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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2017 年會員⼤大會暨「網路世代的⽣生涯⾏行動：多元視野

與多元對象」研討會 
 

活動簡章 
 

壹、︑､主題：網路世代的⽣生涯⾏行動：多元視野與多元對象  

    本研討會宗旨是契合網路世代的社會發展；再造務實致⽤用的多元⽣生涯教

育策略；發揮多元族群⽣生涯需求並實踐社會正義。︒｡以提升個⼈人核⼼心競爭力，

全⽅方位發展的前瞻能⼒力。︒｡ 

     本研討會以專題論壇、︑､⽣生涯故事相對論、︑､論⽂文發表等⽅方式進⾏行，並設

計會前、︑､會後⼯工作坊：培養「變」的新視框與能⼒力、︑､後現代取向⽣生涯諮商與

牌卡的運⽤用、︑､正念減壓⽣生涯快樂⾏行、︑､實治療取向青少年⽣生涯⾃自我探索媒材等 

，以落實⽣生涯實務經驗。︒｡研討會主題包括：網路科技下的⽣生涯發展-多元視

野與對話，促進兩岸資訊平台與網路開展的經驗交流；⽣生涯實務的網路科技

創新-多元對象，強調從中學、︑､⼤大學、︑､職場到樂齡的不同對象之⽣生涯教育理

論與⽅方法。︒｡期能藉由本研討會，凝聚兩岸學者、︑､業師在⽣生涯發展的研究與 

⼯工作經驗，提升⽣生涯教育的策略與⽅方法。︒｡ 

貳、︑､時間：  

⼀一、︑､年會暨研討會：2017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08：30-17：30。︒｡ 

⼆二、︑､會前⼯工作坊：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09：00-16：30。︒｡ 

三、︑､會後⼯工作坊：2017 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09：00-16：30。︒｡  

參、︑､地點： 

⼀一、︑､年會暨研討會：國⽴立陽明⼤大學，活動中⼼心⼀一樓第三會議室(臺北市北投區

⽴立農街⼆二段 155 號)(下午⽣生涯相對論移⾄至活動中⼼心六樓⼼心理諮商中

⼼心)。︒｡ 

⼆二、︑､會前⼯工作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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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題⼀一：進修推廣學院 305 室(限 40 ⼈人)。︒｡ 

 (⼆二)主題⼆二：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室(限 40 ⼈人)。︒｡ 

三、︑､會後⼯工作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一)主題⼀一：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515 室(限 20 ⼈人，報名者需⾃自備瑜珈墊)。︒｡ 

  (⼆二)主題⼆二：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602 室(限 40 ⼈人)。︒｡ 

肆、︑､主辦單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協辦單位：國⽴立陽明⼤大學⼼心理諮商中⼼心 

伍、︑､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21 ⽇日⽌止，⼀一律採線上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QhvBrDOo3UzQ9Ldy1 

陸、︑､年會暨研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08：30- 

08：50 

【報到】 

08：50- 

09：10 

【開幕式】主持⼈人：⿈黃素菲理事⾧長 

致詞嘉賓：鄭凱元院⾧長，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 

09：10- 

10：40 

【專題論壇⼀一】網路科技下的⽣生涯發展：多元視野與對話 

類型論取向、︑､認知訊息論、︑､社會學習論、︑､測驗評量、︑､後現代取向等，在網路世代的創

新與開展 

論壇籌組⼈人：王櫻芬理事 

主持⼈人：⽥田秀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 區雅倫，⼤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顧問 

講題：⽣生涯類型論取向網路平台開發的案例 

2. 錢靜峰，上海翼⽣生涯，創辦⼈人 

講題：網路科技應⽤用在⽣生涯教育的策略與⽅方法 

3. 劉淑慧，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講題：從現代到後現代的⽣生涯網路應⽤用：以 Holland 興趣類型為例 

10：40- 

11：0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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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2：30 

【專題論壇⼆二】 ⽣生涯實務的網路科技創新：多元對象 

中學⽣生、︑､⼤大學⽣生、︑､青壯年、︑､⽼老⼈人、︑､⼥女性、︑､障礙者、︑､更⽣生⼈人…不同年齡與族群，其⽣生涯

發展特徵、︑､⽣生涯需求、︑､就業⼒力各有差異是不爭的事實。︒｡⽣生涯專業如何更落實服務不同

對象群？⽣生涯教育⼯工作者、︑､⽣生涯諮詢師究竟應該具備哪些⽣生涯專業能⼒力？如何開發這

些能⼒力？本場四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基於理論或實務的研究與實踐，展開對話。︒｡ 

論壇籌組⼈人：陳若玲理事 

主持⼈人：陳若玲顧問 

中學階段 

1. 講題：⾼高中職⽣生涯檔案電⼦子化在⼤大学申請及產業徵才的實務運⽤用 

主講者：郭祥益，⾼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大綱： 

(1) ⽣生涯檔案電⼦子化是提供⾼高中職学⽣生數位試探活動及⽣生涯定向為⽬目的，最终以

⽣生涯發展規劃書的格式建置個⼈人⽣生涯檔案 

(2) ⽣生涯發展規劃書格式正規劃評估融⼊入教育部学習歷程檔案系统中，供全國⾼高

中職学⽣生使⽤用 

(3) ⽣生涯發展規劃書可隨時建置調整符合⼤大学申請備審資料要求，也可提供產業

⼈人⼒力資源部⾨門徵才參酌運⽤用 

(4) 期待能將課程所学，学以致⽤用實際運⽤用在⼤大学選才及產業徵才的實務現場上 

⼤大學階段 

2. 講題：千禧世代年輕⼈人的⽣生涯問題，動機在那裡? 

主講者：吳淑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副教授 

⼤大綱： 

(1) 七、︑､⼋八年級的年輕⼈人⾯面臨哪些⽣生涯問題? 

(2) 未來主⼒力的年輕⼈人如何看待⾃自⼰己? 

(3) 如何啟動年輕⼈人的探索動機與⽣生涯⾏行動? 

職涯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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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講題: 科學算命？！-善⽤用科技⼒力量，探索適性未來 

主講者：王榮春，政治⼤大學⼼心理學博⼠士，104 ⼈人⼒力銀⾏行社會企業處協理，東吳

⼤大學⼼心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大綱： 

(1) 如何運⽤用個⼈人的學習記錄，發現⾃自⼰己的天賦？ 

(2) 如何運⽤用求才求職的⼤大數據，探索發展的⽅方向？ 

樂齡階段 

4. 講題：⼤大步跨越熟齡歲⽉月-新⾼高齡者的難與難 

主講者：秦秀蘭，稻江管理暨管理學院⽼老福社⼯工系副教授/學務⾧長 

⼤大綱： 

(1) 最多元的⾼高齡世代 

(2) ⾼高齡者語⾔言的解讀 

12：40- 

13：20 

【會員⼤大會】主持⼈人： ⿈黃素菲理事⾧長、︑､⿈黃正旭秘書⾧長 

13：30- 

15：30 

 

【論⽂文發表⼀一】主題： 13:30- 

15:30 
【⽣生涯故事相對論】 

無邊界的⽣生涯發展 

--只有轉彎、︑､沒有⽩白⾛走-- 

主持⼈人：⿈黃素菲理事⾧長 

主講⼈人：潘靜中博⼠士的⽣生涯廣度與⾼高

度 

⼀一個專業的服裝設計師，曾是貨公司

櫥窗設計，布料開發，紡拓企劃設計

師，做流⾏行趨勢分析，擔任各⼤大公司

當設計研發顧問，將設計與⾏行銷管理

的整合，建構了流⾏行趨勢的課程，後

來將故事敘說帶⼊入企業創辦⼈人與品

牌設計。︒｡⼀一路轉彎卻不需急踩剎⾞車的

優雅⽣生涯。︒｡ 

主講⼈人：錢靜峰博⼠士的⽣生涯寬度與峰

度 

原來是讀材料與⼯工程專業，在上海交

主持⼈人：吳芝儀，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

系教授 

發表⼈人： 

1. 李克翰：從⽣生活重建探討中途肢

體障礙者致傷後⽣生涯發展歷程 

2. 陳東來：⼥女性⼠士官從軍經驗之敘

說研究 

3. 簡上雯：基督教創啟地區海外宣

教⼠士⽣生涯韌性之初探探究 

4. 葉倪秀：中年⼈人⾃自我追尋之旅- 

⽣生涯意義團體⽅方案建構與影響

之⾏行動研究 

評論⼈人：朱惠瓊，國⽴立清華⼤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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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通⼤大學擔任過學⽣生職業發展和就業

服務中⼼心主任、︑､化學化⼯工學院黨委書

記。︒｡後來⼀一頭栽進去體制外的⽣生涯教

育，成為遠播教育集團董事副總裁，

遠播教育研究院執⾏行院⾧長，遠播翼⽣生

涯總設計師。︒｡永遠有看⾒見未來的眼界

與⽤用不完的精⼒力。︒｡ 

15：50- 

17：30 

【論⽂文發表⼆二】主題： 

主持⼈人：韓楷檉，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副

教授 

發表⼈人： 

1. 陳佳惠：⾼高職學⽣生⽗父母⽣生涯⽀支

持、︑､⽣生涯成熟與⽣生涯決定關係之

研究 

2. 徐瑞琪：我的未來由我做主-⼤大

學⽣生⼈人格特質與未來時間觀之

相關研究 

3. 施柏光：就讀⾮非理想校系經驗敘

說研究 

評論⼈人：管貴貞，中國⽂文化⼤大學，⼼心理

輔導學系副教授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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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前、︑､會後⼯工作坊 

⼀一、︑､會前⼯工作坊議程：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時間 內容 

08：30- 

09：00 

報到 

09：00- 

10：30 

主題⼀一： 

享變⼯工作坊—培養「變」的新視框與能

⼒力(⼀一) 

主講⼈人：劉淑慧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

授兼華⼈人⽣生涯研究中⼼心主任 

主題⼆二： 

牌桌上的⼈人⽣生—後現代取向⽣生涯諮商與牌卡

的運⽤用⼯工作坊(⼀一) 

主講⼈人：吳芝儀教授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系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

主任 

NCDA ⽣生涯發展諮詢師/講師/專業訓練師 

10：30- 

10：45 

茶敘 

10：45- 

12：15 

享變⼯工作坊—培養「變」的新視框與能

⼒力(⼆二) 

牌桌上的⼈人⽣生—後現代取向⽣生涯諮商與牌卡

的運⽤用⼯工作坊(⼆二) 

12：15- 

13：15 

午間⽤用餐 

13：15- 

14：45 

享變⼯工作坊—培養「變」的新視框與能

⼒力(三) 

牌桌上的⼈人⽣生—後現代取向⽣生涯諮商與牌卡

的運⽤用⼯工作坊(三) 

14：45- 

15：00 

茶敘 

15：00- 

16：30 

享變⼯工作坊—培養「變」的新視框與能

⼒力(四) 

牌桌上的⼈人⽣生—後現代取向⽣生涯諮商與牌卡

的運⽤用⼯工作坊(四)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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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後⼯工作坊議程：2017 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 

 

時間 內容 

08：30- 

09：00 

報到 

09：00- 

10：30 

主題⼀一： 

正念減壓⽣生涯快樂⾏行(⼀一) 

主講⼈人：郭瓈灩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康⼼心

理諮商系助理教授 

NCDA ⽣生涯發展諮詢師/講師 

主題⼆二： 

現實治療取向青少年⽣生涯⾃自我探索媒材⼯工作坊-

「Do Go Card，謝謝你，我正在做的事」(⼀一) 

主講⼈人：⿈黃之盈⽼老師 

台北市⽴立明德國中專任輔導教師/諮商⼼心理師

/DoGo Card 媒材發想⼈人/出版書籍：「從此，不

再複製⽗父母婚姻-35 種練習，揮別婚姻地雷，找

回幸福」 

10：30- 

10：45 

茶敘 

10：45- 

12：15 

正念減壓⽣生涯快樂⾏行(⼆二) 現實治療取向青少年⽣生涯⾃自我探索媒材⼯工作坊-

「Do Go Card，謝謝你，我正在做的事」(⼆二) 

12：15- 

13：15 

午間⽤用餐 

13：15- 

14：45 

正念減壓⽣生涯快樂⾏行(三) 現實治療取向青少年⽣生涯⾃自我探索媒材⼯工作坊-

「Do Go Card，謝謝你，我正在做的事」(三) 

14：45- 

15：00 

茶敘 

15：00- 

16：30 
正念減壓⽣生涯快樂⾏行(四) 

現實治療取向青少年⽣生涯⾃自我探索媒材⼯工作坊-

「Do Go Card，謝謝你，我正在做的事」(四)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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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活動費⽤用： 

 

 

2017 年會員⼤大會暨「網路世代的⽣生

涯⾏行動：多元視野與多元對象」研

討會 

會前、︑､會後⼯工作坊(每場次收費) 

⼀一般會員 免費 新台幣 1,500 元 

學⽣生會員 免費 新台幣 800 元 

⾮非會員 新台幣 2,500 元 新台幣 2,500 元 

學⽣生⾮非會員 新台幣 1,000 元 新台幣 1,500 元 

 
備註： 

⼀一、︑､ 活動費⽤用均為現場繳納。︒｡ 

⼆二、︑､ ⾮非本會會員可現場填表辦理⼊入會。︒｡ 

(⼀一) ⼀一般會員： 

1. ⼊入會費：1,500 元 

2. 常年會費：1,500 元 

(⼆二) 學⽣生會員： 

1. ⼊入會費 500 元 

2. 常年會費 500 元 

三、︑､ 10 ⼈人團體報名可再享 9 折優惠(請於備註欄中註明)。︒｡ 

四、︑､ 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