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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解構「大師」，朝向後現代的對話：Gergen & Gergen工作坊之學習反思
洪瑞斌 / 中國文化大學心輔系副教授
「茵特森創意對話中心」之創辦人吳熙琄老師一直在台灣推

腳般的作用。不過，在廣義的後現代主義大傘下的成員，已經

動後現代取向心理治療不遺餘力，近幾年來又努力促成「大師

有相互匯流的傾向，包括敘事治療及研究、行動研究、自傳式

系列課程」，就是邀請國外大師級的後現代研究或專業工作者

民族誌等，都被相互援用並收納進去。

來台講授。作為後現代取向的愛好者及追隨者，筆者十分感謝

但其中有一個論點或主張是重要的，也是我過去一直思考的

有這樣的學習機會。

問題：「解構之後，重要是如何再建構」。換言之，批判或解

去年吳熙琄老師很不容易邀請到Kenneth J. Gergen以及Mary

構主義的傳統，擅長攻擊主流權威論述，拆解與暴露出意識型

Gergen夫婦來台授課， 2014年10月3、4、5日進行三天的「談

態，讓人們對習以為常的想法或觀念，感到懷疑或重新思考。

社會建構中對話與關係的新思維」工作坊課程，假國立臺灣師

但解構之後了呢？接下來呢？換言之，人是在其世界中持續生

範大學公館校區辦理。課程講授主題包括：何謂社會建構--醞釀

活著，你摧毀別人的意義架構，然後走人，是種奇怪的介入方

中的變革；建構真實與美好--理解我們賴以生存的語言；社會關

式。或者，後現代主義者總不能無限解構，即便大師還是活在

係中的自我--思考自我如何在關係中建構而來以及關係中的存有

生活世界中，也不可能不採任何一種觀點或視框。

；對話與關係--衝突與轉化；社會建構的實踐與反思--分別從教
育、諮商、組織與研究等方向來思考等。

美式的社會建構論或合作取向有朝向正向心理學之趨勢？

由於Kenneth J. Gergen是促成心理學領域開始進行後現代轉

但是這二次工作坊美國社會建構論或合作取向有一種新味道

向的重要推手及代表人物，也是著作本身的大師，所以當筆者

，很像是與「正向心理學」的結合，不再問題化或醫療模式，

聽到有這樣的學習機會，也就趕緊報名參與。而且是帶著向大

繞開問題解決模式。我會這樣說，主要是二次工作坊都演練了

師朝聖的心情前往。上完工作坊課程，我也將個人心得反思寫

一個合作取向的對話技術，即「Appreciative Inquiry」，基本上

下來，並在個人FB網路社群分享，沒想到也收到不少同好的回

它是以對話小組來操作，朝向回顧正向經驗或理想，再催化團

響（初始文章張貼於個人FB網頁：

體成員相互理解與連結。Gergen說這最初是從企業或工商場域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209221

發展出來，我不確定是否與「正向組織行為」發展有關，但我

38145679&id=100006837214007&comment_id=1572873856

可以想像這樣的溫馨而激勵的效果，確實是企管顧問的最愛。

283840&notif_t=like；本文有略加編輯修改）。現將此一課程

例如讓專業工作小組討論「你工作以來最好的一天是甚麼？」

學習心得、相關社群朋友之迴響、以及筆者再回應之交互對話

；然後再思考討論「想一想如何讓最好的一天變多？」。

內容再進一步分享到生涯發展之專業學會社群，野人獻曝的同

基本上，我是同意並覺得可以學習這樣的介入技巧，用於成

時也期待更多專業社群夥伴更關注後現代的境況與思想，也有

員間相互理解、同理、連結，甚至促進提升改變可能的希望感

機會更多激盪與迴響，實踐後現代的對話。

。但我的問題是，在對話中除了促進相互理解、連結的介入方
法之外，促進相互解構或意識提升的介入方法應該也有其重要

一、個人課程學習反思

性及介入時機。而從我過去學習（主要是從Argyris等的行動科

解構之後，重要是如何再建構

學或批判心理學等）這樣的方式或許類近於「Confrontational

美國的社會建構論或合作取向似乎已經逐漸脫離了解構或批

Inquiry」。但當我以及其他學員的類近提問都一直未被Gergen

判的味道。當然我的接觸很有限，僅限於二次吳熙琄老師所邀

所正面回應時，我心中不免更加確認我前述的猜測，「美式的

請舉辦的工作坊，包含Sheila McNamee以及Gergen夫婦。雖然

社會建構論或合作取向似乎已經逐漸脫離解構或批判的味道」

Kenneth Gergen在課程開頭的哲學立場依然提到了批判取向傳統

。而他們的解構與批判的戰場似乎僅限於其著述的書籍與論文

如馬克思與女性主義是社會建構論之根源，但感覺只剩如同註

的學術戰場，而非在團體或組織介入的對話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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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了（目前社會中亂象的原因之一，是人們批判時是以曲解

關係中的存有及自我作為核心基本假設
當然Gergen在其理論與哲學最終的收斂，還是有其重要焦點

對方為前提，而非理解，呵呵）。

，主要是「關係中的存有及自我」（Relational Being & self）

4. 由於理解與對話是個相互滋長的循環，因此批判也是屬於對

，這項核心基本假設的提出，算是一個聰明而有用的立場與位

話的一種形式，或者說，批判的目的應該是期望產生對話。

置，當然關係中的自我也非他的獨創。倒是課程最終的訪問，
Gergen提供了有用（同樣非獨創）的建議，實務工作改變的嘗試

周敘事（周志建；敘事私塾主持人、故事療癒作家）

起點，「第一步是建立網絡，連結；跟他人談，整合出行動，

我個人淺見：

找到同志，開啟一個關係的過程，才能開始重要的行動」。

1. 解構是一個對話歷程、不是技巧。在解構的對話歷程中，或
許某些「建構」、已悄悄在對話的「雙方」進行中。
2. 敘事的解構，想打破的是社會主流價值、「唯一真理」的概

解構「大師」
如果抱持想更深入探討方法論典範、哲學觀的期待進入此次

念，從對話中，幫助當事人對其問題或狀況有其他更多元或另

課程，可能會有點失望。或許學員中包含不少研究生，對質性

類（alternative）思考方式的可能性。跟傳統「問題解決」的思

研究也才初步接觸，因此課程設定之介紹知識是相對基礎的後

維不同。

現代或社會建構論之方法論知識。由於先前我已在碩博士班受

3. 後現代是「去專家化」的概念，所以像「大師」這樣的語言

到長期的方法論訓練，本工作坊相較來說，比較偏向初階課程

我比較不會使用。但如果我在演講現場，我一樣會請Gergen簽名

。但因為現場學員從學生到教授都有，也可以理解Gergen對課程

，那是一種「欣賞、認同」，不是把他當大師一般的「崇拜」

設計的選擇。

。做為一個敘事學習者，我自己也很小心、經常提醒自己：不

另外Gergen作為後現代主義學者，剛開始課程的一個說明有

要因為站上「老師」這個位置，就沾沾自喜、自以為是、好為

其一致性，「在相關思潮或運動的過程，都會有代表性人物作

人師。時時的警醒與反思、自覺，是一個後現代學習者的自我

為明顯標誌，但他們也不一定是領導者」，或許有時他們只是

期許。

踏在浪頭之上。聽畢內心裡有些欽佩，也為自己正想拿書給他

4. 我不認同、也不喜歡把敘事或後現代當作「正向心理學」看

簽名，以便沾沾大師之光而有些自慚形穢。孰不知，過不久大

待。後現代的目的在提供多元觀點及尊重當事人的「在地知識

會就宣布課程中會有機會拿書給老師簽名，而且實際上因為眾

」，因此問話方式跟傳統「問題解決」、「問題分析」的專家

多學員趨之若鶩，還花了不少時間在簽書活動。我心想這或許

模式大大不同。我們讓當事人看見他「有什麼」、而不是「他

是Gergen善意協助台灣低迷而辛苦的出版業，所提供的商業促銷

沒有什麼」，如此看見，背後目的是「禮敬」生命、尊重生命

與搭贈活動吧。終究最後我還是拿書給Gergen夫婦簽名了！但看

個獨性的人文態度，如使用「正向」的語言，會「簡化」後現

著多數學員與大師開心相擁合照的同時，我心裡想的是，台灣

代的精神、甚至「誤導」。

過去其實已有很多在研究或介入實踐的長期發展，或許我們該

5. 使用「正向心理學」的其中危險性之一、是人會掉入「正負

動手好好整理自己的東西了，以促進後續的前進。或許是時候

」的二元對立思維，後現代想要解構的，正是「二元對立」思

可以試著降低對「大師」的迷戀了。

維。

二、社群回響

廖欣娟（生命旅人）

郭人福（中國文化大學心輔所研究生）

觀看世界，不再迷戀外界，發展自己，不再固步自封。世界

我最近在唸敘事治療的時候也在思考解構這件事，畢竟當事

是廣大的，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觀看自己生命歷史的

人還是生活在社會當中，在不斷的解構當事人原有思考模式的

沈澱，是我們能再次成長的基石。加油！

過程中，是否對當事人回到現實生活中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造
成困擾或是無法融入，反而對當事人造成更大的困擾。

Hui Hua Liou（劉慧華；台北市立大學諮商心理師）

但昨天上了心理劇的課之後，我發現其實我把解構跟建構想

我的想法是當文本po出來後，每一對話都是讀者與文本互動

得太單純跟狹隘了，其實無時無刻我們都在建構新的傳承，但

所產生的，與作者或展開與其他讀者的對話，或許會因此展開

當這些文化傳承變得不適應的時候其實才會需要透過解構的方

更多對話空間（擴展文本內容），持續對話內容（未知的）或

式，去重新找到適應的方式。

許會發現更多可反思之處。~因此每次想事情都有不同思考出現

透過這樣的學習，我才比較能夠理解跟體會合作取向中，不

，這是我目前的情況，所以對我來說沒有唯一的真理或永遠不

以諮商師為中心，而是尊重當事人的自主經驗去陪伴當事人看

變的知識文本。

看有什麼其他可能的方式，諮商師做的只是在過程中陪伴當事
人去體驗、覺察自己舊有的、不適應的文化傳承。以上為看完

Shu-Hui Liu（劉淑慧；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老師心得之個人淺見，跟老師討論分享。

很中肯。感謝 Gergen、熙琄、瑞斌，再次提醒我好好學習學
習「深度的解構與批判+創意的再建構」。

楊明磊（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我的理解是：

三、筆者再回應：

1. 解構的同時就正在形成新的建構，二者並不需要劃分。

因為是朋友希望我分享課程學習心得，所以在網路PO出來。

2. 關係中的存有與自我，似乎是源自海德格的「共在」，即「

但因為是個人學習心得，所以文字使用很不精準，當然如Gergen

存有」原本就是建立在與他人連結的前提上，並沒有單獨的或

所說文字原本就有其模糊多義性。沒想到受到各位朋友的回響

與他人無關的存在或自我。

，這應該就是對話的精神吧！但怕有些誤解，所以我應該再澄

3. 批判，需要以「理解」做為前提，否則即成各說各話或借題

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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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實在我並不熟悉或進入近期合作取向之學派，我比較熟悉

不是「二元對立」，而是「相生相剋」的太極之道。

的是敘說取向的研究與治療以及夏林清老師帶進來台灣的「行
動科學」，但我猜應該都同屬後現代主義的大傘中，因此才想

7. 我的提問自然來自我的過去學習背景，我的朋友中非常廣泛

分辨彼此關係。只是Gergen並未正面回應，或許各位朋友可以協

多元從「左翼」到「右翼」（可能光譜間有「中間偏左」、「

助回應此問題。

中間偏右」、「中間」，也原諒我暫時使用如此粗糙的詞彙）
，我自己很喜歡這樣的多元並存。就像是這樣的工作坊，「左

2. 我個人相當感謝熙琄老師近年來，致力於邀請國外知名學者

翼」朋友大概沒空參加，而是忙於參與「巢運」以及努力推動

專家來台分享。對自己來講可以有方便而寶貴的機會直接向書

「人民參政運動」。」「右翼」朋友大概會覺得很奇怪，為何

中、論文中的老師聽講及學習，真是難得的學習資源及機會。

要花錢花時間參加這樣的後現代〇╳#@*什麼的研習，因為明顯

對領域的社群來說，我也看到熙琄老師有深厚的使命感，一直

看不出有何效用或好處。

在推動社群發展的行動，我也十分感佩。
8. 但後現代的要義或許不僅僅是在「多元並存」，而是在於「
3. 本文前述所欲解構的是我們對「大師」的象徵符號或投射式

持續相互理解與對話」。從後現代社會的境況來觀察，確實有

認同，而非「Gergen」這個人，或是Gergen的文章及論點，

更多元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存在，但文化戰爭仍持續進行，依

Gergen的文章通常還是我寫作論述時很好的引用來源。我想多數

舊上演佔領、吞噬、消滅的戲碼。換言之，重要的不是繼續強

朋友應該可以分辨，但擔心少數社群夥伴誤解，就再說明一下

化分化「左-右」、「主流-邊緣」、「進步-保守」……等，一

。

組組的對立族群；而是讓更多人在對話或關係中理解，每個人
心中都可能存在「左-右」、「主流-邊緣」、「進步-保守」…

4 .我自然同意解構-再建構是一個歷程或循環，不須嚴格區分。

等聲音或意識型態，讓更多人能同時接納、理解與進行內外在

但由於過去在典範的區分上，通常是將「批判與實踐典範」與

對話，便會有更大條件創造出族群間或對立意識型態對話的可

「現象與詮釋學典範」區分開來，批判取向的通常致力於批判

能。

主流意識型態及意識覺醒的論述工作，詮釋取向的通常致力於
傾聽庶民故事與寫故事。我認為若近期的發展是相互匯流，我

9. 基於如此個人之思考，我認為持續在對話與溝通中點燃多數

自然十分贊成與支持。但也想更進一步瞭解此一匯流的趨勢，

人心中的「小革命」、「微解構-建構」的重要性並不亞於風起

以及實務或實作上如何整合與操作。

雲湧的大型社會運動（相對的「大革命」）。也因此我認為實
務上如何促動覺察、反思、相互理解、協商的對話或敘事方法

5. 我不清楚海德格的「共在」（即「存有」原本就是建立在與

都很重要，也想多多學習與交換心得。總之，謝謝大家的慷慨

他人連結的前提上），是否是最早關係哲學的根源。但我知道

回應與對話！或許我們已經開啟了對話的起點，感謝。

已經有許多重要學者的理論都直接建基在「關係哲學」上，例
如哈伯馬斯的社會交往理論；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
我-你」（I-Thou）關係及「相遇（encounter）哲學」。而後詮

求職文化

釋學學脈中的高達美、呂格爾，以及原本較少被提及近期較被
台灣學者注意的列維納斯（Levinas），他們都有明顯的從「主
體性」朝「互為主體性」或「主體間性」的轉向。也因此我才

職場競爭的關鍵心利器－正向心理資本

會說，Gergen理論與哲學收斂於「關係中的存有及自我」（

林俊宏 / 擺渡系統設計 營運長

Relational Being & self），算是與過去眾多強調關係哲學之學
者匯流。

有一回，筆者接受一家約1500名員工規模的台灣傳統製造業
之邀，至公司與員工分享職場情緒管理的議題。在那次分享中

6. 我並不真的確定「後現代或敘事典範」與「正向心理學」有

，我以正向心理學作為開端，運用概念分享與實作體驗，讓參

匯流趨勢，因為前文只是憑上課經驗感覺，而非透過回顧研究

與成員辨識心理學與自己工作的關係，並學習如何運用心理學

文獻及學術脈絡演進之工作，所以不能有此直接結論。我跟對

促進自己的工作現況。

話夥伴的意見相同，所謂正向、負向的對話方法（像是

在演講結束後，總經理的致詞令我深表感動，總經理說：「

Appreciative Inquiry vs. Confrontational Inquiry）、文本、論述

我們傳統製造業是十分重視生產技術與品質，這幾年來我一直

必須交互出現，相輔相成。就如同大家一致的意見，建構離不

思考員工的投入問題，但始終找不到原因，今天才發現是心理

開解構，解構也離不開建構一樣。另外我可以明白「後現代或

的議題，但我過去總認為心理學就是用來治療，今天我聽完演

敘事典範」與「正向心理學」之間借用可能的誤用或扭曲，所

講後，才發現心理學其實是可以用在預防與促進……」。由此

以必須直接而謹慎面對二者間本體論、認識論之基本衝突與矛

可見心理學在職場的應用與實踐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努力。

盾。但，若能真誠面對不同取向或典範間之基本假設矛盾，任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Luthans、Youssef與Avolio等人提出，個人

何差異的學派或取向進行開放式的對話及融合嚐試，我是十分

在職涯發展的資本中，可包含「能力資本」、「社會資本」及

樂見的，因為可能是創造與革新的起點。換言之，是配搭敘事

「心理資本」。所謂能力資本，也就是我們常提及的職場專業

的「正向心理學」，還是配搭正向心理學的「後現代敘事」，

核心競爭力，如溝通、企劃、問題解決等能力。社會資本指的

或者有其他可能融合型態？更何況「正向心理學」確實很值得

是職場中的人際關係與人脈建立，是職場發展中的重要資產。

被解構，譬如華人文化的「正向心理學」或許不是「陽剛面心

最後，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一種職場正向心理

理學」，而是「平衡的心理學」。因為「一陰一陽謂之道」，

能力，Luthans等學者認為，心理資本是個人維持高競爭力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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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是上述三種資本中最重要的一環，深深影響著個人的職涯

性資產（resiliency assets）、韌性風險（resiliency risks）和價

發展。

值觀（Value）等三要素。所謂韌性資產是指避免個體陷入困境

心理資本又可稱為心理競爭力，透過實徵研究發現，心理競

或促進個體在困境中復原的要素，如個人的洞察力、獨立性、

爭力可分為四項，以下針對四項心理競爭力的內涵加以簡述說

人際關係、主動性、創新性、幽默感和品德等，都是個人的韌

明：

性資產。而韌性風險（resiliency risks）則是那些會導致不良後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果發生或提高風險可能性的因素，例如：職場霸凌、酗酒和吸

自我效能，又可稱為自信。此概念為Bandura根據厚實的研究

毒等事件。最後的價值觀，它引導著個人的思維、情緒和行動

所提出，指個體在特定情境中，為了持續激發動機來成功達成

，價值觀和信念幫助人們提高自己克服困難的能力，讓人在面

特定任務或活動，而採取一種個體對自己的能力判斷、信念與

對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嚴峻挑戰時，對於保持韌性具有重要的作

感受皆具有把握的態度。自信與一個人的能力水平無關，也非

用。在韌性強化的方法上，除增加韌性中的資產外，面對韌性

受制於人格特質，而是可藉由平日經驗的累積，循序漸進地培

的風險因子應以積極觀點面對，即認為這些風險因子是挑戰與

養與促進，例如：透過反覆練習與回饋，讓自身在熟能生巧的

發展的機會，而非採取逃避因應的方式處之，並建立正向且富

原則下逐步提升自信；在職場中設定難度循序漸進的目標，在

意義感的價值觀，皆有助於促進個體韌性能力。

每次正向成果回饋中逐步提升個人的成就信念，或透過社會回
饋得以提升自信；而個體自身採納學習或模仿他人，也可發現

以上為四項由西方學者所提的職場心理資本簡述，或許華人

自己與成功者或楷模（mentor）間的相似處，以便強化個人對

社會中的心理資本包含更多特殊的內涵，然據國內外研究者針

自我效能的信念。

對這四項心理資本所進行的實徵研究，發現企業員工的心理資
本與其身心健康具有高度關聯外，同時對組織認同、工作滿意
度具有影響力。此足以說明組織不僅重視員工的職業能力（

希望（Hope）
希望的概念源自正向心理學家Snyder，希望是一種個人追求

competency）外，更應同時培養讓員工維持高競爭力的心理能

目標的積極狀態，是個人追求成功的動力來源，也是達成目標

力，才是企業邁向長青之道。

的路徑（實現目標的計劃）所產生的一種動機狀態。在這種狀

過去提及職場心理健康議題時，大多僅有大規模公司才有資

態中，個體能夠設定能現實並具有挑戰性的目標和期望，隨後

源、能力去關注到此觀念，然而，台灣有更多的中小企業的企

通過自我引導的決心、能量和內控的知覺來達到這些目的，也

業主及員工，理當不該忽略職場心理的議題。所幸近年來勞動

就是「動因」或「意志力」。影響希望的關鍵因素有「可達成

部開始針對中小企業提供「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補助計畫，透

目標」及「目標途徑」（pathway）。換句話說，希望感的促進

過補助計畫，讓中小企業的企業主（主管）及員工獲得職場心

仰賴於設定適當且具體的工作目標，並使個體知覺到組織中擁

理方面的認識與促進，同時也讓職涯輔導工作者注意到個案在

有充分的途徑及資源予以協助來面對該目標之達成，這些途徑

職業發展過程中的心理資本狀況，以及心理資本對個人在職場

可來自於組織、主管、或是充實的自身能力。

發展的影響力。

樂觀（Optimistic）
樂觀是由Seligman所提出的心理狀態。以正向心理學的觀點

生涯電影院

，樂觀被視為一種個人對事件的解釋與歸因風格，即把正向的
事件歸因於自身、持久的和普遍的原因，而把負向事件歸因於

本期播放：親親小媽（Stepmom）

外部的、暫時的及與情境有關的原因。樂觀的培養必須依靠思

黃素菲 /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維的轉換及重新框架，根據Schneider的建議，可包含三個步驟
：包容過去（leniency for the past）、珍惜現在（appreciation
for the present）及尋求未來機會（opportunity-seeking for the
future）。例如：口足畫家謝坤山先生，當他在遭遇個人肢體因
意外而失能後，他比喻說：「為什麼要一直去看那杯子缺角的
地方呢？應該多去欣賞其他還完好的部分，杯子仍舊是美好的
」。謝坤山先生除了是一位口足畫家外，也到處與人分享，包
括演講、拍電視劇、出書，做過許多ㄧ般人沒做過的事情。這
些行動全因他對人生有著樂觀的思維與態度。他包容過去、珍
惜現在擁有的，在充分瞭解自身的情境條件後，便可著眼於未
來，積極的尋求其他可能的機會，而不會落入自暴自棄、憤世
忌俗的心理狀態。
劇情簡介
路克與賈姬從大學時代相知相戀，畢業後也順利成章的結婚

韌性（Resilience）
最後一項是韌性，為Masten和Reed所提，他們認為韌性是個

。而且還有了兩個愛的結晶，安娜與班。但兩人因為個性、觀

體在重大困難或危險情境中能積極行動獲得適應的現象。在心

點的不同，導致在生活中仍有諸多的差異與爭吵，而協議離婚

理資本中，個體面對的逆境不單是我們一般認為的負向事件（

。兩人雖然離婚各自住在不同的地方，但仍讓一雙兒女共同生

如失業、人際關係不佳等），還可包含如職位晉升等正向事件

活，安娜與班都一同住在爸爸家，或一起住在媽媽家。

所引發的困境。過往研究發現影響個體韌性的因素，可包含韌

在離婚後的幾年間，路克又認識了伊莎貝，伊莎貝是個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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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創意、當紅的攝影工作者。因為兩人想要再共組家庭，路

員獎兩座、最佳童星獎一座

克工作也愈來愈忙的緣故，伊莎貝開始參與照顧小孩的工作。

影片導讀

但安娜與班對賈姬有高度的忠誠，始終就是媽媽好，伊莎貝做

婚姻關係觸礁本身已經夠令人心煩意亂的了。賈姬與路克離

什麼都不是，還遭到兩個孩子的冷嘲熱諷。也因為參與孩子的
照顧工作，伊莎貝開始無法像過去一樣高度配合工作的需求，

婚之後，雖然兩人都竭盡心力降低離婚對孩子們所造成的負面

工作也開始出現危機。

衝擊，但是老大安娜是個很難搞定的12歲女孩，聰明、刁鑽又
具有敵意，她對父親路克的新歡伊莎貝頗不友善，多少認為是

在某個意外的機會，伊莎貝不小心翻看賈姬的信件，得知賈
姬生病的秘密。而路克也親口對賈姬說想迎娶伊莎貝。三個大

伊莎貝從母親賈姬那兒搶走父親。她會故意說：「把狗取名伊

人在這樣的重大事件中，取得協議，利用家庭會議的形式告訴

莎貝。」小兒子班則是個抓不住的泥鰍，是個好動、天真的小

安娜、班，家庭的重大事件。也因為家人這樣開誠佈公，反而

男孩，在家中橫衝直撞。伊莎貝是路克的女友，因為年輕、新

開啟了一道契機。為了陪賈姬走生命的最後一段，家人間的感

潮，沒有育子經驗，就被賈姬貼上「不適任媽媽」的標籤，不

情找回來了，更重要的是新生了，兩個家庭（路克的第一段婚

被信任可以跟孩子共處。但是，伊莎貝有著不認輸、執著的個

姻、第二段婚姻）融合了。

性，總是要求路克退後一點，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導演、編劇 1998年/彩色/125分鐘

母愛是天生的嗎?
伊莎貝臨時接到賈姬電話，要她幫忙代接下課的孩子回家。

導演：克里斯 哥倫布(Chris Columbus)
哥倫布生於賓州史班格勒，成長於俄亥俄州的青年鎮。他曾

當她放下手邊工作千辛萬苦趕來接安娜時，卻要面對安娜的指

於知名的紐約大學Tisch藝術學院修習導演課程。哥倫布仍然在

責說：「妳遲到了，我媽媽都不會遲到。」安娜並沒有解釋賈

學即以劇作家的身份獲得成功，後來他陸續寫了幾齣由史蒂芬

姬突然不能來，反而選擇一肩挑起而說：「事實上是我忘記了

史匹柏所製作的原創劇本而獲得好萊塢的卓越名聲。他編寫的

，妳媽有事要我來接妳，而我忘了。」這是冷靜、理性的選擇

作品包括【小精靈】（1984）、【七寶奇謀】（1985）以及【

，暫時擺開大人之間的恩怨、爭吵，讓安娜以她認為最「好」

出神入化】等片。後來哥倫布又以他在俄亥俄州工廠工作時的

的方式來處裡情緒，雖然這原非伊莎貝的錯。這跟諮商原理非

經驗，寫出【Reckless】 (1984)的劇本。

常類似，當事人有時會選擇他認為最「好」的方式來解決他的
問題；在諮商師眼中，這個方式有時候不是最「對」的選項，

這些編劇成就讓哥倫布得以執導他第一部電影作品，【
Adventures in Babysitting】 (1987)。之後與約翰休斯的一次會

但是卻是當時最「適合」的選擇，因此，諮商師要以當事人的

面，讓哥倫布得以執導【小鬼當家】（1990）、【小鬼當家2：

選擇為選擇。而伊莎貝當時的處理頗具「諮商」精神，她接納

紐約迷途記】（1992）兩部片。哥倫布的票房喜劇【窈窕奶爸

安娜的生氣，並藉此與安娜建立信任關係，而不是跟安娜說道

】（1993），由羅賓威廉斯和莎莉菲爾德主演，獲得影評和觀

理。
賈姬絕對是個好媽媽，但也許「太好的媽媽」也阻礙了她自

眾的讚賞。
哥倫布還執導由茱莉亞羅伯茲和蘇珊莎蘭登所主演的【親親

己！在伊莎貝不小心讓孩子走失時，賈姬氣到要找律師告伊莎

小媽】（1998），本片由潔西尼爾森編劇，她具有編導和製片

貝，路克則拜託賈姬不要找律師。我非常同意路克所說的：「

等多重身分，她執導的電影《超級大奶媽》，這部片子因為非

我們沒事，孩子就會沒事。」我不覺得路克只是一味在袒護伊

常貼近女性觀眾的心而獲得很高的評價，另外由布魯斯威利和

莎貝或是替她脫罪而已，我同意路克的看法：繼續發生巨大衝

蜜雪兒菲佛合演的《Kiss情人》則是由她擔任製片。

突，只會製造孩子們更多的不安。我常常覺得，讓自己快樂（
或至少平靜）是父母親的責任，因為，不快樂的爸媽很難教養

哥倫布最新的作品是，執導【哈利波特：神祕的魔法石】（
2001）一片的任務，這是第一部改編自J.K.蘿琳的系列著作的電

出快樂的孩子。父母要有製造歡樂（三八）的能力，或留下屬

影。哥倫布選角選上了毫無經驗的丹尼爾雷德克里夫、艾瑪瓦

於兩人永遠記得的事情（the things we’ll never forget），使

特森和魯柏葛林特，領銜演出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妙麗與榮恩

得兩代間（兩人）的生命有所重疊與交織。攝影師的職業是幫

。他展現出他培養並琢磨年輕演員，並將他們變成天生演員的

助人留住生命中的記憶；留助記憶是一種抗拒死亡的方式，好

本領。【哈利波特：神祕的魔法石】的成功之後，接著就是再

像一旦被記住，自己就不至於消失滅絕。
路克對孩子解釋夫妻離婚而自己搬出去住的決定時說：「我

度獲得票房肯定的【哈利波特2：消失的密室】（2002）。【哈

常跟你媽吵架，這對你們不公平」，路克是要減少父母衝突對

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 一片則是由他擔任製作人。

孩子所造成的負面衝擊。班卻無厘頭地問道說：「我常跟安娜

演員

吵架，那我可以搬出去嗎？」父母的婚姻關係有衝突，經常會

茱莉亞羅勃茲（Julia Roberts）

迫使孩子選邊站，所以在賈姬陪孩子騎馬時，小男孩說：「媽

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ndon）

咪，如果妳要我恨她，我會照做。」其實如果我是賈姬，我會

艾德哈里斯（Ed Harris）

覺得心頭一緊，天啊！我在迫使我的孩子違背自己來討好我，

吉娜馬隆（Jena Malone）

這是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也許賈姬並沒有直接勒

連艾肯（Liam Aiken）

索孩子的情緒，但是，孩子的確在這種衝突的處境中，學到以
出賣自己來獲得他以為的安全感。

得獎記錄

《愛與其他不可能的追求》（Love and Other Impossible

1. 金球獎戲劇類最佳女主角獎入圍

Pursuits）的作者伊黎華德曼（Ayelet Waldman）(江佩蓉譯，

2. 其他影展部分：最佳影片獎兩度入圍獲獎一座、最佳女主角

2007年，商周)架設一個叫作「壞媽媽」（Bad Mother）的部落

獎五度入圍獲獎兩座、最佳女配角獎一度入圍、最佳新進女演

格（網址：http://bad-mother.blogspot.com/），她始終掙扎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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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母親的角色之間，以及個人主體性和「無私的奉獻」之間

話，也是片中十分令人動容的片段，分享了兩個女人各自的憂

。「女人要生了孩子才能成為完整的人」的論調正確嗎？還是

慮，繼母擔心不管怎樣努力都是白費，生母則憂慮自己被取代

大部分的女性生涯在生了小孩以後，就永遠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生母與繼母各有難言的處境。

，而成為小孩、家庭的附屬？女性的困境一大半來自於女性的

是人自己創造了自我、命運、生活的困境、感受和苦難，不

多重角色，《愛與其他不可能的追求》這本小說借由一個繼母

接受這種責任的人就會成為受害者。事實上，我們必得設計自

的身分，把女性的多重生涯角色難題呈現出來。如果母親愛自

己的人生，我們註定擁有這份自由而無從棄之不顧。易言之，

己的孩子是天性，那麼，愛別人的孩子呢？這本書裡最有意思

自由的意涵就是「擔任自己的生命設計師」，因此，我們都是

的地方是繼母和生母的對比。作者引領讀者去思考，被迫去愛

個人生活方案的設計師。如果我們退避到已經設計好的架構之

小孩的繼母，跟一個百般呵護小孩的生母，有何異同？

中，就是放棄自己的人生責任。沙特（Jean-Paul Sartre）說：
「責任是一件事物無可爭辯的創始者」，責任是一種存在關懷

這部小說有兩個同等重要的主題，其一探討女人的身分角色，

，也就是對個人生命狀態的關懷。以人生太過詭譎多變、無法

其二探討我們要怎麼去愛一個人。女主人翁艾蜜莉亞最後為什

預料為藉口，而只是被動接受命運，不願面對抉擇的自由，這

麼能真的愛這個孩子，也讓孩子敞開心胸接受她呢？其實不管

或許是理解賈姬的最好切入點。我不忍心批判賈姬對孩子們過

是不是親生的親子，母親和孩子有如彼此的鏡子。一個女人必

度保護或有點情緒化，同樣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的我如若置身

須讓自己先完整，她才會是一個好母親；一個女人要先瞭解自

她的處境，處理手法也不見得會比她強。正是因為這樣，我更

己本身的價值，要先懂得如何給別人她自己也希望得到的溫暖

能對她生命處境中的焦慮感同身受。

和喜歡，才會懂得責任和勇氣。她唯有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具
備前述重要的元素，才能給她的孩子這些做為一個人的基本面

人的可能性是什麼？

，讓她的孩子也能給別人這些元素，也從別人那裡得到這些元

有兩個孩子的賈姬失去婚姻，接著被醫生宣判罹癌，這意味

素。也許這是《親親小媽》中的安娜最後得到孩子和賈姬信任

著生命即將逝去。以常觀來看，賈姬失去婚姻已經是嚴重的無

的最重要原因。

所依恃，得獨自走每一個下一步，得從自己熟悉的生活習性中
拔出來，要何去何從？她一切得從新開始，這是多麼令人焦慮
的感覺！日常生活提供了依據（設計好的架構），婚姻家庭生

當生命失去習以為常的依賴
路克坦然跟賈姬說：「我要跟伊莎貝結婚。」賈姬問說：「

活就是社會為大眾設計好的依據。可是，醫生宣告賈姬罹患癌

為什麼你覺得你們的婚姻會成功，而我們卻失敗？」路克認為

症，將不久於人世，把賈姬推到更大的死亡焦慮中。死亡焦慮

，結婚是承諾一輩子，有時只是一條細線；它曾經斷過一次，

也迫使所有人認清一個存在的事實──人類並沒有進入（並離

他不會讓它再斷第二次。我想對於賈姬而言，這是十分殘酷的

開）一個架構妥當、設計完善的宇宙，反之，個體要為自身生

事實，自己要面對癌細胞擴散、做化療的壓力，又要面對婚姻

活世界和生活設計、選擇與行動負起完全的責任，也就是要做

失敗的事實。當伊莎貝問賈姬說：「妳最近很忙，是在見男友

自己的作者。這對賈姬而言，真是雪上加霜，其處境絕不只是

嗎？」如果是妳，妳會是什麼感覺？坦承自己正處在罹患重病

屋漏偏逢連夜雨而已。難怪賈姬隱瞞病情，因為，「否認」是

的脆弱心境？隱藏病情？藏起自己的失意，給別人一種正面的

最簡單的防衛，用否認生病來逃離死亡的焦慮，是我們在病人

假象？賈姬似乎寧可選擇一個人孤單面對，也不願坦露自我而

或家屬身上經常見到的情形。也因此，死亡焦慮使得賈姬失去

讓人同情。我們經常會陷入這種維持自尊的防衛心理，難得的

自由的能力，因為，自由意味著缺乏外在架構，也意味著在我

是，我們看到伊莎貝最終不去戳破賈姬的防衛，而是給予尊重

們之下別無其他依據，什麼也沒有，只有虛無（nothingness）

與包容。

，只有深淵。賈姬面臨著無所依據的處境，既無婚姻也無未來
，可是又習慣（也渴望）常人生活的依據和架構。這兩者之間
的張力形成了賈姬存在的衝突點，也是我、你、每一個人的衝

焦慮使人失去自由的能力
相對於焦慮中的賈姬有點對孩子過度保護，伊莎貝做為一個

突點。

繼母，充分發揮自己的自由，超越環境，超越恨她的安娜，超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說的藝術》（L'art Du

越像母雞一樣護著小雞的賈姬，超越調皮的班。她尊，生母與

Roman）中問到，在一個外部限定條件已經具有如此壓倒性的地

繼母各有難言的處境重賈姬是孩子的母親，她敬重路克是孩子

位，而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s）不再具有任何重量的

的爹，超越競爭，一切以小孩為優先考量。她看得到孩子們心

社會裡，人的可能性會是什麼？這真是對「自由」議題的大哉

中崇拜著賈姬，甚至幫著勸安娜別背棄自己的媽媽，即使安娜

問！我們被關在一個我們不曾選擇並且註定要死去的軀殼裡，

回報以譏諷與冷酷：「No, that’s your job!」伊莎貝尊重父母

世界的空間（架構好的社會）卻給了人們永久逃逸的可能性，

與子女之間的優勢情感，而不是以自己的焦慮（擔心失寵）去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暫且脫離死亡焦慮的逼迫感。賈姬是從這

破壞它。破壞是個人沒有能力選擇自由的表徵；唯有訴諸欣賞

個永久逃逸的狀態裡給「驅逐」出境的，不給她婚姻，甚至不

與尊重，個人才會更加自由，反之，忌妒、競爭則會讓事態陷

給她人生。經由賈姬的例子，我們看到社會大眾越來越被外在

入僵局。

事務所決定，被那些無人能逃脫卻又讓人彼此越來相像的處境

劇中兩位女性都因為「母親」這個角色被扭曲了一些自己原

所決定。有時候，我們並未真正擁有自由。

本的性格與生涯發展方向，伊莎貝因為繼母的身分，經常必須
提早離開跟工作要求有所衝突，甚至最後被解雇。賈姬則因為

生涯議題討論區

保護孩子而過度防衛，有時像個難搞的老母雞。當然，劇中賈

1. 伊莎貝臨時接到賈姬電話，要她幫忙代為接下課的孩子回家

姬在最後一個耶誕節跟兩個孩子的道別，可以做為所有父母必

。當她冒著被老闆指責、放下手邊工作千辛萬苦趕來接安娜

須提早跟孩子做臨終告別的典範，而賈姬跟伊莎貝在餐廳的談

時，卻要面對安娜的指責：「妳遲到了，我媽媽都不會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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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妳/你是伊莎貝，妳/你會怎麼回應？

展學生就業力的培育；大三以「聚焦個人發展方向」為主軸，

2. 伊莎貝不小心讓孩子走失時，賈姬氣到要找律師告伊莎貝。

強調個人目標的統整；大四以「接軌目標工作職場」為主軸，

路克拜託賈姬不要找律師，他說：「我們沒事，孩子就會沒

協助學生為進入職場做準備。其理念著重在建構學生系統化的

事。」妳/你同意路克的說法嗎？

職涯發展歷程；其作法著重在透過測驗（CVHS、UCAN）導引其

3. 賈姬陪孩子騎馬時，兒子說：「媽咪，如果妳/你要我恨她，

發展方向；其過程著重在鏈結企業、校友力量編織就業網絡；

我會照做。」妳/你認為兒子何以會這樣說？這代表什麼意義

其目的著重在鼓勵學生從「做」中學，培養「學用合一」的能

？

力，能無縫接軌並順利就業，有關其內容如附圖，有關其策略

4. 賈姬不但面臨癌細胞擴散、必須做化療的挑戰，還要面對自

重點說明如下：

己婚姻失敗的事實。如果是妳/你，妳/你會坦承自己正在生病

（一）策略一：協助學系生涯輔導機制建立

的脆弱？或者選擇隱藏病情，隱藏自己的失意，給別人一種

學系專業不同，學生未來發展各異。建構學系專業輔導學生生

正面的假像？

涯發展之機制，有其適切性與必要性。而為建立此機制，初期

5. 作為繼母，安娜所發出的母愛，與賈姬天生的母愛有何異同

透過計畫，長期則以制訂辦法之方式與學系合作，除中心於通

？母愛是天生的嗎？

識課程開設「生涯發展與產業趨勢分析」課程外，並協助學系
開設與學系未來發展相關之「專業生涯相關課程」，透過系必
修或選修方式，使學生生涯規畫達到全面性之效果。

生涯前哨站

(專欄協同編輯：吳淑禎副教授)

東吳大學生涯發展中心工作介紹

東吳大學學生生涯發展輔導策略與措施
‧第一哩生涯發展觀念啟迪
‧生涯規劃書｜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
‧CVHS生涯初探團體測驗
‧輔系、雙修生涯發展講座
‧生涯發展課程
通識課程：生涯發展與產業趨
勢分析
學系課程：開設與生涯發展相
關課程

蔡志賢 / 東吳大學生涯發展中心主任

一、背景與理念
本校生涯發展中心自101年4月1日潘維大校長上任後，由過

‧最後一哩/就業培訓專班
‧最後一哩/學院就業輔導日
‧企業徵才博覽會
‧企業徵才說明季
‧東吳畢業禮

去隸屬於學生事務處，專責諮商輔導學生學涯、生涯發展單位
，改制隸屬於社會資源處。除原有諮商輔導功能之外，潘校長

探索個人
興趣價值

接軌目標
工作職場

展開職能
培育行動

探索

行動

接軌

聚焦

•聚焦個人
發展方向

‧結合學務處軟實力培養方案
‧青年領袖學堂
‧產業趨勢分析
‧企業參訪與座談
‧企業業師諮詢方案
‧夢想行動家方案
‧UCAN就業職能診斷團測
‧企業實習方案
‧專業證照獎勵輔導方案
‧與學系合作開設就業輔導課程
‧生涯諮商｜個人｜團體

另賦予生涯發展中心新任務與發展方向。
其一，考量臺灣經濟欠缺復甦動能，投資環境未臻理想，政
局持續對抗，企業投資怯步，產業外移嚴重，及就業市場持續
低迷。在此大環境下，高等教育所培育之人才，無法順利接軌
就業市場，導致高學歷高失業力現象不斷發生，而本校大部分

（二）策略二：建構生涯輔導資訊整合應用

又屬於人文、理科相關科系，面對之就業市場更是雪上加霜，

整合校內各類資料，成為完整的、客製化的生涯發展資訊，提

實非現有校內相關機制可以提供應屆畢業生有效的協助。因此

供學生、家長參考，亦提供院系、導師協助學生生涯輔導參考

，潘校長希望生涯發展中心，由過去以諮商輔導為主的型態，

。未來將結合本校新成立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透過該學

藉由改制而走向以培養學生旺盛就業力為導向，並因隸屬於社

院協助之資料分析，建構生涯輔導資訊網，讓協助更具體，讓

會資源處，透過整合畢業校友企業或高階經理人的力量，編織

輔導更有效。

綿密的就業網，實際輔導及協助就業。

（三）策略三：運用校友資源架綿密輔導網

其二，根據Cheers雜誌2012曾報導，企業對本校畢業生的評

面對臺灣經濟復甦緩慢，青年就業市場持續低迷，為協助本校

價，普遍認為本校畢業生工作態度積極，且具團隊合作能力之

畢業生接軌就業職場，除辦理各項增能培養軟實力外，中心積

特質。基於此，我們嘗試改變現行大專校院不論生涯、職涯或

極尋求畢業校友（企業）的協同合作，以架構綿密的生涯發展

就輔單位的傳統型式，由過去以教授就業技能為主的講座模式

輔導網。

，改為強調以實作為目的的系統性學習。透過課程及方案設計

（四）策略四：鏈結學產生三方之合作平臺

，我們努力形塑東吳大學學生的『型』，及表現在工作上的『

重新定位中心過去以辦理活動為主的型態，調整為學系、業界

風』，並逐漸建立專屬於東吳人的品牌。

、學生三方的合作平台，擴大服務學生數，工作項目由短期性
講座，調整為透過與院系合作產生綜效，以促進學生全方位的
生涯發展。

二、發展目標與策略
根據中心理念，我們訂定具體的發展目標，期內容計有「強
化院系合作」、「運用校友資源」、「發展適性職涯」、「建

三、方案規劃與執行

構東吳品牌」四項，而為達上述目標，我們研擬可行的執行策

（一）探索階段

略，該策略有別於一般大學純以大四就業輔導為主，本校更著

1. 第一哩（first miles）新生定向輔導生涯發展觀念啟迪

重Development的概念，以「探索」、「行動」、「聚焦」、「

2. 生涯規劃書

接軌」四階段為「經」，以活動規劃、方案設計為「緯」，貫

3. 實施職涯定向輔導，透過職涯測驗工具如CVSH平台等。

穿大學四年生涯規劃。

4. 生涯發展課程，含通識及學系開設之必選修課程。

若以大學四年為生涯發展期程，我們希望大一以「探索個人

（二）行動階段

興趣價值」為主軸；大二以「展開職能培育行動」為主軸，整

1. 結合學生事務處就業能力培養方案

合學校各單位方案，以「五育育完人、四哩養正氣」為理念開

2. 青年領袖學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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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參訪方案

生涯鐘聲

4. 企業業師方案
5. 夢想行動家方案
（三）聚焦階段

「粉墨登場」誰說的是對的？

1. UCAN就業職能診斷團測

—分組遊戲的理論與實施

2. 企業實習方案

宋珮綺 /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輔導教師

3. 專業證照培訓專班及獎勵補助方案
4 與學系合作辦理就業輔導專題講座方案

壹、前言
隨著教學多元化及注重多元智力發展的今天，教學方式也開

5. 生涯諮商｜個人｜團體

始改變，從過去傳統式教師只注重口語講授的教學方式，學生在

（四）接軌階段
1. 最後一哩（last miles）方案/就業培訓專班

學習上與教師較缺乏互動，慢慢地教師開始以學生學習為主體，

2. 最後一哩（last miles）方案/學院就業輔導日

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在課程中加入許多活動，使學生在活動中

3. 企業徵才博覽會方案

學習，透過從活動中的表現建立自信、增加師生及學生與學生之

4. 企業徵才說明季方案

間的互動機會、學習人際溝通技巧，使學習更充實愉快。本次教

5. 東吳畢業禮方案

學活動設計，讓同學由分組遊戲中，學習分工與合作的技能、表
達的能力、批判思考的能力、透過角色扮演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
興趣，希望透過此多元的課程活動設計，讓同學能從活動中愉快

四、結語

學習。

本校生涯發展中心，由原學生事務處改隸屬於社會資源處之
後，我們全面走出校園，積極與各產業、公司合作，除透析職
場脈動，掌握業界資源，提供實習與參訪機會外，更推動產學

貳、理論基礎

合作方案，使同學即使尚未畢業，亦能了解職涯發展趨勢，並

一、教育的理念：
教育是啟發一個人學習的過程，運用教學方法、引導、訓練

及早做準備。其次，中心扮演業界與同學之間的橋樑，除邀請
知名企業進行校園徵才外，亦透過產業就業培訓專班，例如：

、輔導等方式，以激發學生的潛能與天賦，並培養學習者多元能

與任職於中華航空公司校友合作的「航空班」；與天下雜誌合

力，使其能適應環境並達到自我實現之目標，進而造福社會。本

作的「出版班」；與奧美廣告合作的「廣告班」及與華南銀行

活動的設計理念則依據教育的大目標來訂定。

永昌綜合證劵合作的「證劵班」，其目的即在透過畢業校友的
協助，讓對該職業有興趣之同學，能及早了解該產業之現況，

二、相關的理論：
本次教學活動的設計，著眼於合作學習，不強調競爭，課程

任職該產業應具備哪些能力？能客觀評估自己實力及未來須努

中期望運用多種相關理論，結合多方面的技巧，於教學活動中引

力及加強的地方。

發學生學習動機及發展學生多元智慧的能力。活動中運用到的理

其次，有鑒於學校積極推動新五四運動，結合校訓將四哩養
正氣、五育孕完人理念，融入就業能力培養之範疇，中心亦透

論簡略論述如下：

過「夢想行動家」、「青年領袖學堂」和「最後一哩職場培訓

01、建構理論(Constructivism Theory)

活動」等方案與該計畫相互呼應，整合畢業校友企業或高階經

建構教學（constructivist teaching）又稱「建構主義教學」

理人的力量，編織綿密的就業資訊及諮詢網絡，再佐以「企業

，認為個體和外界環境互動過程中，會根據自己已有的知識

實習及參訪」、「業師諮詢」和「就業博覽會」等活動，串聯

來理解週遭的環境，所以個體知識的形成係主動建構而不是

成具系統性的培訓架構，全面聚焦於職場銜接前的就業準備。

被動接受。（吳清山、林天佑，http://www.nioerar.edu.tw

除此之外，中心未來將積極與學院、系合作，提供學生與畢業

）。學習是知識的建構過程，因此，學習者需藉由環境及過

校友面對面直接交流與傳承的機會，其內容計有：與學系及通

去經驗的記憶及其理解方式去處理訊息 (information)，以

識合作開設更多的「生涯職涯發展相關課程」；補助學系辦理

建構自已的知識體系。因每個人的生長環境及學習經驗不同

「學系專業職涯講座計畫」；及與學院合作「學院就業輔導日

，學習的方式互異，每個人知識的建構過程及途徑也不一樣

」等。

。在傳統教學中，教師很難提供不同的資訊滿足學生個別差
異。透過教學活動的環境，學生可依照他們的興趣及學習方

2015年生涯發展中心將藉由各項方案的推動，除鼓勵學生學
習課堂內專業的知識外，在就業軟實力的培訓部分，能將過去

式學習相關的知識內容，透過後設認知的自我評估、檢視、

零散式的接觸，調整為較系統性的學習，並在學系協同合作及

反省的策略，建立自我學習模式以建構起自已的知識體系。
（教育理論與教學理論，http://wwwedu.nknu.edu.tw）

緊密結合下，讓學生的學習更為全面、多元及具競爭力，以達
校訓所揭櫫Unto A Full Grown Man與校長治校理念「培養學生

02、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
學習無法脫離生活，學生從教師虛擬的情境中學習，而虛擬

成為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東吳人」之目標。

的情境則和學生真實生活接近，或從真實生活情境中加以轉
化設計成符合學生課程的情境，學生從設計的情境中學習問
題解決方法與意義，並將學習到的技能透過學習遷移運用到
真實生活情境中。
03、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1）理論基礎
這是本教學活動主要運用的理論基礎。傳統式的教學常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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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學生競爭的心態， 而低學習成就的學生在此環境下，

述方式向學生進行教學，學生則被動式的接受教師所傳達

容易產生退縮、缺乏自信及其它反社會的言行(Slavin,

的訊息，教師偶而運用幻燈片或掛圖來輔助教學，此種教

1990)。合作式教學因此被廣範的應用在各個領域與各種年

學方式以教師為中心，互動較少。教師較易掌握教學進度

級，並獲得相當的成效，例如增加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

與目標，但常忽略學生認知學習。

提高解釋的層次、較好的學習成績、創造力、學習動機、

06、角色扮演

責任感與溝通社會能力。（教育理論與教學理論，

針對課程設計的主題，模擬情境中的角色，由小組成員透

http://wwwedu.nknu.edu.tw）

過之前的分工，將所要扮演的角色演出來，透過扮演與觀

（2）基本理念

察學習，來達到教學的目標。

「合作思考教學法」的各種活動設計方法，都必須符合

07、創造思考法

下列三個基本理念，才能達到其預期的效果：

創造思考教學（Creative Teaching），就是教師透過課程的

a. 建立小組獎勵的模式(team rewards)：如此才能讓學生們

內容及有計畫的教學活動，以激發及助長學生創造行為的

重視小組的團體運作，並引發共同努力學習的動機。

一種教學模式（毛連塭，民73）。就教師而言，是鼓勵教

b. 個人責任義務的模式(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在小組

師，因地制宜，變化教學的模式（賈馥茗，民68）；就學

活動中，每個成員都有做好自己份內工作的義務，並有幫

生而言，是在啟發學生創造的動機，鼓勵學生創造的表現

助、確定其他成員完成其工作的責任，唯有如此，全組的

，以增進創造才能的發展（陳龍安，民73）。

工作才能算真正完成。

08、討論法

c. 給予每位同學公平的成功機會(equal opportunities for

在分組活動中採取討論教學法 （discussion teaching

success)：在小組中，無論高、中、低成就學生，都以其「

method）小組成員針對某一問題提出個人的看法並充分與

進步」的情形為評量基準，以便每一位都能有機會在追求

其他成員溝通討論，最後找出大家一致接受的答案或結果

進步中盡心盡力，享受成功的經驗。（李珀，合作思考教

，成員在小組討論時，可充分表達個人看法與意見，但小

學，http://www.nknu.edu.tw）

組決定後，則要尊重小組的決定。

（3）包含的理論

09、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

a. 社會互賴：包括三種目標結構，一是合作目標結構，二

腦力激盪是運用集體思考，請同學在一定時間內，盡量想

是競爭的目標結構，三是個人的目標結構。(Slavin，1990

出問題解決的方式，不需考慮是否可行。腦力激盪的原則

，p.13)

有四：

b. 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著眼於社會互動關係，為

1、不批評。

增進社會次級團體和諧，題供不同種族、民族、性別的學

2、愈新奇愈好。

生在學習上互動的情境。

3、愈多愈好。

c. 認知理論：強調工作本身產生的效果，進一步分成認知

4、搭他人便車。（別人的方法可以引發個人另一個解決問

理論與認知精緻化理論。

題的新方法，稱之為搭便車）

d. 發展理論：當學生以適當的作業進行互動時，便能精熟

10、批判思考

重要的學習概念。

是教導學生去發現問題、提出質疑，並進而找到問題解決

e. 認知精緻化：如果要保留與記憶中相關的資料，則學習

的方法。透過分組活動，每個成員對其他組所提出的問題

者必須就材料做某種認知的建構或精熟，如做摘要和綱要

與解答提出疑問並進行討論，最後透過資料蒐集與活動呈

就不同於做筆錄，必須重新組織教材，分門別類加以整理

現找出問題答案。

，最有效的方式是解釋教材給別人聽，在表達與傾聽的過
程中，不僅利於被指導者，更有利於指導者。（黃政傑、

參、活動進行流程

林佩璇，民85）

《第一次上課》

（4）合作、競爭、個別學習三者的比較（如附件一）（黃

本課程設計運用兩週時間來實施，課程進行流程如下：

政傑、林佩璇，民85）

一、擬定目標、訂定計劃

（5）傳統學習團體與合作學習團體的比較（如附件二）（

在進入一個新單元前，老師必須先思考要引發學生什麼能

黃政傑、林佩璇，民85）

力？希望學生學會什麼？接著才開始思考要用何種方式運
用在課程中，如何呈現，並進行資料的蒐集。在活動進行

04、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問題解決法普遍的被運用在教學上，透過問題的解決過程

開始之初，老師先做引言或用小活動開始或說一段小故事

，培養學生高層思考的能力分析、計劃、比較、歸納、評

以引發學生動機。

估、關聯等(Jonassen,1995)。問題解決的運用常與情境學

二、進行分組

習法及建構理論相結合，讓學習者透過外在經驗世界主動

讓每位同學在分組中學習參與，透過活動會學得比較有趣

建構或組織所需的知識(張史如，1997)。通常問題解決的

。通常每班40到45人，將學生分為人數5至6人一組，視班

教學由教師引導學生由辨認問題、研究問題、設計和規畫

級的人數而定，全班約分為8~9組。分組採隨機分組方式，

解決方式、評量解決途徑、執行解決方法、評量檢討結果

也可採利益分組方式，視課程進行內容與目標來決定。本

與改進等過程。（教育理論與教學理論，

課程採隨機分組方式進行，由同學報號碼分組。

http://wwwedu.nknu.edu.tw）

三、講解活動程序
分組後，老師將該活動要進行的程序詳細說明給學生聽（

05、講述法
傳統的教學方式，也是教師最常用的一種方式，教師以口

講述法），並讓學生對不清楚的地方提出問題，老師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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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程目標，同學需要協助時，也可適時給予支援，同時，若

四、提出問題

同學沒有參與討論或不投入，老師也可給予提醒。

引導同學運用腦力激盪（創造思考）的方式，將有關課程

十一、獎勵

方面的問題寫下來，越多越好。再2人一組討論，再4人一

由同學來訂定獎勵原則。（如：全部答對的小組可加分、

組討論，再8人一組討論，每次5分鐘，去除重複的部分，

或同學與以掌聲鼓勵等。）並於課程活動結束後進行獎勵

將討論出來的問題寫下，作為之後活動進行的主題草稿。

。

五、抽籤選定問題（形成次主題）

十二、進行演練

問題提出後老師協助題目篩選，去除重複、不合適或太攏

同學在主題選定、資料蒐集齊全、全組討論分配角色後，

統的題目，最後選取16個題目，請同學做成題目籤，由各

將進行各小組的演練，以熟悉扮演的角色及內容，每一個

組派代表抽籤2題（形成次主題），作為各組的準備主題（

成員皆有負責的工作與責任。（討論）

每組2題）。
六、老師舉例示範

《第二次上課》

為避免同學不知如何訂定題目，老師將學生提出的問題舉

十三、遊戲進行

一例做示範以教導學生問題的訂定。（以兩性教育課成為

由老師擔任引言人及串場，接著由各小組主持人主持並開

例，如：愛滋病傳染途徑，哪一角色扮演的同學說的對？1

始遊戲的進行，老師隨時觀察，必要時給予協助。

號：蚊子叮咬而傳染。2號：看黃色書刊傳染。3號：藉由

1、進行方式：例如由第一組開始，第一組主持人先進行主

輸血針管傳染。）

持，並開始介紹本組三位角色扮演的同學，由主持人念出

七、蒐集資料、選擇答案

要問其他組的問題，接著由三位角色扮演的同學依序對答

由同學到圖書館（找圖書或期刊）、網路、書店、報紙等

案做說明，說明完畢後，由其他組同學選擇哪位角色扮演

蒐集該組資料，並設計建立答案。除此之外小組要討論出

的同學的答案才是正確答案，各組選完後，由第一組的主

問題解決方法或解決途徑。（在同學蒐集資料前先教導同

持人宣佈正確答案並對主題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兩位同

學蒐集資料的方法）（問題解決）。

學的答案為何是錯誤的）。第一組兩題進行完畢後則輪到

八、選派角色

下一組繼續進行分組遊戲。老師則在黑板上畫記各組答對

1、一般教學活動角色：

的題數。

通常老師在教學活動中最常使用的小組角色有：領導者

2、位置安排：讓每組能看到其他各組同學為原則。

、閱讀者、記錄者、報告者、計時者、及聲音監控者。

十四、評估

有時視不同的活動會有書寫者、問問題者、回答問題者

為了瞭解學生在分組活動中的學習是否符合預定的目標，

、檢查者、主持者紀錄者及資料收集者。而指派的方式

在活動結束後老師可評估學生的表現。包括同學對活動的

也採隨機方式，例如以身高最高者為領導者，然後以順

參與程度，各個角色扮演稱職的程度，表達的能力等。最

時鐘方向分配各個角色。但為製造學生的期待及新鮮感

後在活動進行完畢後，請同學交出各組蒐集的檔案資料，

，老師可常換不同的指派方式，這種方法使成績較不好

以了解同學資料蒐集的過程。

的同學也有可能擔任如領導者的重任，相對地也給了他

十五、綜述要點

們成功的機會。在指派角色的同時，老師可告訴學生每

在整個教學單元結束前，老師要針對課程單元、活動內容

個角色在分組活動後所需展現的成果。因為學生已有了

、分組表現、活動優缺點等做一個總結，讓同學對活動有

心理準備，也提供了學生另一種成功的機會（李珀，合

整體性的了解，並讓同學自我評估是否有達到分組活動的

作思考教學，http://www.nknu.edu.tw）（角色扮演）。

學習目標。

2、本課程活動需要的角色有：主持人一位、角色扮演三位

十六、學生的回饋

、解說員一位、計時員一位。

最後利用回饋表請同學填寫以了解同學對課程的反應，及

（1）主持人：負責掌握本組流程得進行，做引言及人

學生學習的情形，以做為教師活動設計的參考與修正。並

員介紹，公佈正確答案。

可作為教師自我評量的一部份。

（2）角色扮演：負責說明問題答案，其中一位是正確

十七、資料展示

，另外兩位則是錯誤答案。

將學生蒐集成檔案的資料利用課程最後的時間分別展示在

（3）解說員：說明正確答案內容及另外兩位角色扮演

教室最後面，讓每組皆可觀摩學習，甚至學習讚美別組，

者為何是錯誤的。

反省自己。

（4）計時員：負責計時，掌握整組進行時間及組員說
話時間，使每組能在預定時間內完成。（每組進行時間

肆、注意事項

約5分鐘）

「合作思考教學法」的基本原理，在於讓學生藉由小組學習

九、道具製作與準備

的方式來增加其學習的深度及廣度。在分組學習的過程中，其

同學依分組遊戲進行的內容需要製作各組所需的道具，例

基本觀念是學生願意小組成功地達成學習目標，鼓勵甚至幫助

如號碼牌、名牌、答案卡、服裝或裝飾準備等。（分工合

其他同學追求卓越的表現。如同教育學家所說的「團隊合作學

作）

習」，讓學生一起成功，即使失敗也能共同分擔責任，以避免

十、觀察

各不相干的個人主義的養成。正如社會心理學中，團隊合作可

在進行小組討論時，老師要不時的在小組間走動、觀察，

以讓每位成員從中獲得情感的支持，增進個人達成目標的動機

了解同學分組討論進行的狀況，是否有符合原先訂定的課

與毅力，當成員認同團體，經由團體中強大的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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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siveness)，團隊可以有效率地達成目標。可見合作思考教

十、安排座位：

學不只是形式化的分組，涉及到學生個人與整個團體知、情、

在上課前即排好座位，避免時間浪費。

意的成長。

十一、計劃課程活動：

歸納教育學者對合作學習的主張，合作學習的分組特質有：

有完整妥善的課程計劃，課程的進行才會更順利，尤其是

異質性分組、積極的互賴、面對面互動、個別績效，以及人際

分組活動，有詳細的計劃，老師便能掌握流程，才不會陷

關係和小團體技能運用(Johnson Johnson,1996)，（合作思考教

於混亂。

學，http://www.nknu.edu.tw）。在課程進行中有幾點需教師注

十二、解釋內容：

意及參考的部分，略述如下之：

解釋愈清楚愈具體愈好，學生在活動進行中才知道該如何

一、同質性或異質性分組：

做才能達到課程活動目標。

教師可針對課程目標及需要來分組，通常分組遊戲是希望

十三、告知同學老師所期望的行為：

同學能從分組活動中學習，因此，採異質性分組方式較適

讓學生了解教師的期望，學生才能掌握時間，才不會有延

合。同學透過分組活動，可以從其他同學身上學習不同的

宕課程進行或從事其他科目的行為出現。遊戲的進行，老

能力，也可透過分組討論與互動過程中學習別人的優點與

師隨時觀察，必要時給予協助。意的成長。

溝通能力。
二、鼓勵同學小組互動、積極參與：
在分組討論中，同組的同學要相互討論，提供個人意見與

伍、舉例說明

看法，彼此回饋，老師應在一旁協助與催化同學們進行溝

兩性教育課程設計

通與討論。
三、強調責任：

單元名稱

「粉墨登場」誰說的是對的？

單元目標

1、了解學生對兩性生理與心理學習狀況

是指每位學生對小組表現都有其責任與貢獻。當小組內的

2、引導學生學習資料蒐集與問題解決能力

每位同學都能為自己的小組盡力表現，小組的凝聚力便產

3、引導學生運用腦力激盪思考問題

生，學生的責任感也就加強，老師要灌輸學生每個人的努

4、讓學生透過分組活動統整之前學習到的兩性知識
時

力都會影響小組的整體表現，鼓勵同學更積極參與小組活

間

器材準備

動。將自己分配到的工作努力做好。

100分鐘（兩節課）
投影機、白紙、分組活動畫記表、計時器、按鈴、
回饋表

四、課程設計方面：
1. 以學生不熟悉的活動為主。

實施方式

分組討論、角色扮演、講授、分組遊戲、資料展示

觀察項目

1、分組討論情形與互動狀況

2. 要在學生的能力範圍內規劃活動。

2、學生表達能力

3. 引導學生運用各種問題解決的策略和訂定問題解決的整

3、分組分工情形及工作完成能力

體計劃。

4、學生對兩性教育了解程度
5、學生資料蒐集與彙整情形

4.讓學生運用腦力激盪找出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實施程序【第一節】

5.採取積極和開放的態度，鼓勵同學運用創造性的方法解決
問題。
6.觀察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步驟，適時提供資源與協助。

教學目標

活動內容

時間

1、引起動機

老師先引言並講一個小笑話

5分鐘

（有關兩性教育的笑話）或

五、具體與示範：

小故事，以引起學生動機。

兩性教育因範圍廣泛，要形成具體問題並不容易，教師需

透過一個錯誤的兩性觀念作

引導學生做具體思考，必要時可提供示範。

為開頭，引導同學重視兩性
教育學習及其重要性。

六、觀察
2、進行分組

為避免同學討論時流於聊天，角色的分工要明確，老師在

請班上同學由1到6報號，號

5分鐘

碼報到相同的同學分在同一

學生討論時也要進行觀察。雖然是分組教學，老師仍須在

組，每組5到6人，共8~9組。

各組間觀察，以提供學生適當的幫助，才不會使學生在遇

3、活動說明

（1）老師詳細說明活動程

到困難時無所適從。若有學生藉分組的時間從事別的活動

序及內容，本活動名

或不投入不參與，老師必須適時提醒。

稱為「粉墨登場」誰
說的是對的？，要由

七、衝突

各組同學進行分工，

分組討論時若發生意見衝突時，老師先不要急著介入，讓

有的同學負責蒐集資

同學嘗試自己解決衝突，必要時老師才介入，避免批評，

料，有的同學負責解

引導同學去看到他們彼此相同的部分。

答，有的同學角色扮

八、小組人數

演，有的同學擔任主

每一組的人數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通常根據活動需要

持人，每一個人都有
分配到工作。

來訂定人數，一組約6到7人，人數若太少無法達到分組教

（2）活動進行方式，則是

學的效果，人數太多有的同學則沒有充分表達的機會，故

由各組主持人主持，

分組的人數上，老師必須掌握。

提出問題詢問其他組

九、指派學生：

同學，再由本組三位

由老師來決定如何分組。通常採隨機分組：如按照成績分

角色扮演的同學對問

組、按照身高、用報數的方式等。

題作說明，但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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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鐘

備註
附件三、四、五

位同學的答案是正確

教育課成為例，如：愛滋病

的，另外兩位同學的

傳染途徑，哪一角色扮演的

答案則是錯誤的。同

同學說的是對的？

學答題結果由老師畫

1號：透過蚊子叮咬而傳染，
就像日本腦炎透過三

記在事先畫好的海報

斑家蚊傳染一樣。

上，貼在黑板上，以

2號：看黃色書刊傳染，有

打○的方式畫記。

不正確的性知識而傳

（3）題目的形成由全班同

染。

學透過腦力激盪來形
成，每組再抽籤兩題

3號：藉由輸血針管傳染，

作為各組的發問主題

針管消毒不乾淨而傳
染。

，題目答案則要由各
8、各組角色

組去找資料解答，並

選派

提出解決的方法。

有6人一組的同學，則多一

輯成冊，於班上做展

位解說員。

示。
9、道具製作

（5）同學分組的表現，包

每組角色扮演都有名稱，由

投入程度、資料蒐集

同學自己取名，如：薇薇夫

的內容、分工合作情

人、性學大師、巧博士等）

分組後由同學運用腦力激盪

若有需要時，老師從旁指導。

方面的問題，越多越好，想

實施程序【第二節】

好寫下來，再2人一組討論，
再4人一組討論，再8人一組
討論，討論出來的題目由老
師篩選，去除重複、不適合
的題目，最後形成16題。

教學目標

活動內容

時間

備註

11、「粉墨

同學在上課前即將桌椅位置

43分鐘

老師引言3分鐘，

登場」

排好，上課後由同學派代表

每組5分鐘，有8

正式進

抽籤決定先後順序，由老師

組，共43分鐘

行

做引言開始後，交由抽籤第

形成題目試舉六題如下：

一組的主持同學，介紹三位

1. 危險期如何計算？

角色扮演同學後便開始問其

2. 月經來時發生性行為會不

他7組問題，再由三位角色

會懷孕？

扮演同學分別針對問題說明

3. 關於避孕方式，哪一個是

解答，說明完畢後數1、2、

對的？

3由其他組舉牌哪一個同學

4. 兩性交往的過程哪一種比

的答案是正確的，（牌子

較適當？

事先製作，每組有3位角色

5. 若男生要求發生性關係，

扮演，）由主持人宣佈正

女生如何回應比較好？

確答案是哪一位同學，老

6. 如何預防愛滋病？

師同時登記答對的組別（
5分鐘

答對1題1分），再由解說

派代表抽籤兩題作為各組要

員解說正確答案，接著進

進行的主題。
老師教導學生資料蒐集方法

行第二題。第一組進行完
5分鐘

畢後則交由第二組主持人

與方向，也請同學思考有哪

，以此類推。

些方式可蒐集資料，各組採
分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可
到圖書館找資料，也可上網
找資料，或找相關雜誌、期

12、老師論

活動全部進行完畢後，老

述要點

師對於問題內容、課程進

並給予

行方式、各組表現、分工

回饋

合作，做一統整性的回饋

刊或到相關機構查詢或詢問
13、獎勵

師等）。資料蒐集來之後，

透過同學訂定的獎勵原則

課後獎勵

，於課程活動結束後，給

經過小組討論，並提出解決

予同學獎勵。

之道與小組心得，最後彙整
成冊，並於課程最後做展示。
（包括文字資料、圖片資料
、統計表格資料等）
為了讓同學能清楚了解活動

5分鐘

，並給予同學讚美與鼓勵。

等（如：杏陵基金會、張老

7、老師示範

課後準備

課餘時間進行演練與練習，

10分鐘

的方式來提出有關兩性教育

將題目做成題目籤，由各組

課後準備

製作道具或準備行頭。
10、進行演練 為使活動進行順利，同學於

目。

6、資料蒐集

各組依所需要扮演的角色（

括討論、角色扮演、

形皆列為老師評分項

5、選定題目

的同學，角色扮演有三位，
主持人一位，計時員一位若

（4）最後將蒐集的資料編

4、形成問題

每組角色分配，若有5人一組 5分鐘

14、學生填

老師將事先編好的回饋表

寫回饋

發給同學填寫，內容包括

表

有對活動進行的方式、老
師講解是否清楚、同學分

3分鐘

工情形、自我表現滿意程

進行中角色的扮演，老師先

度、及對本次活動的感想

做示範，使同學更了解活動

與建議，以了解學生學習

的進行方式。以本課程兩性

狀況，並提供活動改進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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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鐘

課堂先口頭獎勵

柒、檢討

考及教師自我評量參考。
15、資料展示 於活動進行完畢後將資料放

課後實施

一、本課程活動需用到兩次上課時間進行，教師必須事先做好

置於教室最後面展示台展示

充分的規劃，才不至於形成混亂浪費學生學習的時間。另

一週以供各組同學觀摩學習

外課程時間上的安排仍需再思考調整，才不至於時間不夠

，展示完畢後由該科小老師

，學生無法充分討論。

收好交由老師評分。
16、成果

此資料可作為同學日後推甄

二、協助同學充分討論，強調每個同學的角色責任，並列為評

的資料，列為在學校課程表

分之一，才不會有的同學不參與討論或做自己的事，唯有

現的一部份，請同學將資料

同學充分參與，才不會覺得課程無聊或沒有收穫。

妥為保管。

三、課程進行運用到分組有兩次，第一次分組是討論題目，第
二次分組則是進行分組活動，若在第一次的分組也做角色
責任分配，成員角色會較為清楚，但又怕二次角色會造成

陸、能力培養（學生學習到什麼？）

學生的混淆，這是值得思考的部分。

從分組活動中，學生可以學到的能力歸納如下：

四、進行分組活動發現，老師其實比較忙，包括事前得規劃準

一、批判思考能力
各種科目的學習皆需要思考能力，有思考的基礎才能進入

備，活動進行中的引導、觀察，事後評量、回饋，其實並

批判的過程，透過思考、批判、比較，學生不但能區辨不

不輕鬆，不過學生的反應良好，卻也是值得且愉快的。

同，更能精熟學習。本活動各組在討論題目的訂定時與區
辨別組的問題答案時皆需運用思考與判斷的能力，對於問

捌、結論
在目前多變的社會，身為老師的我們要培養學生什麼能力？

題的答案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在活動過程中就在培養同學

我時常在思考這個問題。在升學方式改變，已由多元入學方式

批判思考的能力。

取代傳統聯考，我們希望能培養學生各種不同多元的能力，如
：尊重、欣賞、閱讀、合作、溝通、分析、寫作等多方面的能

二、發現問題

力。

同學運用腦力激盪來發現自己在本單元中的問題，在別組

本次教學活動的設計可運用在各科教學中，進行方式活潑、

的回答問題中也能促進思考發現問題。能發現問題才能運

不枯燥，頗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本教學活動另一個好

用思考解決問題。

處，學生已學習某單元且具有先備知識，教師可透過此活動，

三、運用資源蒐集資料，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問題訂定後，同學需透過分工到圖書館或相關資源機構蒐

來做單元的統整與評量，從活動中評量，不但不會帶給學生過

集資料，透過小組討論，每個同學分享自己所蒐集到的資

多壓力，也改變學生對考試的刻板印象。
好的教學方式不但能教導學生從課程中學習，也讓學生透過

料，並針對問題提出解決之道，從過程中學生學習到遇到
問題時該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知識的傳授很重要，培養

分組合作學會自制力、多元觀點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溝

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更重要，學習無法脫離生活，生活中

通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表達的能力、領導的能力、創造

會遇到相當多的問題或困難，因此學生學會解決問題的方

力，更重要的是，其人際關係也會更和諧，若教師能透過教學

法，便能遷移學習，當遇到問題時會自動運用方法解決問

課程的設計讓學生能從中激發並培養多方面能力，相信學生不

題。

但學得愉快也學得有意義。

四、分工合作的能力
每組每個同學都有分配工作，同學要透過分工合作的方式

參考資料(略)

完成整組工作，一個人無法單獨完成，必須要透過分工合
作才能完成，本活動運用活動方式，目的在培養學生透過
溝通的方式與小組成員共同完成工作目標，從分工合作中

生涯快訊

學習。
五、挫折忍受力
在分組活動進行時，若未能答對題目則必須要有挫折忍受

（一）新書專欄：《幸福童年的秘密》

力，接受答錯的事實。從中思考為何會答錯？錯在哪裡？

鐘穎 / 高雄中學輔導主任

錯的答案與正確答案的差異是什麼？學生學會挫折忍受，
就比較不會採取用情緒來解決問題。
六、表達能力
每組有主持人、角色扮演有三位、問題解說員，如何把要

新書小檔案》

表達的主題說清楚講明白，同學可透過分組活動的進行學

作者：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

習表達的能力。另外在小組討論時也在培養學生的表達能

譯者：袁海嬰

力。

出版社：心靈工坊出版社

七、溝通與討論能力

出版日期：2014 年 09 月 11 日

從問題的選定，題目答案的呈現都需要同學透過討論來完

ISBN：9789863570110

成，從分組活動中溝通與討論的能力能從無形之中養成。

驚喜中帶著感動。在反覆咀嚼的過程中，曾經在諮商室裡接
觸過的個案，他們的生命故事不時地浮現腦海，和書裡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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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檢證，最後融為衷心的讚嘆。

在整個地球村。

我對兒童心理學大師Alice Miller的最初印象停留在讀到心理

如果你是一位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人，這本書將會是你踏上

史學的篇章時，有關她對希特勒的分析。而臺灣終於能有一本

尋訪自我的起點。但誠如作者所言，任何一本書都不能代替一

她最經典的著作，持續為我們補足嬰幼兒情感受忽略與身體遭

位好的諮商師。受過傷的你請千萬記得，找一位信任的治療者

虐待將如何影響個人發展與社會文化的知識。同樣的概念讓人

，一同邁向療癒之旅。

聯想到Friel夫婦撰寫的《小大人症候群》（由心靈工坊出版）
，彼此參照，更顯早期教養的重要。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作者反覆提醒我們，小孩的早期心理需求需要受到照顧。「

1）美國諮商協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暨展覽會

在生命最初的幾個星期裡，他需要自己的母親完全服從於他的

美國諮商協會將於2015年3月12至15日於佛羅里達州奧蘭多舉

需要，身不離左右，並能從她眼中看到愛，像鏡子裡的反射一

行年度會議暨展覽會，將邀請著名作家海明威之孫女，演員Mariel

樣。」母親與嬰兒必須在彼此的眼睛中看見自己，並且是「真

Hemingway進行開場演講，另有250場以上，涵蓋30種領域的的教

心地看著這個獨一無二、幼小、孤立無助的小生命的存在，而

育課程可供選擇報名。欲參加者可參考網站左側的欄位，選取感興

不是把自己內心的期望、恐懼和計畫投射到他身上。否則，這

趣的主題獲得詳細資訊：

個小孩在他母親臉上找到的就不是他自己，而是母親內心困境

https://www.counseling.org/conference/orlando-aca-2015/about-conf

的反射。假若如此，這個小孩今後的生活裡就會缺少一面鏡子

/about-conference

，一面他注定終其一生在找尋卻始終找不到的鏡子。」

研討會報名及費用請參考網站：
https://www.counseling.org/conference/orlando-aca-2015/conf-rates/

這樣的小孩在長大成人後，可能是自大或憂鬱的。自大的原

rates-registration

因是因為他必須藉由外在的特質與表現來獲得讚賞，而對讚賞
的渴求是出於他早年缺乏關愛與親密，因而不得不追求的替代
品。憂鬱則是由於他必須壓抑個人真實的感受來滿足父母的要

2）美國生涯發展協會(NCDA)生涯發展實務者實務技術與策略研討會

求。這些被個人認定為「不合時宜」的感受，必須被體驗與釋

美國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5年3月27日於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市

放，憂鬱才可能真的好轉。在這裡，Alice Miller告訴我們，一

舉行生涯發展實務者實務技術與策略研討會。研討會將邀請現任

個好的治療師必須從感受下手，而不是躲在理論的背後，讓病

NCDA主席Mark Danaher和佛羅里達大學教授Deb Osborn主講。分享

人以「理智化」的方式處理憂鬱。

三位工作者生涯路徑的故事，帶領生涯發展輔導實務者了解如何連

你多少可以從書裡看出，Alice Miller並不滿意當時精神分析

結理論與實務運用，以及介紹Parsons生涯理論如何與其他生涯技術

的作法，例如治療師以理論和專有名詞當防衛的武器，著重概

有效整合，運用於當代生涯輔導實務中。研討會報名請參考網站：

念而非真實的感受。乃至有意無意地誘導，讓病人掉入討好治

http://www.ncda.org/aws/NCDA/pt/sp/cpinstitute#conf

療師的陷阱，因而重複了他與理想化父母親的人際模式。作者
認為，病人並不總是成人，我們應當容許他在治療裡有某些退

3）澳洲生涯發展協會(CDAA)年會

化，像個小孩一樣。因為「許多人一生想做的，就是盡量像成

第25屆澳洲生涯發展協會年會將於2015年4月8日至10日於澳洲

年人一樣健康地活著」。因此他們掩飾真正的情感，不敢與內

伯斯市舉行，年會將邀請Richard L Knowdell等人擔任主講，探討生

在的小孩互動。這也是為什麼 Alice Miller選擇用「patient」這

涯實務者、教育者、訓練者、人類資源專家等專業人士如何因應在

個詞，而非「client」，她認為，身為一個治療師的「當事人」

劇烈經濟和政治情勢下變動的生涯實務工作。年會報請參考網站：

，她只能得到他們自己的認識，而這對她的康復毫無幫助。

http://www.gemsevents.com.au/cdaa2015/fees.php

輕蔑則源於羞辱。對弱者的壓迫與輕視，同樣來自幼兒期父
母成人故意或無意地展現不當的權力。成人透過小孩來洩恨，

4）美國生涯發展協會2015年年會

發抒他幼兒期也曾經有過的相同遭遇，例如無助、嫉妒與孤獨

美國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5年6月30至7月2日於美國丹佛舉

。小孩無可避免地必須依賴父母，甚至美化他們。於是成人的

辦2015年年會。本期年會主題為”Reimagining Life

苦痛因轉移而解脫了，小孩的創傷則留待日後，他將以相同的

Possibilities: Celebrating First Jobs through Encore Careers”

方式移轉給整個社會或他自己的孩子。充斥於社會的各種暴力

。大會將於6月27日至29日舉辦共計45小時的生涯發展臨床督

與意識型態，滿足了這類受創成人的需求。他們以愛為名，行

導實務訓練課程，有興趣者可於4月15日前至本網站報名：

暴力之實，最終導致屠殺與戰爭。而這一切的源頭必須從保護

http://www.ncda.org/aws/NCDA/pt/sd/news_article/100135/_PARENT

每個孩童開始，並且治療那些受傷的成人。這點將心理學與整

/layout_details_conference_share/false；年會詳情及報名請參考網

個政治和社會文化相連的努力，是這些德國心理學家的特點。

站：http://www.ncda.org/aws/NCDA/pt/sp/conference_home

法蘭克福學派的佛洛姆（Fromm），亦常以心理學觀點提出改善
社會文化的方式。

5）第14屆歐洲心理學會議(The 14th European Congress of Psychology)

這本書是寫給治療師的，因為她告訴我們治療師不該向病人

義大利心理學協會(Italian Network of Psychologist’

保證無條件的愛，否則這份虛偽和無知將會對病人造成傷害。

Association)將於2015年7月7日至10日於米蘭舉行第14屆歐洲

這本書是寫給關心兒童教養的每位父母的，因為她告訴我們教

心理學會議。研討會報名請參考網站：

養的方式必須革新，我們有義務在幼兒的生命早期就給予他們

http://www.ecp2015.it/registration/；米蘭創傷心理學研究中心的

適當的關注和好的回應，而不是剝奪和羞辱。這本書更是寫給

Isabel Fernandez女士將以創傷和心理健康的眼動治療實務為主

每個成人的，不管你是否受過傷（更有可能是受過了傷卻不自

題帶領會前工作坊，工作坊報名請參考網站：

知），你都應當瞭解邪惡與暴力行為的源頭是如何產生，偏激

http://www.ecp2015.it/scientiﬁc-program/pre-congress-workshop/

的種族、國族主義及意識型態又是如何吸引受創者的心，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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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當日議程以及活動有關之詳細資訊。

6）2015年亞太生涯發展協會(APCDA)年會
亞太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5年9月15至17日於日本東京舉辦
2015年年會，主題為“Workforce of the Future?”來自芬蘭的

3）國立體育大學職涯輔導系列工作坊

生涯實務工作者Raimo Vuorinen將進行開場演講。多名日本的實

國立體育大學將於2015年3月10日(二)、4月7日(二)、4月14日(

務工作者，如長期關注日本女性生涯規劃的Agnes Watanabe

二)三天晚間6點至9點舉行本學期職涯輔導系列工作坊，透過操作

Muraoka、在與日本政府機關合作以發揮生涯輔導效益，探討生

職業興趣組合卡、生涯幻遊技術、熱情渴望卡來探索自我的職業興

涯發展顧問服務成效上具有影響力的Ryoji Tatsuno等人。另也有

趣、未來生涯方向和自己的渴望故事，整理自己的生涯方向。活動

來自印尼、巴基斯坦、越南、澳洲等亞太地區各國的研究者們

報名請參考網站：

的實務分享。年會報名等資訊請參考網站：

http://student.ntsu.edu.tw/ﬁles/14-1003-18129,r3-1.php

http://www.asiapaciﬁccda.org/2015-Conference。此外， 該學會電
子報提供免費訂閱，訂閱網站為：

4）新竹教育大學生涯探索團體

http://www.asiapaciﬁccda.org/page-1676109，歡迎有興趣者自由上

新竹教育大學將於2015年4月8日至6月10日(三)晚間6點半

網訂閱。

至8點舉行生涯探索團體工作坊，凡對於生涯抉擇感到疑惑或未
定向，且為新竹地區之大學生皆可報名參加。活動報名及詳細

7）2015年國際職業教育學會日本大會(IAEV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資訊請參考網站：

2015)

http://2005.web2.nhcue.edu.tw/ﬁles/14-1034-23857,r20-1.php。

國際職業教育學會將於2015年9月18日至21日於日本筑波國
際會議中心舉辦年會，主題為「超越不可預期的力量，再構建

【同場加映】2015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專業訓練課程

職業」(Restructuring Career Over Unexpected Powerful

本會即將於2015年度推出一系列主題課程，歡迎關心生涯與

Forcesm)。年會報名、投稿請參考網站：

職涯發展的夥伴們報名參加。以下為本會規劃之課程內容，更

http://www.iaevgconf2015.jp/index.html

多精彩主題亦會陸續更新，敬請持續關注本會網站
http://tcdca.heart.net.tw/，各課程地點與時間請參閱電子報後方
詳細課程資訊。

8）波士頓學院種族與文化研究促進協會(ISPRC)第15屆年會
波士頓學院種族與文化研究促進協會將於2015年10月23至
24日於波士頓舉行第15屆年會，年會主題為「種族、文化與社

★生涯點睛（協辦單位：擺渡職海社群）

會正義」(Race, Culture, and Social Justice)。年會將以工作坊

課程特色：邀請在社會各個角落裡努力且堅持活出自己精彩人

、組織摘要討論、個人發表、結構性討論，以及海報發表等方

生的工作者，分享自己人生的起伏與轉折。

式進行。大會徵求發表至4月17日，投稿規定和年會報名可參考

分享人：孫榆婷、劉莉芬、林楠、游庭瑋、林柏傑

網站：
http://www.bc.edu/content/dam/ﬁles/schools/lsoe_sites/isprc/pdf/Div

★生涯 / 職涯講座

ersityChallenge/2015%20Diversity%20Challenge%20Call.pdf。

課程特色：本活動力邀在各領域鑽研多年的專家，分享最新的
生/職涯實務應用，參與者透過三小時的學習即可無
時差的將所學轉換到職場。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課程講師：李慧君、林俊宏、呂亮震

1）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2015年會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將於2015年5月3日(日)於輔仁大學濟
時樓9樓國際會議廳舉行2015年年會，主題為「跨越邊界~兩岸對話

★CDF繼續教育工作坊

與全球移動」。將邀請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們就青年就業能力的評

課程特色：本系列課程主要提供曾經接受過CDF、GCDF、CDA

估與開發、華人文化脈絡下的生涯發展─現況反思與未來藍圖、台

、職涯發展顧問師等認證課程的學員繼續教育，期

灣官方對全球移動力之觀點與政策、青年人才管理之挑戰與對策等

待能透過工作坊的方式讓學員得以將所學實際應用

主題進行交流。其中本次年會早上場次亦為台灣應用心理學會舉辦

在助人工作上。

之「第六屆社會思想暨首屆華人應用心理國際研討會」之分場研討

課程講師：王思峰、劉淑慧、楊瑞珠、陳若玲、田秀蘭、

八與九。本學會會員可以優惠價參與台灣應用心理學會舉辦國際研

王櫻芬、黃素菲

討會其他場次之分場活動。本屆研討會議程請參考網站：
http://tcdca.heart.net.tw/。

★CCDF生涯發展顧問師培訓課程
課程特色：本系列課程為學會邀請國內生 / 職涯領域的專家學

2）教育部104年度北一區大專院校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 全體輔導

者共同研擬開發的生涯發展顧問師培訓課程，以單

主任會議

元培訓方式進行。受訓學員若通過課程要求，未來

國立陽明大學將於2015年5月4日(一)早上8點半至下午5點半於

可循學會生涯發展師認證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資格

國立陽明大學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舉行北一區大專院校輔導主任會

認證。

議，本次會議主題為「生涯輔導的多元視野─海峽兩岸對話與交流

課程講師：田秀蘭、王櫻芬、黃素菲、吳芝儀、王思峰、

」。將邀請海峽兩岸多位已在生涯輔導研究與實務領域深耕多年的

劉淑慧、王玉珍、林蔚芳、郭瓈灔、黃正旭、

專業工作者分享最新生涯視野與兩岸經驗。歡迎北一區各大專院校

呂亮震、林俊宏、吳淑禎

輔導主任、心理諮商專業人員報名參加。有興趣者可洽陽明大學心
理諮商中心許伶楓心理師(lfhsu@ym.edu.tw，電話267000分機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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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委員會
委員會介紹：

主任委員：王智弘

助人工作是一門專業，除了具備專業的知能之外，專業倫理更是
其中的關鍵。可以比喻說專業知能與專業倫理是專業的兩隻翅膀，
有專業知能與專業倫理，專業才能穩健的飛翔。
助人專業人員要能發展，
必須要能獲得社會大眾的信任；

成員介紹：

社會大眾信任助人專業，

王智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

才會願意向助人專業人員求助；
助人專業有專業倫理，

王櫻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系副教授

社會大眾才會信任助人專業；

吳芝儀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系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所以，專業倫理正是助人專業建立公共信任與維持生存發展的基

劉淑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礎，倫理委員會肩負專業學會倫理規範與倫理教育的雙重責任，期

華人生涯研究中心主任

待成為學會建立公共信任與維持生存發展的堅實基礎。

韓楷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系副教授兼主任

專業資源委員會
委員會介紹：
委員會宗旨在促進生涯發展與輔導所需

其他成員介紹：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王智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教授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理事長
--“ 大家一起努力
創造更豐富的生
涯網路資源 ”

李華璋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 生涯資源不止
在認識外在世界
時扮演重要角色
，在協助探索者
認識自己的內在
時也非常重要 ”

劉孟奇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與經濟學系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教務長
--“ 能貢獻之生涯
即為有趣之生涯“

盧怡任
台南市復興國中
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
助理教授
--” 人生是一連串
抉擇的過程，不
同的選擇，延向
不同的方向和未
來“

專業資源之累積與發展，所謂專業資源包
括但不限於生涯相關評量工具與資訊系統等。

委員會召集人：

劉淑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教授
--華人生涯研究中心
主任
--“ 生涯資源幫助人們腳踏實地活出願景 ”

專業認證委員會
分手但是不分心—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分家了—

予證書；3.推動促進生涯發展與諮詢專業認證發展之相關策略、辦

黃素菲 / 專業認證委員會召集人

法與活動；4.與政府部門，如教育部、青輔會、勞董立發展署協商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成立之初，設立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

溝通，修改、增列生涯教育相關條文，推動設置「青年生涯發展法

，同時兼辦1. 推動與實施生涯發展與諮詢之課程認證、相關證照之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二屆專業認證委員會之委員名單：

相關法規、考照等相關事宜，和2. 設計與開設生涯發展與諮詢專業
化發展、繼續教育、籌辦年會等相關事宜。兩年下來發現，年會和
推動與實施生涯發展與諮詢專業化發展之相關策略與活動工作繁重
，故建議將專業訓練認證委員分開成兩個委員會：1. 專業訓練委員
會，和2. 專業認證委員會。兩委員會各司其職，繼續互相合作，也
就是分手但是不分心。
專業認證委員會在未來的主要工作焦點是：1. 研議生涯發展、
生涯輔導、生涯諮商相關證照之相關法規、考照等事項，如CDF；
2.審查專業課程認證、CDF認證、CDFI認證等相關認證業務，並發

黃素菲
蔡娜惠
彭信揚
黃正旭
國立陽明大學
測驗出版公司
中山醫學大學
前救國團張老師基金會
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營運總監
生活暨就業輔導組
執行長
心理師
--自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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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專業訓練委員會

研究委員會

1. 本委員會成功邀請青年發展署施建矗副署長、台北市就業服

1. 感謝大家的幫忙，第14期的生涯電子報如期發刊。

務處游淑真處長(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洪玉茹執行長也會一起參

2. 第15期邀請劉淑慧理事擔任客串主編，報導去年12月下旬彰

與)、104管理顧問公司王榮春總經理、WeStudent學生實習網

師大於本會等相關單位聯合舉辦之「大專生涯發展與輔導學

代表等擔任本學會2015年年會主講人，將發邀請函予各主講

術研討會暨教練團經驗交流」研討會活動專題專刊。

人。其他尚有學者與業界代表正在持續邀請中。

3. 本委員會邀請專業認證委員會、專業倫理委員會、專業資源

2. 本委員會已開會討論年會企劃書，提報本次理監事會討論與

委員會、國際交流委員會與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為電子

通過。

報撰寫委員會及相關成員之介紹。

專業認證委員會

組織發展委員會

PAC提交龍華專班學員CDF認證審查資料，委請黃正旭、王思峰、

本委員會之任務為招募會員，目前委員組成分佈北中南各地，協

王玉珍、呂亮震、黃素菲、王櫻芬理事協助審查工作，並於2月17

助招募會員。王思峰老師今年將到美國休假，本委員會也邀請王老

日前完成審查後寄回認證委員會主任委員彙整，再由委員會將審查

師為駐外代表。

結果交由秘書處通知PAC與收取認證費用。

國際交流委員會
專業資源委員會

1. 本委員會持續邀請委員加入，以豐富本會國際交流活動。
2. 未來將負責國際生涯資訊報導，或協助本會相關資訊國際交流

1. 本委員會網站搬家工作已完成。
2. 2月2日與研究委員會討論後續網管與網頁資訊更新等合作事

（若有英文版本之宣傳DM）。
3. 接下來將展開2016年APCDA之籌備工作，第一次正式之籌備

宜。

會議於2/6下午 4:00於教育大樓517進行。

專業倫理委員會
持續討論生涯諮商倫理相關申訴案件之提報處理流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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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dcanews@gmail.com「生涯電子報編輯小組
」，並標明投稿項目，感謝各位熱情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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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到

tcdcaservice@gmail.com， 或傳真至02-2341-3865 。
提出申請後，經理事會議審查通過後，才能確定會員資格。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致函秘書處

發行單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版權所有
發行人：田秀蘭
主編：王玉珍、田秀蘭、金樹人 （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編輯：林欣儀、馬安妮、曾晴、蔡懿亭、魏凡涓 （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學會網站：tcdca.heart.net.tw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會 址 ： 106 台 北 市 大 安 區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162 號 教 育 大 樓 522 室 台 灣 生 涯 發 展 與 諮 詢 學 會 收
傳 真 ： 2341-3865 網 站 http://tcdca.heart.net.tw/ MAIL： tcdcaservice@gmail.com
*編號

*入會日期

姓名

性 別

學歷

年
□男

月

日

□女

□1.博士 □2.碩士 □3.學士 □4.專科 □5.高中（職）

身份證
字 號
生 日

年

月

日

（□畢業 □肄業）

經歷
畢（肄）業校系（科）所
專業訓練
服務單位

職稱

□1.諮商輔導
興趣 □2.社會工作
□3.就業服務
□1.諮商輔導
專長 □2.社會工作
□3.就業服務
□1.學校/學生與教職員
服務對象 □2.社區一般民眾
□3.公私立機構/企業/員工

□4.人力媒合/人力仲介/人力資源
□5.職業訓練
□6.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4.人力媒合/人力仲介/人力資源
□5.職業訓練
□6.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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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

永久 □□□

電話 （家）
（手機）

通訊地址
目前 □□□

傳真
推薦人

E-mail
審查情形

□待審

□已審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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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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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dcaservice@gmail.com
1. 申請資料將由理事會議審查，審查通過後始成為正式會員。經本會審查通過後將 MAIL 通
審查
知申請者。
及繳費 2. 收到「入會通知書」後請至郵局繳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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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繳費後請將您的收據傳真或 MAIL 至學會，並註明您的姓名，
並自行保留收據以備查。【郵政劃撥：50251389；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1. 書寫工整以便登記；「*」部分由本會填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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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表
會 址：106 台 北 市 大 安 區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162 號 教 育 大 樓 522 室 台 灣 生 涯 發 展 與 諮 詢 學 會 收
傳 真 ： 2341-3865
*編號

網 站 ： http://tcdca.heart.net.tw/
*入會日期

年

MAIL： tcdcaservice@gmail.com
月

日

機構名稱

通訊地址

□□□

電子郵件

填
日

表
期

單

位

電

話

傳

真

年

月

日

推薦人
職稱

單 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姓名

職

稱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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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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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1.學校/學生與教職員
□2.社區一般民眾
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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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
及繳費

備註

□待審

□已審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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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dcaservice@gmail.com。
2. 申請資料將由理事會議審查，審查通過後始成為正式會員。經本會審查通過後將 MAIL
通知申請者。
3. 收到「入會通知書」後請至郵局繳費，入會費 1,500 元，常年會費 3,000 元。劃撥繳費
後請將您的收據傳真或 MAIL 至學會，並註明您的姓名，並自行保留收據以備查。
【郵政劃撥：50251389；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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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即將於 2015 年度推出一系列主題課程，歡迎關心生涯與職涯
發展的夥伴們報名參加。以下為本會規劃之課程內容，更多精彩主題
亦會陸續更新，敬請持續關注本會網站 http://tcdca.heart.net.tw/

生涯點睛
主辦單位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課程特色

協辦單位

擺渡職海社群

邀請在社會各個角落裡努力且堅持活出自己精彩人生的工作者，分享
自己人生的起伏與轉折。

課程場地 捨得書房（台北市信義路 2 段 86 巷 10 號 1 樓）
課程費用
課程日期
2/26(四)

本會會員免費參與，現場提供飲料及點心，
酌收場地及飲料點心費用 100 元/人。
時間

課程主題

19:00~21:30 學習也可以很有戲

分享人
孫榆婷小姐

活動資訊與報名
http://tsquare.club.tw/forum.php?mod=viewth
read&tid=809&page&extra#pid1472

3/12(四)

19:00~21:30 讀書會：謝文憲《行動的力量》21，
心想事成的密碼

劉莉芬小姐

活動資訊與報名

http://tsquare.club.tw/forum.php?mod=vie
wthread&tid=687&extra=page%3D1

3/26(四)
4/09(四)
5/28(四)

19:00~21:30 90 後中國青年的價值觀
19:00~21:30 轉業-從戶外探索教練到人資工作者

林

楠先生

19:00~21:30 怎樣在職場中維持健康—諮商心理師
的職涯之路

林柏傑先生

游庭瑋先生

生涯/職涯講座
主辦單位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課程特色

本活動力邀在各領域鑽研多年的專家，分享最新的生/職涯實務應
用，參與者透過三小時的學習即可無時差的將所學轉換到職場。

課程場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5 樓（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課程費用

非會員 1000 元/人，兩人同行 800 元/人
會員 500 元/人

報名網址 http://tcdca.kktix.cc/
課程日期

時間

4/11(六)

14:00-17:00

5/19(二)

課程主題/報名網址

講師

地點

彩妝與職涯發展

李慧君老師

教 513

18:30-21:30

職場心理競爭力

林俊宏老師

教 500

5/23(六)

14:00-17:00

職場壓力調適

李慧君老師

教 513

7/07(二)

18:30-21:30

創新職涯設計

呂亮震老師

教 500

CDF 繼續教育工作坊
主辦單位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課程特色

本系列課程主要提供曾經接受過 CDF、GCDF、CDA、職涯發展顧
問師等認證課程的學員繼續教育，期待能透過工作坊的方式讓學員
得以將所學實際應用在助人工作上。

課程場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5 樓 500 室（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非會員 3600 元/人/每次主題，兩人同行 3400 元/人/每次主題

課程費用
報名網址

會員 3000 元/人/每次主題，同時報名兩主題（含以上）則 2800 元/
人/每次主題
http://tcdca.kktix.cc/

課程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5/16(六)

09:00-16:30

職業資訊系統實務應用

王思峰老師
劉淑慧老師

6/06(六)

09:00-16:30

工作風格評估與

楊瑞珠老師

生涯諮詢工作坊
7/04(六)

09:00-16:30

職場變遷與職涯轉換輔導工作坊

陳若玲老師

9/05(六)

09:00-16:30

助人技巧實作演練工作坊

田秀蘭老師
王櫻芬老師

11/28(六)

09:00-16:30

生涯理論實務應用

黃素菲老師

CCDF 生涯發展顧問師培訓課程
(Chinese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

主辦單位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本系列課程為學會邀請國內生/職涯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研擬開發的
課程特色

生涯發展顧問師培訓課程，以單元培訓方式進行。受訓學員若通過課
程要求，未來可循學會生涯發展師認證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資格認
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5 樓 500 室（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活動場地
*4 月 11 日(六) 與 5 月 16 日(六) 場地為 5 樓 511 室
非會員 3600 元/人/每次主題，兩人同行 3400 元/人/每次主題
活動費用

會員 3000 元/人/每次主題
(*會員首次上課免費體驗，唯每主題開放 2 名額，先報名先得)
完成所有主題培訓者，學會將安排督導，進行第二階段實務培訓。

報名網址 http://tcdca.kktix.cc/
課程日期

時間/時數

3/28(六)

09:00-16:30
6hrs

4/11(六)

5/16(六)

09:00-16:30
6hrs
09:00-16:30
6hrs

主題/ 報名網址
發展助人關係與助人技巧
Developing a Helping Relationship

師資
田秀蘭老師
王櫻芬老師

團體諮詢訓練
Training and Leading Groups

黃素菲老師

生涯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吳芝儀老師

生涯規劃中生涯資訊的角色
6/13(六)

09:00-16:30
6hrs

7/18(六)

09:00-16:30
6hrs

8/15(六)

09:00-16:30
6hrs

9/19(六)

09:00-16:30
6hrs

10/17(六)

09:00-16:30
6hrs

11/14(六)

09:00-16:30
6hrs

12/12(六)

09:00-16:30
6hrs

The Role of Career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n Career
Planning
設計及導入生涯規劃服務系統：
企業組織篇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Planning Services
生涯規劃中心理測評的角色

Career

The Role of Assessment in Career
Planning
生涯諮詢師之倫理
Ethics and the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
多元族群的生涯服務
Providing Career Services to Multicultural
Populations
求職與就業技巧
Job Seeking and Employability Skills
設計及導入生涯規劃服務系統：
校園組織篇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Planning Services

Career

王思峰老師
劉淑慧老師

王思峰老師

王玉珍老師

林蔚芳老師
郭瓈灩老師

黃正旭老師
呂亮震老師
林俊宏老師

吳淑禎老師

活動日期

2015.05.03（日）

活動時間

08:30~17:00

活動地點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 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輔仁大學濟時樓）

活動收費

線上報名

一般會員免費（可現場繳納會費台幣 1500 元或人民幣 300 元）
學生會員免費（可現場繳納會費台幣 500 元或人民幣 100 元）
非會員來賓（採現場繳納，台幣 1500 元或人民幣 300 元）

http://tcdca.kktix.cc/events/tcdca2015

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議程

08：30【報到】
09：00
【兩岸對話】*

青年就業能力的評估與開發
9：00- 即將跨入或初入職場的年輕人，其就業能力與雇主需求相去較遠是一個不
10：30 爭的事實，也是學校、社會以及家庭的“痛”。職場人士究竟應該具備哪些
能力？如何開發這些能力？本場五位就職於高校且長期為企業界服務的
學者，基於對大學生、年輕職場人士、創業人員以及企業雇主的量化及質
化研究，連袂探討青年一代就業能力的評估與開發。

主持人：顧雪英，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1.

2.

3.

4.

5.

賈利軍，華東師範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講題：基於國家競爭力視角的青年國民就業能力開發
蘇文平，北京航空航太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講題：基於企業雇主評價的大學生可雇傭能力體系研究
高豔，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教育學院應用心理學系講師
講題：基於心理資本的大學生就業能力：結構、測量和干預
顧雪英，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講題：“321”創業人才生涯影響系統的質性研究
喬志宏、左雅靚、張建英，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講題：高職畢業生的主動性人格、職業認同和工作適應的關係研
究

10：30茶敘
10：50
【兩岸三地對話】註*

華人文化脈絡下的生涯發展—現況反思與未來藍圖
總共邀請 5 位專家學者，進行研究專題報告。並邀請澳門大學金樹人教授
擔任主持人。其中兩位是中國大陸學者：錢靜峰(上海交通大學)與石兆俊
(蘭州大學)，就中國高校的學生生涯工作現況與文化脈絡下的未來發展，
進行分析與報告，澳門大學胡娟亦將就華人代間的生涯選擇衝突與因應，
進行分析與報告。台灣學者方面，高玉靜將以階層線性模式剖析學系特徵
之脈絡效果，黃素菲則將報告生涯的土地與天空、人生活在中間—中國鄉
10：50- 村青年的生涯敘說。
12：30
企畫人：黃素菲，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主持人：金樹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1. 錢靜峰，上海交通大學 化學化工學院副教授
講題：中國高校學生的生涯發展支持體系的建構
2. 石兆俊，蘭州大學 副研究員
講題：大陸高校學生生涯工作當前框架與中國文化脈絡下的學生生
涯發展潛質
3. 胡 娟，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
講題：華人代間的生涯選擇衝突與因應

4. 高玉靜，輔仁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
講題：台灣大學生學職轉換效能之階層線性模式分析:學系特徵脈絡
效果之探討
5. 黃素菲，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講題：生涯的土地與天空、人生活在中間—中國鄉村青年的生涯敘
說

12：40 【103 年度會員大會】
-13：30
主持人：田秀蘭理事長、吳淑禎秘書長

【主題論壇～台灣官方對全球移動力之觀點與政策】
主持人：林幸台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兼任教授)
13：30
-15：30

主講人：施建矗副署長（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與談人：鄭瀛川（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副教授）
舒嘉興營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杜炳麟主任 (中華民國青年創業協會)

【主題論壇：實習不只是實習～青年人才管理即將面臨之挑戰
與對策】
15：40 主持人：張德聰主任 (中國青年救國團主任)
-17：00 與談人：游淑真處長（台北市就業服務處）
王榮春博士（104 人力銀行）
We-Student 網創辦人黃柏淞 (Andy Huang)
呂亮震（生涯學會理事）
17：00~ 賦歸

*註： 本早上場次為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與台灣應用心理學會共同聯合舉
辦，亦為「第六屆社會思想暨首屆華人應用心理國際研討會」之分場研討八與九，

其相關資訊可上網查詢 http://2015conf.appliedpsyj.org/conf/；若本會會員想參加應
用心理國際研討會其他場次之活動，因本學會與台灣應用心理學會彼此有互惠協
議，故本會會員亦得享台灣應用心理學會之同等會員優惠價，上網註冊繳費
http://2015conf.appliedpsyj.org/conf/?page_id=21 （與應心會員一樣，使用「本會會
員優惠」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