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103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壹、會務現況
103 年度，本會在張德聰理事長帶領，理監事會、各委員會及秘書處的努力
下，完成幾項重要的工作：製訂並通過「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生涯專業倫理守則」
、
「CDF 認證審查程序與原則」
、
「CDF 課程審查與認證辦法」
、持續發行六期「生
涯電子報」，以及持續建立與完善本會網站等。本會自 101 年 9 月創會以來，截
至今年 12 月，共有個人會員 101 人，團體會員五個。
今年是本學會選舉及交接年度，第二屆理事長由田秀蘭老師接任，未來將在
第一屆理事長張德聰主任奠定的基礎上，持續拓展本會各項會務。以下引述兩位
新舊任理事長之期勉：
【卸任理事長的話】

篳路藍縷，山林待啟
張德聰/ 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一屆理事長
感謝過去兩年來在各位理監事以及各委員會召集人的協助與幫忙，讓生涯發
展與諮詢學會漸漸成長，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必然有許多挑戰，但相信在田理
事長領導下在各位理監事的幫忙必然更加茁壯。二年來有些想法，謹提供下列幾
個建議，僅供未來發展參考，與各位共勉：
一、成立華人生涯發展與諮詢的網路資料中心：使學會成為華人生涯發展與諮詢
的網路資料中心。
二、正向經驗結合加速成長：與世界各國生涯發展諮詢學會交流及互訪吸取他山
之石。
三、發展學會成為華人生涯發展諮詢訓練基地：培訓生涯發展與諮詢人員專業訓
練，並具有認證功能。
四、建構生涯與諮詢研究中心：定期結合資源，分年舉行台灣進而華人再進而生
涯與諮詢之主題研究計畫，出版學刊，使學會成為華人生涯發展與諮詢學術發展
重鎮。
五、研究華人生涯發展與諮詢實徵模式：以建構華人生涯發展與諮詢實徵理論與
實務基礎。
六、積極募集會員：兼顧學校與企業團體會員，加強會員生涯發展與諮詢服務。
敬祝學會會運昌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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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理事長的話】

渾沌中的召喚與傳承
田秀蘭/ 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二屆理事長
很榮幸有機會擔任這新生學會的第二任理事長，在前任理事長張德聰主任的
帶領下，本學會已有相當的基礎，在學會組織、倫理規章、繼續教育的訓練、相
關生涯發展或教練的認證、國際性活動的參與交流、資訊系統的建立，以及各工
作小組穩定運作之下，整個學會也瀰漫著溫和而幽默的向心及凝聚。在這樣的團
隊氣氛以及專業能力之下，相信這生涯專業的未來發展會是潛力無窮的!
前理事長對第二屆理監事工作團隊也提出了十分具體的期勉，相信這也是本
學會十分具體的未來規劃，可供彼此勉勵。首先，是穩定華人生涯發展與資訊的
網路資料中心。這部份同時也凸顯出本學會正式之官方網站建立的重要性。網站
的建立，有助於會員了解學會的發展狀況，同時也提供相關生涯訊息的傳遞，更
是有志於生涯發展、企業諮商、就業輔導等相關工作者加入會員的最佳管道。網
路資訊的建立，則可以同時也配合台灣北、中、南部已有之相關研究而落實華人
生涯資訊的統整。
其次，是國際性的交流活動，以統整各國正向經驗，加速本學會的成長。本
土及跨國的合作，乍聽之下是相對性的共融。事實上也是如此，如何將國際視野
融入本土，將本土研究及實務文化現象提供國際，會是真實而正確的國際化及全
球化。西方文化與東方傳統，固然有其紮根的不同，這部分的交融，有待國際性
的交流。不論在學術會議或實務參訪，本學會也將持續努力。具體的兩大重點，
將是未來兩年的年度學術會議。其中在2016年將與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於台北合辦年度學術會議。
第三，提供會員足夠的機會參與更多的訓練以及經驗的分享。不論在生涯諮
商、企業諮詢、員工協助、學校就業輔導，以及政府相關單位的員工生涯適應等
等，皆可視需求狀況而配合相關學會或認證單位，提供相關之繼續教育積分訓練。
國際性的生涯發展師或是生涯教練的培訓，也將配合相關產業及學校就輔單位之
需求進行培訓或認證，以提升會員之生涯輔導及諮詢能力。
第四，在生涯輔導與諮詢工作的研究發展方面，將持續學術性刊物的出刊。
目前的生涯電子報，以每隔月出刊為原則，兩年下來已刊出12期，其中除生涯快
訊等訊息資料的傳遞之外，類似生涯專論、生涯影片賞析、企業員工生涯輔導，
以及各校生涯輔導實務等專文，都值得進一步彙整成為專書。未來擬進一步發展
實徵性研究之學刊，以更提升生涯領域之研究，並融合研究及實務工作的發展。
第五，華人生涯發展與實務諮詢實徵模式的發展方面，這，實在是頗為沉重
的期勉。過去有相當豐富的西方實務方案或概念應用於華人世界，不論是生涯阻
礙、生涯不確定性、 Gati 所言的生涯決定困難、Savickas 所言之生涯調適、源
自於 Adler 所重視之早期經驗直到 Cochran 的敘事取向生涯諮商等等，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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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陸，逐漸已有相當之實徵驗證。這混沌之下的模糊、召喚、心流、命定等等，
的確是值得更進一步探究。或許本會相關之專業小組，可以透過整合性之實徵研
究，一探適合於華人世界的生涯輔導諮詢實徵模式。
生涯，是終生的任務，對個人如此，對這專業學會，亦復如是。甫接任務，
總是得有個儀式，一道個人期許。僅此傳達對這專業學會的認同與持續的努力。
未來，將秉持前任理事長的期許與各位共勉，與各位共同營造和善的生涯專業發
展環境，並提升個人及專業的發展!

貳、本會 103 年度大事紀
時間
103.01.10

事由
發行第八期電子報
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103.02.17

審核學會 102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
產目錄/基金收支表等資料、CDF 專班課程案討論、學會 CDF 認證
審查辦法草案討論、龍華科大 CDF 專班學員認證審查及 103 年會員
大會議程規劃

103.03.11

發行第九期電子報
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103.05.08

測驗出版社 CDF 專班學員入會案討論、學會 CDF 認證審查辦法草
案討論、會員入會申請案審查、103 年度會員大會暨主題工作坊議
程及 APCDA 亞太生涯發展學會 2016 年會規劃說明

103.05.13

發行第十期電子報
第二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主題工作坊

103.05.25

審查 103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審查 102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
及基金收支表、審查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生涯專業倫理守則草
案及選舉第二屆理監事
辦理「國家勞工政策與個人生涯發展」專題演講、
「生涯發展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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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個人面向－產、官、學三方對談與交流」圓桌座談及「夢的
力量－談夢工作在生涯諮商中的應用」主題工作坊

103.07.17

發行第十一期電子報
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103.08.11

103.09.16
103.09.27

選舉第二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會員入會申請案審查及
聘任第二屆秘書長等工作人員案討論

發行第十二期電子報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辦理第一屆理事長與第二屆理事長移交

103.11.25

發行第十三期電子報
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審核學會 104 年度各委員會工作計畫與經費預算表、會員入會申請案
審查、討論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之調整或增加、討論中正大學清江學

103.12.05

習中心與輔仁大學心理研究所 CDF 課程認證事宜、聯辦「大專生涯
發展與輔導學術研討會暨教練團經驗交流」事宜、討論本會與應用
心理學會聯辦 2015 年年會、討論本會與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PCDA）
聯辦 2016 年度學術會議暨相關籌備事宜、討論建置本會網站

参、秘書處工作報告
一、會議
（一）已召開之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

召開日期

出席人數

提案數

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103/02/17

理事 7 人，監事 3 人

提案 6 案，動議 0 案

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103/05/08

理事 9 人，監事 3 人

提案 5 案，動議 2 案

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103/08/11

理事 7 人，監事 2 人

提案 2 案，動議 1 案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103/09/27

理事 8 人，監事 3 人

提案 3 案，動議 0 案

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103/12/05

理事 8 人，監事 3 人

提案 9 案，動議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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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事務與交接工作
（一）整理 102 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等，通過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並提呈
內政部。
（二）會員招募與會費徵收。
（三）完成 103 年度會員大會暨工作坊課程之籌備與召開。
（四）103 年 9 月 27 日順利完成本會第一屆與第二屆理事長交接工作。
（五）完成第二屆秘書處設置。

三、配合各委員會之業務推展
（一）配合處理本會 CDF 課程認證工作。
（二）配合本會與其他單位之活動聯辦，申請繼續教育積分審查與認證工作。
（三）配合轉發課程與活動訊息予本會會員。

肆、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研究委員會
（一）研究委員會在金樹人、田秀蘭與王玉珍老師帶領下，持續穩定發行電子報，
103 年度共出版六期（8-13 期）。
（二）邀請實務經驗豐富老師負責專欄策畫與執筆，例如：吳淑禎老師協助邀稿
介紹各校職涯中心撰寫【生涯前哨站】專欄、黃素菲老師主筆【生涯電影
院】專欄、呂亮震老師及林俊宏老師撰寫【求職文化】專欄，
【生涯快訊】
專欄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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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資訊及研討會訊息】由電子報助理協助。感謝大家的幫
忙，讓電子報開闢不少專題文章，增加豐富多元性。
（三）電子報發布部分，除原有會員及相關機構外，曾參與撰稿之師長與合作機
構也會同步發送電子報，以提升學會電子報能見度與廣度。
（四）104 年度，邀請到中壢高中的宋珮綺老師為電子報開闢國高中生涯輔導專
欄，以及由劉淑慧老師主筆【易經與生涯】專欄。

二、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
（一）103 年度主要完成之工作：完成「CDF 認證審查程序與原則」、「CDF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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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審查與認證辦法」之訂立、開辦 NCDA CDF 課程專班、龍華科技大學
CDF 認證審查。
（二）完成會員大會暨工作坊課程規劃與講師邀請工作。
（三）103 年 7 月 25-31 日，完成北京仁能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台灣遊學活動與
本會之交流活動、課程與參訪行程規劃。
（四）12 月 20 日與中山女高聯合舉辦「生涯輔導與藝術育療」研習。
（五）考量本委員會所屬業務繁重，於第二屆理監事會提案並決議將「專業訓練
委員會」分成「專業訓練委員會」與「認證委員會」兩個委員會，以拓展
兩項重要會務。
（六）104 年度計畫逐漸建構屬於本會之 CDF 專業培訓的課程，並搭配學會的
認證辦法推出單元課程。

三、專業倫理委員會
（一）經持續進行持續進行倫理守則文字之修改後，「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生涯
專業倫理守則」已於 103 年度會員大會中通過。
（二）申訴或受理案等細節執法部份待持續討論，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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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專業資源委員會
（一）本委員會將開始逐年針對不同生涯資源進行審查與推薦，103 年度先就網
站與論文開始進行。
（二）資源委員會、華人生涯資料庫計畫、大鵬網計畫於 103 年 4 月 13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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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資源委員會網頁。本委員會持續整理相
關網站等資源清單，並同步公告於本會與華人生涯資料庫之網頁。
（三）
「生涯與職業資料庫暨資料分享交流網站計畫」專案計畫因受限專案經費
刪減許多，目前以製作前台網頁內容為主。
（四）完成 103 年度活動合辦：7 月，與馬來西亞學校合辦之生涯輔導系列活動；
12 月 26 日與彰師大及教育部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聯合舉辦「大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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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輔導學術研討會暨教練團經驗交流」研習。
（五）華人生涯資料庫建置工作可望 103 年年底完成雛形，與大家見面。
（六）104 年度將進行本會網站搬遷與維護工作，並增列「專業的資訊」，如國
外評鑑標準、測驗介紹等。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理事長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常務監事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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