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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理事長的話
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田秀蘭 /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二屆理事長
在溫馨的五月裡，本學會 (Taiwa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nsultation Association)
的年度會議及學術研討會伴隨著亞太生涯發展學會 (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國際會議圓滿閉幕。此次會議，不僅讓一年一度的生涯夥伴齊聚一堂，也讓
國際生涯愛好者見識台灣的生涯發展的進步情形。此外，更吸引了來自大陸的生涯研究
夥伴前來學習。在這重要的會議當中，我們同時也完成了學會的階段性任務：新一批理
監事在會員們的擁護下欣然誕生！
在過去兩年裡，學會中各個委員會投注在學會的心力，讓學會各部分的發展更為穩固
。其中包括網路系統的穩定與充實、電子報的持續發刊、訓練組的研習活動、生涯教育
組在學校生涯輔導相關教材發展及訓練的努力、認證組對相關課程及學習成果的證明核
發，到兩岸學術交流活動及國際會議的共同舉辦，更重要的是組織發展組對外的擴展，
讓更多有興趣於生涯領域的夥伴加入學會陣容，讓學會更加茁壯。
如今學會即將邁入第五年，它的發展，可謂從張德聰理事長所領導的嬰兒期，經歷幼
兒階段。今將進入欣喜愉悅的兒童階段，相信在新任黃素菲理事長的努力下會有更豐碩
的成果。在各位新任理監事以及會員們的支持下，必然也能夠更有突破。期勉大家共創
新局，也祝福學會業務蒸蒸日上！

新任理事長期勉
黃素菲 /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三屆理事長

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在張德聰理事長首任拓荒與開創的前導，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田
秀蘭理事長接棒，與國際接軌，會員人數翻升，知名度漸增，組織分工更加細緻。我接手第
三棒，在惶恐與不安之中，勉強鎮定籌畫會務與各學組召集人人選，尚需要全體理監事與會
員們大力支持與指導。還好金樹人老師有如穩穩的磐石，是生涯專業發展最重要的支撐。
非常感激獲得許多前輩與好友的支持，理監事們幾乎毫無猶豫地接受邀請，欣然同意承擔
學會的重要任務，委員會名單請見下表，讓我以最誠摯的敬意向他們致上萬分的謝意。
專業認證：黃正旭

專業資源：劉淑慧

專業倫理：王櫻芬

專業訓練：吳芝儀 (南部)、郭瓈灩 (北部)

組織發展：吳淑禎 (學校)、陳若玲 (企業)

兩岸交流：郭祥益

專業研究：王玉珍

國際交流：田秀蘭

秘書長：黃正旭｜秘書處：王堂熠 (兼任秘書、北森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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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理事長田秀蘭(現任常務監事)擔任「國際交流委員會」召

教育部青年署、各縣市職發中心、各縣市青少年發展

集人，與國際生涯相關學會交流，可以說是在既有的基礎上繼

處等等，與政府政策密切聯繫。

續拓展國際溝通合作。田秀蘭老師在第二屆理事長期間，同時

2. 與國內各大專校院職涯發展組互相交流連繫：期待學

擔任APCDA理事長，可以說是將學會拔升到國際視野與高度。

會主動扮演專業知識與經驗交流、生涯諮商在職訓練

在他積極籌畫下申請科技部計畫並獲經費支助，及臺灣師範大

、邀約經營出色的各大學的職發中心進行工作經驗分

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全力支持合辦年會，年會與會人數超過

享、座談等，教學卓業計畫經費挹注在職涯生涯發展

100人，其中國際與大陸人士近4成，使得2016年5月甫成功結
束的學會的年會，具有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規格。

者眾，學會如何更積極地取得合作？
3. 與企業界的HR人士更多聯繫：HR是學會成立之初即納

精彩、精緻、專業、多元的生涯電子報，在王玉珍常務理事

入的板塊，對於學會極具意義，大學與企業聯繫，是

的帶領下，辛苦耕耘大有所成，將來應該廣發、廣傳、廣佈給

學涯與職涯對話最好的聯繫，是學會當然任務、擔之

政府相關單位聯絡人的信箱，相關企業HR聯或人信箱，大專校

無愧。

院職涯發展中心主任與同仁信箱。一方面作為學會的宣傳，二

4. 培訓台灣的生涯諮商師：PCDC從大陸的培訓，改版為

方面分享生涯相關資訊，三方面廣為聯繫增加合作機會，匯聚

台灣專業人員的培訓，提升專業定位成為心理師的次

專業共識與力量。

專科，為年輕心理師開創一條專業認同與發展的路徑

生涯諮商人員專業訓練，委請吳芝儀理事擔任召集人負責南

等等。

部地區訓練規劃，芝儀老師與中正大學清江學院、勞動力發展

5. 出版本土的生涯諮商相關書：集結生涯師資，匯聚生

學院的合作模式，可說是樹立了學會與生涯專業人員培訓機構

涯知識，指引生涯專業發展方向，帶領台灣的生涯諮

合作的有效模式。委請郭瓈灩理事負責北部的專業訓練工作，

商的眼界。

聯合南北，啟動學會與勞動力發展署等相關單位的生涯專業人

6. 積極宣傳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藉由生涯學會網

才培訓的合作機制。先以芝儀老師在雲嘉南的經驗為先導，比

站與電子報與相關學會、單位建立關係，繼續擴大招

照碩士碩學分制，一年六學分，在維持優良專業品質的標準下

募會員，遍撒生涯發展的種籽。除了學校之外，未來

。希望加入瓈灩老師的力量，能拓展到勞動力發展署全台灣各

需要嘉惠更多層級的社會人士、中年轉業、失業需求

個地區，成為可推展的職能導向的生涯專業人才培訓計畫。由
學會進行專業認證。

、多元文化生涯服務及老人生涯服務等等。
7. 繼續推動兩岸交流與國際化活動，提升台灣生涯發展

專業資源委員會非劉淑慧常務理事莫屬，雖然淑慧老師猶豫

與諮詢學會的專業形象與社會服務資本。

了一下下，特別感謝她最後還是點頭同意擔負重任。組織發展
繼續請吳淑禎、陳若玲理事繼續掌舵，淑禎老師負責學校領域

這一切都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盡力而為、做不完的下一棒

，她擔任前任秘書長對於學會會務嫻熟老道，必定能開拓組織

繼續接力。能夠跟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前行，是人生一大快事

發展；陳若玲理事是全體理事中唯一熟稔企業組織的能人，委

。祝願生涯學會蓬勃發展，全體理監事與會員身體健康，平安

請她負責企業領域帶進HR人力、人脈。王櫻芬理事認真又有條

快樂。

理，對於諮商專業倫理，在學會中無人能出其右，務必要請櫻

黃素菲 敬上

芬老師帶領專業倫理委員會繼續前行。郭祥益老師長期耕耘高
中生涯教育，適逢大陸大學考試制度改革，計畫高中開始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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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由祥益負責兩岸交流委員會，可以說是躬逢其時。委請
淑雲繼續幫忙大陸北森的訓練合作。
我當理事長推「一人當選兩人服務」是一定要的啦！內舉不

如何面對生涯中的變與不變：生命卷軸啟示錄

必親，正旭勢必要幫忙秘書長職務，認證工作極為繁瑣，也請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2016年年會

正旭一併代勞，嫁狗隨狗，現在變成娶狗隨狗了。從白天到黑

日期：2016/05/22 (日) 09:10~10:00

夜，無縫接軌，隨時可以密切溝通會務。兼任秘書王堂熠諮商

主持人：林幸台老師｜主講人：金樹人老師

心理師，是遲來的好消息，堂熠過去三年在衛生福利部心理及

司儀：吳淑禎老師

口腔健康司，剛剛好服完替代役，嫻熟心理師相關政策面的決

文字記錄：酒小萍

策與運作，八月準備轉換跑道，特別邀請他撥出時間協助生涯
學會的會務。
同時蒙獲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的同意，在中山北路一段五號6樓

司儀：
理事長與各位貴賓。

，撥出一張桌子分租給我們，希望學會暫時有個棲身會所。日

我先要介紹主持人林幸台老師（掌聲），非常重要一個推動

後將申請一支手機門號作為學會專用聯絡電話，方便會議聯繫

生涯的推手，我記得他話不多，但總是在你旁邊，陪伴你前行

。理監事會議將在這個新會所進行。為了順利推展會務，電子

。當我生涯面對問題的時候，我總是會想到林老師。他做了一

報編輯、兼任秘書、分租辦公桌、辦理專用手機門號等涉及經

件讓我很敬佩的事，即便他現在退休了，他一直全心全力為身

費支出的提案，還是一律要經過理監事們的支持與同意，才能

心障礙者的就業而努力，沒有求尋求任何回報，就是用行動來

執行。

做，陪伴這一群特別需要協助的孩子們、家庭們，以及我們這
一群學生。我們可以請到林老師到現場，我相信我們在座真是

生涯學會未來的任務繁多，諸如：
1. 與國內相關政府單位的協調合作：如勞動力發展署、

非常非常地lucky，因為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如何用他的行動，用
生命點燃生涯的世界亮光，我們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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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也請容我來介紹一下金老師。他今天早上一進門，不管

我今天談這個題目『生涯發展歷程中的變與不變』。這題目

他去哪裡，大家都搶著要跟他合照。我相信各位可以理解一件

不是我自己要的，講這個題目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個題目

事，金老師這麼長遠以來，把東方與西方的生涯如何融合，如

太大了，太大了！是誰給的題目呢？是田秀蘭（群眾笑）。以

何引領我們把東方的生涯，活出我們自己東方生涯的特色。這

前是我出題目，她回答，現在是學生出題目，要老師來回答，

兩位都是我們台灣非常具有開創性的學者，把生涯領域弄得很

呵呵（群眾笑）。我花了一些時間準備，生命卷軸，這個要和

廣，很深。他們一直用行動在影響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用熱烈

生涯的概念做些連結。我將自己的經驗做了一些連結。因為時

的掌聲歡迎我們的主持人和主講人。

間蠻有限的，所以我想時間到了，就停止，不要有一些心理的
壓力。

主持人（林幸台老師）

卷軸，生命卷軸，過去的生命經驗，成了過去。我們把它捲

非常謝謝淑禎的介紹，讓我非常感動。他們兩位，包括西森

起來，你還記得過去發生的生事情嗎？不見得。未來，下一刻

是我在彰化的學生，你可以看到學生已經是青出於藍了，兩位

，事實上，下一刻，生命卷軸根本沒打開，我們根本不知道明

講的話，也可以看得出來是口若懸河（群眾笑），把我們兩個

天會發生什麼事，對不對？我們在生涯輔導的課程中，有時候

形容成這樣子。

會讓學生做生命線的活動。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是

我的確是已經退休了，今天會來一方面是因為理事長的邀請

一個我很喜歡的心理治療師，他去年2015年出了一本書《一日

、淑禎的邀請，一方面我想聽聽樹人兄在生涯領域分享內容有

浮生》配合DVD《歐文•亞隆的心靈療癒》，做了一些生命的回

哪些值得我參考的。我退休三年了，生命的卷軸該要怎樣再發

顧。他是我很仰慕的治療師，他說：「在進行心理治療的時候

展下去？所以等一下我要好好聽聽樹人兄怎樣對我們老人的生

，有時我會在紙上畫一條線，一端是你的出生，一端是你的死

涯呀（群眾笑）怎樣地來指引。

亡，還有你目前的位置。我們知道什麼時候出生，但不知道什

我們兩個可以說是三十年前就在一起，一起在生涯課題中努
力，還有在座幾位好朋友好夥伴。他一直都在生涯發展的領域

麼時候走到盡頭，或許這會讓人震驚，但是有助於知道….」，
知道什麼？

中發展。而我，自從離開彰化之後，就到另外一個領域去了，

我們生涯課程中，安排生命線活動，我們希望從生命線中看

淑禎提到，我在身心障礙的這個領域，身心障礙者也需要生涯

出什麼？生命軸線，我們畫一條線，有低有高，有高有低。我

發展，所以我就奮不顧身地投入，發展一些東西，雖然還不是

今天要報告的，從生命線中，我們可以看出什麼東西出來？這

那麼有成果，基本上我會繼續努力發展下去。今天，金教授在

些東西有些不變的，有些不斷地改變，我們大概要看的有這五

這三十年，應該不止，是近四十年了，因為他的歲數還是小我

個，主要的，也是我今天要談的。

一些，不過也差不多有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投入，金樹人教授要

第一個是谷底的經驗（A），第二個是上升的力量（B），第

報告的是我們生命發展歷程當中的變與不變。變呢，這是一定

三個是抉擇的困境（C），第四個是蘇菲的抉擇（D），

的，像是我前幾年，還有學校，還有研究室，現在變得已經沒

Sophie’s choice,

有研究室了，但也有不變的地方，待會兒金老師要給我們啟示

怎麼走下去，也需要智慧，第五個是是高峰的經驗（E）。

。時間很寶貴，今天時間不是很長，應該是很有啟示作用，我
們現在就請金樹人金教授給我們啟示。謝謝。

Sophie是智慧，抉擇需要智慧，抉擇之後，

繪製生命線的時候，通常，我們一般先把重要的，大的事情
標識出來。這是一個life line, 上面有高有低，對不對？有高，
有低。通常上面的部分，都是比較開心的事情，底下部份，通

主講人（金樹人老師）：生涯發展歷程中的變與不變，生命卷

常是比較悲傷難過的事情。至少，在生涯領域，我們所接觸到

軸啟示錄

的個案，比較少是嚴重的depression，來談的時候通常有些不愉
快的事情。但是，搞生涯諮商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們除了
可以從當事人的負面事件，看出一些東西之外，我們也可以從
一些高峰的經驗裡面，看出很多很多的東西來。
畫面上這張生命卷軸，上面是很開心的經驗，最後面的那個
點，是現在的位置。從現在的位置回想過去經驗的時候，可以
看到有一些很不錯的事情，考上大學，平穩的高中生活，快樂
的國二美術課….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例子是一個走設計的路線的
案例。當然有些悲傷的事情，都在底下，有些挫敗的經驗。好
，從這樣的圖裡面，我們可以看出很多很多的東西，我們一一
來看。
（A）的部分是最低，最低沈，最消沈的，最難過的了，從這
最難過的部分，我們要讓他怎麼樣上來（B）。上來之後呢？

謝謝林老師。

（Ｃ）的部分，是我們生命中有很多很多要做的決定。像是內

我大概1985年從美國回來，我記得那個時候，林老師就已經

地今年高考（大學聯考）方式改變，對學生來講，如何選擇應

在生涯發展這個領域開拓了。早期很辛苦，很多測驗工具，測

考的科目，從應考科目到大學的專業，甚至要到哪裡申請，這

評工具都要自己來，所以那時候他已經在這個領域開疆拓土，

都是抉擇。抉擇其實是一件很苦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我們等

我是一直跟著他走，一直跟著他。我也很佩服他現在投入身心

一下再來談這部分。抉擇之後，不論抉擇什麼，要用什麼樣的

障礙孩子的生涯發展的工作，從頭到尾都在這個領域，的確是

決定與智慧讓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D）？最後一個是高峰的經

很佩服。

驗（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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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谷底的經驗
我們先看(A)谷底經驗，我再把亞隆的例子找出來。他是一個
猶太裔美國人。猶太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飽受戰亂之苦。他

惱，這是低谷，曾經在谷底的經驗。
再如，我將來要做一位（1）外科醫師，這樣可以（2）發揮
我精湛的手術能力，也可以(3)向我的父親證明我其實並不笨。

和他的家人移民到美國，他們住在一個貧民窟，一個猶太貧民

在這些例句中，（1）職業名稱與（2）社會貢獻屬於可以公

的小孩子要在美國這樣的社會翻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

諸於世的意義，（3）生涯主題則是屬於私人珍視的意義，大多

以他求學的歷程也是很艱辛。特別又有一個令他很難受的媽媽

是從自己過去的經驗中找到的。

，這個媽媽，不容易親近，沒有人可以跟她融洽相處。他做的

生涯主題的看見，內在潛隱的生命議題得以藉著工作場域的

事情，她都不贊成。她不會讚美任何人，15歲到17歲間，亞隆

揚眉吐氣，這使個人被動的苦難（passive suffer），翻轉成主動

幾乎都不跟她說話，他們的關係非常的糟。有一次他的爸爸心

駕馭 （active agent），被動的苦難，翻轉成主動駕馭。所以，

臟病突發，他自己也害怕，那個時候，他媽媽很shock，跟他說

意義的力量就出來了，力量就出來的。

，你害死了他。爸爸心臟病，我已經嚇得不得了了，媽媽還說

回到女同志的經驗，處罰是一個深刻的印象。這是強度，這

是我害死爸爸，這對一個小孩子是很難以承受的。他是怎樣上

是在心裡面感受到事件造成的張力，這張力很大，像剛才剪頭

來的？我等一下再說。

髮事件，這明明是天氣很熱，我把頭髮剪短，老師就說我有同

我再舉一個例子，這是一個我指導的學生關詠怡做的一個論

性戀的傾向，這邊還有一些其他事件，在這邊講的，都是這個

文《澳門女同志的生涯建構之敘事研究》，主題是澳門女同志

學生講出來的。然後在這個地方，講了一些自己的故事，發現

的生涯認同與生涯發展。這論文是訪問幾個女同志，怎樣在低

自己內在主題是什麼。

谷的狀態，慢慢走出生涯的阻礙，一方面建立自己身份的性別

我舉個例子，她把這些事情講出來之後，不管是自己的敘說

認同，一方面發展專業上的認同，這論文寫得蠻不錯的。受訪

或是生涯敘說，「剪短髮事件讓我感到難過及憤怒，我當時還

者A是在初三的時候，有一次把頭髮剪短，當時校規說明，不能

年少，我認為內心深處的自己要爆發出來，不再躲藏了起來，

把頭髮剪短到耳邊，否則會遭到停課處分……。其實她並不是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把內在的自己引發出來，這造成我日後的人

要挑戰這個校規，只是因為上完體育課，常常感覺悶熱，於是

格……」所以人格的形成，不一定是來自正面的經驗，尤其不

把頭髮剪短了。結果，老師把她帶去見校長，她被停了一星期

能忽略的是來自負面的經驗影響。受訪者A說，「我回顧這件事

的課。當時同性戀在天主教裡可算是一個禁忌…這是她的訪談

情心裡都會很激動，因為我當時沒有把握機會向老師進行性別

稿，天主教的角度，同性戀是不被允許的，當時學校定這項校

教育，這件事讓我知道有些老師仍然是食古不化，這激發我更

規，是不想鼓吹同性戀的風氣。被停課的時候，她感到很委屈

應該向老師進行性別教育，因為不改變老師的想法，我們的下

，在那一年開始，她被老師視為問題學生。這是A的一個低谷的

一代就會承傳到不正確的性別觀念及思想。」這個生涯主題後

經驗，從低谷的經驗，怎樣找到力量，怎樣翻身？

來形成她的生涯認同，她的生涯認同與她的自我認同有關，她

通常在諮商的時候，我們會問個案（1）這樣是個什麼樣的經
驗，（2）這樣的經驗帶來的感受是什麼？當這兩句問的時候，

的自我認同又和她的自我經驗有關，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生
涯發展的脈絡，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通常案主整個情緒是很糟糕的。以下兩句就可以翻身了：（3）

楊淑涵的碩士論文也是這種方式，讓受訪者去談影響生涯抉

這經驗想要讓我學習到什麼東西？（4）我從這個經驗當中得到

擇的故事。她的論文是《選擇非傳統學習領域之四技女生生涯

什麼力量？

決定歷程之敘說研究》，一般來說女生大多選擇傳統職業，但

這有點像我們在進行哀傷治療的時候，來談者的情緒會一直

她所服務的學校，一個班級裡面女生只有兩個還是三個，這些

往下掉，會掉到谷底，但是如果沒有掉到谷底，你問他（3）

小女生為什麼不去學多數女生學的東西，跑到多數男生學的專

（4）這兩句話是沒有用的。個案一定要經歷這個情緒，經歷一

業裡面去了？這有很多故事的，楊淑涵的論文就是讓受訪者去

個再敘說的歷程，說完之後，讓他沈澱一下，然後問他的話，

談，以前到底發生什麼事情，讓她們做這樣的選擇。

他會從這個地方慢慢上來，這已經是一個工作模式了。那，怎
樣上升的？

（B）上升的力量

讓我們回到剛才亞隆的例子。這個醫生來了，亞隆說:「他摸

谷底的經驗，怎樣讓它上升？一件shock的事情發生，像剛才

著我的頭髮，把手放我的頭上面，他讓我聽他的聽診器，同時

前面的例子，我們會震驚，否認，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

他安慰我們兩個，受到驚嚇的媽媽和我這個小孩。我感受到極

身上呀？也許會有失望，害怕，生氣一陣子，自責，然後，向

大的舒慰，醫生帶來安定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我也希望將

上蒼討公道，類似哀傷治療的模式。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來來

來長大以後帶給其他人，我想從別人的傷痛中，帶給人舒慰力

去去，在當時，或過一兩天，一陣子，也許會有一段depression

量。好了，你問我說什麼時後決定要當醫生，我想就是這個時

的時間，然後可以接受這件事情，不再害怕，慢慢往上走。接

候。」就在這個故事裡頭，亞隆找到長大以後一定要做一個『

受這件事情之後，可以慢慢往上走，慢慢找到事件發生的意義

好的』醫生，做一個好醫生的原動力。

，然後就有統整了力量，就會上去。

請看一下這個statement：我將來要做一位（1）精神科醫生

華人所說的逆境緣，在逆境當中不能按照自己想要的那條路

，可以（2）帶給其他人極大的舒慰，這也可以（3）讓我的猶

走，挫折很多。不能按照自己想要走的地方去走，很奇怪的，

太背景家庭揚眉吐氣，向我的媽媽證明我並不笨。我們可以看

逆境反而給了新的方向，發現新的道路，去思考新意義，反而

到（3）是一個谷底的經驗，（2）比較是一種世俗的，大家能

發現桃花源。所以我們怎樣協助當事人從逆境中找到正向的力

接受的價值觀。又如，我要做一個（1）諮商心理師，這樣可以

量，這是我們在心理諮商中很重要的課題。

（2）挽救許多瀕臨破碎的家庭，（這是一個世俗的價值，底下
有一個很私人的理由，）我要（3）降低自己家庭深受其害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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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抉擇的困境

人買玉環都是買個圓的，為甚麼會去買中間缺一塊的？有誰去

《唐山大地震》，一部很經典的電影。23秒的地震，女主角

買個玉中間缺一塊的？這中國人的智慧，從老子，莊子開始。

的兒子和女兒，兩個小孩被壓在石板底下，要救誰？那時候又

這玦，玉飾，主要是耳飾或配飾，這特色是有缺口，這缺口到

沒有工具，地又還在搖，救援大叔說，我只能救一個。大媽哀

底是什麼？這缺口有很深的哲學在其中。

求，我兩個都要呀，可不可以再找一些人來？對不起，別的地

莊子說：「緩配玦者，事至而斷。」配玦的人，在碰到重大

方還需要人，妳不講的話，我就到別的地方去救其他人。你怎

的決定的時候，他能夠決斷，可是為何不能佩圓的？為甚麼要

麼辦？兩秒，三秒，做決定的本質涉及割捨，就是這麼痛苦。

配缺的？東漢《白虎通義》：「君子能決斷，則配玦」。這決

另外一個抉擇困境的例子，《蘇菲的抉擇Sophie’s choice》
，我很喜歡這部片子。Sophie是智慧的意思，也是女主角的名字

斷有這麼容易嗎？所有重大的決策，個人的決策，國家的決策
，不是那麼容易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女主角被帶進集中營，進入集中營時

到了曾國藩，這就更清楚了，『君子求缺，小人求全』，跟

候，排成一路，有個醫生看看你的健康狀況，往左走還是往右

外國人講這個概念很辛苦呀，要翻成英文，google找不到，我搜

走。往左的話，跟一群人，全部都送到毒氣室去。往前走的時

索枯腸翻成Imperfect as perfect v.s. perfect as imperfect （翻得

候，一個德國的軍官，看她長得很漂亮，對他有非份之想。她

不錯吧？）掌聲鼓勵！（鼓掌）

帶著兩個小孩，也是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如果答應軍官的話，

這又說明什麼？能決斷者需要捨，決斷，不捨不行，所以我

可以讓她留一個孩子。如果是妳，妳要留那一個？那時候第一

們回來看前面，這捨又很痛苦，對不對？捨掉自己的骨肉，捨

個抉擇，要不要屈辱的跟他？第二個抉擇，我要留哪一個。天

掉你看重的某些價值，這是更痛苦的事情，就是能忍受這些痛

呀！她繼續往前走，完全沒有太多的時間想呀。這張畫面是她

苦，你才能變成君子呀。其實是有很深的意涵在內。

要留下一個孩子，眼睜睜的看著另一個孩子要送到毒氣室去的

所以Sophie’s choice, 是選擇的智慧，智慧的選擇。我沒講

時候，這是她的表情，痛苦的表情，痛苦，很痛苦！生涯決定

聰明，我沒講聰明啊，我講的是智慧。

對學生也是一樣，看著爸媽的期待，我不知道要往那個城市去
，不知道是否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走，做決定的時間一步一步
緊逼，要怎麼辦？

（E）高峰經驗
我們現在來談高峰經驗，馬友友，我非常非常喜歡的演奏家
。他演奏時就是這副沈醉的表情，我有幾次看他演奏的大提琴

（D）蘇菲的抉擇

協奏曲，第一樂章交響樂團的主調先出來，他在哪兒沒事，可

第四個，Sophie’s choice, 選擇之後，你接下來要怎麼辦？

是我發現，音樂家就是音樂家，指揮手一拿起來，他人已經整

Sophie是源自希臘字根，智慧的意思，有兩個意義，第一是從兩

個進去了，他人已經整個進去那個旋律裡，他就是這個狀態，

難中，你怎麼去發現生命的價值，第二是，是怎樣用智慧去適

他看不到底下的觀眾，他完全融入音樂裡去。這是什麼？這是

應抉擇。這個困境，可以讓我們輔導人員，幫來談者找到其中

高峰經驗。這高峰經驗，如果在我們不同的日常活動中發生，

的意義與價值。Sophie選擇留下男孩。唐山大地震的例子裡，也

是非常幸福的事，這高峰經驗，不是大師級才有，是我們任何

是決定留下男孩。為什麼？有很多東西在腦袋裡閃，不斷閃，

人的生涯經驗都有的。

在幾秒鐘時間告訴你做決定，一定有些東西告訴你，那裡面一
定告訴你些什麼。

以下資料來自我在澳門的時候，在碩士班上生涯課程，鼓勵
學生找出最近一段時間有哪些最愉快，最愉快的經驗，然後講

生命的價值排序，隱藏在左右為難中。我們幫學生做生涯抉

出三個故事。裡面看到什麼東西是這三個故事裡都有的？從十

擇大概都會用平衡單，生命價值就隱藏在這裡頭。我做很多生

幾位同學的經驗中整理出：幸福，喜樂，充實，忘我，（學生

涯諮商，包含三四十歲的，五十幾的，要不要到這裡，要不要

想像力比我們豐富），心醉神迷，心靈悸動，廢寢忘食，欲罷

到那裡，要不要換工作？到底換不換？最重要關鍵的是，幫他

不能，豁達完美，天人合一，真善美聖，別無所求，夕死可矣

看到生命價值的這個部分，到底為什麼會做這些決定。這些都

！最後一個最高的境界，「統一完整」。這些都是同學自己寫

是來到談者他自己講出來的，當他看清楚。我碰到太多太多當

的，從他們故事中去想，他們覺得很開心、很開心的經驗。

事人，說後悔，說我當初怎麼不走這條路，我當初怎麼不走那

這方法我常常用，上過我的課的人，還記不記得？這三個共

條路。我通常會讓當事人回顧，那一刻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同的經驗穿過去，穿過去，穿過去….，剛才那些精華的東西出

那時刻你為什麼選擇A？不選擇B？你最看重的是什麼？那個時

來了，好了，我在諮商的時候，我把這個與敘事結合，在

候，一定有些道理，讓你做決定。時間過了以後，也許你現在

PRESENT，請當事人講PAST的故事，過去的故事….他在故事中

覺得，有些東西你現在看得很重，你不要用現在的你去否定當

發現一點東西，穿過故事發現裡面共通的主題，包括創意，美

時的你，當時你一定是想透的，你在那急迫的時候，一定有些

感，自由，率性。這樣的一個人，他在FUTURE適合做哪些工作

東西告訴你要往哪裡走，只是沒有機會停下來好好思索他到底

？你知道這位來訪者當時在做什麼事情？會計師。會計師可以

為什麼要往那裡走，這是我們心理諮商可以做的。對學生也是

創造嗎？可以有美感嗎？可以自由嗎？可以率性嗎？數字可以

一樣，平常我們在學校裡教學生把平衡單的學習能力當作一種

隨便改嗎？ No way, 所以他不開心。

重要skill，可以帶著走的life skill。所以，沒有人知道抉擇之後

當我們看到這些主題，這東西是就是不變的，不太容易改變

會發生什麼，這是抉擇之所以難為之所在。這個智慧在抉擇的

的。在我自己，創意，美感，自由，都有一些，很久以來，這

時候很重要的就是去經歷他，接受，接受那個東西。

些一直貫穿在我的個性裡面，工作裡面，生命裡面。

我再分享這幾天我想到的一個概念：『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這是人的生命本質中不可以分割的部分，有如混沌理論談的

』。這是老子講的。什麼意思？古時候有種玉叫「玦」，這玦

冰晶雪花。混沌理論中所談的Chaos，什麼是碎形的概念？碎形

，這不是隨便就可以帶的，這也不是有錢人就可以帶的。一般

是一個粗糙或是零碎的幾何形狀，每個整體都可以分成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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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每個部分都是整體縮小的形狀，不管什麼東西，雪花也

退休後，有些東西在內在是不變的，但有些東西還是在新的學

好，地形也好，外面形狀也許會改變，但內在的本質/結構是不

習，新的體驗。時間的關係，我就分享到這裡。

變的。
我講個故事，香港的大澳，有點像是我們基隆的九份，保留

主持人：

很多原始的東西。這是香港獨有的水上人家，漁民住在海邊，

金教授，不但談到他的啟示，最後他還帶了一筆，給我啟示

漲潮的時候，水上來，船停在自己家後門口，退潮的時候，從

（群眾笑）。不過事實上，我在這裡看到一段，但他特別跳過

前門陸地出來行動。大澳是做蝦醬很有名的地方。我在大澳遇

去了，第26頁，我看到這一段，「沒有人能夠知道抉擇之後會

到一位攝影師，他拍老得不得了的東西，老得不得了的牆，老

發生什麼，這是抉擇之所以難為之另一所在。抉擇之智慧，在

狗，老單車。我在看他的時候，他在拍一塊鏽蝕的鐵門，把照

於抉擇之後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抉擇：去接受一切，去經歷它。

相機架在那個地方，在拍這一塊。我問他說，你在拍什麼？他

無論如何，抉擇之後，東方既白，新的一天，好好去活。」這

說，你來看，你看。這老先生，老外，他頭髮比我還白。他說

正是我現在要的，反正，一覺睡醒，第二天重新來過，對不對

，你來看我拍什麼？他還把他前面拍的給我看，前面拍的是這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這樣。對老人來講，老人也要生涯規劃，

些, you see, I am looking for a pattern, 什麼意思呀？

對老人的生涯，也許不用經歷這麼辛苦的這五個階段，這一頁

Pattern?也許是攝影學上的專有名詞，我後來發現什麼叫

就是這個意思。剛才各位聽到，金老師自己在諮商，諮詢的經

pattern。在澳門，葡萄牙殖民四五百年，有種裝飾是葡萄牙人

驗中與體驗，都在今天這裡和大家交代，我們大家從他的分享

特有的裝飾，無所不在。把裝飾的某一些 pattern 放在指示路標

，甚至這本書中《如是深戲》，這本書上有很多描述他的經驗

的路牌，它的樣式一定是藍色，具有規律變化與自我重複的特

，在諮商諮詢過程中的體驗，書中都描述都非常地深刻，再次

性。所以你一看，就知道這是葡萄牙殖民過的地方，還保留著

謝謝他今天把經驗和大家分享。

。它有它的pattern。
這pattern 落到人的身上，每個人都有他的pattern, 代表一個

司儀：

的精氣神，區別一個人的獨有品味，非凡氣宇，對內，有自信

謝謝，謝謝金老師跟林老師。

力，是一個人能量的聚散之處，對外，有穿越力，可以散發出

我想要邀請大家回憶一下，剛才金老師在談痛苦的經驗，回

獨特的風格。剛才講的個案，從他的故事裡，找到他獨有的創

到內在深處，很深刻地與自己內在做連結，再檢視。金老師彷

意，自由，率性，這些特質在他的自己身上以可預測的方式週

彿是在這個痛苦的內心深處，那個撫慰者，陪伴者，引領我們

期性的重現，就是他獨特的pattern。這北京話怎麼講？深圳的

去找到自己的生涯。記不記得剛才主持人提到自己是奮不顧身

朋友？北京來的朋友？對，就是『範兒』，我發音發不準，就

，進入身心障礙者生涯的參與。這兩位大師，都有一個共同的

是『範兒』，是不是那個意思？每一個人有那種自然而然散發

特色，就是能站在別人的需要，去看到自己可以給什麼，這樣

出來，不管走到哪兒都改變不了的味道。

深刻與內在、內心的連結，再把這樣的連結與能力，釋放給所

最後，我們再回到圖裡面，A：谷底的經驗、B：上升的力量

有跟他們在一起的人。今天真得非常幸福，有兩位台灣生涯開

、Ｃ：抉擇的困境、D：蘇菲的抉擇、E：高峰的經驗，這裡面

創與實踐者。這兩位，真得都是話真得都不多，就是陪在我們

有很多會改變的，但是我們回到一個人的內在，經歷那些不同

身邊，用實質的行動，引領我們去尋找自己的生涯，也幫助別

的事件，從故事敘說中，可以反映出我們內在世界的不變。自

人的生涯，可以過得很好。這兩位大師，我借用阿德勒的概念

我的認同，有其變與不變。放在職業生涯中，有一部份的我會

，真是很有社會情懷。最後，讓我們用掌聲謝謝兩位，也請理

和環境不斷地接觸，不斷的改變，這從後現代的概念。林老師

事長頒發感謝狀。謝謝，謝謝金老師，謝謝林老師。

研討會紀實
⊕2016年APCDA研討會在台灣：國際級的知性饗宴
酒小萍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亞太生涯發展協會 (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PCDA)的成立，是源自2009年Ms. Soonhoo Ahn、
宋曜廷教授與田秀蘭教授的一次會面，希望建立一個亞太地區
生涯發展的協會，以填補亞太地區的生涯發展的專業需求，之
後由當時NCDA（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的
主席Ms. Cheri Bulter 在會議中建立起互動網絡，於2102年在亞
特蘭大通過章程正式成立。自2013年起，已陸續在首爾、夏威
夷與日本舉行年會，在2016年回到協會的發源地--台灣師範大

是餐桌上色、香與味的呈現，也包含服務心態與技巧的展現。

學舉行，幾位發起人齊聚一堂，更是深具意義。

當天下午PDI研討會，由Dr. Barry Chung 以「生涯提升的國際技

年會在5月18日上午由「開平餐飲學校參訪」揭開序幕，實

巧」為題進行分享，提供一個全球概念的框架，幫助與會者從

地了解台灣餐飲人才培育的搖籃，開平餐飲學校的教學理念與

了解文化差異，進而探討如何因應文化差異，以利成功進行國

課程狀況，並在學校享用午餐，體驗學生們的學習成果，不僅

際合作。開幕歡迎式於19日上午舉行，由師大宋曜廷副校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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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DA主席Ms. Cheri Butler主持，展開豐富的學習之旅。三天

具的加入，讓生涯發展的面貌更豐富與完整。這次年會在台灣

的年會期間，包含3場專題演講、10場次分組研討、近50場次

舉行，工作團隊的專業表現，是一場國際級的展現，對國內的

的專題發表、8篇論文海報展示與4家生涯發展評鑑工具的業者

從業人員也是一項福音，不需要出國，就可以參與這次盛會，

參展。每個單元都非常具吸引力，許多會員紛紛利用餐後短短

滿載而歸。期待2017年5月22~25日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舉行

的時間，或到海報展示區或與參展單位交流，不想錯失吸取知

的年會，另一個精彩、豐富的學習之旅。

識的機會。最後，由Dr. Spenser Niles 的「生涯發展之希望中心
模型」的分享後的閉幕式，為今年的年會會畫上句點，也預告
即將菲律賓舉行的2017年會。
近50場次的專題發表，幾乎涵蓋了所有生涯發展理論與主題
。如生涯探索、生涯教育、生涯輔導、測量工具，專業認證、
環境探索與展趨勢等等；從生涯類型論、生涯發展論、社會學
習論、建構系統、生涯決定論外，也有近代新興理論的相關研
究。「促進多元文化地涵容」是年會的主軸，如Dr. Barry Chung
分享「多元文化和性別議題下的生涯諮商」、金樹人老師分享
「東方傳統智慧下的生涯諮商」，在專題發表中也有許多相關
的研究，如探討跨文化求學的留學生、身障者、跨文化應用等
與多元文化/跨文化主題；研究幸福感、韌力、生命意義召喚等
正向心理學的專文；此外，敘事在生涯諮商應用方面，除了研
究成果與實例的發外，也看到參展單位發展了「隱喻卡（
Metaphor

Dr. Spencer Niles 「希望導向的生涯發展行動」工作坊

Card）」作為會談的工具，顯示敘事的廣泛與多元的

應用。難得的是，也看到生涯諮商也有許多跨越校園之外，在
職場應用上的分享，如職員的生涯協助、私人執業者提供的服
務與面對挑戰，也包含最後一天Dr. Spencer Niles 以「希望導向
的生涯發展行動」，透過實例分享，看到如何透過具體行動找
到生命/生涯的可能性。
來到台灣，當然不可錯過這個欣賞中華文化的好機會，許多
人更是期待夜市之旅。除了研習行程外，主辦單位安排也規劃
了晚上的餘興活動，18日走訪師大夜市，體驗台灣道地美食與
小吃與夜生活，19日的晚宴欣賞國樂表演，週日來趟故宮之旅
，讓國際友人，充分感受台灣之美。
一場國際會議的舉行，除了主辦單位的規劃與執行外，也需
要許多單位的投入一同來成就。如研討會的呈現，主辦單位在
徵稿與挑選稿件上的用心與細心外，也感謝這麼多研究者願意

歡迎晚宴的國樂表演，由師大國樂社擔綱演出

投稿與分享，還需要會員的參與。此外，也要感謝Kuder, Inc.、
PAC,

Inc.（測驗出版社/測驗出版有限公司）、The

Career

---

Planning & Adult development Network與Strategic Personal

註：2017年年會內容，可參考網站資訊

Development Co., LTD對年會的參與及贊助，有了評鑑與發展工

http://www.asiapacificcda.org/2016-Conference

⊕擁抱挑戰 開創自我新高度—APCDA會後心得

，在求學期間受到很

蔡明居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碩士生

多貴人幫助，更在美
國學習到如何主動尋

首先我必須要先感謝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讓我擔任2016

求資源，得到了美國

亞太生涯發展協會年會(2016 Annual Conference Career

求學期間教授很多的

Counseling Best Practic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協助，順利完成博士

Promoting Inclusiveness by 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學位並留在美國深造

Association) 志工，擔任翻譯與接待相關工作! 會中被分配到為

，過程中 Barry 教授

中國與會學者進行翻譯工作，讓我有機會可以參加不同場次的

談到很多從國際學生轉變到今日的成就的心路歷程，更是少見

研討會活動，認識到了生涯發展相關的最新知識與實務運作模

在美國華人擔任過生涯發展協會最高領導人職位的優秀領導人

式。

與師大心輔系的傑出校友! 因為演講中很多故事與自己過去在美

一系列的研討會中，我最欣賞來自美國Indiana University的

國求學時經驗很類似，聽得更是特別的有感觸，為了展現聽完

Barry Chung教授演講關於Multicultural and Gender Issues in

Barry教授演講後心中最真實的感受，所以特別分享當時自己在

Career Counseling主題演講，原因在於Barry教授出生於香港底層

演講後傳給Barry教授感謝信上的內容，分享給大家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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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Chung, it's my pleasure to listen to your

privileges of higher educations, by asking help, you do not need

keynote speech this morning, while I am the interpreter for

to pay tuition since high school, of course, the family support,

another participant, I can say I can feel you when you talked

especially your sister support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generous

about several topics, one of which is when you touch upon the

in making the miracle happened. I am really glad you become

immigrant has to putting much more effort than the

who you are today, with very energetic attitude, in wish also

non-immigrant part.

putting effort in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When I was study and first time start my venture for an

Particularly, my personal interesting experience in both to

experimental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immediately, I found a

stay in the Europe and US, I found this your narrative

lot of barrier that needs to be overcome! Despite the language

experience is especially true, like you said, when something its

barrier, the culture issue,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is when

narrative, it is much easier to touch people's heart and win the

something matters to immigrant a lot such as visa issue, while

support!

an officials or school professors did not have experience as

From my experience, often times, it is like what you

expats try to start their venture in an unfamiliar place, the

suggested when something seem to be radical or not easy to

immigrants simply have to put a great effort to be persuasive,

shift the perspective, the idea of money talks or power talks

to try their best, like you mentioned in your previous speech

really kicks in, the ability for anyone to pool the money or to

"America, America, I try and give my best to you" to be able to

win strategic partner in forming alliance become critically

win some support, to make the things looks nearly impossible

important! As matter of fact, anyone's ability are limited, one

to at least have some possibilities...

must have the ability to form a group or team, in order to

Another part which touched my heart a lot, or I can say I

combine or facilitate each of the experts in demonstrating their

feel you the most, is when you talk about to be order to

best effort, to best address the issue with realistic solutions to

become a good career counselor or to be capable to help

solve the issue.”

others. One must have an extraordinary ability to find
resources, like you were from a family that seem not possible

期許讀者與為台灣與世界間生涯與諮詢發展相關專業的大家

to break the ceiling, then gain resources in helping you become

庭，可以不間斷的為生涯發展努力並生創造更多感動人心的故

the first one in the family to go to college, enjoy the

事，讓生涯發展里程碑不斷締造新史!

⊕邂逅—擔任APCDA工作人員的小故事

所謂啦！Clive大叔居然叫我給他地址，他回到英國後給我寄一

林智德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大學生

個！先不論真假，但他作為學者，這平易近人的態度很讓人佩
服(大會結束不久，我真的收到他從英國寄來的信跟我喜歡的那

我們都不是台灣人，卻跨海來到這裡邂逅。被曉芬老師找來
當工讀生，幾天下來幾乎所有大會工作都包辦了，其中一項就

一個時鐘，讓我好感動)！最重要的是他給我們後輩的肯定及許
多人生的分享與建言。

是協助Silence Auction靜態拍賣，由各國學者帶來獨有家鄉特色

這一次的工作團隊氛圍讓我好享受！認識了一大群工作人員

物件供大家投標，所籌得之金額作為獎學金。結算金額當天情

，大家在一起工作，一下就熟絡了；閉幕儀式上，全體來賓給

況相當混亂，因為不同的負責學者有各自不同做法，又剛好碰

我們的鼓掌我雖無法親眼見到，但憑著想象我已經很心滿意足

上APCDA正在召開會員大會，我們無從諮詢老師們幫忙，只好

了。其實，大會工作一點都不辛苦，老師直說我們幫了他們很

自行設法解決問題了。最後在另一位工讀生與我的處理及彙整

多，殊不知是大會給予我們的學習機會，讓我們一邊在嬉笑玩

記錄下，總算還是解決了！我們也都鬆了一口氣。

樂中工作學習，同時賺取生活費！好溫暖的一次研討會，但願

次日是大會閉幕日，我在會場看見APCDA秘書Marilyn以及負

將來的某一天想起的時候，仍然會記得那曾經留下的溫度。

責 Silent Auction 的韓國大姐Soonhoon，因為三四天的互動，我
想在最後一天跟她們道別。其實,我向來不習慣太親密的動作，
主動握手是我最大的一個心意表達！我雙手握著Marilyn的手跟
她珍重道別，突然韓國大姐跑了過來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擁抱，
她說很感謝我在結算拍賣物品上給了她很大的幫助，當下的我
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因為這對我而言只是完成自己的份內工作
而已，沒想到會獲得那麼大的肯定！她讓我感受到長輩的溫暖
及關愛，當下心情是平靜喜悅的！
我們跟這些來自外國的叔叔阿姨們相處得特別好，英國大叔
Clive常過來跟我們聊天，一聊就能聊上很久；我說我很喜歡英
國的文化，他親自帶來的英國風情的時鐘用來拍賣籌募獎學金
，拍賣結束后他特別來問我是否有標得（Marilyn大姐說給我投
標一個，但最後被出價較高的與會者標走了），我說沒有但無

APCDA一起工作的夥伴

8

⊕2016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三屆年會報導

會讓我們像他一樣，有著對音樂的熱愛、忘我、即使辛苦，都

酒小萍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樂在其中。也許可以問問自己，有哪些事讓你覺得幸福滿意？
心靈悸動？

台灣生涯發展諮詢學會2016年的年會已在5月22日假國立台

是以，回歸內在，傾聽那持續出現的聲音與熱情，我們可以

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舉行，本次活動主題為『變動環境下的生

發現不變的是生命的本質，也就是每個人原來的樣子，本場講

涯發展與挑戰』，由金樹人老師以『如何面對生涯中的變與不

座的主講人與主持人，就是最好的代表人物，也是我們學習的

變-生命卷軸啟示錄』專題演講揭開序幕，緊接著的是兩場跨界

榜樣。金樹人教授自1986年從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回台後，即埋

對話，一場是由張德聰老師主持，邀請郭振昌老師、李益恭先

首鑽研究生涯發展研究、教學與諮商實務，引進最新的生涯理

生與鍾文雄三位與談人以『在變動環境中職涯轉換之契機與因

論與測驗，隨後更運用佛學的「苦、集、滅、道」、【六祖壇

應策略』進行分享與座談；另一場是由劉淑慧老師主持，郭祥

經】的「開、示、悟、入」、以及東方順境緣與逆境緣的機緣

益執行秘書、陳玉芳主任與區雅倫主任以『校園生涯教育的變

論，實踐生涯諮商本土化；主持人林幸台教授終身關注身心障

動與挑戰』與參與者進行分享與交流，內容涵括多變的企業職

礙者生涯，是國內首位開設生涯評量課程的大學教師，且與吳

場實務與校園教育推廣，除分享人精彩的簡報外，並與參與者

武典教授共同籌設台灣第一個復健諮商研究所，培訓職業復健

有熱烈的交流與討論，現場呈現出意猶未盡的現象，惟受限於

諮商人才，退休後更奮不顧身投入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服務，全

中午時間的會員大會而必須畫上休止符。

心陪伴不求回報。二位前輩不僅是台灣職業輔導、生涯教育與

下午的重頭戲是三場主題工作坊：黃素菲老師帶領的『後現

諮商的開創者，更以實際的行動，站在別人的生涯需要，貢獻

代的幸福生涯觀：變與不變的生涯理論整合』、楊瑞珠老師帶

自己所能。從他們身上，我體會到生命的意義與幸福，是一種

領的『工作的勇氣-阿德勒心理導向的生涯建構諮商』與郭瓈灩

勇氣、一種社會情懷、在變動的世界中，安頓自己、關懷他人

老師帶領的『意外人生不意外-善用生涯偶發事件的覺知與詮釋

。

』。不但主題吸引人，工作坊帶領的老師也都是生涯諮商界的
翹楚，真是讓人不知如何選擇才好。
除了場內的工作熱烈地進行外，場外也是熱鬧滾滾。如有生
涯諮商叢書與牌卡的展售，讓平時忙碌無法到書店選購的人，
可以就近給心靈補充一點糧食。本次年會與過去不同之處，乃
是有大陸的夥伴專程組團出席本次年會。除了在研討會中分享
彼岸的生涯/職場訊息外，他們也充滿學習熱情，把握學習時間
，不論是列席觀摩會員大會，同時利用討論與休息時間，與台
灣的學員交流，本次的年會不但是跨界交流，也有跨區域的交
流。從大陸夥伴的組團學習，感受到彼岸對生涯發展的重視，
也看得出學會在這幾年的經營下，活動的專業水準亦受到相當
金樹人老師：如何面對生涯中的變與不變：生命卷軸啟示錄

的肯定，不但在兩岸三地有一定的地位，再加上今年承辦
APCDA年會，也有更多國際友人來台灣參加會議，領略台灣的
風土人情，讓台灣躍上國際舞台。

★跨界對話A場：在變動環境中職涯轉換之契機與因應策略
酒小萍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專題演講─如何面對生涯中的變與不變：生命卷軸啟示錄
當初在報名參加年會的時候，看到這個主題與分享者的堅強

吳淑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培處副教授

陣容，不由得對這場跨界分享充滿期待。面對當前多變的環境
這個世界一直在變，過去講求安全、穩定的生涯已經走向混
沌、不可測、不確定的多變生涯 (Protean Careers)。生涯學會特

，如何從被動面對職涯轉換，到可以掌握契機主動因應，相信
是許多人關心的議題。

別邀請金樹人教授擔任「如何面對生涯中的變與不變：生命卷

主持人德聰老師，本著一向明快與幽默的方式，為這場跨界

軸啟示錄」專題講座。金老師舉出許多遭遇人生低谷經驗的實

對話揭開序幕，延續剛才專題演講中談到高齡族群的生涯，先

例，例如心理學家Yalom遭遇父親心臟病發，卻被母親指控害死

分享自己隨著年齡不同，生活方式的調整，也提到夫妻兩人因

父親、女同志因剪短髮而受罰、努力工作的青年被主管誣告，

應壓力的紓解方式，帶領大家從輕鬆幽默的氣氛中，進入主題

以及「23秒唐山大地震」和「蘇菲的選擇」二部影片，引導我

。

們從逆境緣觀點，思考人生低谷經驗，在教導我們學習哪些功
課？

從三位跨界專家的分享中，都從宏觀的角度，如人口結構與
產業趨勢的改變，進而掌握變動的契機。如台灣近幾年人口結

痛苦的谷底經驗，反映人生不可能盡如己願的現實面。我們

構的變化，如高齡化、少子化、新住民，乃至青壯年結構性失

不能說逆境是好事，當然不要逆境最好。但有些事，透過逆境

業等現象，全球工作機會也有縮減的趨勢，這些都是近幾年來

的體驗，可以讓自己選擇要在所處的環境中如何過日子，如何

工作市場上比較大的變化。

活下去，是自己是可以決定的，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苦難。尤其

對於個人的因應策略，首先是心態上要有隨時面對工作消失

要在很短的時間或很有壓力的情境做抉擇，勢必要回到自己本

的準備。再者，則是視野的調整，除了有形的資產外，同時也

身，找到隱藏在其中的價值排序與意義。除了低谷，人生也有

要關心自己無形資產的累積與長期投資，也就是專業能力的培

高峰，一如金老師在講演中所提到的演奏家馬友友，有哪些事

養。因應企業全球化的佈局，兩岸的交流，就業的眼光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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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也不限於受雇者；而所謂的專業能力，除了競爭力外，

★工作坊A場：後現代的幸福生涯觀-變與不變的生涯理論整合

更包含的移動性，能夠跨越國界，在不同的勞動市場工作的能

毛咪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力。
想起以前上行銷課程時，主講者談到產品生命週期的發展，

素菲老師的工作坊內容豐富，不僅統整了現階段的生涯理論

談到人也如同產品一般有發展週期，當時詢問在場的學員，幾

，還將社會局勢納入考量，引導學員在變換莫測的時代格局中

歲是適合退休的年齡？當下學員紛紛回應大致落在55∼65歲之

探索後現代的幸福生涯觀，兼具理論與體驗式的帶領方式令人

間，大致不脫法規與慣例的年紀。講者聽完後回應，如果還可

印象深刻。在小組分享多元生涯類型的實例時，我覺察到自己

以有貢獻，為何需要設限？這也是聽完這次對話後的感想，面

還是依循傳統的生涯標準在思考未來的出路，很少考慮多變化

對多變的環境，不給自己設限，勇於面對挑戰，才能看到更多

或個性化的生涯模式，但事實上，就我的專業背景和個人特質

的契機。

而言，可以發展和開拓的道路遠不止眼前這幾條，於是在使用
敘事治療技術探索生涯故事的活動中我做了更多的探索，並真

★跨界對話B場：校園生涯教育的變動與挑戰
鄭聿伶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大學生

切地感受到後現代諮商理論融入到生涯諮商時的奧妙。
現如今，人們已不再簡單地追尋生涯的成功，而是希望通過
多元的生涯建構提升幸福感，多元社會提供更多的選擇，同時

參與完今年的臺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年會後，突然發現自己在

也更強調個人特色與不可取代性，因此幫助來訪者探索與建造

求學階段，正是最需要生涯教育的對象。雖然以前學校也做了

屬於自己的生涯之輪，避免在時代洪流的衝擊中迷失方向將是

很完善地規劃，但總覺得對自己的幫助並不大，這個困惑使現

後現代生涯諮商的重要任務。與此同時，如何應對社會環境中

在的正在修習輔導科教育學程的我，希望能對「生涯輔導」有

的變動性也是本次工作坊的核心議題，素菲老師以四種類型的

更多了解，未來若能從事教職，才能夠妥善使用目前已經規畫

挑戰為例，深入淺出地介紹在協助個體建立內在穩定性與適應

出的生涯教育方向，讓學生對於生涯能夠有更多自己掌握的空

力的基礎上，如何透過調整其面對不確定性的態度、增長轉換

間。在這次年會中，透過三位來賓分享的這場跨界對話「校園

的智慧來達到幸福生涯的目標。通過這場精彩的工作坊，我對

生涯教育的變動與挑戰」，使我對現在台灣生涯教育做出的規

生涯選擇中的變與不變有了更深的認識，也期許自己在接下來

劃與付出有了更多的認識，不但聽到不同層級對於生涯教育的

的生活中細心探尋內在的堅定力量，不斷增進因應危機的彈性

想法，也對生涯教育有更完整地了解。

，成為一個幸福的追夢人。

很特別地是，這場對話中可以聽到關於最高層的總體規劃，
到走進學校後如何配合行政來做出生涯教育，最後是結合目前

★工作坊B場：工作的勇氣-阿德勒心理導向的生涯建構諮商

社會的走向，配合網際網路使「親師生」都能夠對生涯規劃有

顏嘉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大學生

詳盡了解。一開始，郭祥益老師分享了目前教育部生涯規劃學
科中心對生涯發展的規劃，不但可以了解到關於中央對校園之
生涯教育的大願景為何，也讓我對所謂「生涯輔導」有了一個
大架構的概念。而後是中和高中的玉芳主任談到了她在推動生
涯教育的過程，如何由輔導老師走到教務主任，依然不忘記輔
導的核心，也透過行政層面來做更完善推動。最後，華興中學
的區雅倫主任，談到從以前需要做紙本的測驗工具，再由輔導
老師一個個去解測說明，到現在只需要電子化的線上解測、生
涯紀錄，雖然可以讓學生與家長輕易地上手，但輔導老師如何

擔任年會工作人員期間，有幸參與楊瑞珠老師的這場工作坊

作角色轉換，而非被電子化所取代，則是一個新的挑戰。區主

。由於還是心輔系的大學生，對阿德勒學派僅有些微的接觸，

任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去思考如何與雲端這部分做更緊密的結

但在上了這場工作坊後，我想我不僅對阿德勒學派有更多認識

合，使學生、教師、家長三方，能更適切地一起討論對於學生

、產生興趣，也得以一窺阿德勒學派是如何看待生涯，又是從

最好的生涯規劃之路。我覺得這場演講，雖然過程很緊湊，提

什麼樣的角度去協助個案處理他們的生涯議題。

到的內容與想法都很多元，但是每一個都是值得再去重新思考

過去的故事，雖然多少會影響現在的自己，但是想要活出什

的議題，也使「生涯輔導」一詞在我心中鮮明起來，日後再次

麼樣的姿態，是我們可以自己選擇的。只要拿出勇氣，即使恐

碰到這塊時，也讓我得以有更多元的思考觀點。

懼會並肩前行，還是可以靠著自己的力量做出改變。很多人不
滿意現下的處境，雖然想讓自己過的好些，但由於恐懼，害怕
失敗，害怕被拒絕，害怕失望，害怕面對更多未知，於是選擇
停留在原地，以為這樣還能輕鬆、安心些，但實際上狀況還是
一樣啊！瞭解自己的生活型態，評估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型
態與工作環境，掌握自己的特質，做出有價值的生涯抉擇，然
後勇敢實踐它，過出屬於自己的人生，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我想這是阿德勒想傳達給我們的生命態度！而在獨立的同時，
若也能夠愛自己，愛他人，體認到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視他
人為一同成長的夥伴，在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到對社會有所貢獻
，這樣的生涯，相對來說也會是快樂、有意義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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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C場：意外人生不意外-善用生涯偶發事件的覺知與詮釋

。因此他成立了「安可」 （Encore.org)社會企業組織。2013 年

酒小萍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Marci Alboher， 曾是一位傑出女性律師，也是紐約時報專欄作
家，當她在度假時被召回開會，因為費用縮編而專欄被迫中止

相對上午跨界對話，是從外在環境帶到個人的因應策略。下

，她開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工作後進入安可組織，出版一本安可

午這場工作坊則進入個人的內心世界來面對生涯的轉換，呼應

職涯 (2014 )，為40到70 熟齡世代打造最熱血的工作指南，幫

上午金老師專題演講『生命卷軸啟示錄』的內容，再加上許多

助工作者如何創造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第二人生具體操作手冊

人生涯故事，更深入地詮釋。

。

瓈灩老師先以自己近期職涯轉換談起，也是源自一個偶發事

安可職涯始於迎接四十後的人生，這是個不斷以新觀點、新

件，抱著期待也不排斥的心情，順其自然，一切都是因緣俱足

優先事項塑造時期；也是個能體會「不要只是留下傳奇，要活

的結果。生涯發展歷程中有許多超過我們努力與能力之外，不

在傳奇裡」、並有能力付出行動的時期。安可組織希望可以幫

可預測的因素影響著，像是小時候玩大富翁的『機會』與『命

助從舊工作解放出來的人，換取展開新職涯的自由，當他們迎

運』，兩張牌卡不時地跳出來影響著我們。這些生涯事件可以

向事業第二春時，能夠打造服務人群又能賺取收入的職業生活

用想要/不想要，出現/不出現的矩陣做簡單的分類，不論是哪一

，尋求充滿意義、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徵超我的工作。

類，我們又是如何回應？老師也舉一個用擲骰子選讀學校的例

在安可組織的範例中，企圖心、熱忱和薪水，是讓人加入安

子，當事人擲了一次，覺得不準，又再擲了一次，最後選擇了

可職涯的要素；這是種結合了自我實踐與貢獻社會的職業生涯

卻不是擲骰子決定的那一所學校，所以，關鍵不是結果，而是

。一位五十歲才開始學法律的婦女，為她的社區裡不公不義的

在這兩次擲骰子過程中，有機會傾聽自己心中的聲音，幫助自

事發聲；退休廣告總監成了美術老師，她不只能再多工作十五

己在兩難中做出選擇。短短一個下午，老師準備的內容非常豐

年，還能把自學生時代累積的創意發揮出來；一位無業的工程

富，學習到一些關於生涯理論外，還有許多的源自意外而成就

師，在國外遊歷時發掘了問題，帶著解決方案回國，然後就創

的生涯故事。難得的是，也透過小組的分享，與來自大陸的夥

業為自己帶來龐大的商機。

伴進行交流，透過整理自己與傾聽別人的生命故事，豐富自己
的生命經驗，也整理自己面對這些意外事件的態度。

這本手冊主要可以幫助你思考適合你的安可職涯，在這人生
階段，你要追求的是甚麼？目標是甚麼？怎麼發掘熱忱？也教

我很喜歡這個主題，也許是因為自己歷經了數次的轉換，也

你從現有生活中挪出時間和空間面對職涯過渡期。當然在職涯

期待透過這場工作坊可以做一些整理，用更積極的態度迎接未

過渡期中一些大小細節事務也有提及，如預備多少生活費、如

來：每一個偶發事件或選擇的過程，當我們面臨猶豫、渴望與

何銜接新的人事物及新環境。書裡面有很多案例可以提供參考

失望的背後，所代表的是一個機會，讓我再次傾聽自己心中的

及常見問題解答幫助現在有困惑的人，也有練習方式，我們都

聲音，覺察何者是自己所珍視價值，重要的是，保持開放的心

可以隨著書上的練習去發掘屬於自己的安可職涯。

來，學習如何安身立命。最後也以『計畫性偶發事件理論』中

雖然這是建立在美國社會的組織，基本上還算是相當年輕的

所提的五種生涯技術與大家共勉，讓我們用『好奇心、堅持度

組織模式。相對臺灣，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嘗試生涯轉

、彈性、樂觀』來迎接生涯的偶發事件。

換及社會企業組織的發展，安可職涯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的方
向，讓我們可以為想要職涯轉換的人開始往前一步。

生涯快訊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國際教育與職業輔導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一）新書專欄

and Vocational Guidance)2016年度研討會：輔導公平促進：反思、

《安可職涯：40到70，熟齡世代打造最熱血的工作指南》

行動與影響

葉倪秀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國際教育與職業輔導協會將於2016年11月15號到18號舉辦
年度研討會：輔導公平促進：反思、行動與影響，地點在西班
牙馬德里。有鑒於全球性的社會不平等、不公義、與環境惡化
等等鴻溝正急速擴大，我們有義務要促進社會正義以及文化敏
感的實務工作，雖然不是市場取向的服務，但卻能促進個人的
、學術的與個體的生涯發展，希望這樣的理想能對於一個更公

新書小檔案

義、有凝聚力、並且永續發展的社會有所助益

作者： Marci Alboher 瑪希•艾波赫

供一個讓不同學術、實務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有經驗交流的機會

譯者：范瑋倫

。詳細報名資訊請參考網頁：

出版社：好人出版

http://www.iaevgconf2016.es/index.php/en/

。本研討會將提

出版日期：2014/12/03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1997 年一位美國社會企業家 Marc Freedman，看著21世紀由

·《生涯探索工作坊》∼手作你的生涯鑽石

戰後嬰兒潮世代邁入人生下半場的人群一一成為退休人士，不

由哈克（黃士鈞）心理師帶領的生涯探索工作坊，在這個一

希望讓社會最有經驗人口，就此從勞動市場消失。本著希望可

天半的工作坊中，哈克將帶著他研發數十年的生涯卡片和經驗

以協助工作者找到同時可以滿足三個 P (Purpose, Passion and

，陪著你先認出「生涯地雷」，當你懂得避開地雷的那一刻，

Paycheck) 的理想工作，也就是生命目標、工作熱情與工作收入

其實你就已經開始走向生涯鑽石的【那附近】了。接著，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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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鑽石圖，你將親手設計出屬於你的完美鑽石切面，放回你

我們期許學會在黃素菲理事長暨理監事會的帶領下，持續耕耘

的人生中，發光、發亮！工作坊日期為2016/ 09/ 24 (六) 10：

茁壯。

00-17：00 與09/25 (日) 09：00-12：00，地點在啟點文化：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52號9樓，09/03前報名完成享早鳥優惠
$6600。其他詳情請參考網頁：
http://turn-key.kktix.cc/events/koob34

會務報告
秘書處
敬致全體會員：
感謝大家這些年來對生涯學會的關心與支持。今年度會員大
會已於 5月22 日順利召開，會中順利選出第三屆理監事(名單如
后所列)。之後在第二屆理事長田秀蘭老師及常務監事金樹人老
師召集下，順利於6月14日召開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會中
由理監事投票推選出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
恭喜黃素菲當選本學會第三屆理事長。
恭喜田秀蘭當選本學會第三屆常務監事。

本學會第三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會｜
理事長：黃素菲
常務理事：劉淑慧、王玉珍
理事：王櫻芬、吳芝儀、吳淑禎、郭瓈灩、陳若玲、黃正旭
監事會｜
常務監事：田秀蘭
監事：金樹人、張德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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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隨時歡迎各位來投稿，請將稿件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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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小萍、曾晴、蔡懿亭（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學會網站：www.tcd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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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