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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專論一]跨界築夢的生涯實踐（三）：創新社會經濟篇

作者群：林美珠 陳雅玲 楊馥名 陳蓉 林繼偉 林偉信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

    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

    --牧羊人的奇幻之旅

    當「『旅行』不只是旅行」時，還可以有什麼其他可能性？

    相較於一般的旅行常常是對旅行地無深刻的生命交集與連結，

最後僅留下類似「我曾經去過」的表面印象，現在，有許多青年

開始跳脫以往走馬看花的旅行方式，讓旅行不再只是旅行，而是

連結到更深刻的生命反思。這類的旅行移動結合了公益、社會關

懷及文化深度體驗等元素，通常會在旅行後開始有了「在那趟旅

行中，我發現…」及「在那趟旅行後，我決心要…」這類的生命

反思，並能進一步獲得一種新的生命態度及改變，重新定義生活

及面對自己，甚至延伸出一種特別的創新社會經濟之行動。

    這樣的改變來自這些青年在身處異地的旅行移動中，獲得更

多機會接觸到來自各種不同背景、專業領域與成長歷程的青年，

彼此能夠在觀念上互相激盪、跨界學習；或是因為有機會深入社

會的真實底層而能洞察及發現當地的社會問題，因此許多事情不

再像過去習以為常的視為理所當然。旅行中的所見所聞也常會因

時空的轉換而增加再思考與再詮釋的空間，在移動中產生了更多

的靈感與想像，激發出一些創新及改變的想法，進而想嘗試去解

決某些在地的或是自己的社會問題。

    因此，這些青年在移動旅行後，對世界有了重新的認識與不

同的想法。有些人選擇離開了原來既有的單一職涯軌道或開始跨

界拓展，投入了更具有社會價值與啟發性的社會創新行動，展開

個人社會創業之路，進一步將熱情及使命感轉化到實務的操作中

去實踐理想，開啟旅行、工作、生活交集織合出的多層次的生命

面向。

    創辦「棉樂悅事布衛生棉」的念慈，在尼泊爾帶志工團隊時，

發現當地婦女在月事期間受到歧視及汙名化的對待，返台後決定

離職，在尼泊爾創立布衛生棉工作室，培力及訓練當地婦女，提

供村落婦女就業，並在當地進行衛教工作及女性賦權的實踐。以

及「歐北來冷門景點復甦計畫」團隊，透過旅行方式將台灣各地

冷門景點及小人物的故事書寫在網路社群上報導出來，進而發展

出旅行文創產品及推展出部落小旅行。

    這兩組青年在旅行的移動中反思及發現問題，並且能從微小

處著手開始改變及創新，將限制翻轉成機會，在不斷反省及尋求

各種資源與連結中，努力突破及成長，即使未來的路雖仍需要面

臨各種挑戰，但他們相信自己的微行動實踐具有正面的社會影響

力及啟發性。

Love Lady Pats：棉樂悅事

    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後任職於非政府組織(NGO)的年輕女孩-

念慈，多年帶領學生志工到開發中國家服務。一次在南印度生態

村偶然與布衛生棉發生了第一次的邂逅，使她聯想到過去在尼泊

爾當地對婦女經期污名化現象的觀察經驗。這個偶然的連結正是

尼泊爾「Love Lady Pats棉樂悅事」布衛生棉社會企業的發想起

源。它是一個想與社會連結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創新經濟模式。

                             起初，為了瞭解當地婦女對於

                         布衛生棉的喜好與需求，念慈在尼

                         泊爾進行深入訪問式的調查，發現

                         當地婦女特別喜愛鮮艷的桃紅色，

                         不喜歡象徵哀傷的白色。在著手進

                         行調查的同時，她也積極地蒐集各

國的布衛生棉版型。篩選了幾種布衛生棉版型後，念慈與她的工

作夥伴們便開始以手動車縫的方式試作布衛生棉。

    草創初期，面臨著資金有限的困境，巧逢一位台北的社區居

民捐贈了一批老阿嬤生前收集的花布給工作坊，以及社區縫紉教

室(生活者工作坊)的資源協助，促使念慈的創業之路能順利的展

開。接著，她將第一批布衛生棉帶到尼泊爾，並舉辦布衛生棉手

縫工作坊。出乎意料地，工作坊在當地獲得婦女們的好評，許多

婦女詢問想要更多的話可以到哪裡購買。當地婦女們對於布衛生

棉的需求，引發念慈參與「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的申請，

並獲得肯定與經費的資助，因而得以進一步開展更大規模的布衛

生棉創新社會經濟行動。

    這項創新社會經濟行動的第一步，念慈開始訓練當地婦女手

作縫製布衛生棉，隨後在當地的小農市集擺攤，以在地婦女付得

起的價格進行販賣。同時，念慈也在尼泊爾對婦女進行衛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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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她們重新思考與翻轉自己和生理期之間的關係，試圖改變當

地少女在第一次經期時被強迫隔離的不合理現象，並且為女性賦

權，讓婦女在男尊女卑的社會中重新看見自己與肯定自己，以及

珍惜自己的身體。除此之外，由於拋棄式衛生棉這樣的一次性使

用的物品，不僅是資源的浪費，更對環境造成不少的傷害，布衛

生棉的可重複使用性以及使用週期長，對環境是較為友善的。念

慈透過其創新行動喚起尼泊爾人了解他們目前所存有原始環境的

美好。她的行動展現的是期待女孩能夠擁有更健康舒適的生理經

期，同時也能夠符合永續的環保理念。在這樣的作為中，念慈表

達出她推廣布衛生棉目的之一在於：

        我們也會去做一些翻轉，重新讓女性去思考她自己和

        月經的關係。所以我們叫棉樂悅事就是快樂的棉花，

        就等於是用天然的素材去創造身心喜悅的時光，那我

        們就是希望可以用一個很環保、正向和愉快的態度去

        探討這樣的議題。

    念慈的創新行動不僅提供尼泊爾村落婦女就業機會，帶領當

地人認知並改變過去對生理期的污名化思維，同時，更將布衛生

棉在海外販賣的部分利潤回饋給當地的婦女基金會。

    而在另一頭的台灣，念慈也與她的夥伴們舉辦了「布入尼國

女兒心」的布衛生棉推廣活動，積極的宣導布衛生棉的環保材質

與永續理念。出乎意料地，這樣的行動同樣地也引起許多人的討

論與迴響。活潑的推廣活動不僅在活動現場引發現代輕熟女與阿

嬤之間的跨時空的趣味對話，甚至吸引來自海外團體的邀展，目

前已先後於台灣、香港等地陸續舉行過展覽，五月份將在澳門舉

辦展覽，今年也計畫到日本辦展並推廣布衛生棉的理念。

                           布衛生棉創新社會經濟行動就在

                       念慈不斷的反思與實踐中持續發酵著，

                       這一連串的行動本身，蘊含著許多念

                       慈因文化衝擊下所孕育出對女性議題

                       的體悟、對尼泊爾婦女的關心，以及

                       對尼泊爾經濟與環境議題的關切。布

                       衛生棉社會企業的實踐行動，其實正

                       在展現一股不容小覷的旅行者微行動

                       的社會影響力。

                            （圖片來源：棉樂悅事，攝影by林秀蘋）

復甦冷門景點：「歐北來」團隊

    生命中的偶遇也可以形成社群，催化跨界的微行動，進而發

展出社會創新經濟行動。「歐北來」團隊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2012年世界公民島環遊世界」參選企畫案落榜的遺憾，反而讓

四個志同道合、熱愛旅行的年輕人有機會齊聚一堂、相互分享彼

此的想法，進而共同組織成一個跨界結合的「歐北來」團隊，開

啟了另一種認識台灣的實踐方式。他們計劃從自身開始去重新認

識台灣，進而再把自己和台灣帶出國與國外人士分享。就這樣，

結合擁有不同豐富跨界資產者的「歐北來」團隊，靠著成員們各

自在設計、行銷管理、企劃以及傳播等領域的專業能力，率先實

踐「冷門景點復甦計畫」，繼而發展部落小旅行，開創出系列社

會創新經濟行動。

    「歐北來」團隊認為所謂的冷門，並不是真的不受歡迎的意

思，反而是那些隨著時代洪流漸漸消失的美好記憶。為了保存台

灣曾經存有的這些美好與感動，像是巷口十里飄香的古早味麵攤、

雜貨店裡一顆一元的糖果等，「歐北來」團隊透過旅行移動、深

入貼近台灣各個角落的方式，蒐集在地文化、故事及景點，並經

由實體出版品、網路平台，以及部落小旅行等方式，紀錄、創作

與延續著這些眾人記憶中雖是冷門，但卻是十足美好的事物。

                         至今，「歐北來」的實體出版品已

                     小有可觀，包括《全台精選60處》、單

                     曲及筆記本等。在《全台精選60處》中，

                     他們詳細標記了台灣北、中、南、東，

                     以及澎湖等地，經過他們親身探訪值得

                     旅人一窺究竟的美好事物。書中還附送

                     在旅程中的創作歌曲，激勵大家勇敢開

                     展自己的旅行。「歐北來」的筆記本，

                     也是力求符合旅人需求的產物，裡頭的

                     設計讓旅人更方便地黏貼車票、紀錄旅

行規劃、花費與時間等，以便往後與他人分享或回味旅行經驗與

規劃。除此之外，這些商品在「駁二設計展」擺設時，所達到的

高銷售量，引發了文化創意公司25togo與「歐北來」合作的興趣，

因此，未來「歐北來」的出版品可望在「誠品」書店陳列及銷售。

    歐北來」微行動的另一個主力點：部落小旅行，則是「歐北

來」與部落共同進行旅程上分工合作的創舉，目前已展開合作的

對象是花蓮萬榮鄉的馬遠部落。在部落小旅行的旅遊行程設計上，

「歐北來」試圖顛覆旅人對旅行的既有想像，採取現場「經驗到

什麼就是什麼」的方式，讓旅人能以更自然的姿態融入當地去體

驗。在帶隊解說上，「歐北來」則是創造了馬遠部落青年回鄉的

經濟支持，提供他們開始重新認識自身的文化傳統，以延續與發

揚其獨特的文化傳承的機會。同時，透過帶隊解說的過程，馬遠

青年與對馬遠部落感興趣的旅人彼此分享起自身族群的美好事物。

一場部落小旅行，搭起了一座跨越族群文化界線的橋樑，使得原

屬於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個體，有機會融入體驗彼此的生活。「

歐北來」團隊如是的詮釋他們對旅行的理解：

        歐北來在做的事情，我們一直都認為不只是旅行，因為

        旅行可能都只是介紹你很多很棒的景點，你要去看什麼

        畫展、具知名代表性的故事。但是我們真正在做的事情

        是，你要去了解這個地方真正是怎麼樣在生活，所以我

        們是要學習一種有別於我們在都市生活的方式。

    隨著馬遠部落小旅行型態的穩定，「歐北來」也展現出社會

企業所強調「永續發展」和「在地」的精神，逐漸將部落小旅行

的經營轉移給當地人自行運作，以支持部落發展出自己獨特經營

走向的主體性特色。「歐北來」認為：

　　　　這件事情本來就是要留給在地的自己能夠運作，馬遠部

　　　　落這個地方，我們不希望它以這個成為他們的主要收入

　　　　來源，這個之後，他們可以開闢別的就是以他們的主動

　　　　性去找這些東西。

    近日，「歐北來」也開始開闢另一條新的路線，與花蓮豐濱

鄉港口部落合作。「歐北來」看到了由於港口部落人口的外流與

老化，許多先人遺留下的文化資產，像是潮間帶採集、跑浪等諸

多部落珍貴的海洋生活文化，都正面臨著岌岌可危的窘境。因此，

再一次以部落小旅行的設計概念投身於港口部落中，「歐北來」

除了試圖延續不同於馬遠部落山林生活文化的海洋生活文化外，

更是秉持「歐北來」團隊一貫的理念，試圖透過旅行的形式，喚

起大眾對旅行意義的再省思。

    「旅行不僅是旅行」，這是「歐北來」的微行動實踐一直不

斷的再向我們證明的。「歐北來」原初的《冷門景點復甦計畫》

只是為了保存台灣曾經存有的美好與感動，卻在與部落跨界合作

的小旅行中，逐漸地發展出社會性創意經濟機制。而此一經濟效

益的範圍早已不僅侷限於金錢經濟，甚而擴及到文化傳承、族群

溝通、體驗學習以及社會支持等諸多方面的豐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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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北來」，以台語發音是「胡亂搞」的意思，但此跨界合

作的團體卻一點也不亂來，反而是以創新、想像、和願景結合成

的微行動積極地構築出一個讓冷門景點與原住民部落得以活化的

完整社會景觀。

結語

    當今社會關注青年的就業問題，包括高學歷失業、學用失調、

全球化與跨國流動等。於此同時，我們觀察到許多大學教育對於大

學生畢業後的生涯徑路卻多是兩極思考，不是繼續升學，就是考入

公務門或雇用於私人企業，對於個人創業的生涯途徑甚少探究。此

外，對於青年就業的生涯想像，若非資本主義下的營利模式，則是

社會主義下的非營利公益模式。而近來，不管是國內外，開始有青

年人在關心社會問題並試圖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也在創新一種有

別於資本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非營利的創新模式，這股風潮被統為

「社會企業」，或如本文所稱「創新社會經濟」。

    本文以一位青年及一組青年創意團隊為對象，描述他們在創新

社會經濟的行動緣起與故事。這兩個案例都同時具備了社會性和經

濟性兩個重要的元素。所謂社會性元素，指的是行動自身實踐出一

種社會價值。棉樂悅事側重的是女性愛護自己、愛護環境，及愛護

尼泊爾許多未被現代化污染的在地生活好模式。歐北來關注的是看

見跟愛台灣這塊土地、復甦冷門景點，以及挖掘被遺忘的故事。這

兩個案例又跟一般的公益或慈善事業不同，雖然一開始都是從想為

社會貢獻些什麼，從而啟動了創新生涯行動。但創新行動下也兼顧

經濟模式，也就是他們的社會實踐產出一些實質的經濟效益。而此

經濟模式是鑲嵌在社會價值之下運作，具有一種社會影響力：棉樂

悅事的具體社會影響力呈現在與在地婦女協力，以及提升在地婦女

經濟以及地位的指標上；「歐北來」的協力部落小旅行，則是以部

落的生活方式為主，讓旅人貼近部落，融入與體驗當地的文化生活，

而不只是一個由外地闖入的消費者而已，同時也建構一個讓部落年

輕人可以返鄉的意義和遠景。

    再就經濟性這個元素來看，創新社會經濟的生涯模式，非關個

人事業的擴張，而是協力事業的興革。「歐北來」的協力對象是逐

漸被遺忘與荒蕪的景點與部落，而棉樂悅事的協力對象是尼泊爾鄉

村的弱勢婦女。這樣的經濟協力機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陪伴

與協力。在此協力事業的運作下，「歐北來」的獲利多數回饋到部

落，小額比例則進入團隊基金；棉樂悅事的獲利分配則是放在三位

培力的尼泊爾婦女工資及當地的婦女基金。

    從創新社會經濟的生涯實踐中，我們看見當代青年走出一條跟

傳統不同的生涯路。他們著手建構以創新社會影響力為核心的事業，

且兼顧其合理獲益，對於生涯教育與輔導工作者帶來許多嶄新與實

際的啟發。

（本文經故事的主角-念慈、阿達同意後發表。感謝王文秀教授對本

文初稿的閱讀與指正）

[專論二]支持心理師維持碩士以上學歷的應考資格

黃素菲/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心理師的專業生涯發展

包含心理師的市場、專業品質、社會定位及教育制度

本會呼籲全體會員支持心理師維持碩士以上學歷的應考資格

    蘇清泉立委於101年提案擬修心理師法第二條文，將心理師應考資

格從碩士以上學歷改為學士資格(以下簡稱本案)。當時全聯會、諮商心

理學會、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臨床心理師全聯會，即展開一系列回應，

包括發起反對下修應考資格的網路聯署、提出書面聲明稿、拜訪衛生福

利與環境保護委員會的立委及蘇立委本人，表達反對之意。這件事涉及

心理師的專業生涯發展議題，包含心理師的市場、專業品質、社會定位

及教育制度等等，十分複雜。本會呼籲全體會員支持心理師維持碩士以

上學歷的應考資格。

    本案公聽會已於2月24日10時至12時50分假立法院群賢樓802會議

室召開，蘇立委邀請18所心理系和18所諮商相關系所、6個醫院協會、

教育部、衛福部及健保署、考選部、勞動部，以及諮商/臨床的學會

和全聯會等單位代表參加此公聽會，國民黨團書記長費鴻泰立委也到

場關心並全程參與。會中蘇立委及江惠貞立委表達對醫院聘不到心理

師的憂心，並表示期望讓大學生多一個就業選擇機會。與會的各大學

系所主管或教授代表除了少數學校表示支持之外，絕大多數的學校系

所及各學會和全聯會均持反對的態度，也有少數認為至少要有配套措

施才適合下降學士應考資格。

蘇清泉立委的提案書原文如下：

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委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中華民國101年9月15日印發  

院總第 1558 號 委員 提案第 13833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清泉、江惠貞、吳育仁等 19 人，鑒於現行心理師法規範，

心理相關系所碩士畢業，經實習至少一年後，才得以參加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

理師的考試，考試通過才能取得心理師證書。目前其他醫事人員的考試資格，

皆以專科以上學校相關科系、所、組畢業皆可報考，包括： 藥師、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士等，唯獨心理師需碩士

畢業才具報考資格。此外，心理師的市場人力需求出現嚴重不足的情況，主要

導因包括：(1)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4 月 9 日公告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要求： 

「醫院員工設置超過 300 人，應有 1 人以上；但員工超過1,000 人者，應增聘 

1 人」，依此標準估計全國醫院心理師的缺額達 146 人，特別是區域醫院心理

師配置人力符合新標準的醫院僅達 50%；(2)加上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得獨

立設立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使得市場的心理師需求更為擴大；(3)大型企

業針對員工的心理健康，需設置心理師提供職場心理諮商的工作，以預防員工

自殺或跳樓事件的發生，更積極的規劃員工協助方案，更有大型台商企業從台

灣聘用大量專業心理師赴陸提供員工專業心理諮詢服務；因此整體心理師人力

市場缺額估計超過千人，心理師人力嚴重不足。故修改現行法，爰提案修改「

心理師法第二條之草案」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心理師法第二條規範，心理相關系所碩士畢業，經實習至少一年後，

才得應臨床心理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委師或諮商心

理師考試，考試通過才能取得心理師證書。但其他的醫事人員的考試資格僅為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即可，包括： 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護理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士等，此規定過於嚴格限縮心理科系的大學畢業

生專職就業的機會，過度保護既得利益者之心態可議。 

二、目前醫療市場臨床心理師及諮商心理師的需求激增，主要原因包括：(1)今

年衛生署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增加醫療機構應配置的心理師人力；(2)依心理師

法，心理師得以設置獨立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執業；(3)企業組織聘任專任

心理師，作為機構員工的心理輔導及心理健康專案之推動工作；市場心理師人

力出現嚴重不足的現象。 

三、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乙份。 

 

提案人：蘇清泉 江惠貞 吳育仁 

連署人：徐少萍 王育敏 蔡錦隆 陳雪生 鄭天財 呂玉玲 邱志偉 羅明才 陳鎮湘 

廖正井 邱文彥 詹凱臣 紀國棟 林郁方 簡東明 盧嘉辰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

商心理師公會 全聯合草擬的共同聲明摘錄重要內容如下：

一、、本案提案原由三點，三會經分析衛生署及考選部等公部門資料，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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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無關心理師人才/人力不足問題，茲先分別敘明如下：

(1) 衛生署增加醫院應配置的心理師人力，使全國醫院心理師的缺額達146

人，特別是區域醫院心理師配置人力符合新標準的醫院僅達50%。

    自民國90年通過《心理師法》迄今已取得證照者，諮商心理師計2408人、

臨床心理師計1179，合計3587人；未來每年各心理與諮商相關系所培育心

理師並考取證照者預估達300人以上；又目前任職醫院之諮商心理師計61人、

臨床心理師計619人，合計680人(統計至102年5月)。依衛生署101年4月公告

之「醫療機構人力設置標準-心理師部分」，全國醫院精神急性病床與一般

急性病床所需心理師員額計473人(含綜合醫院357人/精神科醫院47人/精神

科教學醫院69人)。 

    前三項數據資料顯示：心理師人力供給面大於需求面，也顯著多於「

醫療機構人力設置標準-心理師部分」所規定的人力。因此，本案所提區域

醫院招募不到足額心理師人力，應與人才培育和放寬應考資格無關，根據

學者研究或學會調查發現，醫院環境的福利待遇或勞動條件亟待改善提升，

才能提高更多心理師投入醫療場域工作的意願。 

(2) 心理師可以設置獨立的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導致「心理師人力

出現嚴重不足的現象」。

    事實上，目前取得心理師證照者已逾3587人，已如前述；然迄今自行開

業之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卻非常少，心理諮商所計43所、心理治療所

26所(統計至102年5月)。因國人自費求助心理諮商與治療的觀念待強化與

普及化，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出現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大量成

立而需要大量人力的現象。現階段醫院仍為心理困擾或精神疾患之民眾就

診的主要場域，為期健全醫院醫療服務品質，並照顧低收入戶、弱勢族群

與偏鄉民眾(難以自費尋求心理諮商與治療者)，達成政府施政促進全民心

理健康的目標，醫療院所更應落實心理師的聘任，且諮商心理師執業項目

更應及早納入健保支付範圍。本案所提本點原由應無關「心理師人力出現

嚴重不足的現象」。

(3) 企業聘任專任心理師推動員工心理健康，使得市場的心理師需求更為擴

大…，導致「心理師人力出現嚴重不足的現象」。

    企業係以營利為目標，每一企業機構對員工身心健康皆有不等程度的

關心與不同機制的作法。現階段企業已聘任相關人事人員或輔導人員協助

照顧員工，因其工作性質多為一般員工協助、生活輔導、人際輔導與職場

輔導，故大學校院之應用心理系、工商心理系、人力資源系或輔導諮商學

系等科系的畢業生已可勝任。又企業員工即使有心理困擾或精神疾患，因

擔心同儕眼光、雇主歧視或工作權益受影響，其求助企業單位內心理諮商

與治療的意願非常低，絕大多數員工會對外求診於醫療院所，以維護其病

患隱私權。基於此，加上企業人事成本等考量，企業聘任心理師的人力意

願非常低，亦無關心理師培育及放寬應考資格的提案原由。

二、心理師人才培育宜有更高標準的修業年限與專業素養：精神疾患與心

理困擾有其複雜成因與專業處遇，因此心理師應接受更為嚴謹且修業期較

長的養成教育，如醫師與藥劑師等。今若修法放寬心理師應試資格將碩士

以上學位改為學士，因大學校院之心理或輔導等相關科系的教育目標與課

程規劃非定位於培育醫事人員；又依《心理師法》、《心理師法施行細則》

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等相關規定，心理師

的養成培育除須接受研究所層級的專業訓練外，亦須一年的全職駐地實習

並接受督導，方能報考專技人員心理師的國家考試。如此一來，現有大學

校院相關系所課程與教學事必受到衝擊，另未來每年教育、心理、輔導與

諮商等相關系所學士與碩士畢業生逾2500人，醫療院所能否提供足夠的實

習生實習更是一大問題，也嚴重影響醫事人員的工作負荷與醫療院所的醫

療環境，不可不慎。

三、心理師應有更明確的職涯定向與更成熟的人格涵養：除專業素養的要

求外，心理師的人格成熟度與生活歷練，亦為處理心理困擾與精神疾患的

重要條件，以期能高度同理並洞察當事人的需求與感受，並適切的介入處

遇策略與技能，提高心理諮商與治療的成效。今大學生的素質經常引起國

人關注，大學畢業生平均年齡約二十三歲，大多生涯未定向，處於生涯發

展的探索期。基於前述考量，大學畢業生進入醫療場域能否勝任處理精神

官能症或社會生活適應障礙等個案或病患，令人憂心。目前諮商心理相關

系所的研究生平均年齡約為二十八歲，較大學生年長、生活歷練多，多數

人(含在職進修者)已有工作經驗，較有人格成熟度與職涯穩定度，且修讀

諮商心理相關專業多為個人的志趣或志業，較能專注投入且具備精熟的心

理衡鑑、心理諮商與治療等專業能力。

四、歐美先進國家心理師多為碩士以上層級人才：國外心理師之應考資格

大多規範為碩士層級，如澳洲、比利時、芬蘭、德國、瑞典、南非等；美

國、英國與加拿大等國之心理師資格甚至規範為博士學位。十二年前訂定

《心理師法》以碩士以上學位作為應考資格之要求，係經過許多專家學者、

公部門人員及相關人士多次討論、深思熟慮的結論與共識。今未徵詢專業

人士意見，也未經公聽會等方式討論，僅因心理師人力不足支應醫院員額

所需(非事實已如前述)而將心理師之應考資格改為大學畢業，嚴重損及全民

醫療權益，衝擊心理諮商與治療品質，也違背諮商心理專業發展的國際趨

勢。

五、降低應考學歷要求，有違國家對於專門職業人員之期許：依《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

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

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並依法律應經考

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之立法精神與實質內容，有鑑於精神疾患或心理

問題之複雜性與嚴重性，有時往往涉及自殺或攻擊等社會議題與生命安全

情況，因此，《心理師法》對於心理師責任與義務的要求，等同於對醫師

或遠較其他醫事人員更為嚴格。準此，對於心理師養成教育及應試資格的

規範，應更為嚴謹而非寬鬆，如此方為國家授與此一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證

書之本意與初衷。

六、現階段國內外諮商心理相關研究所培育的心理師人才已相當充裕：目

前以國外學歷報考心理師的人數已有日漸增多趨勢，每年申請國內全職實

習者(以符合應考資格)相當多。除此之外，國內大學校院諮商或心理等相關

系所每年培養心理師的人才人數並未少於其他專業系所或醫事人員，確實

足以因應未來就業市場所需人力。目前國內計有32所培育諮商心理師的研

究所，估計每年招生多達500人，至於培育臨床心理師之研究所約有14所，

每年招生約120位研究生。因此，相較於其他專業系所或各類醫事人員，現

有招生及培育兩類心理師的人數絕對充裕，足以提供職場、社區或醫療機

構所需。若修法放寬心理師應試資格將碩士以上學位改為學士，未來報考

心理或諮商等相關研究所者的人數與意願必然大為降低，「量增/質降」的

現象必然發生，屆時再修法調回碩士以上應試資格，恐為時已晚。

七、提升醫事人員的素質與醫療服務品質，以回應各界的心聲與訴求：提

昇競爭力與促進全民健康已是國家重要的政策，亦是社會各界人士普遍的

共識。近來年，包括護理師、醫檢師、職治師等醫事人員，乃至禮儀師、

社工師等各行各業無不提昇其業內專業人員之學歷要求，今擬修法降低心

理師應考資格學歷的規範，不僅與國家提昇人力素質之政策及社會各界期

望相違背，且短時間內心理師人數將快速增加，造成下列嚴重之負面影響

與後果：

1.將目前已然偏低之心理師薪資待遇水準更拉低，未來將難以吸引優秀人才

投入與選擇此一專門職業；2.降低心理師自我要求提升專業知能與在職進修

之需求；3.降低國人對於心理師之專業信任感與求助意願，衝擊心理諮商與

治療的專業形象與地位；4.嚴重影響國人心理健康之照顧，激化目前已然日

益嚴重的心理健康影響社會安全的現象；5.損及弱勢族群、低收入戶與偏鄉

地區民眾的醫療權益，影響全民的心理健康與醫療服務的品質。 

懇請立委尊重民意與專業意見，支持心理師報考資格維持《心理師法》第

二條規定，以維護醫事人員的專業水準、社會大眾的醫療權益及醫療服務

的品質，「確保心理師專業素質．共同為全民心理健康把關」。

    這件事涉及心理師的專業生涯發展議題，包含心理師的市場

、專業品質、社會定位及教育制度等等，十分複雜。相關報導與

資訊，可以參閱下列網頁之報導：

◆立委愛生氣 http://anntw.com/articles/20140224-NXPJ

◆心理師修法爭議 立委集思廣益 http://goo.gl/ACOuLM

◆學界：心理師考照 資格限定碩士 http://goo.gl/IiLQvO

◆立院公聽會出糗 心理師笑在「心裡」 http://goo.gl/4Fhf5Q

◆心理師資格下修 師資恐難負擔 http://goo.gl/thXT9E

◆心理師修法爭議 立委集思廣益 http://goo.gl/mS0D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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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參考腳本，讓參與學員得以在團隊中依據該腳本修改成自

己的結構內容，並反覆地透過大聲的口語練習，發現許多學員皆

在團體結束後，感到自信的提升，並讓其往後與他人談論求職相

關活動也感到更有信心。

4.營造社會支持系統 : 求職是一段很悶的心理歷程，因個人不總是

能掌握最後決定權，故求職行為的啟動、面試通知地等候，甚至

是被錄取的就業準備或被婉拒時的心理調適，假若身旁沒有適當

的社會支持系統，往往容易導致求職者陷入較為負向或無助的情

緒與自我否定的思維。因此，求職團隊可當場營造相互支持的氛

圍，提供相當重要的社會支持功能，除團隊的專業引導員可適時

地提供適當的觀念引導外，團隊夥伴間亦可相互陪伴與資訊交流，

皆有助於降低求職者在求職歷程中輕易地因個人缺乏支持與指導

而停滯前行的可能性。

    求職團隊並非在校園輔導教室經常實施的成長團體一般，有

著舒服的沙發和抱枕，反而在硬體設備上可以較類似辦公會議室，

當場可以提供電腦、印表機、面試桌等設備。讓團隊所有活動皆

可在現場完成。在美國求職團隊一梯次約五個工作天，其中包含

結構性活動外，也涵蓋1對1諮詢，讓成員在團體外仍可與引導員

針對個人狀況提供諮詢與建議。在團體結束後，引導員可考慮利

用線上系統如Facebook或LINE等免費通訊軟體，成立求職團隊社

群，讓成員們在離開團體後仍可相互交流，分享目前個人的求職

進度及狀況，甚至成功求職者能在線上與其他夥伴分享其成功的

求職經驗及提醒，相信都可以做為求職歷程中持續前進的心理資

源。求職俱樂部(Job Club)的概念在美國已行之有年，在台灣則

曾有單位以戰鬥營的形式承辦，在此筆者僅針對求職團隊的概念

特性做簡要說明，也期望對有意從事職涯發展或求職輔導的從業

人員在設計協助方案時予以參考，期望求職者能透過此求職團隊

的運作，掌握到「今日按部就班、明日準時上班」的原則與要領。

本期播放：親情無價 The only truth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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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倫從小崇拜身為文學大師以及教授的父親，對於賢妻良母

式的母親十分不屑，長大之後她更是一心以父親為榜樣，每天超

時工作，希望能有所作為。當醫生證實凱特罹癌後，艾倫被迫回

到家中照顧母親，她從憤懣、不滿的情緒，逐漸進入母親的生活

求職文化

求職就是一份工作:淺談求職團隊的概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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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二月份，我曾受邀至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擔任青年求

職團體的引導老師，我邀請學員們分享個人在求職歷程的情緒及想

法。各種不同的感受隨之分享了出來，如「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等待期間的悶」、「不知為何被拒絕的無奈」、「沒經驗與自信

所帶來的恐懼與害怕」。面對這些情緒與想法，誰將是青年求職者

可諮詢及精神依靠的支柱呢? 在筆者經驗裡，畢業後的青年多數仍

以父母、朋友作為討論的對象，然而大多數家長或朋友們對正確的

職業發展專業知識較為匱乏，甚至對孩子的職業發展也常流於學以

致用，甚至安定為原則。這確實可能影響了青年職業選擇及歷程的

外在行為與內在心理狀態。

    在求職行為歷程中，個人職業優勢探索、目標設定、求職技巧

練習及資源運用等要領皆為求職者應依序掌握的要素。假若求職者

不瞭解自己的求職優勢、不清楚具體的求職目標，相信難以撰寫出

具亮點的履歷內容，更難以爭取面試機會。此外，無法掌握有效求

職管道、求職資源的求職者，通常僅認為尋職即在線上投遞履歷，

然後開始進入海上漂流之旅，隨緣地等候到天荒地老，甚至最後淪

為懷疑自己職業能力的停滯狀態。

    在此，我提供一個求職團體運作概念給正在或未來想從事職業

發展及求職輔導的閱讀者。在美國將此團體稱為Job Club(求職俱樂

部)，我雖引用其精神，但我稱該團體為「求職團隊(Job Search 

Team)」。在企業經常以團隊(Team)來經營業務，團隊成員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ex)，即工作績效指標。換言

之，將此概念放在求職團隊的成員來看，團體成員來到這團隊裡，

就宛如已經上班，求職行為就是你的工作項目與內容。以下筆者針

對求職團隊的特性分別擇幾項要點進行簡述說明:

1.求職行為被視為一份工作：多數求職者思考著擁有一份賴以維生

或大展長才的工作。到職後開始著上下班的日子，從事老闆所交付

的任務，這是我們一般認知的工作生活。相同的，當我們面對求職，

亦可將其視為一種工作。求職團隊是一種結構性團體，該團體運作

可以是全天、亦可為半天。就像企業上班擔任正職或排班兼職一樣

的時制運作。該團體將由訓練有素的生(職)涯發展引導師帶領，並

依照標準化結構、單元、活動程序來操作。每位成員須遵循指示完

成各項程序所分派的任務，且多數活動都在團體內進行實作與討論，

並獲得專業回饋與指導。

2.正確職涯發展及求職觀念的傳遞與指導：透過求職團隊結構性單元

的安排，可以讓訓練有素的引導師藉由概念教授及活動討論等形式，

讓成員有效地學習到正確的職業生涯發展觀念，如人境契合、求職

優勢探索、職業工作內涵、產業特性與選擇及目標設定原則等議題，

並在討論中適時地針對參與者目前的狀況給予回應，讓學員在團隊

中培養正確的態度與知識，以利面對求職歷程的各階段。

3.提供標準腳本與練習：在團隊活動中，引導員會提供履歷、面試

的腳本讓參與學員參考及練習，強化個人表達及社會技巧，其中包

含求職時的書面溝通及人際溝通(如自傳書寫內容、口語自我行銷及

打電話給潛在雇主或有利求職機會的關係人等的腳本)。在筆者實務

輔導經驗裡，許多青年求職者經常認為自己的表達能力差，進而影

響其在面試時的自信心。筆者認為部分求職青年的口語能力沒有問

題，缺乏的是表達內容的結構與聚焦的內容。在實務經驗中若適當



世界，透過艾倫的眼睛，讓觀眾看見父親榮耀光環下的自私冷漠，

也對比出母親看似平庸的真實溫暖；因為凱特面臨的死亡陰霾，

使家人心靈深處的秘密得以交流，正視生命潛藏的渴望。弟弟布

萊恩放棄毫無興趣的學業，選擇喜愛的工作；艾倫雖然丟失熱愛

的工作，卻重新覓得生命重心的愛與關懷；那位才氣過人的父親

卻發現愛妻才是自己文學生命的女神，無法面對生命的巨大失落，

只能夜夜在小酒館買醉。死亡將家庭所有成員都推向生命底線，

在底線上重新面對真實，也開展新的生命意義。

導演、編劇：

美國 / 1998年 / 彩色 / 128分鐘

    故事改編自普立茲得獎作品安娜昆德蘭所寫的同名小說，由

卡爾富蘭克林 (Carl Franklin)執導，金獎得主梅莉史翠普、威廉

赫特及芮妮齊薇格主演。劇本則由凱倫克羅納所改編，製作人為

哈利烏富蘭及潔西比頓，監製則由萊絲里摩根及威廉威爾森三世

擔任。

演員：

梅莉史翠普  飾 凱特 (Katt)

芮妮齊薇格  飾 艾倫

威廉赫特    飾 喬治

湯姆艾佛瑞特史考  飾 布萊恩

  

得獎記錄：

獲得金像獎及金球獎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影片導讀：重新檢視「成敗」、「好壞」與「對錯」

    『親情無價』這部電影讓我們得以重新看待一個母親的生命，

還原母親作為女人的主體性，它不是光環加冕式地去歌頌一個母

親的「偉大」，而是還原母親做為一個人。讓我們看到了在父權

體制下被扭曲的母親、以及母親與孩子的關係(特別是母親與女

兒)。

    重新檢視父權社會所建構的「成敗」、「好壞」與「對錯」。

故事就從一個哈佛畢業、事業心強的女記者艾倫說起，艾倫從小

就景仰身為文學院長以及嚴肅小說家的父親，對於典型家庭主婦

而且叨叨切切的母親簡直不屑一顧。就在艾倫的事業稍有起色的

時候，不料母親罹患癌症，在父親的要求下，艾倫只得心有不甘

地放下工作回家照料母親，也因為這一機緣，讓艾倫有機會窺見

家庭種種不為人知的辛酸，重新看待父親母親的真實面目，檢視

她與父母的三角關係。但也因為這一個心靈旅程，讓艾倫與母親

的關係重新移動。在母親的陶冶下，我們看到母女一點一滴地找

回連結。這一種連結不是把母親的教誨照單全收，而是在同樣是

女人的處境下，互相還原對方做為一個主體的平等相待，自此，

「母親與女兒的家庭羅曼史」在父權機制下重新被拾回。其實這

一種陶冶並不是要馴服叛逆的女兒，而是要找回女人的力量，這

一種力量通常在傳統佛洛伊德「伊底帕斯情結」中不會被找到。

    全劇是以母親服用嗎啡過量致死為導火線的，在母親癌症末

期苟延殘喘地活著的時候，曾要求過丈夫及女兒協助自己了斷沒

有尊嚴的生命。在那一個最冷的冬夜，母親橫度無邊的痛苦，安

然的死去了。到底是誰殺死了母親？隨著謎題的揭曉，母親的主

體浮現，讓人久久不能自己。最後，艾倫在母親墳前種植水仙花，

水仙花語是自戀，意思是要一生都在關愛別人的母親去多「愛自

己」。

    片中強烈地以凱特的女性特質對照喬治的男人本性，喬治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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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典型的以事業為重的傳統男人，凱特扮演付出關愛的照顧者角

色，以致自己身為病人無力獨立爬出浴缸仍不習慣被照顧。而艾

倫這個女兒角色，帶領著觀眾的眼睛去看所謂的「男人父親」與

「女人母親」之間價值的轉變與思索。一開始我們看到一個對母

親厭惡、否定、疏離的艾倫，她完全無法想像何以母親能把自己

侷限在一個環繞著家庭以及小鎮的世界，而不感到窒息？相對地，

艾倫遵循的是父親追求成就的價值，在大都會裡和人聲嘶力竭地

搏殺纏鬥，只為了爬向金字塔的最頂端。隨著日常生活的相伴，

艾倫得以更接近母親，也一步步揭露被視為客體的母職角色，還

原母親做為一個人的主體性。她看到了母親的慷慨無私、慈悲與

熱情，反而對比出父親的自私冷漠、幼稚與逃避。整個家庭原來

是繞著母親的愛運轉的，母親是發光發熱的太陽。

生涯議題思考：生涯被性別決定？

1.你能不能舉出一些例子來說明，社會中是否存在著「父親

主外較有權力、母親主內較為卑微」的現象？

2.請試著去比較一般父母在對待子（男丁）、女（女眷）的態度

與方式上有何不同？

3.請思考許多母親無怨無悔地為家庭付出，其生命價值為何？只

是因為社會對一個母親的期待嗎？還是其實有些母親是有特別地

想法？並試著去說出你自己的母親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注意，

請用「人」的角度去理解她，不要懷抱著對母職角色的期待。

4.討論一下在家庭結構中，你所看到的母親都是在扮演一種怎樣

的角色？為家庭付出的勞力與心力與家庭其他成員相較為何？分

析一下母親在家庭中的權力位置、以及資源為何？試著感受一下，

如果換成你是這樣的一個角色，可能的心裡感受。並且討論一下

這種狀況如何改善？

5.你和母親擁有什麼樣的關係？如果你是女性，試著與男性比較

一下性別的因素如何影響著你。

陰陽相倚的中國人生觀

    什麼是成功的人生？成功的定義是什麼？艾倫想以工作上的

成就來獲得父親肯定，布萊恩因為功課不佳而覺得壓抑與否定，

影片前段顯然成功指定義在事業與學業成就。艾倫早期以獲得社

會地位、財富、名聲、威望等成就做為成功的表徵，直到照顧母

親之後才看到付出與關心的價值。父親看似成功的表象，背後充

滿了欺瞞、複製、抄襲、玩弄、自私等陰影，而母親看似狹小世

界，卻充滿關心、滋潤、支持、同理、了解、接納等光亮。母親

對父親的忍讓看似委屈求全，實是完滿智慧，在千瘡百孔的現實

世界底下，用愛與接納，鋪設、補綴、勾連出細密繁複堅實的基

底，用以支撐不堪一擊隨時可能瓦解的功名利祿。劇終，喬治說：

「我愛你的母親，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真實」，即本片英文片名：

one true thing，巧妙地重新詮釋成功也可以是真實的關愛身邊的

人。這有如中國文化的陰陽相倚的人生觀，常理來看成功是功成

名就，失敗是沒沒無聞，是一種陽性的成功。但是贏得江山輸掉

家庭，似乎也不算成功，就這角度，艾倫的母親所成就的家庭之

愛與敦親睦鄰，是一種陰性的成功。

恨母親的女兒

片中也不禁讓人思索家庭主婦的角色價值何在？外界對家庭主婦

多數存有刻板印象，使得家庭主婦缺乏個人成就感、自我實現的

正面認同。即使是樂於操持家事的家庭主婦，也很難肯定家庭對

她的生命所具有的意義！而作為男性（喬治）如何看待女性（艾

倫）投入職場這件事？從這個作父親的對女兒理所當然的要求，

他似乎認為女人的工作只是貼補家用或者玩票性質，隨時應該為

了家庭而中斷或犧牲，但是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艾倫縱使內心多

所掙扎，終究還是回家照顧母親，而將專注投入的工作轉變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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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家做。還有，為什麼找女兒而不找兒子回家？在片中似乎也

流露出女性「理所當然」被認為要扮演照顧者的角色，有著重男

輕女的性別刻痕，顯現出布萊恩（男性）的課業較重要，艾倫（

女性）的工作則無妨。為什麼不接受艾倫的建議找看護？在片中

我們看到的似乎是父親(男人)自己無法完成的照顧任務，就支使

女兒(女人)代替完成，使我們不禁要深思：不喜歡外人來家裡的

人究竟是母親的事實，還是父親的藉口？在母親生病艾倫在不得

不回家略盡做子女的義務時，我們也時時可以看到艾倫對母親的

敵意，以及抵制著不去融入母親的生活。這一種恨說穿了也只是

恨自己的一種外射罷了，恨自己身為女人的腳色，殊不知這一種

壓迫是父親施與的，反將這一種恨轉嫁給無辜的母親。艾倫最後

完成照顧母親角色歷程，從被父親所迫不得不從、勉為其難開始，

過程中卻逐漸有所體驗，跟父親大吵一架那一幕，其實是艾倫離

開父親認同轉向理解母親的關鍵階段。

尋回母親的主體性

    暫時離開影片回到我們自己的社會文化中，我們可以在女性

主義的論述中找到上述問題的大致答案。在人類文明肇始前的初

民時期是屬於女神崇拜的母系社會，社會的運作是以女性為中心

的。這種文化或許因為女性能生育，關乎著種族的存亡，因而讓

女性擁有較大的權力。在母權文化中，女性的地位不再是從屬以

及不潔（文明時期之後，諸多文化認為女性是不潔的，諸如不准

上船、不准入廟祭祀等等），反倒是自我掌控以及力量，女性也

能依著自己的意願，從事許多活動（譬如體能競技的訓練、甚至

戰爭）；而男性也沒有因此受到壓迫，整個社會毫無暴戾之氣。

男神崇拜興起之後，女神崇拜以及母權文化終於逐漸沒落。也因

此，我們看待現今的母職角色，有必要在父權文化的壓迫下來看。

母職，就被簡單的定義成生育以及哺育。誠然，男性無法生育，

但是，生育之後繁重的哺育工作卻又幾乎全落在女性身上，也就

是說，我們一提到母親或是母職角色，自然聯想到的就只是生殖、

撫育與照顧，這不啻是剝奪女性作為一個自主生命的基本人權。

    女性在懷孕以及生育的過程中，開始會經歷到身體不再只是

自己一個人的，而是要與另一個生命共享，再加上懷孕的外觀促

使他人看待她的眼光有所不同，會使她產生認同上的改變。其中

最明顯地就是，她會經歷到與孩子的強烈連結感，但是這一種連

結感也會隨著分娩時孩子呱呱墜地而消失，此時一方面女性會覺

得如釋重負，另一方面也會有很大的失落感。此外是從懷孕到生

產時，女性常常要停止工作，這對她的經濟問題以及獨立感來講

也是很大的失落。尤其是生產後，有一部分女性更要面臨離開職

場的抉擇（要兼顧育兒與工作實在非常人能及），從此，生活空

間只能局限在家庭中，逐漸與社會脫節。而且，女性和伴侶的關

係也不如從前家中只有兩個成人時那般的自由，尤其是孩子出生

後要面對繁重的育兒工作，更是沉重的負擔。此時如果伴侶無法

體諒，不能一起擔負起育兒的責任，女性常會深感挫折，苦不堪

言。

重新定義母職

    由此可知，母職角色承受極大的壓力，非常需要社會以及人

際網絡的支援，才能讓女性享有一個愉快而且正面的母職經驗。

社會對母職的超高要求以及刻板印象，也會帶給為人母者極大的

壓力：譬如純潔無私、卑恭屈從、犧牲奉獻……等。傳統心理學

更是把一個人心理健康與否，怪罪到母親身上，這對為人母者來

說實在很不公平。當然，母職也不全然是負向的經驗，1983年，

Mary Boulton曾經做過調查，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母職帶給

她們生命的意義及目標，能提昇女性的生命體驗和視野，為生命

帶來活力。  

    母職是一種天賜的歷程，大多數的母親在育兒過程中，都經

歷過自我性格的顯影過程。由於母親與子女相處的機會多數是吃

喝拉撒睡等生活瑣事，而父親與子女的關係大多建立在比較「成

就或成功」的事情（例如功課和人生大道理等正經事上）上，因

此，母親通常也耗時費事較多，容易不耐和煩躁。要命的是，作

為一個母親竟然對自己的親生子女產生不耐和煩躁，甚至會失控

到打罵小孩的地步，這是多麼令她自己感到錯愕、震驚、羞愧、

內疚的！於是她開始自省，從新了解自己，從日常生活的瑣碎中

去逼視內心黑暗的角落。如果男人是往外征戰的動物，端的是武

力，完成的是外在勛業功績。那女人是調息去雜，練的竟是內功，

完成的是內在自我生命。

    母親與女兒有著諸多的糾結，一方面女兒是從母親身上學習

如何做一個女人，但是，母親在家庭中屈從繁雜的位置又往往讓

女兒在尋找認同時不願意面對這一點，而形成衝突。因此，母親

與女兒能不能跨越這些課題，找回兩人之間的連結與支持，是十

分重要的。研究顯示，女性從母親身上往往學到的是關係的認同

（relation identity），也就是比較重視從人際關係的品質來認同

自己；而男性往往從母親上學的是位置的認同（positional 

identity），也就是從社會權力結構的位置來認定自己。這也顯示

出，父權在母職角色中運作以模塑性別認同的痕跡。 

    也因此，女性主義並不是主張要女性揚棄母職，而是要改善

女性在從事母職時所面臨的諸多壓迫。可能解決的方法如下：1.

首先要讓女性擁有要不要小孩的選擇權（譬如避孕及墮胎的權利）。

2.建立多元的家庭型態，讓母職不只是保留給已婚的異性戀女性，

同時也減少其他母親的角色權益被壓迫、被污名的可能性。3.政

府要為母親建立支援網絡（包括中途之家），改善托兒、母親就

業以及生產的諸多福利。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簡介

游淑眞/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處長

壹、緣起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102年平均失業率為4.18%，其中

15至19歲達9.65%，20至24歲高達13.75%，25至29歲亦達7.1%。

    青年失業率遠高於年平均失業率，甚至2、3倍。另據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101年10月針對「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報

告，�有62.5%青年勞工初次尋職曾遭遇困難，主要原因為「經歷

不足」占36.6%最多﹔其次依序為「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

」占33.6%、「技能不足」占18.8%、「求職面試技巧不足或不會

寫履歷」占16.0%。調查亦顯示，初次就業年齡愈高者，求職時

遇到困難的比率越高。初次尋職遭遇困難的比率，較99年上升

13.4%，其中以「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增加7.2%最多。

    另外，教育部102年12月4日發佈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出：「近

年來我國產業的轉型與外移，使產業人力需求起了相當的變化，

領域別與階層別的人力，都必須作適度的調整，然而人力資源規

劃卻未隨社會與產業的變化而適時修正，特別是高等教育蓬勃的

發展，培育出較過去多出3 倍的大學人力，卻未能有效反映社會

與產業的需求。學位的不斷推移（即學士→碩士→博士）有可能

造成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也可能造成大學生學非所用」﹔「另

技職教育也因重學術輕實用，學生缺乏實作訓練，所學未盡符產

業之需，造成學用落差。」�均說明了青年學用落差的嚴重性。

生涯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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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7144&ctNode=3246&mp=1，103年1月18日。
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http://statdb.cla.gov.tw/html/svy01/0107menu.htm，103年1月15日。
3 教育部，www.edu.tw/userfiles/url/20131204194349/ 1021204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103年1月18日。

    青年由校園進入職場，就業階段出現障礙，綜觀青年就業問

題，包括「經歷不足」、「不知道自己適合哪方面工作」、「技

能不足」、「工作準備不足」等，導致無法順利就業。因此，勞

動部與臺北市政府共同合作，在市府勞動局所屬就業服務處成立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2樓)，專責

提升青年就業力，並於103年3月24日正式開始營運。

貳、青年就業方向

    針對18至29歲不論在學、待業、在職以及創業青年，就其就

業困難之因，規劃建構專屬於青年服務之平台－臺北青年職涯發

展中心，以提升青年就業能力與競爭力為願景，秉持「專業、創

意、陪伴、支持」之理念，協助青年職涯定錨與發展，提升求職

與創業成功。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Taipei Youth Salon)成立的概念，

意旨提供青年為就業或創業前規劃理想與思考方向，暫時駐足停

頓的地方。Logo說明：青年化作青鳥歇息棲息有如大樹般的Youth 

Salon，停頓充電後再展翅高飛，如圖一。

               圖一 臺北職涯發展中心之Logo

    人員配置12位，聘用具國內外大學心理、輔導、社會工作、

人力資源、諮商輔導、勞工與社會學等相關科系或研究所畢業，

領有社工師、心理師或就業服務人員證照等，具直接實務工作3年

以上經驗者，計有服務員4名、職業諮詢員5名及專案管理員、專

案經理各1名，其中指派就業服務處站長擔任執行長一職。

    目前空間配備計：青年個人化的專業諮詢室5間、團體諮詢活

動空間及討論室2間、應徵履歷面試準備工作室、模擬面試空間2

間、開放式圖書閱讀、職涯工作坊、模擬工作環境互動課程以及

青年創業練功坊等。

    提供青年專業之各項職業心理(性向)測驗、評估，與職能培

育、就(創)業成長等課程，期望協助青年釐清未來職涯方向、職

涯成長，提升就業自信心；為縮短學用落差，結合企業釋放職場

體驗實習職缺，推介/媒合在學青年職場體驗，累積工作資歷，並

培養青年良好工作態度及價值觀，以及職業認知，強化青年競爭

力。對於有志創業青年，也提供創意發想平台，以及給予技術與

籌資資源協助，藉由同儕交流互動激盪，以青年幫助青年，協助

青年圓夢。其業務主軸：職涯發展評估、職場體驗實習、職涯成

長支持、求職服務與創業發想平臺五項，茲說明如下：

一、職涯發展評估

    建構職涯服務網絡，結合大專院校就輔單位，簽署合作備忘

錄，共同擴展就業媒合。推動大專院校所屬學生參與職涯發展評

估。並邀請高中(職)學校參訪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並協助施

測。以及專案參與臺北市立大學開設勞動與職涯發展課程，並協

助所屬學生職涯發展測驗評估。購置具不同功能之各類職業心理

圖二 心理測驗解釋之晤談空間

測驗工具，專業諮詢員辦理職能測驗(評估)、個案現場測驗與解

說；以及提供線上自行測驗，測驗結果後續需再釐清職涯方向，

由職業諮詢員或轉介職涯諮詢師服務。本中心設置之解測晤談空

間如圖二。

    

    此外，本中心亦提供職涯發展示範觀摩，如職業心理測驗工

具展示及模擬試驗，並建置就業職缺資訊，且提供各類職業分析

與職能基準。包括:選擇職業別、職業職能圖文簡介、簡易實體專

業設備或作業工具；就業情報、勞動市場或其他各行(職)業工作

技能、經驗介紹之影音紀錄或書籍以及勞動藝術佈景。

二、職場體驗實習

    青年就業困難之原因，「經歷不足」高居第一，擬定本市「

青年職涯發展方案」將「職場體驗實習」列入要項之一。經密集

訪視本市各行各業之事業單位負責人或人力資源主管，廣泛蒐集

各界實務意見，始完成「職場體驗實習」規劃作業。

    結合「專業職涯諮詢」及「公私部門職場實習」為規劃主軸，

採「產業、學校、實習、職能」齊一連線的方式進行，將在學青

年視為公私協力培育之人才，期使在學青年透過職場體驗實習，

提升就業競爭力並確認職涯發展方向，達成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針對中華民國國籍年齡介於20至29歲之大學(專)院校(含研究

所)之在學學生，不問學校系所及成績，具備在校生資格者，皆可

申請。具備身心障礙、原住民或中低收家庭等特定身分者，優先

媒合。

    開發整合職場體驗實習資源平台，並免費提供本計畫之事業

單位、大學(專)院校及學生進行實體的職場體驗實習媒合，同時

於台北人力銀行網站成立職場體驗實習線上專區，提供職場體驗

實習資源、職缺及相關資訊。免費提供個別或大型實習博覽會等

媒合服務，或指定欲合作之特定大學(專)系所，協助與其進行媒

合洽談職場體驗實習合作事宜。

    參加本計畫之事業單位應依雙方關係給付學生職場體驗實習

津貼或生活津貼或工資，且一律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

本工資。職場體驗實習生之勞動權益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事業單位安排實習督導團隊，除有輔導員協助教導之外，並建立

實習生「資深輔導人」制度，指導並考核實習成績與補助津貼，

資深輔導人提供實習生職場、人生經驗分享並協助職場體驗實習

生未來職涯發展。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與實習生所屬學校之教育或就輔人員，

不定期訪視事業單位或電話關懷實習生。建立評核機制，每年定

期表揚優良實習單位、「資深輔導人」或其他推展績效優異者。

辦理事業單位與實習生實習經驗交流。

三、職涯成長支持

    為開拓職涯視野，並強化職場發展信心，辦理職涯指引與就業

實務經驗交流講座和工作坊，針對求職、在職、轉職等階段，邀請

具有各領域專長之實務工作者傳承經驗。



    提供創業發想環境，結合不同領域創業者腦力激盪，營造創業

發想空間。提供免費(Wi-Fi)無線上網等相關設施支援、協助企業經

營實務觀摩或標竿學習，並且研擬輔導創業產品聯合行銷網絡。創

業發想空間（創業練功坊）如圖五。

                 圖五 創業發想空間(創業練功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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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辦就(創)業成長專業課程，如勞動法令、市場調查、財務、會計及其他有關實務學習課程。籌辦職能培育或進修課程，協助經職涯

發展評估，亟需重建或提升職能者。

四、求職服務

    針對已確定尋職之行職業，並具有工作職能，且亟需就業之

青年，應即提供相關就業資訊，給予媒合協助。

    經求職推介之青年，仍無法媒合就業，進入職涯發展評估服

務，轉由職業諮詢員或職涯諮詢師深度晤談，釐清就業問題。

五、創業發想平臺

    辦理創業資源連結，蒐集、建置各級政府機關及民間機構、

企業，有關技術開發、資金籌募或經營管理等創業協助資訊，提

供準備創業者運用。如：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創業辦公室、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及創意集資資訊揭露

專區以及金融或租賃事業單位營業內容。

 圖四 青年職涯發展流程圖

圖三 職場體驗實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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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快訊

(一)新書專欄：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2014-15

魏凡涓/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2014-15（OOH），由美國勞工

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編印發行的職業介紹工具書，是使

用相當廣泛的生涯資訊資源。本書介紹了美國境內數百個職業，其

與時俱進的資訊，廣被生涯諮商師、學生、父母、教師、訓練機構、

研究人員、生涯轉換者使用，能提供需要為職涯做選擇的人做出適

切的決定。

    2014-15年版本的OOH包含了334類的職業類別，共介紹了 580

個職業的詳細資訊，每個職業類別介紹包含了：工作內容是什麼、在

哪裡工作、教育與訓練要求、職業十年內的前景與薪水等。在2014-15

年版本中，現有的職業類別除了以2012年的數據進行更新外，也加

入了許多新的職業類別介紹，包括：

·福利理賠與職務分析專員 Compensation, benefits, and job analysis specialists 

·電腦網路設計師 Computer network architects 

·緊急事件管理師 Emergency management directors 

·資金籌募人員 Fundraisers 

·遺傳諮詢師 Genetic counselors 

·資訊安全分析師 Information security analysts 

·麻醉師、助產士 Nurse anesthetists, nurse midwives, and nurse practitioners 

·醫療性放血師 Phlebotomists 

·太陽能發電安裝人員 Solar photovoltaic installers 

·訓練與發展專員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pecialists 

·網路開發者 Web developers 

·風力渦輪發電機技師 Wind turbine technicians 

    OOH介紹了美國相當大量的職業資訊，所整理出的職業內容，

讓需要的人在茫茫職業海中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如此便民的措施，

除了幫助需要職涯規畫的人民，也讓政府在提供資訊的過程中，能

了解進而掌握現在的產業現況。台灣目前也有不少平臺朝著共同的

目標邁進，讓職涯資訊更為流通透明，幫助有需要的人外，也將是

生涯輔導與諮詢實務工作中相當重要的輔助工具。

    本書的相關的訊息可以從 www.bls.gov/ooh/about/occupational-

information-included-in-the-ooh.htm 取得，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趕緊上

網看看。

3) 勞工發展專業協會2014年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2014 Annual)
    美國勞工發展專業協會將於2014年5月4日至6日於丹佛市中心喜

來登飯店(Sheraton Denver Downtown)舉行年會。本屆年會主題為

”Navigating Rocky Road”。活動報名等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

nawdp.org/Content/NavigationMenu/WorkforceDevelopment/Annual

Conference2/default.htm。

2) 科羅拉多生涯發展學會2014春季研討會(Colorado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Spring 2014 Conference)
    科羅拉多生涯發展學會將於2014年4月4日於Arvada Center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舉行春季研討會。將以教養子女後重回職場的父母、

更生人、中年轉職者、轉職者、退役軍人、科羅拉多當地的職業需要

狀況，以及身心障礙者為主題進行研討。活動報名請參考網站：

http://www.coloradocareerdevelopment.org/Default.aspx?pageId=13850

25&eventId=775616&EventViewMode=EventDetails。

5) 2014年亞洲生涯發展協會(APCDA)年會

    亞洲生涯發展協會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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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goo.gl/WgHxxu。

4) 第21屆IFP世界心理治療大會暨第2屆中國心理治療

大會

    國際心理治療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sychology, IFP)將

於2014年5月9日至11日於中國上海舉行第21屆世界心理治療大會，

本次主題為「心理治療對全球健康的貢獻」。目前大會徵稿中，建

議主題請參考網站：

http://www.ifpworldcongress.org/econtent.asp?id=150&ifp=135

活動報名與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www.ifpworldcongress.org/econtent.asp?id=129&ifp=12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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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鳥報名至2014年2月3日。詳細資訊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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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28屆應用心理學國際研討會(2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ogy)
    第28屆應用心理學國際研討會將於2014年7月8日至13日於法國

巴黎舉行。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從危機至穩定的安適感」(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Well-being)。研討會將根據討論議題和對象分為自然、

學生專題和社會三個議程進行討論。活動報名及詳細資訊請參考

網站：http://www.icap2014.com/

8) 美國諮商協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Vistas服務

    美國諮商協會Vistas服務是一數為資料庫，收錄了美國諮商協

會從2004年至2013年超過500筆以諮商為主題的文章，線上加入會員

1) 美國諮商協會2014年會暨展覽會(ACA 2014 
Conference & Expo)
    美國諮商協會將於2014年3月27日至30日於夏威夷會展中心

(Hawaii Convention Center)舉辦2014年會暨展覽會。本次年會提供31

餘種涵蓋各種心理諮商領域的教育課程，並邀請Morgan Spurlock和

Cloé Madanes為開幕主講。此外還包括了豐富的會前工作坊、個人生

涯諮商和與其他研究者進行交流的機會。教育課程內容請參考網站：

http://www.counseling.org/conference/hawaii-aca-2014/conf-programs/

education-sessions。研討會費用及活動報名請參考網站：http://www.

counseling.org/conference/hawaii-aca-2014/conf-rates/rates-registration。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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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教會的小組生活

然不曾踏出首爾一步，每天看似平凡

的生活卻處處充滿了出乎意料的挑戰

與冒險。一切都要從聖誕節時跟著教

會參加老人院義工團隊開始說起。當

初只是抱著以實際行動紀念耶穌生日

的想法出發，即使心裡感到害怕後還

是鼓起勇氣填寫了報名表，想不到這

不經意的想法竟開啟了我與韓國社會

的真正連結。一直以來對自己的期許

都很高，我的自我要求非但沒有隨著

在國外而有所減少，也因此常常因為

自己的韓語能力而懊惱失望。然而在

增進語言能力以能精準溝通表達的過程中勢必伴隨著無數次的錯誤與

尷尬，我那不必要的自尊心似乎就在教會一個個活動中消磨掉了，來

到韓國已有半年的時間，但在冬天即將結束之際我才開始學會如何享

受這個異鄉客的身分認真過生活，還有跨越語言障礙(其實是自尊心

和面子)來關懷在這裡認識的人們。終於明白為什麼在韓國時想念臺

灣，而在臺灣時又不時思念起韓國的心情，因為這兩個地方都是我的

家鄉。

    除了聖誕節的老人院義工團外，最近在

教會姐姐的邀請之下也加入了招待團的服事

，負責為來參加禮拜的人帶位。一個臺灣人

在韓國教會擔任招待，這真的是打破頭腦也

不會想過的事，韓國人實在是團體生活的民

族，每個人都理所當然地以凝聚力將彼此緊

緊抓住，這也才明白為何韓國這麼喜歡「共

同體」這個名詞。在這個國家中個人無法存

活，唯有在「我們」的概念中才能尋得個人

價值，也只在相互關懷與接納中才能活出意

義感。姑且不論這種超級團體生活的好壞，一個個出乎意料的經驗都

讓我既驚訝又感謝，也為這年的冬天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做光與鹽―

SNS共同體招待團

閱讀韓文聖經並分享

是在這的一大考驗

聖誕節時去老人院當義工，工作內容是整理海苔

後即可使用此資料庫服務。資料庫網站：

http://www.counseling.org/knowledge-center/vistas。

研習活動紀實

◎再見了冬天

馬安妮/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

    在結束寒假韓語課程後短暫回到臺灣幾週，下了飛機後車子奔

馳在中山北路上，除了迎面撲來島嶼冬季獨有的暖風外，最不習慣

的就是那一大片綠了。臺北怎麼這麼綠？無論是路旁的行道樹，遠

方的山巒，甚至是公寓陽台種植的花草樹木，彷彿全都不干屈服於

季節的拘束，一徑地想展現那身終年常綠的衣裳。時值過年前夕的

下午時分，夕陽在大樓玻璃帷幕的折射下化為千萬縷金光，在紅色

春聯和金色年節裝飾的襯托下，這冬天的綠不同於如同年輕人般喧

鬧的炎熱夏季，竟又多了些雍容的華美。過了幾天後帶韓國朋友上

陽明山看夜景，溼冷的天氣連朋友也受不了，縮著身體挨近了餐廳

店家提供的火爐取暖。一邊閒聊一邊等計程車時不經意地抬頭一看，

刺骨的寒風將一棵大王椰子樹的葉子吹得像頭髮般四處飄散，風雨

中樹的影子在火光的映照下更為巨大。朋友抬頭一看似乎看傻了眼，

我也對臺灣多變的氣候弄得迷惑起來。在韓國，絢爛的秋季在一次

次的雨中逐漸走遠，迎面而來的冬天就是一片灰白。今年韓國的冬

天異常溫暖，下雪的日子更是寥寥無幾，朋友們都開完笑說怎麼還

沒從櫃子拿出雪靴一個冬天就溜走了？少了銀白的點綴，只剩銀杏

樹的枯枝在天空中交織畫下密麻灰黑的網線，加上一片片懶散攤在

地上的枯黃草地。每個禮拜前往教會的途中就是在公車上看著這樣

的風景從眼前飛逝而過。曾幾何時，白天的影子漸漸拉長，春天已

在不知不覺中來臨了。

    今年的冬天對我而言是豐富無比的，整整三個月之久的寒假雖

1) 東海大學學生諮商中心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團體及

工作坊系列活動―我要的幸福＊生涯探索團體

    東海大學學生諮商中心將於2014年3月18日至5月13日舉行生涯

探索團體。活動報名請參考網站：http://wwwo.thu.edu.tw/3_common/

8_announcement/datil.php?no=20848。

2) 南華大學華人生死輔導與諮商中心招募生涯團體

    南華大學華人生死輔導與諮商中心將於2014年3月19日至5月14

日每周三晚上6點半至8點半舉行生涯團體。活動報名請參考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ildgc/。

3) 擺渡職海互助社群

    「擺渡職海互助社群」(www.tsquare.club.tw)，是以「職業生涯

成長」為目的的互助社群。社群秉持相互支持（Support）、賦能

（Empowerment）及陪伴（Accompany）等精神運作，提供職涯發展

專業輔導人員、在職工作者與求職者間的資訊交流和情感支持，使

每一位夥伴在此獲得繼續前行的動力、共同橫越職涯大海（SEA）。

社群除讓會員線上交流外，每月固定安排兩次職涯發展及工作經驗

專題分享實體聚會，歡迎前往網站查看最新職涯資訊。

(二)國內研討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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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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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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5 準備開跑啦！

    各位親愛的會員，『103年度會員大會暨第一次繼續教育課程』
預計於5月25日(星期日)上午10:00至下午4:30假救國團大樓(松江路219號5樓)501教室辦理。

此次會員大會及繼續教育課程內容精彩可期，將由本會理事田秀蘭教授帶領『夢的力量--談

夢工作在生涯諮商中的應用』工作坊；並邀請公部門、業界及學界專家一同探討目前台灣青年之生涯規劃

策略。請各位會員預留時間，踴躍報名，報名資訊及大會議程將於三月下旬置於本會網站(http://www.tcdca.org.tw/)。

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專業資源委員會

    專業資源委員會：於102年9月向國科會所申請之「生涯與職業資

料庫暨資料分享交流網站計畫」，已獲告知通過。隨後會將相關工作

規劃補進資源委員會的工作計劃中。另委員會將開始逐年針對不同生

涯資源進行審查與推薦，今年將先由網站開始進行。

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

    規劃提出NCDA CDF專班課程規畫及CDF認證審查程序及時程兩

項提案進行討論。

專業倫理委員會

    持續研擬倫理守則，並進行細部之文字修改。

研究委員會

    本委員會持續進行生涯電子報編輯與出刊工作，感謝素菲老師定

期撰寫【生涯電影院】專欄、亮震老師及俊宏老師撰寫【求職文化】

專欄。此外，也感謝吳淑禎老師特別加入，協助邀稿，以【生涯前哨

站】專欄介紹各單位及各校之職涯中心。歡迎大家不吝提供意見，並

期待大家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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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