑戰，便能逐步理

解他們的職涯發展是與一般求職者有所不同；有別於多數青壯年

            圖1、「職涯轉銜三合一實踐方案」之架構圖

族群正開始於工作上站穩腳步，運動員早已憑藉其優秀的運動表

現達生涯巔峰，接著也意識到可能因各種因素而從競技場光榮退

役。於是，如何能渡過生涯轉變時期，從探索、規劃到確立職業

生涯的下一站，不僅是運動員本身所關心，更是體育界與心理界

共同挹注心力所在。不難發現運動員本身擁有極佳的心理特質，

若能突破處於被動之迷思，將能以實際行動與學習，拓展對於工

作世界的認識。而生涯原本即是結合人與環境系統的一件大事，

在既有教育與獎勵制度的推展之餘，如能從生涯發展系統觀點思

考，提供即將退役選手所需的自我探索、工作力培訓、職業諮商

與介入方案，那麼運動員身分將轉為生涯的助力，在運動員成就

其生涯新頁的同時，台灣體壇也將展現更為蓬勃發展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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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播放：野草莓 Wild Strawberries (1957)

生涯電影院

黃素菲/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劇情簡介：

    孤僻的老醫生依薩克Isak在行醫五十年後，獲頒榮譽學位的

當天清晨，做了一個怪夢，夢見沒有指針的鐘錶，沒有五官的人，

以及躺在棺材裡的自己伸出手來，住拉觀看的自己進去……。醒

來以後決定開車前去領獎，一路上一連串的夢境組合出他一生的

焦慮及歡愉。

    這部影片將Isak醫生，以記憶、想像及做夢的方式，重新經歷

從小孩、成年到老年的各個階段。本片的發展過程：惡夢→決定→

出發→野草莓→夏屋→現代的小孩→意外事故→中午時刻→人生

的中年期→一頓富哲理思辨的中餐→再次拜訪母親→三個夢境→

身為兒子的絕望→前往龍德的路上→這一天的最後結尾。這位醫

生和媳婦前往領獎地點的長途旅程中，重遊對他的成長具有關鍵

性影響的地方，長滿野草莓的地方就是其中之一。

導演、編劇：瑞典 / 1957年 / 黑白 / 91m  

    本片由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執導。『作為一個

人我是失敗了，我要作優秀的導演』――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柏格曼導演電影的最大特色，是企圖陳述思想，他認為

思想遠比戲劇鋪陳來的重要，愛柏. 林德在 BLM 雜誌就曾經評論：

「『導演』柏格曼注定是『作家』柏格曼，因為他傾向於闡釋意

旨，因而不在意戲劇結構。」

    很多分析柏格曼電影的人，都認為柏格曼作為牧師、師母的

父母那種清教徒式的信仰，並以這種信仰態度處理他們跟柏格曼

親情、教育的關係，影響了柏格曼對信仰的態度。清教徒式的信

仰中的「聖俗二分救贖觀」，跟藝術世界幾乎是格格不入的。

    他一直被死亡的陰影所捆綁，曾說：「我懼怕這種巨大的空

虛」，於是不僅 「第七封印」中的主角們被黑死病威脅，「野草

莓」、「生命的邊緣」、「魔術師」全都直接探討死亡，或間接

    求職，不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著我應該拿多少薪水、我是否可

以不用加班…而已。如果你真的想爭取某個職缺工作，本人認為你更

需要的是將自己的思維嘗試地轉換成企業主的角度來準備求職這檔事。

企業主的腦中想的是這位準備來求職的應徵者，多麼能從事這份職務、

又多麼願意想從事這份職務？

    你在求職嗎？那你是否能清楚地回應這兩個提問？如果你心頭是

肯定的，相信你將會是眾多求職者中的亮點。

求職文化

求職，從轉換思維開始

林俊宏/擺渡系統設計 營運長

      /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諮詢老師

    《與成功有約》的作者史蒂芬．柯維(Stephen R.Covey)認為：

「假如你想要一點點的改變，由改變行為出發；如果你想有躍進式

的改變，要由改變你的思維開始」。「思維」意謂著每個人看待人

、事、物的角度。因此，當我們在進行求職(Job Seeking)活動時，

理應辨識個人如何看待就職這件事將影響著如何求職的行為。

    狹義的「生涯」是指就業狀態，而求職則是個人從未就業到進

入就業狀態所需經驗的中間過程。這幾年本人在從事就業輔導時，

發現提出就業諮詢需求的求職者，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根據勞

委會的統計，也發現15-24歲是台灣待業人口中佔極高比率的群體。

近年來，教育部在大專院校透過專業職能強化等活動，推行提升大

專青年們的就業力或職場競爭力。然而，似乎很少人全面性的關注

到「求職」這段歷程應該具備的觀念、能力等條件。換言之，對於

僧多粥少的現行就業市場而言，求職者若沒有求職力，又何來的就

業力呢? 本文僅先就求職時應該具備的思維予以分享，希望能提供

職業生涯輔導者或求職者參考。

    每當在就業講座分享時，我時常詢問台下的聽眾：「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哪位在場夥伴朋友，是不需要尋找一份工作、或不需要準備求

職履歷的呢？」。每回台下學員聽眾幾乎都沒有人舉起手來。換句話

說，大多數的人還是必須投身就業市場，吃人頭路。求職是一個行動

的歷程，大多數的人想到求職就是撰寫履歷及參與面試活動，此刻你

是否也這樣認為呢? 但我發現很少人能真正的在寫一份履歷之前，清

楚的思考自己求職的目標(如產業、公司、職稱、地區等)，甚至對自

身的內外在職場的條件也不甚清楚，最後在求才市場或人力網站上以

亂槍打鳥的型態求職，最後換來無聲無息地回應及求職自信驟降的窘

境。我想這狀況的發生乃因忽略求職力所致。

    其實求職歷程是需有心理準備與建設。當我們準備求職時，可先

轉換自己的求職思維，即嘗試的將自己視為企業主。心想如果你是老

闆，為什麼要每個月花三萬請某個新人來公司上班？期待這新人來為

公司貢獻什麼？從人力資源管理或工商心理的角度而論，企業徵才總

希望新進同仁能勝任公司交辦的任務，也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

才需透過良好的選才機制，甄選出適合的人才。根據Jex & Britt(2008) 

在組織心理學的教科書內陳述，企業內員工的工作表現若要能達到企

業對績效的期待，其在個人的影響因素大抵可以分成兩個重要的要素： 

1.工作技能：工作技能基本上反映的是「你為什麼能從事這份職務？

」。這說明每位學員在從事特定工作所需具備的職業能力。假若你曾

到人力銀行閱讀過任何一項人才職缺說明，總會規範如「相關科系」、

「大學畢業」及「2年工作經驗」等條件。這意謂著是企業對特定工

作職缺期望找到具備適切的知識、能力、技術與特質等條件，才足以

在擔任該職務能時獲得勝任。

2.工作動能：工作動能則關心的是「你為什麼想、你有多想從事這份

工作？」。由於就業狀態並非一天兩天的事情，故員工的工作動能便

是企業主腦袋考量的關鍵，根據Campbell(1994)的研究認為，員工是

否投入工作表現的動力，須考慮到員工願意花多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工

作上，且這樣的努力程度可以維持多久？基於此，影響個人工作動力

除外在薪酬及環境等外在條件外，個人內在工作價值(自主、肯定、關

係等)是否得以在工作中獲得滿足，將也為企業主在選才時會顧慮的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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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快訊

(一)新書專欄：找到天職，你可以幸福工作：日本首創「天

職心理學」諮商師幫你找到這一生真正想做的工作地圖

舒傳賢/和平醫院實習中醫生

    很多時候，人們拖著疲倦的身軀下班後，有的約去KTV大聲嘶吼，

有的約三五好友到熱炒店閒聊，內容不外乎這禮拜加了幾天班，今天

隔壁的同事埋怨他的鄰居小狗，前天上司丟了一份三天內要做完的報

告，剛剛客戶連環call抱怨產品不良，然後回到家裡，疲倦不堪的倒

在沙發上。隔天繼續上班，同事依舊，上司不變，依然表面對著客戶

微笑，私底下苦笑。放假賴在床上度過...最多就是透過看看朋友的

FB，假裝自己也很自由。

我們的內心不時會透露出這樣的訊息：

      那就這樣，閉上眼睛

      不說話

      收拾行囊

      短頭髮 重新出發

      有沒有哪裡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但更多時候，我們還是停留在原地。

    為什麼要轉換跑道這麼難？第一，大部分的時候人們傾向規避風

險，但是我想在這邊呼籲：不管在一個崗位做牛做馬多久，我們隨時

都還是得面臨被解雇的風險，只是會下意識的弱化這個因子，而這個

風險，會因為你無法投入工作，降低你的效率、產值而直線增加，但

大家還是會說服自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公司不會這麼殘忍的，但

台灣現存體制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環境裡，可能無法滿足這樣的願望。

同時就另一個層面而言，無法投入工作的員工，對於自己和公司，都

是傷害。這就像兩個沒有感覺的人，勉強在一起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第二，在我們的文化裡，離職代表著一種不忠誠，我們鼓勵不管什麼

時刻都和老闆同進退，也因此我們的文化對於離職的員工負面評價是

比較多的。第三，離職包含一個很重要的意涵：開始對自己做的事情

負責，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多數時候，我們躲在名為「先這樣就

好」的港灣裡，遠離外面的暴風雨，然後笑著那些出航的人，當然，

也一點都不在意他們出航以後怎麼了，但內心，卻無比渴望脫離這個

擁擠的港灣。在這裡我想以蘇格拉底的話作為回應：除非是美好人生，

否則毫無價值。把自己不喜歡的位置讓出來吧，總是會有喜歡這個位

置的人，不要霸佔別人的夢想，也不要讓別人霸佔你的夢想。

    我們從小必須依靠父母，家庭，慢慢這樣的需求會轉移到師長，

同儕，公司，但是隨著我們的成長，個體卻未曾獨立，也就是說，我

們其實一路都在配合，但沒有長大，這養成了我們服從權威的習慣。

我們鮮少訓練自己成為獨立的個體，也因此對於獨立這件事情我們會

有恐懼。於是我們從填志願到工作，一路都聽從別人的建議。

    大部分的人都陷入了困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的困境，所以，對於

願意投身自己天職的人，是忌妒的，就像當初在港口躲避暴風雨的你，

一方面冷言冷語那些出航的人，一方面希望自己身邊的人都留著一直

陪著自己，好不讓自己顯得脆弱、荒涼。

    但是如果我們不斷地為了滿足他人的慾望而活的話(包含地位，

收入，成就)，個體本身是飢渴的，滿足他人並不能滿足自己，我在

這邊說的是滿足而不是關懷，關懷是看到別人有不足而提供自己的能

力，這可以滿足服務他人的願望，但是如果你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

同儕的期待，上司的期待，就像是一開始你撒了個小謊，然後，你得

不斷的編織藉口來圓謊，直到有一天你沒氣了，或著氣球被戳破了...。

    在此我想在你的氣球破掉之前，分享「找到天職，你可以幸福工

的以死亡議題質疑生命議題。但柏格曼探討宗教與死亡議題，最

後得到的是完全否定性的答案。

    他一生共獲得四次奧斯卡獎。在他後期的作品中，"人生而孤

獨"的主題在得以堅持的同時，也開始融入一些溫情美好的東西，

人們看到一個激烈的伯格曼在慢慢變得平和。

演員：維克多·斯約史特洛姆 (Victor Sjostrom) 飾演 依薩克伯格

醫師(Dr.Borg Isak)；碧碧·安德森 (Bibi Andersson) 飾演莎拉

得獎記錄：本片曾獲柏林影展金熊獎、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

影片導讀：

    成功的男人與快樂的男人有所不同嗎？

    76歲的老醫生，外表聰明、事業有成、井然有序、嚴守紀律的

成功男人，在電影中媳婦對依薩克的批評是：「專制、頑固，又冷

酷的人」，這是要我們思考：「成功的男人與快樂的男人有所不同

嗎？」；夢中前未婚妻對他說：「表面上你懂得許多知識，但實際

上你什麼也不懂」，是在挑戰我們的價值觀：「擁有知識不等於擁

有人生嗎？」；夢中依薩克接受醫學考試，原本自信滿滿認為行醫

多年的他，不會有問題，但他卻連連答錯，是要我們調整面對人生

的態度：「控制與掌握並非人生的唯一真理？」而控制與掌握是典

型的男性性格特徵。

    人到晚年開始能用一種全方位

的角度檢視自己，非常殘忍又寫實

。對一個男人來說，追求成功、見

多識廣、學有專精、計畫人生不是

天經地義的道理嗎？為什麼這些在

年輕時理所當然致力去獲取的種種，到了生命後期臨終前，卻懷疑

其價值？依薩克透過對死亡的逼視，才重新回顧活了76歲的自己，

與亡妻、兒子、媳婦與女管家的關係，是唏噓感嘆更是勇氣智慧。

導演透過依薩克來說出男人生命中的情感面的失落，而情感一直是

被視為女性特質，是年輕時後追求成功的依薩克所輕忽的，情感面

恐怕也是傳統男人所不屑一顧的。

導演Ingmar Bergman與心理學家Eric Erikson的對話

    Eric Erikson這位二十世紀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出生於丹麥，

在德國長大，發跡於美國，在教學過程中一直採用《野草莓》這部

影片作為教材，《野草莓》是描述一個進入人生最後階段的瑞典醫

生Isak的生命故事。  

    影片中的醫生Isak出場的第一句話：「我現在七十六歲了，覺

得已過了對自己撒謊的年紀，但是，當然我無法太確定。」直接點

出片的主題：老年議題：生命的回顧。在影片接近尾聲的一個典禮

儀式中，Isak若有所思的說：「我開始發現這一連串偶發事件中的

因果關係了。」這其實是一種尋求自我統整與絕望間獲得平衡的歷

程。

    Erikson與他的同事參與了一項長達五十年的縱貫性研究，訪

談二十九位八十多歲的長者和他們的子女，蒐集這些受訪者的生命

過程資料，而出版了「老年研究報告」（張老師出版）書中引用野

草莓這部電影的主角，來對照他理論中的人生發展階段晚期的概念

，使得Erikson理論更加具有可理解性。

生涯議題思考：性別形塑生涯面貌？

本片以一個男性老人的生命故事為主軸，片中貫穿的媳婦的角色，

也對照出一個中年女性發展的生命週期。    

1)做為一個男人，在老年時會如何看待一生投入工作而疏忽情感

生活的一生？做為女人會有所不同嗎？

2)是什麼導致男人在人生晚年逐漸柔軟？而女人在晚年卻逐漸剛強？

3)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你會如何安排這一生？你的性別決定了你

的人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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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書，或許，從中你可以獲得踏出改變的第一步的勇氣。

    首先作者的職業，天職心理師，就回應了書名：他找到了自己的

天職，而且是該領域的首創者(也就是他自己定義了自己的工作內容，

並且投入龐大的熱情，努力去執行)。

    首先作者提出：日本是世界少數的富裕大國之一，但這個國度

的人們卻稱不上幸福。明明有錢了，卻無法得到幸福，理由是什麼？

或許表示了有錢並不代表幸福，如果不看金錢，實際上該怎麼追求幸

福呢？這得由「你真正想做的究竟是什麼？」來回答。

    書中分成四個章節，從理解什麼叫做「天職」，然後找到「真正

喜歡的工作」，接著「改變習慣」，最後「改變自己」發生了，於是

「人生也改變」了。接下來讓我們一窺作者的秘訣吧。

    我們常陷入不管是什麼工作只要多努力，以後就會變好的陷阱裡。

如果你滿足下列：覺得工作很痛苦、無法獲得成就感以及你的上司與

前輩常抱怨因為家有妻小，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的去處，為了混口飯

吃就繼續待著的情境，恭喜你已經符合尋找自己的天職的資格，因為

在這個地方繼續待下去，就只是會成為和你前輩一樣的複製品罷了。

作者轉職數次，也曾對自己感覺失望透頂，無論覺得做什麼都覺得自

己很失敗，好像換什麼工作都無法持續，相信很多時候我們也有相同

的困擾。但正是因為遭遇困境才會去思考幸福的課題。正是因為被逼

入絕境，才能痛下決心做出決定。請勇敢的回答：如果繼續維持目前

的生活與工作方式，10年後的你會變得怎麼樣？為了10年後的自己，

放下找到下一份工作再辭職的心態，因為這只會讓你被目前的工作綁

住。只要能做出任何行動都好，那怕再小的行動，都可以讓自己往滿

足心靈的工作更接近一步。讓自己的心靈與時間得到餘裕，自然就能

找到自己熱中的行業，並從中發展出意義來。而有意義的工作是創作

鬥志的條件，也才是幸福工作的關鍵。

    人們想做的事情其實時時刻刻都存在於心中，那些說不出自己喜

歡什麼的人，只是對自己喜歡的感覺故意忽視罷了，畢竟把喜歡的是

變成工作，就好比美夢成真，實現夢想需要努力，同時必須承擔風險，

另外要承認自己明明有夢想卻不感努力追求，這是令人不舒服的事，

於是我們為了維持自尊心，啟動了「否認」機制。作者使用了美國兒

童精神科醫師李歐。肯納的「三個願望」改編技巧：如果出現了一個

精靈，他可以讓你任意實現三個願望，你會許什麼？成年人的願望我

在這裡賣個關子，但相信不會和你的差太遠，接下來是：現在三個願

望都實現了，重點來了：「這輩子，你還想做什麼呢？」Rogers提過

打開新體驗的重要性：遇到某種體驗時，率直誠實的接受自己內心產

生的情感，而猶豫不知道要不要做時，信賴自己的感覺吧。決定工作，

就某個意義而言，就是決定人生，不自己思考並做出抉擇，人生就不

可能變美好。其實就算人生不成功也無妨，因為，同樣是浪費生命，

不如盡情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不是嗎？ 

    那究竟要怎麼開始呢？伊莉莎白。庫伯勒。羅絲這麼說道：「每

個人心中都有關於愛、人生、冒險的夢，但是另一方面，很遺憾的是，

我們卻緊抓著各種各樣的理由不放，認為自己的夢想不可能實現。」

你願意放下那些理由，開始改變了嗎？如果你心動了，1天5分鐘是個

不錯的方法，重點在於：1.微小的行動。2.使人快樂的行動。3.每天

都有餘力做到的行動，除非自己採取行動，否則人生覺不會發生改變。

作者提到：時間就是愛，多愛自己一點，把時間留在你認為有意義的

事情上面吧。作者還有許多小建議，有些常聽到的，要怎麼應用到人

生中又是另一門藝術，有些自身的體驗，就留待你在書中挖掘囉！

    挑戰自己，給自己機會，克服不安，信賴自己的感覺，如果你按

照別人的規則走，你永遠走不出這個迷宮，我們每個人面前都有一片

紅海，想像自己是摩西，憑藉著信心，跨過去吧。最後我想分享蔣勳

說的一段話：「你問我對「35而立」的詮釋是什麼？我覺得是回來做

自己。35歲以後還不知道做自己是怎麼一回事，會很辛苦，你的榜樣

永遠是別人。」親愛的讀者，你呢？

<< 找到天職，你可以幸福工作：日本首創「天職心理

   學」諮商師幫你找到這一生真正想做的工作地圖>>

作者：中越裕史

譯者：許昆暉

出版社：智富

出版日期：2012/12/27

ISBN： 9789866151354/9866151352

1) 美國國家生涯發展協會(NCDA)11月網路研討會

    美國國家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3年11月13日美國中部標準時間下

午1點至2點半舉辦NCDA網路研討會。因應現代人忙碌的生活與高度

壓縮的時間，本次研討會將介紹協助安排溝通和會議交流、蒐集資料、

排定會議行程、維持組織架構穩定性的科技工具和發明。研討會報名

請參考網站：http://goo.gl/B9XSa9。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2) 美國國家生涯發展協會(NCDA)領導學院即日受理申請

    美國國家生涯發展協會第九期領導學院於即日起至2013年12月2日

開始受理申請。為期兩年的課程中將以不超過八人的小班制教學培育

強具備化國家生涯發展能力的領導者。學院詳細課程介紹與報名請參

考網站：http://goo.gl/EYACYJ。

3) 國際生涯發展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Development Conference)
    加拿大教育與諮詢研究院(The Canadi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Counselling, CERIC)旗下機構Cannexus將於2014年1月20日至22日

於加拿大渥太華舉行年度會議。本屆年度會議主題為希望導向的生涯

介入、正向心理學應用於生涯諮商與督導、會前工作坊、線上生涯服

務策略和促進溝通效能等。活動詳情與報名費用請參考網站：

http://cannexus.ca/CX/?q=en。

4) 2014年亞洲太平洋生涯發展協會(APCDA)年會

    亞洲太平洋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4年5月19至21日於夏威夷威基

基海灘舉辦2014年年度會議，將邀請John Krumboltz以”Helping Clients 

Benefit from Happenstance”為題進行演講。另以學校人員、大專院校、

求職成年人等三個族群進行分組討論。大會徵稿至2013年11月15日。

活動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goo.gl/WgHx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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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學的並非僅僅是知識上的涵養，而是幫助他們在畢業時通過

嚴苛的就業關卡，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順利找到理想的工

作。

5) 美國生涯發展協會2014年度全球研討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Global Conference, 2014)
    美國生涯發展協會2014年度全球研討會將訂於2014年6月19日

至21日於美國加州長灘舉行。本次研討會主題為"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Our Secondary Century”。目前尚未開放報名，詳細資訊請參考網

站：http://goo.gl/MfsENS。 

1) 「幫助心靈痛苦的人：心理諮商與治療面面觀(兼

談DSM-V之介紹、解釋與應用工作坊)」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將於2013年11月15日於臺北市立大學舉辦

2013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系列工作坊。此工作坊將邀請孔繁鐘醫師介

紹即將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IV)的解釋與應

用。活動報名請參考網站：http://goo.gl/ynRVQ7。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2) 2013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暨遊戲治療師專業成長

與自我照顧研討會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於2013年11月17日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行

年會。本次年年主題為遊戲治療師專業耗竭之預防、遊戲治療、遊

戲治療師與兒童性創傷，以及修復嚴重創傷兒童的依附關係與遊戲

治療師的自我照顧等精采主題，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共襄盛舉。活動

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atpt.org.tw/news.php。

3)  2013年台灣自體心理學研討會

    台灣自體心理學研究會將於2013年12月21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院大樓600教室舉辦年度研討會。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心理治

療中的動機因素：精神動力取向、論神入、學校機構心理諮商的困境

與對困境的思考：自體心理學的觀點，以及回到那個房間裡的風暴：

關於治療關係的思索。活動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goo.gl/v6r4IS。

                  圖一：校園裡的求職廣告

    韓國大學生們的生涯規劃更是和台灣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在高

度就業競爭壓力下，大多數的學生選擇休學以拉長具有學生身份的時

間進修。英語已是不分科系的基本能力，幾乎每所學校都會設定學生

畢業前必須通過托福或多益考試的門檻。首爾大學、延世大學和高麗

大學這三所明星學校都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必須取得多益650分以上的

成績，商學院或外語學院更是立下了750分以上的高門檻。為了在畢

業那年遞出亮眼的履歷表，學生多會利用一年的時間至海外交換學生

以增進語言能力。經濟許可的就乾脆休學到國外就讀語言學校；沒有

能力出國的也會先休學找工作，一方面增加工作經驗，同時也減輕經

濟負擔。男孩子們為了解決兵役問題，多會選擇大一時休學服兩年兵

役再回到大學讀書，因此韓國大學生們大多會在大學待上五到六年的

時間。求職的困難也讓越來越多人選擇延畢，但不同於台灣學生畢業

後才開始尋覓工作，韓國大學生們都期望能在大四那年找到工作，畢

業後立刻踏入職場。因此延畢不見得能成為緩衝時間的契機，反而會

因此而被要求展現較同期畢業學生更好的語言能力或特殊經歷，進而

成為更大的壓力來源。

    對於四年級的學生而言，這最後在學校的半學期所承受的壓力非

常人所能想像。韓國企業面試大多分成3個階段。以三星電子為例，

其應徵分為3級、4級和系列採用三種。3級採用指凡大學畢業不限科

系皆可參加；4級則針對專門大學畢業的學生進行應徵；系列採用則

是不僅限於三星電子，而是三星集團旗下各大產業的聯合應徵。如此

做法看似試圖打破學歷的迷思和刻板印象，但因如今取得學歷不再是

難事，真正的關鍵不僅是亮麗的成績表現，更重要的是如何從性向測

驗和面試中傳達出「我就是你想要的人、我就是個三星人」的訊息。

因此凡參加3級和4級的應徵者在通過書面資料審查的後還必須參加名

為「三星職務適性檢查(SSAT)」的性向測驗。此性向測驗分為語言、

研習活動紀實

◎記韓國求職季

馬安妮/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

    近年來韓國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國民更是將合一的精神

落實在生活的各層面，像是全民張起一面巨大網子，將艱困與痛

苦聚攏在網子內，努力不使其穿透而破壞了表面的華美，而我像

是無意間穿透這縝密網子的鳥兒，看見這個國家卸下一切頭銜與

稱號後最真實的一面。

    由於學制規劃上的差異，9月是韓國第二學期的開始。對即

將在明年2月畢業的大四學生而言，這最後的學期不僅是求職的關

鍵年，更是大學生活的總體驗收。韓國大學的昂貴費用已成為國

家社會問題之一，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13年的統計

數據，韓國的大學學費在OECD的34個會員國中和8個非會員國中

排名第四，國民對教育經費的負擔感連續13年蟬聯第一。為了負

擔昂貴的學費，除了家庭給予的經濟協助和學校補助的獎學金外，

大多數的韓國年輕人都會在就讀大學期間貸款或尋找家教打工機

會，也因此韓國大學生多選擇在畢業後踏入職場以盡早還清求學

時的貸款費用並確立經濟基礎，少數學生才會繼續留在研究所就

讀。韓國大學與其說是學術機構更像是求職訓練所，學生在大學



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暫停一次】
因從上次出刊至今，各委員會尚未召開會議，因此這期電子報暫不刊登，請各位讀者見諒。

也歡迎大家密切鎖定本學會網站 (www.tcdca.org.tw) ，將提供更多的生涯相關資訊。

識-生涯的敘說與優勢」，本次課程邀同為擔任學會研究委員會委

員的田秀蘭老師及王玉珍老師主講，兩位老師在生涯敘說以及生

涯建構領域均有豐富的教學以及研究經驗，並於大專院校中教導

準諮商心理師生涯敘說以及建構的理論與技術。課程中，田老師

與王老師帶領學員了解生涯敘說相關理論，並逐步建構屬於自己

的生涯脈絡，並透過小組討論活動，讓學員回歸自我，從自身角

度形塑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

    本次「建構自我知識---生涯的敘說與優勢」課程共計有8位

學員參與，課程主題談論「生涯敘說中的自我建構」、「建構取

向之生涯規劃」、「優勢的認識與建立」以及「優勢中心的生涯

規畫」等。上午時段由秀蘭老師帶領學員了解建構取向的生涯敘

說理論以及依循建構取向的生涯規劃技術，讓學員對於生涯敘說

理論內涵有更紮實的學習及了解。下午課程則由玉珍老師帶領學

員練習思考生涯中不同角色之間的平衡以及正負向影響，並從回

顧個人生命的優勢經驗，進行屬於個人優勢中心的生涯規劃。在

活動進行中，成員們對於回顧過去成功經驗以及尋找優勢，均有

再次被賦能之感，亦能理解未來在擔任助人者時，如何幫忙當事

人建構屬於自己生命優勢的生涯方向。

    學員經由課程學習表示，課程的講授有助於「敘述取向的生

涯規畫以及優勢理論有更深入的認識」且「講師溫暖及生活化的

講授，讓學員能輕鬆吸收」等，參與學員亦提到本次課程中的各

項主題都相當有趣且適合體驗，建議未來增加課程時間，以利能

學習地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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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理、推理、常識四部分。語言考的是漢字和韓文的理解能力，例如

辨識漢字、重組句子、詞彙演變由來；數理科在於了解應試者的基礎

運算、資料統整與分析能力；推理則類似我國的性向測驗，考生必須

從題目所給的圖形和敘述中選出最合邏輯的答案；常識則沒有一定的

分野，必須靠多方面吸收新知或從考古題中準備。由於這項考試不會

公開成績和錄取標準，唯一的準備方法就是多做考古題。每當上下半

年求職季開始時，書店中總是堆滿了各式的性向測驗考試解題書，成

為另一種獨特的季節風采。

   

圖二：性向測驗中一般常識考題攻略書；圖三：滿櫃子的三星性向測驗題庫

「我」而是「我們」為中心來思考。當韓國因財團壟斷而受國際詬病

時，大多數韓國人所想的卻是如何為我效力的公司獻上一己之力？9

月底是高麗大學和另一所名校延世大學一年一度的體育競賽―高延戰，

兩所學校都有自己的應援團隊和應援歌，在比賽時播放為自己的學校

加油打氣。其中高麗大學的一首名為「民族的詠唱」的應援歌中的一

段歌詞寫道：「成為祖國永遠的響聲」。只是幫學校加油的歌曲卻寫

上祖國和民族等字眼，但短短幾句歌詞卻成為最清晰的寫照。而韓國

求職不易、高工時高自殺率、校園霸凌等也可說是過於極致的集體主

義而衍生的社會議題。辛苦的求職過程也讓選擇於中小企業就職成為

近年來另一種新興趨勢，但對凡事好強的韓國人民而言，在選擇職業

以先率先考慮的是外界的觀感而非自己的興趣或志向，成為一種在集

體中凸顯個人的象徵形式。秋高氣爽的季節，學生們卻勞心費神地走

向人生中的下個階段，促進韓國在短短50年成為已開發國家的動力之

一可說是民族集體深沉的不安全感。

圖四：各大企業財團的性向測驗題庫

 不僅是三星企業，韓國其他的企業集團如LG、CJ(食品和娛樂

產業集團)、SK、KT集團(南韓兩大電信公司)都有自己的性向測驗。

一直到最後共兩階段的面試後，才算完成了整個流程的求職應徵。

    各大集團要求的人才往往有所不同，一個接一個的面試輪番上

陣也使得韓國準畢業生們必須要上緊發條，直到年底應試結果陸續

出爐，獲得錄取通知後才能告一段落。然而入社後的新入社員訓練

和職場文化又是另一個即將來臨的考驗。不僅是大學，韓國人民生活

各階段的每個團體都像一個又一個的工廠或訓練所，讓人們不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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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