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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專論]轉折與發展：《張愛玲傳》的生涯分析

梁婷/澳門大學學校諮商專業碩士生

    我閱讀的傳記為張均所作的《張愛玲傳》，裡面盡述了張愛

玲跌宕起伏的傳奇一生。張愛玲的重大生涯轉折主要有幾個：入

讀黃氏小學；入讀聖瑪利亞女中；入讀香港大學三年後因戰亂學

業被迫中斷；轉入聖約翰大學後因經濟原因開始決定將寫作作為

謀生手段，一夜成名紅遍上海灘；離開上海去香港為美國新聞署

翻譯；移民美國；嘗試重返臺灣香港訪遊，希望東山再起最終失

敗，回到美國幽居。這些生涯選擇都是張愛玲事業的重要轉捩點，

對她的人生走向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然而我發現促使張愛玲作

出這些生涯選擇的背後，往往是由她身邊的重要他人、她本人的

性格特徵以及不可抗拒的時代環境，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推動力。

    張愛玲那種遺世獨立的性格以及那一手冷若冰霜卻又豔若桃

李參差對照的好文章，不得不說深受她父母的影響。張愛玲的父

親是典型的舊時代遺少，抽鴉片逛堂子娶姨太太的陋習無一不有；

而張愛玲的母親則是新時代的女性，上進好學思想新銳，對封建

社會的腐敗糜爛習氣深惡痛絕。因此也不難想像他們在張愛玲的

教育上也有著巨大的分歧。父親原本讓張愛玲上私塾，可母親堅

持要送張愛玲去美國教會辦的黃氏小學。最終不可避免地，他們

離婚了。父親再娶，延續一如既往的糜爛生活；母親則拋下張愛

玲去了法國。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張愛玲對父母形成了一種強

烈而沒有名目的愛恨交織的感情。父親荒誕不堪，後來還在繼母

的挑撥下曾經軟禁張愛玲將近一年時間，張愛玲本人也竭力表示

排斥父親的一切，看不起父親那邊黑暗腐朽沒落的生活，自22歲

後甚至也再沒有去見父親。可是她父親對這個早慧的女兒卻是很

器重的。他是她最初的知音，認真閱讀她的文字，和她暢談《紅

樓夢》，為她小時候寫的小說認真地擬回目……張愛玲打小培養

的文學素養以至於最後走上寫作的道路，和父親的鼓勵是有不可

分割的關係的。

    母親在張愛玲很小的時候就以遊學為名出國了，可以說張愛

玲的童年母親是缺席的。她之後回來和張愛玲父親離婚後又出國

了，再度缺席張愛玲的青春期。所謂距離產生美，母親帶回來的

一切新銳的事物和父親這邊形成強烈對比，張愛玲從母親這裡繼

承到了文藝的氣息，在母親的鼓勵下為一朵花落淚，學習音樂和

繪畫，到大學接受西式的教育，張愛玲一直是隔著一個距離去仰

望母親的。就是這令張愛玲一度無限神往的、代表光明的母親，

卻在張愛玲靠近後帶給張愛玲猝不及防的幻滅。張愛玲從父親的

軟禁中逃出來滿心歡喜地投奔母親，母親卻只是一心想把張愛玲

改造成淑女，對張愛玲百般挑剔，審視著自己的犧牲是否值得，

對張愛玲要零花錢非常不耐煩。母親的光環褪去了，張愛玲在毫

無準備的情況下不免感到猝然心驚。

    可以看到，張愛玲小時候的生涯抉擇大多是在父母的影響甚

至是父母直接作出的，如母親堅持送去美國教會辦的黃氏小學，

在母親的支持下考入香港大學，在父親注重培養文學素養、母親

傳承的文藝氣息的影響下擅長寫作等等。這種來自家庭的影響是

幾乎貫穿了張愛玲前半生的生涯選擇。張愛玲成長中父母的這種

新舊思想的交融和碰撞，撕扯與掙紮，促生了獨一無二的張愛玲。

她的性格不再是激烈的非黑即白，卻又不隨波逐流，審慎地觸摸

生活的質地，感受她的複雜多變。即使到了張愛玲成人後，父母

並未直接幹預張愛玲的生涯選擇，他們在張愛玲的性格中產生的

深遠印記，仍然潛移默化地間接影響到張愛玲之後的生涯發展。

    其實不僅僅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張愛玲，即使是普通的人，特

別是在中國的社會中，家庭對一個人的生涯發展似乎都有著舉足

輕重的影響。這又和中國宣揚孝道的傳統文化背景是分不開的。

因此，分析一個人的生涯轉折和發展，文化背景也是值得納入考

慮的重要一環。目前關於心理諮商、生涯諮商的教材大多為外國

人撰寫，順理成章地站在西方文化背景的角度來看待所有問題。

人類的心理問題固然有其共性，獨特的文化對人們的深遠影響卻

是不可忽略的。在應用這些原理進行生涯諮商的時候，如何與本

地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具體生涯問題相結合，成了我們必須要重視

和考慮的因素。

    文化不僅僅體現在家庭對生涯抉擇的影響力上，還體現在人

際關係對生涯的影響力。集體主義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是根深

蒂固的：往大裡說，就是強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結合；往小

裡說，要考慮身邊他人的想法。因此身邊的“重要他人＂在中國

人的概念中尤為清晰，中國人的生涯發展，往往和身邊的“重要

他人＂有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聯繫，即使是以清高桀驁著稱的張

愛玲也不能免俗。如果說家庭對生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前半生，

那麼重要他人則對後半生的生涯選擇影響頗多。

    張愛玲和胡蘭成在一起之後，事業達到了巔峰狀態，一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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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作品幾乎都在那一年內盡數出版，一時間風頭無兩，是

個人創作的黃金時期。在胡蘭成出版雜誌《苦竹》的時候，張愛

玲更是大力幫忙，接連提供高品質文章。後來得知胡蘭成出逃途

中還屢屢出軌，張愛玲內有對婚姻絕望之餘還得對外頂住關於“

與漢奸份子勾結＂的輿論的壓力，將近有一年的時間完全輟筆，

事業一度停滯。最終她與胡蘭成分手，報紙上也對讀者澄清了自

己並無賣國行為。很顯然，張愛玲並無她自己表現出來如此不在

意他人的看法，反而身邊的重要他人對她的事業生涯的起起落落

甚至影響重大。

    這確實是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身邊的重要他人、

社會輿論，都能無形中左右一個人的生涯選擇和發展。

    最後，不可抗拒的時代環境背景對個體的生涯發展也產生了

巨大影響。在時代巨輪的推動下，沒有任何個體能不隨之往前移

動。張愛玲的傳奇正是所謂“時勢造英雄＂的現身說法。張愛玲

的童年正處於新舊時代的轉換期，父親代表了舊社會，而母親則

是新社會的代言人，這種鮮明強烈的對比讓張愛玲的思維方式既

參差對照又渾然一體。在香港大學求學的時候，日寇入侵，張愛

玲經歷了一段戰亂時期。戰爭狀態下的香港促使張愛玲形成了完

整的世界觀、人生觀，使她對時代以及對時代背景下的個人生活

有了成熟的理解，這也構成了她之後走上文壇的基礎。對於時代，

她抱以嘲諷戲謔的態度，對於生命，她又懷有深深的眷懷與感傷。

以至於她的創作中總蘊含著她對時代和生命的理解：時代荒亂遍

佈磨難，可人生短暫詩意，人的生活就是要用這短暫的一瞬照亮

長長暗淡的磨難歲月。文章中的這種理解，讓張愛玲在1943-1944

年間的淪陷區上海的橫空出世做好了準備。

可是正如曇花一現般，當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左翼文學興

起，張愛玲的文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左翼

文學關注的都是社會底層人民，張愛玲關注的則是各式各樣在左

翼文學裡被視為糜爛需要被清除的小市民生活。因此，張愛玲離

開了上海去香港，為新聞署作翻譯工作，創作一度進入暗淡時期，

後來更是跟隨移民政策移民美國。

    張愛玲的生涯可以說是成也時勢，敗也時勢：上海的淪陷造

就了張愛玲的成名，共產中國的興起則讓張愛玲式文學式微。所

以可以看到，時代的力量不可抗拒。

    在對張愛玲的生涯進行分析後，除了感受到身邊的重要他人，

本人的性格特徵以及不可抗拒的時代環境背景力量推動了生涯的

選擇之外，更多的是感受到生涯選擇並非僅僅局限在職業、學習

的選擇和發展，而是影響力可以遍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反之，

生活的各個方面又能無形中深刻影響著人的每一個生涯的選擇。

沒有任何一個生涯的選擇是不假思索偶然出現的，背後都有著無

數的生活經歷作為基礎。所以，生涯諮商除瞭解決職業選擇困擾，

更多時候應該是將心理諮商融會貫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直達

問題的根源。

此平台分享給各位；以下分別從心態面、書面溝通及人際溝通等

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是心態面，在與參與成員的互動中不時可以發現，只有

相當少數的成員對於即將到來的求職活動具有急迫感、會設定具

體的求職目標，並且對未來準備應徵的工作進行勝任條件的探究

與媒合；因此整個歷程中反映出來的行為樣態要不是尚未完成履

歷表，或是忘了帶履歷表；少數攜帶書面資料的成員其履歷表幾

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共同範本，不僅完全看不出來準備應徵的工作

為何，當然也就無法判斷其適任性。

    接著就書面溝通方面來說，成員所提供的履歷表比起過去來

說雖然開始出現自製的履歷表，而不是如同過去常見的直接從各

人力銀行「友善列印」出來的資料，但仍然未精確捕捉到履歷表

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爭取面試機會，於是大多數成員的履歷表嚴

格說起來就如同我們購買電器產品時，附在盒子裡面的產品規格

說明書，也就是洋洋灑灑寫了一堆自己的個人資訊，完全缺乏對

應徵工作的認識，更談不上自己如何可以適任擬應徵的工作了；

筆者經常提醒一件事，書面溝通對於求職歷程而言，雖說是應徵

者與企業首次正式的接觸，但其功能其實比較接近廣告文宣的角

色，而此階段「客戶」若願意買單就是指該文宣已引起其注意，

並且做出面試邀請的決定；然而許多成員所提供的履歷表，若不

是因為活動的需要讓筆者願意針對其內容仔細參詳，倘若發生在

實務工作場域中，這些履歷表應該都難逃在幾秒內便被送往碎紙

機的命運。

    再來就是面試模擬的部分，姑且不論因準備不周而導致無法

有效的表達自己與應徵工作的契合性，最常出現的問題不外乎沒

能在面試過程中展現出自信與熱情，無法適當的表達未來自己對

企業可能創造的價值為何；其他在面試過程中人際溝通面如眼神

的接觸、肢體語言的呈現、聲音表情的表達以及針對問題的正向

回答等等小細節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筆者在此方面的建議就是

應該嘗試建立面試題庫，妥善設計在自我介紹中就將自己與工作

的契合性表達出來，好好把握面試結束前的最後一題，順勢提出

臨門一腳，並且透過不斷的練習、練習、再練習，想順利通過面

試關卡，將自己推進公司其實並非難事。

    最後請容筆者再提醒一件事，「主動積極」在整個求職就業

歷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工作職缺的探詢與爭取、如

何讓自己的履歷表脫穎而出、通過面試關卡並談出最佳的工作條

件、甚至履歷表寄出後及面試後的追蹤，主動與積極的態度都是

能否成功就業的勝負關鍵，若想展現自己進職場後的工作態度，

就請從「求職」這份人生第一份「工作」開始吧！

本期播放：何處是我家（德國/2001年/彩色/141分鐘）

生涯電影院

求職文化

學校與職場沒教的就業學分(4)漫談就業準備

呂亮震/輔仁大學工商心理學博士

 /擺渡系統設計有限公司執行長暨職涯設計師

    最近筆者應許多學校及機構的邀請，協助初次尋職者進行求

職履歷的審閱及面試的模擬演練，幾輪下來後有一些發現，擬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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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菲/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本片由卡洛琳林克（Caroline Link）（代表作：「走出寂靜」）

執導，她1964年出生於德國，高中畢業後就到美國住了一年，回到德

國後在電視台及電影公司實習，之後在慕尼黑專攻電影，邊讀書邊在

電視台打工，獲得不少經驗。1992年她為電視台拍了一部兒童劇，成

為她的第一部作品。1995年開始籌拍「走出寂靜」，是一部敘述聾啞

家庭的感人故事，此片一推出，就獲得不少獎項，包括入圍奧斯卡最

佳影片。1999年她拍了第二部作品「冰淇淋的滋味」（Annalouise &

Antow），此片亦獲得不少國際獎項。2000春天年她籌拍這部「何處

是我家」（Nowhere In Africa），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到了2001年才

拍完，本片讓卡洛琳的功力更見純熟，壯闊的場面調度，精緻的技術，

流暢的劇情，讓她又入圍了本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連續三部影片皆

獲得國際肯定，39歲的卡洛琳功力令人不敢小覷。本片由史蒂芬妮齊

威格（Stefanie Zweig）原名自傳小說「Nowhere In Africa」改編。演

員包括：茱莉安柯勒（Juliane Kohler）（飾演葉緹），米勒尼尼茲

（Merab Ninidze）（飾演韋特），馬賽斯哈貝奇（Mattias Habich）

（飾演胥金），史迪迪安朱洛（Sidede Onyulo）（飾演歐瓦），卡洛

琳伊克斯（Karoline Eckertz）（飾演少女小蕾），莉克卡（Lea Kurka）

（飾演年幼的小蕾）。得獎記錄包括：第七十五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入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德國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五項大獎、

紐約影展（High Falls）觀眾票選最佳影片、華盛頓首府影展觀眾票選

最佳影片等。

影片導讀

    人在歷史的洪流中，及其渺小脆弱。歷史洪流中的重大事件，往

往左右個人的生涯。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片中一家

人因為戰爭不得不遷居非洲避難。「我是誰、我在哪裡？」是這部片

子隱含的提問，片中時考驗每一個觀影者思考自己對於愛情、親情、

事業乃至國家土地的歸屬感認同。

    男主角韋特全家都是猶太人，但對於自己的宗教並不算虔誠，反

而對於德國認同的情感比較多，可悲的是德國人並不把他們視為一份

子，只想除之而後快。這是怎樣的身分認同：「我是德國人，我以回

德國擔任專業法律人為榮，希特勒這個德國人卻要將我趕盡殺絕」。

韋特在非洲大病了一場，病癒後，他把象徵地位的律師袍送給了救他

一命的廚子歐瓦，幾經輾轉，仍舊想回到德國當律師。對韋特而言「

象徵地位的律師袍」十分貴重，對歐瓦而言，卻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葉緹也是認同德國的上流社會生活，她抱著早晚會回到的德國的

想法，不願意買冰箱帶到非洲，她的行囊中有一件冰箱等值的絲綢晚

禮服，還有象徵貴族的精緻瓷器。起初她與整個非洲是格格不入，經

歷與大地和苦難的洗禮，她開始融入當地人生活，甚至願意留在這塊

土地，穿上貴重的絲質禮服參加非洲土著的祈雨祭，是她認同鬆動轉

向的表徵，雖然最後他選擇了與家人一起回到德國，在歸鄉的火車上

她說她一貧如洗，已經徹底解構了她當初離鄉時的自我認同感。

    劇中所有轉折都發生在外在的大環境因素之下，特別是二次大戰

猶太人被納粹的集中營被迫害，這部電影將場景拉遠到「隔海觀戰」

的非洲，讓讀者也從戰爭的殘暴拉遠到種族優越與歧視、自我認同與

異化等更大的人性關懷上，最後在尾聲以一場蝗災巧妙地、無聲的，

以轉折和解。

生涯反思-無所住而生其心

    這是一部跟「認同」有關的片子，也是一部探討「歸屬」主題的

片子，包括：自我認同、身分認同、性別認同、種族認同、文化認同，

而認同總結了最終的情感歸屬。片中的「男人」韋特和胥金、「女人」

葉緹、「兒童」小蕾、「自然人」歐瓦。分別流露出各自不同的「生

涯認同」與「生命歸屬」情調。韋特的認同始終是歐洲的德國人，他

只是暫時逃避到非洲一心等著回去的時機；胥金的認同是非洲的殖民

者，想長久留下做非洲地主，卻想要有個白人做妻子，是表黑裡白的

殖民心態；葉緹的認同在劇中發生鬆動、轉向與質變，從剛開始不得

不來非洲，然後慢慢融入當地生活，最後拋棄表面的身分認同，其實

每個人都只是個一無所有的人生過客；小蕾天真的融入在地的生活，

她的認同則始終如當下，很快就與許多當地黑人結為朋友，無論到哪

裡都將自己的情感融合在當下的處境中，可以處處為家，全心接納當

地的文化、人性與情感；歐瓦有如與生俱來的大地之子，自由、獨立、

能夠愛人、也能自愛…..。

    我不禁想到這20年來臺灣政界一直瀰漫著所謂「臺灣人」與「外

省人」之爭，事實上大多數的臺灣人都像影片中的韋特與妻子一般，

只是想要逃避戰亂，得到一個棲身之所而已。所以在台灣這50年來，

市井小民所呈現的是雖屬不同族群，卻相安無事的生活在一起，我們

不是也很多外省人跟臺灣人結婚，本省人跟客家人共事，原住民跟外

省人同一村子……。對於大多數社會居民來說，大家都一樣，無分彼

此生活在一起。可是我們的處境在某個層面上都陷入類似《何處是我

家》的故事中，政治運作與政客操作使得族群分裂，德國希特勒獨尊

亞利安人而仇恨屠殺猶太人，造成社會動盪甚至族群死傷。所幸的是

到目前為止，臺灣還沒出現「希特勒」式的激進行動。

    這部電影也讓我想到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活在

他方」，小說藉由一位年輕詩人充滿激情而又短暫的一生，窺見了青

春、愛情和革命的本質，原來都是富於詩意的幻想，而人生的生活事

實是平庸而死寂的，隱喻著人生的一種弔詭與諷喻，真正的生活總是

在他方。韋特人在非洲心卻生活在他方，胥金也是人在非洲心卻生活

在他方，不同的是前者想回到德國重新獲得曾經失去的皇冠，而後者

想要直接在當地重建失土。

    韋特一家三口對於來到非洲各自展開看似相異卻又隱隱呼應的生

命故事。人在敘說自己的故事時，不只是使敘說者將生活現狀帶來秩

序和意義，也反過來提供敘說者自我概念的架構，韋特對自己和別人

訴說自己的同時，也創造了自己的敘說認同，我們可以在韋特所說的

關於自己的故事中認識他。韋特所表徵的猶太家庭並非典型的傳統猶

太家庭，韋特對於猶太人的身分認同遠不如對德國人的身分認同，汲

汲營營於回德應聘，更凸顯了韋特種族認同的衝突與矛盾，他是猶太

人卻認同了殺害自己族人的德國人，完全流露出一種作為父權體制底

下的男人，對「成功」根深蒂固的觀點，片中韋特即使逃到非洲，逃

避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欺壓與迫害，卻仍然想回去應聘進入社會中堅的

專業角色，作為看管牛隻的工人使得韋特完全失去自我價值，他始終

「認同」原來在祖國的身分。

    在父權社會中，或許女性比男性更被要求（也更有機會）要能適

應社會現狀，因此葉緹從完全認同德國上流社會，到迫於情勢不得不

學會用身體交換丈夫的安危，到入境隨俗盛裝出席土著的祈雨晚會，

最後完全融入當地生活而決定久居下來。如過說人類經驗是在個人系

統性認知基模，和環境對人產生衝擊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一種建構

型式，那麼葉緹到非洲的經驗可以說是一種經由她個人生命意義領域

所產生的統整建構。葉緹最終雖然是坐著火車跟丈夫回家，但是這時

的「回家」的她，與當時「離家」的她已經判若兩人了。她似乎留洩

著一種受「環境」催化而觀照自我的身影，葉緹能著眼於「當下」的

事實，而不是被動地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下所建構成的產物。

    所謂的陰柔不只是一種女性特徵，而是一種柔韌的生命力表徵，

不只葉緹具有陰柔特質，歐瓦對小蕾的愛也流露著無限柔美。所謂陽

剛也不只是一種男性特質，胥金的勇敢獨立、韋特的追求社會地位都

是陽剛，葉緹獨自處理莊園的大小瑣事顯現堅毅美學，歐瓦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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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時候到了，男人就該去旅行。」更是剛強之美。在生活的

每個細節，其實都流露出人的生命格調，超越性別、種族與年齡的

界限。

    本片透過男人與女人的故事突顯認同的議題，遠遠超越性別認

同而到達更寬廣的身分或文化認同。順便一提，本片中「自我認同」

有如片中美麗的副旋律，自我認同是一切認同的基礎也是總結。韋

特感激歐瓦的照顧，將象徵自己成就的律師袍送給歐瓦，廚子歐瓦

開心的接受，卻在劇末將律師袍還給律師，歐瓦根本無須律師袍加

持，他自己的存在就證明自己的價值與認同。胥金雖然鍾情於葉緹，

卻表現出親密關係中最重要的價值：「尊重」，他對葉緹說：「這

句話我只說一次，如果妳願意跟我在一起，我會很高興；如果妳決

定跟他回去，也希望妳找到幸福。」尊重表現在親密關係中是讓對

方「做自己」，不是因為愛她/他就要求她/他符合自己的期待。自

我認同要能自負盈虧，不因對方的接受或拒絕而有所增減。

生涯議題討論區

1.如果你是女主角葉緹，從自己的家鄉來到遙遠的異地居住，你會

  選擇在家鄉最珍貴的東西（如華麗的晚禮服、高級瓷器）還是實

  用的大同電鍋（如，電冰箱）呢？

2.請解析韋特想回到德國當律師的心態？是否真的如他所說「祖國

  需要他」，還是只是男人追求社會上所認可的成功？

3.歐瓦在片中代表何種角色或身分？為什麼歐瓦說韋特還是「小孩」

  、而小蕾是「聰明」的？

4.胥金和韋特這兩個男人最大的差別事什麼？胥金是如何的追求葉

  緹呢？如果你是葉緹會不會放棄韋特而與胥金在一起呢？

5.葉緹到了非洲之後一路的轉變很大，你觀察到有哪些轉折點是促

  使她更走進這塊土地？這些轉變跟她的女性生涯的關聯何在？

6.你同意葉緹以出賣自己的身體來營救丈夫，而從事的性交易嗎？

  為什麼？

7.如果你是葉緹會選擇回到德國還是繼續住在非洲？這種選擇顯現

  出怎樣的生涯認同？

國立中山大學諮商與職涯發展組 簡介

林玉華/國立中山大學諮商與職涯發展組組長

    國立中山大學在台建校後，經首任校長李  煥之篳路籃縷，

以啟山林，後經趙金祁校長、林基源校長、劉維琪校長、張宗仁

校長及現任楊弘敦校長之經營擘劃，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發展

至今計有文、理、工、管理、海洋科學、社會科學等六個學院及

一個通識教育中心，共計二十一個學系、一個學士學位學程、三

十三個碩士班、五個碩士學位學程、十八個碩士專班、二十五個

博士班、及二個博士學位學程，學生人數約有九千四百人，蔚然

成為南台灣學術重鎮。依據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迄2013年的

大學排名，國立中山大學位列：「全球百大建校五十年內最佳大

學」世界第三十六、全臺第一。而未來也將持續追求卓越、邁向

頂尖，型塑「山海胸襟  熱情洋溢」的特色品牌，積極塑造一個

以「人」為本的優質校園文化，並營造「樂在其中」的工作氛圍，

使中山大學成為莘莘學子嚮往，優秀人才聚集，校友引以為傲，

社會高度認同的國際知名一流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諮商與職涯發展組前身為畢業生輔導暨校友服

生涯前哨站

務組，於2010年與諮商輔導組合併，更名為諮商與職涯發展組，

使諮商輔導成為職涯發展其中一項不可或缺的角色。本組進行職

涯與就業輔導工作的推廣對象分為學生與師長，對於新世代學生

而言，輔導活動的內容與方式必須創新，才能吸引學生參與；對

師長而言，本組必須提供職涯輔導的工具與資源，才能使師長加

入職涯輔導的行列。而本組主要的業務項目如下：

一、善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及「大鵬網」，協助

學生自我探索

    諮職組於2012年進行「學生UCAN職業興趣測驗計畫」，將

6,389份量表施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建置完成國立中山大學學生

UCAN職業興趣量表常模。本組於各學院的導師會議中，向師長

們分析各學院與各系所學生的職業興趣取向，引起師長對於學生

職涯輔導的關注。並於新生入學指導的活動中，藉由職業興趣測

驗、自我職能評估、Holland Code…等開啟學生對自我探索及瞭

解自己適合職業之探索。施測方式主要以班級及團體的二種方式

施測，由具備測驗專業知識之同仁安排時間進行施測並進行說明

與解釋。

二、多元經驗的互動，讓學生透視職場文化

    為培養學生職場核心能力、增加競爭力、加強適應力、提升

就業力，諮職組辦理了「職涯系列講座」、「企業參訪」、「產

業講座」、「提供職涯及就業相關雜誌、圖書資源」等。本組亦

秉持熱忱的服務精神，辦理創新型活動，吸引新世代學生參加和

對活動目的關注。於2013年辦理「決戰職場伸展台―上班族服裝

造型比賽」，藉此推廣職場服裝禮儀觀念，且提供學生發揮美學

與創意的機會；「夢想起飛―我的志願卡片」，由本組提供卡片

(含信封)給大一新生，引導學生在卡片寫下「我的志願」及「達

成志願的第一步作法」。學生將明信片寫好後，學校於一年以後，

將這張明信片寄給學生，期望學生收到這張明信片後，能引發學

生檢視過去一年來的作為，再次思考自己是否有朝著「我的志願」

前進、努力。

三、建置「學生實習平台」，提早體驗職場生態

    「實習」是銜接學校與職場的重要橋樑，也是促成學用合一

的關鍵機制，而良好的實習制度更需要學校與企業攜手合作，方

能奏效。有鑑於此，本組於2010年特邀請有志於提供實習機會的

企業，成為中山大學學生實習計畫的企業夥伴，建置有效的實習

媒合與運用平台，共同培養企業與社會的菁英領導人才。實習單

位包含企業、公部門與非營利組織。截至目前為止本校之學生實

習平台(http://career.nsysu.edu.tw/practice/)已有78家企業會員，

至少250位學生至企業參與實習，企業對實習生之出席狀況、學習

態度、專業知能及整體表現均為滿意，亦有實習生畢業隨即上工

報到。

四、定期舉辦「就業博覽會」，讓學生能畢業即就業

    國立中山大學於每年3月舉辦「就業博覽會」，同時也有企業

徵才說明會的配合辦理，讓學生能於說明會中更了解該企業文化

及制度，並進一步依自己的需求選擇想要的企業。而就業博覽會

結合高屏地區各大專院校資源，辦理徵才活動，並協助各校應屆

畢業生、校友以及高雄市民，獲取就業資訊，深入了解未來之工

作領域，進而順利就業。

五、建構畢業生追蹤機制，了解畢業生動向

    為掌握畢業校友之就業情況與動向，以及企業雇主對於本校

畢業校友表現之看法，本校自2008年開始進行「畢業生追蹤機制

計畫」。本計畫有四項主要目標：(1)建立「校友資料庫」，將校

友資料全面電子化；(2)透過校友資料庫進行「畢業校友就業情形

及滿意度調查」，追蹤畢業生最新動向；(3)進行「雇主滿意度調

(專欄協同編輯：吳淑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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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3 27-2031.00 Dancers

ARS 3 39-5091.00 Makeup Artists, Theatrical and Performance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O*net的右上角輸入你有興趣的職業，他會搜尋

出該職業的代碼。

    筆者是準中醫師，輸入docter搜尋後，結果代碼為IRS。筆者對

於西醫確實興趣缺缺，而代表西醫師的第一個Holland code “I”也不

在我做出的結果之內。接著我分兩個部分解讀，第一是O*net沒有中

醫師的選項，同時不同次專科的醫師其代碼也不盡相同。第二則是或

許我最有興趣的不是中醫(其實這時內心在掙扎難到我在30歲的時候

還要再和家裡人說我要轉職嗎？)。雖然百般掙扎我還是點開了

Dancers，我仔細了閱讀，發現在技巧(skills)的部分描述如下：

·主動聆聽：專心注意其他的人在說什麼，並且花時間理解當中的重點，

            在適當的時候做出適切的提問。

·主動學習：學習問題解決以及做好決策的新知

·指導：教導其他人如何做到某些事情

·策略學習：當學習或者教導新事物時適當的選擇並利用某些訓練方法

·服務取向：主動尋找解幫助別人的方法

·口說分享：有效的利用對談傳遞資訊

·批判性思考：利用邏輯思考或者策略以解決問題或者找出替代的解

              決方案

·引導：觀察自己或者他人然後做出改進或者採取正確的行為

·社會觀察：觀察並解讀他人的行為反應

    仔細每項比對後，我很驚訝的發現這都是中醫師所需要的技能，

另外不論在Work activities及Work context的部分，舞者相關的項目

也都和我所從事的內容極度相近，這個結果讓我內心撒小花，成為一

個藝術家一直是我內心的渴望，沒想到看起來天差地遠的中醫竟然與

舞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好像被中醫的什麼吸引但

是卻說不上來的部分，在這樣的釐清之後更成為了一股支持我的巨大

能量。同時也提醒我在未來工作時可以在哪些感興趣的項目更加深化

發展。

    分享這段歷程是想回應作者所提出的概念：所謂的天職不單單存

在於某個特定的職業，有的時候人們可以採取的方式是將自己的信念

帶到工作之中。尋找一個能發揮自我，服務他人的理想工作是一種方

式，但除此之外我們好像發現一絲曙光，透過重新解構自己的工作，

從中發現更多與自己的關聯和工作的價值。

    請先讓我分享了一則朋友的FB動態：

    今天大樓電影放映這部片(白日夢冒險王)，看完我表示深深的後

悔.................我為什麼當初沒去看首輪了?沒跟上首輪就算了，我為什

麼沒先查2輪的時間，明明現在全球就有在上映，我為什麼要看社區

放映室憋屈的小螢幕....片中諸多闊如畫的景，就這樣浪費了！看完這

部片，當然會有想要收拾背包，脫離常軌生活的衝動，但人生許多努

力、困難豈是短短的激勵歌曲放完就可改變的，所以……

    讓我感動的是朋友的誠實，她的內心某部分很真實的被勾引到，

她確實對於自己的生活是有所渴求的，但同時她也明白了解人生有些

障礙不是靠著一股衝勁就可以打破的，我想不是只有她有這種困境，

這也是大部分的我們會遭遇到的。這個難題有解嗎？

    有時我覺得身處東方國家的我們滿幸福的，生活中真的遭遇到超

過自己能力所能判斷或理解的困境時，我們會透過燒香拜佛、求神問

卜以求解惑，而是在某些時刻這樣的歷程確實對於人的狀態是有幫助

的。在生活中我們同時扮演著很多角色，以男性而言，父親，兒子，

丈夫，職員，夥伴，知音，這麼多元及複雜的角色，使得我們在做抉

擇時有時無法單單的思考＂我＂想要什麼，每一個我做的決定影響的

都不只是＂我＂一個人而已。這樣的結果又像把我們拉回到夢境裡面，

你我都被黏在蜘蛛網上，動彈不得，最後等著歲月一口一口地把我們

查」，了解企業雇主對於本校畢業校友職場表現之看法；(4)進行

「應屆畢業生離校調查」，了解應屆畢業生離校時的最新動向，

以及對於學校的意見及看法。以上調查皆製成分析報告，以提供

各單位作為教學改善、就業輔導及校友服務的參考資料。

    國立中山大學秉持培育優秀人才的理念，致力養成學生的專業

知識，更期望中山學生在面對全球化競爭的環境下，在職場上能更

具優勢。學生可從實習中觀察到工作技能與趨勢，訓練職場禮儀與

態度，並確認自我興趣與目標方向，在畢業前加強不足之處及做好

生涯規劃。

生涯快訊

(一)新書專欄：Make your job a calling

舒傳賢/準中醫師

    根據一份2010年的報告指出，美國戰後嬰兒潮時期長大的人們工作

樣貌開始產生大幅的轉變。這群人在18歲到44歲之間平均換了11份工作，

工作的時間的中位數大約是4.4年。現在，一份工作從年輕做到老的光

景似乎已然逐漸式微，美國獨特的歷史脈絡提供足夠的強度支持這樣的

社會變遷，現在這樣的流動已成常態，而不是例外。而在台灣，強調忠

恕的儒家思想深深影響著我們，目前的台灣員工不像外國一樣勇於追求

自己更喜歡的工作、更好的職位、更多的薪水，相反的較為傾向安定的

工作。一部分工作是希望提供家庭穩健的資源，一部分效忠一間公司是

一種使命感，還有一部分來自於溫良恭儉讓的薰陶，使我們不自覺的避

免競爭，這樣的文化有其優勢，但也可能造成我們錯失成為自己的最佳

代理人的機會：因為我們不敢也不擅長行銷自己。更遑論去爭取某些職

位，也可能因此而懊悔錯失人生良機。久而久之，甚至會罹患害怕冒險

症候群：傾向覺得自己不夠好。

    Make your job a calling在教科書的外表之下，隱藏不住的是作者

的熱情，從字裡行間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他對於這份工作的熱愛，也由

於此才能誕生出這本情感豐富的作品。這也使得我在每讀完一個章節，

腦袋就重組一次介紹這本書的方式。另外，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之內介紹

這本書是個挑戰，不過我最先想分享的是對個人幫助甚大的實作部分(

第六章)。作者建議透過某些線上網站，可以協助了解我們的工作所屬

的類型(在使用測驗作為工具的同時，我們必許謹記：測驗永遠無法也

不該成為你該做什麼的工具)。這裡以O*net為例，使用O*net可以同時

結合Holland code來進行進一步的解讀。Holland code測驗在台灣亦被

廣泛使用與發展，但在台灣受限於版權問題，使用測驗要透過付費的方

式，好處是題目已修改成適合台灣人的經驗，並有台灣的樣本母群。若

讀者對於原版的測驗有興趣，或是想要做免費的施測，這邊簡單介紹使

用步驟：

    首先連結到http://www.roguecc.edu/Counseling/HollandCodes (請

google “holland code”)，進入之後就可以點選【我要進行線上問卷】，

進入之後內容分成三個大項目供我們勾選，符合你的描述就打個勾，完

成之後我們立刻可以看到結果。以筆者的結果作為範例如下：

Your results for the Holland Code Quiz are as follows:

Realistic: 11 Investigative: 9 Artistic: 13 *highest 

Social: 11 Enterprising: 9 Conventional: 7 *lowest

Your Holland Codes are as follows: ARS ASR (這是由於我的R和S是同分)

    接著登入到O*net，這是美國勞工部所建立的資料庫，進入之後先

點選你的第一個代碼，接著就可以看到符合你的代碼的職業。以筆者而言是



吃掉。有多少個午夜夢迴你我都被這樣的夢境所驚醒？而在文中，

作者認為在信仰不再的西方社會，當要面臨選擇時，作者明確的

引用與華頓商學院史都華˙戴蒙相仿的概念：大的改變是從許多

的小小勝利所累積起來的。但有沒有可以更實際的操作讓我們更

貼近自己理想中的自己，也同時協助我們理解自己所追求的天職

究竟是什麼呢？

    接下來我想邀請你和我一起動動手、動動腦(取自本書第七

章p.143-p.p.148)：

1.我們先拿出第一張紙，依著你目前工作的不同內容項目所佔據

  的時間以及需要的心力，分為高，中，低三組。

2.完成以後拿出第二張紙，列上以下三個項目：動機、能力和熱

  情。分別將你希望透過工作而滿足這三個項目的條目一一列出，

  例如經濟安全感、快樂、讓自己成長可以歸類在動機部分；問

  題解決、公開演講、協助他人等屬於在能力部分；熱情部分則

  包含幫助別人學習、產生創造力、改變群眾等。

3.接下來我們攤開第三張紙，上面的標題是＂又新又好的改變＂。

  同樣的像第一張紙分成高、中、低三個區塊，但這次不同的是，

  重新衡量你的工作內容，並且調整你希望他們佔據的比重。以

  一個補習班老師而言，或許和家長溝通原本佔據工作中較少的

  時間，但他內心認為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時也是他擅長

  的事情，而事實上和家長的良好溝通確實也會對於學童有幫助，

  這時候他就可以將＂與家長溝通＂這個項目放到＂高＂的這塊

  區域，依此類推。

4.接著當我們再看一次工作內容，會發現有些工作內容彼此是有

  關連性的，找出他們的關聯性並且定義他們成一個個的小主題，

  例如可以將維持教室秩序，以及一對一教學歸類為＂直接幫助

  學生學習＂。剛剛舉例的和家長溝通則可以歸類為＂間接幫助

  學生＂。

5.翻回第二張紙，將這些小主題和你的動機、能力和熱情相對應，

  找出你的工作滿足你的那些部分，並且理解透過工作你獲得了

  什麼。

6.找幾個你的好朋友或你信賴的人討論這張表，並且思考如何做

  才可以落實你想要進行的新改變。這些改變不需要很激烈，但

  是請每天記錄你調整之後的改變，每天最少完成三個，至少持

  續一周。

    請謹記，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這種操作的核心概念是：小

改變產生小的成功，而小成功的累積能帶來大成功。希望這樣的

操作有助於結合你的熱情及專長，從新的眼光看待你目前的工作。

同樣的這種操作方式也可以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平時如果我

們不留意，很容易就憑感覺的分配時間給工作、家人、朋友、自

己身上，但這樣的結果往往是分身乏術或者感到挫折。使用這種

方式，我們可以回顧過去一個月的作息分布，紀錄自己花時間的

習慣，接者列出階段自己的特質、熱情與能力，再重新分配目前

自己想分配時間的高、中、低列表，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陪伴、擅

長傾聽以及內向的人，省略人數多的朋友聚會，安排時間打個電

話和朋友聊聊天，分享彼此的近況，這樣同時可以滿足自己的需

求，又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相信這樣的方式會讓你的生活耳目

一新。

最後礙於篇幅我想再提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作者提出人們有時會同時渴望做好兩件事情，甚至更多。最

容易面對這個挑戰的就是職業婦女。根據統計職業婦女若至少投

入75%的心力在她們所選擇的天職才會感到滿意，若要滿足這樣

的需求，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將只剩下25%的心力能被投入。這個

主題已然存在很久，但慢慢的被獲得重視，英美中法日五國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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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排行第一名的＂挺身而進＂作者桑德伯格秉持著「女性必須

學習高舉著手，不要放下來，因為一旦妳的手縮回去了，即使最

友善的主管，也可能沒注意到妳。」的精神，勇敢的道出女性在

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兩難，以及女性於工作中的堅持的決心及不易。

(同場加映：就因為沒時間，才什麼都辦的到。)

    桑德伯格指出我們必須要拋棄兩者可以兼顧這個天方夜譚，

而研究也同樣表示有部分的女性選擇犧牲自己其他領域的活動(例

如運動、嗜好)以成就母親和自己的工作這兩件重要的事情。也有

些女性理解到想要完成天職，不能僅靠一己之力，這除了需要高

度的投入，謹慎的規劃，同時，妥善的思考並使用周邊的資源(例

如丈夫或者大一點的小孩等)，家裡其他成員主動協助和溝通，同

時透過重新擬定分派任務，這對於職業婦女都是很重要的幫助，

而當家人們一起完成這樣的挑戰，其收穫的成果也會視豐碩的。

    寫到這裡差不多該告一個段落了，我想分享關於夢想的實踐

最鼓舞人心的例子。

    『好像夢想其實離我們很遠，我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一流

的職業棒球選手。因為這樣，我一定要參加國中、高中和全國大

會的比賽。為了能活躍於球場，練習是必要的。而我對於這樣的

練習是有自信的。我3歲的時候就開始練習了。雖然從3歲到7歲練

習的時間加起來只有半年，但從3年級到現在，365天裡，有360天

都拼命的練球。所以，每個禮拜和朋友玩的時間，只有5-6個小時。

我想這樣努力的練習，一定可以成為職棒球員。我打算國中、高中

時闖出一番成績，高中畢業後就加入職棒球隊。 我想加入的球隊

是中日龍和西武獅。以選秀制度加入球隊，目標契約金1億元以上。

我有自信，不管是投球或是打擊。去年夏天，我參加了全國大會。

看了所有的投手後，我確信自己是大會的NO.1，而打擊方面，我

在縣大會的4場比賽中，打出3支全壘打。整個賽程累計打擊率0.583。

連我自已都很滿意這個成績。我知道棒球不是光靠一年成績就可

以論輸贏的，所以我會繼續努力下去。然後，當我成為一流選手，

能出場比賽的話，我要送招待卷給曾經照顧過我的人，讓他們為

我加油!!總之，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職棒選手。』

作者是鈴木一朗，寫於國小六年級。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提到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嗎？即將步入退休

之齡的他們許多採取退而不休的模式，持續尋找自己可以發揮也

同時對社會有幫助的領域，繼續努力的付出自己，發揮自己的專

長，為他人服務。台灣也逐漸的面臨到這樣的情境，在我們高呼

著老一輩的人卡位，下面的人動彈不得之時，或許我們該思索的，

是如何和這一群願意貢獻己力且有經驗專長的人們溝通，或許有

可能創造出一個長得不一樣的社群，但是這個社群團體雖然年紀

較長，但反而有些事情或挑戰反而是需要倚賴他們完成的呢？

    最後我想獻上桑德伯格最喜愛的一句話：完成比完美重要。

我第一次讀的時候只覺得震撼但不是很懂，這次寫介紹時又拿出

來再翻一遍，再次看到這句話時，多領略了某些事情：沒有一種

最適合誰的什麼職業，整個生命是一個有機的動態過程，沒有最

完美的劇本，我們其實也不會知道終點在哪。但也由於此我們更

渴望幫自己尋找到定位，而找到定位的方式從完成開始，完成許

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戰，或許我們覺得下一次可以更好，或許我

們表現不佳，甚至我們得要接受失敗，但是完美是一個結果，來

自於別人的評論，那是一個在雲端的城堡，而完成，卻是扎扎實

實的活在自我的生命經驗當中，拋下完美的面具，完成自己的使

命，勇敢的大聲說這就是我要的，然後完成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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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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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中國上海光大國際大酒店舉行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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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名與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www.ifpworldcongress.org/

econtent.asp?id=129&ifp=129。

2) 2014年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PCDA)年會
    亞太洋生涯發展學會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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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siapacificcda.org/Default.aspx?pageId=1601920。

3) 美國生涯發展學會2014年度全球研討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Global Conference, 2014)
    美國生涯發展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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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請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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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ter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uidance
     (IJEVG)徵稿啟事
    Inter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uidance正在徵求

”Childhood Career Development”和”Guidance in Latin-America: Searching 

for new perspective”為題所發表的稿件，截止日期為2014年6月30日。

詳細徵稿內容及條件請參考網站：http://www.ncda.org/aws/NCDA/pt/

sd/news_article/86747/_PARENT/layout_details/false#lat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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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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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加入會員後

即可使用此資料庫服務。資料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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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1)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4年專業人員繼續教育工作坊
    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4年專業人員繼續教育工作坊將於2014

年5月16日至17日於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園區舉行生涯諮商：多元及

社會正義觀點之應用工作坊，將邀請Sinacore博士進行主講。活動報

名請參考網站：http://www.guidance.org.tw/news.php?action=view&

new_no=1398413947。

(二)國內研討會資訊：

2) 臺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103年會員大會暨主題工作坊
    臺灣生涯發展語諮詢學會將於2014年5月25日於救國團松江大樓

501教室舉行103年會員大會暨主題工作坊，本期大會專題將邀請勞動

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所林三貴所長以國家勞工政策與個人生涯發展

進行演講。另有林三貴所長、廣達電腦李瑋副總經理以及臺灣生涯發

展與諮詢學會王思峰理事分別代表官、產、學進行圓桌討論。主題工

作坊則邀請師大心輔系田秀蘭教授以夢的力量―談夢工作在生涯諮商

的應用進行主講。大會報名請參考網站：http://www.tcdca.org.tw/。

3) 2014第十二屆臺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研討會
    臺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將分別於2014年5月24日及25日於政治大

學舉行會前工作坊與年會，本期大會主題論壇為「舞蹈治療在臺灣，

你想了多少？」將邀請李宗芹博士及王行博士等人進行引言、分享、

回應與討論。研討會報名請參考網站：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o=1397226944。

4) 國立中正大學生涯探索與規劃工作坊
    國立中正大學將於2014年5月24日及25日於輔導中心團諮室舉行

生涯探索與規劃工作坊。活動內容主要為引導成員了解自己的生涯興

趣類型、人格特質、生涯目標；促進成員覺察生涯規劃時面臨抉擇的

考量、造成阻礙的因素；引導成員評估並調適自己現實與未來期待的

落差；協助成員經由規劃更了解自己，並形成具體的生涯計劃。活動

報名請參考網站：http://www.ccu.edu.tw/show_bulletin.php?id=219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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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場加映】Online resources for career professionals: 
                           Twitter chat summary
     “ContactPoint” 是一個來自加拿大的線上生涯發展領域的專業社

群，提供了生涯諮商、生涯發展領域的多方向資訊，內容分成三大部

分：趨勢報導（Reports & Trends）、加拿大生涯發展資訊（Careering）

以及每週生涯快訊（CareerWise）。

左圖：趨勢報導（Reports & Trends）右圖：加拿大生涯發展資訊（Careering）

研習活動紀實

◎築一條跨越文化鴻溝的橋樑

馬安妮/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

    這學期修了一門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課，課程名稱叫做Korea Culture，

顧名思義內容在於認識韓國這國家的文化。老師是在加拿大長大的韓

國僑胞，上起課來的方式相當特別，上課前我們必須閱讀四篇跟該週

主題有關的期刊文獻並寫成心得筆記，課堂上卻相當輕鬆，每位同學

輪流三次報告該週的期刊內容，報告完後就開始自由討論。老師的角

色與其說是知識的傳授者，反而比較像扮演催化討論穿針引線的角色，

指出討論中關鍵或值得回顧的內容，同學發表完各自的看法，覺得差

不多後就可以下課了。由於學校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從大學部至研究所

全是以英文授課，班上的同學來自於世界各地，其中以美國人和韓國

僑胞佔大多數，也有一些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比較意外的是亞洲學生

成了少數族群，班上16名同學中只有我和一位日本人與兩位韓國同學

來自東亞文化圈。在臺灣念研究所的我少有機會使用英文，一開始對

於同學們流利且快速的英語和必須以英語報告和撰寫心得感到相當大

的負擔感，但後來發現同學們根本並不如我想像中的那麼在意，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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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過去曾在Twitter中發佈生涯發展、生涯諮商相關的討論資

訊，有使用Twitter的用戶，都可以在Twitter中搜尋，最近他們整理

了2014在Twitter中一系列生涯發展相關的熱門討論訊息與相關社群：

每週生涯快訊（CareerWise）

若有興趣可上以下網站參考 http://goo.gl/jjzpl0

化，了解韓國根深柢固的集體性與高度排他性來自於朝鮮時代受新孔

子學說中朱子理氣論的影響，一直到最近幾週討論到韓國社會中家長

對於教育的過度狂熱怪象。班上的外國同學們大多有在韓國擔任英文

老師的經驗，他們都在教育現場中親身感受了韓國母親們對於子女英

語教育的瘋狂程度，韓國有一句俗語叫做 chimaparam(치맛바람)其

意為形容母親們在學校過度干涉老師對子女的教育，疲於奔走而使裙

襬如風飄起的樣子。英語的意義不再只是一門語言，還包含了父母們

渴望藉由子女學習英文而攀爬至社會頂層的期望。來自歐美的同學們

對於韓國父母這樣的想法都感到不可思議，甚至對於父母藉由子女以

完成自己未能達成的期待以「覺得噁心」來形容，也說如果是他們自

己的小孩，他們絕對不會把小孩送到韓國的英語補習班。其中一位來

自英國的同學在討論時提出了這樣的疑問：「我不懂的是，既然韓國

人自己也知道教育體制是有問題的，這樣學習英文是有問題的，為什

麼他們還要把自己的小孩送去這些補習班？」坐在對面的我聽到英國

同學一本正經地提出這個疑問時覺得很驚訝，還一度懷疑自己有沒有

聽錯，這是問題嗎？班上有一位同學是韓美混血，雖然從小在美國長

大，但母親是韓國人的背景使他比純粹來自歐美國家同學更能掌握東

亞文化圈中教育狂熱的原因，問題不在於父母為什麼不作其他選擇，

而是在於他們根本不能作選擇。討論到最後，其中一名同學無奈地苦

笑說：「該不會我們又要作結論說原因是儒家思想造成的吧？」我在

心裡默默地回答：「沒錯，就是儒家思想。」因為這門課我才發現即

使過了數千年的更迭，孔子的氣息並未隨著時代的翻新而消逝，反而

活生生地在你我之間吐息著，甚至限制了我的想法也毫不自知，因為

我必須承認有幾次對於歐美同學們提出「為什麼韓國人明明自己也不

喜歡社會上的某某現象但卻不想作其他的選擇」等這些對儒教文化圈

來說覺得很沒概念的問題感到反感。

    一次下課後，班上的韓國同學歲美跟我說每次上完這堂課的心情

都很差，因為自己從小到大所認同的文化每次都必須被拿出來討論，

而討論的結果通常是批評大於贊同。歲美說：「老師可能是從小在國

外長大，沒有文化的包袱所以可以這樣討論吧，雖然我知道韓國社會

有很多問題，但這樣批評我的文化我真的覺得很難過啊。」我一時之

間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他的心情，只能告訴他：「我明白，如果現在批

判的是臺灣文化，我的心情也會很差。」來自同一文化中的我們都在

這堂課中各自遇到了需要跨越的橋樑，我們都必須走出習慣已久的舒

適圈，跨出「本來就是這樣」、「有什麼好討論的」的思維模式，到

達那令我們感到不自在的彼岸。我們當然也可以選擇迴避極大的衝擊

而繼續將自己隔離在那令我們眼花撩亂的世界中。英國牧師約翰．斯

托德(John Stott)在其所著《講道的藝術》中曾這樣描述：「可是如果

我將這兩個世界的鴻溝畫出來，再將我們的講章放進去，我可能必須

畫一條直線，從聖經世界的這一端，直直往上，形成筆直的線條，但

始終無法落於彼岸，因為我們的講道太少接觸地面了，不能成為進到

現代世界的橋樑。」最後他作結論道：「求神興起新一代的基督教傳

播者，有決心要跨越這道鴻溝，使神不變的信息與這變化萬千的世界

建立關係，拒絕為建立關係而犧牲真理，或為真理放棄關係，定意要

兼顧真理與時代的需要。」

研習活動紀實

◎築一條跨越文化鴻溝的橋樑

馬安妮/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

    這學期修了一門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課，課程名稱叫做Korea Culture，

顧名思義內容在於認識韓國這國家的文化。老師是在加拿大長大的

韓國僑胞，上起課來的方式相當特別，上課前我們必須閱讀四篇跟

該週主題有關的期刊文獻並寫成心得筆記，課堂上卻相當輕鬆，每

位同學輪流三次報告該週的期刊內容，報告完後就開始自由討論。

老師的角色與其說是知識的傳授者，反而比較像扮演催化討論穿針

引線的角色，指出討論中關鍵或值得回顧的內容，同學發表完各自

的看法，覺得差不多後就可以下課了。由於學校的國際關係研究所

從大學部至研究所全是以英文授課，班上的同學來自於世界各地，

其中以美國人和韓國僑胞佔大多數，也有一些土生土長的韓國人。

比較意外的是亞洲學生成了少數族群，班上16名同學中只有我和一

位日本人與兩位韓國同學來自東亞文化圈。在臺灣念研究所的我少

有機會使用英文，一開始對於同學們流利且快速的英語和必須以英

語報告和撰寫心得感到相當大的負擔感，但後來發現同學們根本並

不如我想像中的那麼在意，只要能夠傳達語意即可。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對韓國社會的某一特定主題進行討論，從第

一週與你我生活息息相關的食物逐漸加深到韓國社會的「我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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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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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5 準備開跑啦！
    本次學會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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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會員大會及繼續教育課程，會中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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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林三貴所長、廣達電腦人才資

源中心 李瑋副總及本會理事 王思峰教授一同探討目前台灣青年之生涯規劃策略。請各位會員踴

躍報名參與，報名資訊及議程請參閱以下詳細資訊，或至學會官網http://www.tcdca.org.tw/ 瀏覽。

會員大會．繼續
教育課程

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
    會員大會暨工作坊課程規劃與講師邀請已完成，請老師們鼓勵學

生參與，並請秘書處將圓桌會議架構內容轉知其他理監事們，另建議

圓桌會議安排錄音，以利後續電子報報導及作為未來學會工作發展規

畫之參酌。另考量所屬業務繁重，將規劃提案請理監事們研議討論將

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分開成為專業訓練委員會及專業認證委員會。

專業資源委員會
    資源委員會、華人生涯資料庫計畫、大鵬網計畫已於04/13召開聯

席會議，確定華人生涯資料庫先使用CCN、CVHS、大鵬網現有資料

進行網頁建構，以分享初步統計資料給相關單位使用。相關資料將公

告於華人生涯資料庫專屬網頁以及學會的資源委員會網頁。另資源委

員會正整理相關網站等資源清單，未來將同步公告於學會與華人生涯

資料庫之網頁。

專業倫理委員會
    本委會除了持續進行倫理守則文字後續之修改外，在經提會員大

會討論確認後，將再考慮擬訂倫理申訴案件處理程序(與相關文書表

格)及倫理守則釋疑案件處理程序(與相關文書表格)。

研究委員會
    本委員會所編輯之生涯電子報第十期即將出刊，目前電子報持續

規劃嶄新主題中，邀請實務經驗豐富老師負責專欄策畫與執筆。除了

呂亮震老師、林俊宏老師的求職文化專欄外，生涯電影院專欄目前也

由黃素菲老師主筆，台灣師範大學吳淑禎老師負責大專生涯發展中心

或就業輔導組介紹專欄「生涯前哨站」，在「生涯快訊」專欄中也持

續邀請身處不同國家文化的夥伴分享在生涯規劃中對於跨國文化的體

會，期待能夠帶給讀者更豐富的訊息，增加新的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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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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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