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本期(17) 發刊日期/2015年09月10日

電子報
C a r e e r   N e w s l e t t e r

<< 前往上一期 |

生涯專論 | 求職文化 | 生涯電影院：鋼琴師與她的情人 | 生涯前哨站：中華醫事科大

生涯鐘聲 | 最新碩博士論文點閱 | 生涯快訊 | 研討會紀實與心得

本期重點

p1

生涯專論

[專論一]生涯理論與實務的新觀點－生涯流動：希望中心取向的生涯發展

鄭曉楓 /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We all have possibilities we don’t know about. We can do things 

we don’t even dream we can do. –Dale Carnegie

    生涯流動與心理學所提及的心流不同。心理學的心流（flow

）是指全神貫注於有興趣的事，處於一種渾然忘我，且時間停

置的狀態。「生涯流動（career flow）」乃Niles、Amundson及

Neault（2011）在《Career Flow: A Hope-Centered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一書中所提及，基於希望中心取向的生涯

發展模式（the Hope Centered Model of Career Development,  

HCMCD），意旨個人生命中所遇到的總總工作經驗，包括正向

經驗和負向經驗。

來自越野單車之旅的隱喻

    「生涯流動」的隱喻是發想於作者在加拿大溫哥華菲沙河岸

（fraser river）的越野單車之旅，當越野車在湍急的河流中進行

，會遇到許多大大小小的潮流，有急流（rapids）、靜止（still 

waters）、漩渦（eddies）、平緩的潮流（steady currents）、

崎嶇（twists）、蜿蜒（bends）不同的狀況，身歷其境就會感

受時能勝任、時而具挑戰、時而超過負荷，時而簡單無趣。如

同我們工作上遇到的許多不同經驗，有些時刻覺得任務簡單、

有時超越負荷，有時覺得能輕鬆掌握，這些多元的工作經驗，

如同溪河中不同的潮流，稱為「生涯流動（career flow）」。

    每個生涯流動都形成了個人的生命，相對的，每個經驗對生

涯發展都是重要的，它們提供了環境的回饋讓我們了解哪些需

要改變、哪些部份可以維持現狀。我們若能有效率地掌握時而

順遂，時而充滿挑戰的生涯旅程，將能從容面對其中的正向和

負向處境。許多人對生涯抱持著不真實的期待，期待尋找最好

的工作機會，帶來高度的工作滿意、生命意義和生涯目標；但

無論工作的狀況多麼正向順利，仍然會遇到挑戰。因此，邁向

最大工作滿意或成功，需要實事求是的態度（realistic attitude

）和培養因應挑戰的技能。

    對自我和對生涯的覺察（awareness）可以協助我們更有效率

的掌握生涯發展，剛開始需要時間釐清問題，再慢慢聚焦：有

時我們忽略了可能性，因為我們怕自己無法因應挑戰；有時證

據皆已顯示需要改變，但我們卻否認事實。如果我們沒有將工

作經驗想像成生涯的流動，就會錯失重新建構生涯的機會。由

此，我們需要專注來進入更多覺察，專注在經驗、外在環境的

回饋及內在對話（inner dialog），這會使我們更清楚自己未來

的目標和生涯發展。全人的觀點來看待生命歷程，包括興奮、

無趣、信心、焦慮、愛、恨，就像不同面向的生涯流動，在過

程中不斷釐清我們真正在乎的價值。傾聽你過去的生命經驗，

就能更有系統的開展有意義和正向的生涯機會。

生涯流動的內涵

    以Albert Bandura的人類主體論（human agency theory）為基

礎，生涯流動的內涵包括希望（hope）、自我省思（

self-reflection）、自我澄清（self-clarity）、願景（visioning

）、目標設定/計畫（goal setting/planning）、執行/適應（

implementing/adapting）。其中核心的概念是希望感，希望感

能讓我們洞見意義性的目標，幫助個人在任何狀況下看見可能

性，且付出行動，不輕言放棄。Snyder（2002）將「希望」定

義為達成目標之路徑策略的覺察能力，以及使用這些路徑策略

的自我激勵思考（agency thinking）；簡言之，在確認個人想達

成的意義目標，發展具體策略和行動；而此目標必須是有意義

、可達成，但仍具有適當的挑戰性。

運用自我覺察啟發省思

    自我省思（self-reflection）是確認自我的想法、思考、行為

及因應環境的能力，包括專注在你和你的世界。可以問一些問

題，例如：什麼對我是重要的？我真正享受的是什麼？我喜歡

使用什麼技巧？我想發展什麼技巧？現在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嗎？我對未來有一個遠景嗎？也可以運用隔離（time out）進行

自我省思，去思考我是誰、你正在如何活著，以及未來你希望

如何生活。讓它變成一種如常的練習，並記錄下這些想法，在

回答這些問題時，你已經在逐漸的自我澄清。自我省思與自我

澄清是相關連的，自我省思聚焦在思考一些問題，自我澄清則

是在於回答關於你和週遭環境問題的歷程，這個過程是持續不

斷的，沒有終止。

http://tcdca.heart.net.tw/?page_id=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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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確定中逐漸自我澄清

    自我澄清（self-clarity）的核心就是自我了解，更有效率的

發展生涯，就像一幅影像，從暗室到畫面逐漸清晰的歷程。所

有的開始是從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也就是說當你了解

我是誰之後（例如人格特質、需求和技能），就能更清楚知道

生涯目標，並且會願意努力達成。這是一個歷程，但許多人在

一開始就急於尋找「確定」；但拒絕「不確定」是人生掌控權

的一種假象，它讓我們喪失挑戰。自我澄清後才能進行生涯決

定，因為你會知道自己要什麼，該往哪裡走。

由自我特質和優勢聚焦生涯願景

    客觀的部分，使用一些具有信、效度的標準化心理測驗來了

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及人格，確認自我特質（

self-characteristics）；就職場現況來說，透過詢問職場人、網

路資料，或擔任相關工作的義工，都可以獲得實務經驗訊息。

    就主觀經驗來說， Mark Savickas（2005）認為早年的生命經

驗對建構未來生涯計劃是重要的，特別是早年負向痛苦的經驗

影響未來的職涯發展。我們也會依據早年生命中的角色楷模（

role model），在未來追尋類似的生活模式。因此從過去的生命

經驗中找到意義，並轉化成未來的生涯方向，是確認生涯目標

的方法。除了生涯決定，建立生涯行動所需要的優勢也相對重

要，而這些發展性技能通常是角色楷模所擁有的優勢，對個人

而言就是你現在在哪，及未來要去哪。

    生命提供了我們無限的學習經驗，在持續成長與發展中產生

新的興趣，發展新的技能和價值觀，當你專注在自己是誰、將

變成誰，就會獲得更多的訊息來掌握生涯流動。自我了解後，

進入生涯遠景（Visioning）階段，生涯願景就是腦力激盪未來

的可能性後，確認所希望的結果，更實際的定位生涯願景。此

生涯願景奠基在自我反思和自我澄清，具個別化且達成性高，

包括短期目標、長期目標和步驟計畫。在擬定計畫與執行（

implementing）時更能分階段落實。

保持彈性與適應

    個人彈性（personal flexibility）是指為了因應變化而改變，

且能夠適應、能勝任新的角色，剔除舊的角色（Herr, Cramer, & 

Niles, 2004, p. 127）。在環境與自我的互動中，對新的訊息保

持開放，增加新的策略或改變目標等，重新適應生涯中新的角

色。

生涯流動之內涵

生涯流動理論之評析

    根據生涯流動，我們體悟生涯就像人生百態，沒有一份工作

持續順利，也沒有一個人永遠低潮；當我們真正的涵納人生本

有起落，就能從林林總總的經驗中獲得啟發，滋養未來。生涯

流動強調每一個過去的經驗都有其意義，回首，在過程中不斷

省思與澄清，在堆疊的經驗中重新認識不斷成長的自己。就如

同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中所提到，基於感官愉悅

生活（pleasant life）之上的是有意義的生活（meaningful life

），意義之於個人，是更真實的快樂。我們必須先從生命的本

質中透徹的了解自己，不斷的內在對話並參考外在真實環境的

訊息，在交錯的綜合互動中形成真正的自我和生涯目標。而當

中不穩定是一種常態，就如同騎越野單車在溪流中會遇到湍急

；不穩定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契機和自我超越。在不穩定和變化

中，若我們能運用「個人彈性」因應變化，順勢調整生涯目標

，就會讓我們在過程中抱持高度的希望感，以及定義更貼近真

實的願景。

    華人文化中，我們多半採用外在環境的訊息作為生涯的主要

參考，例如哪個行業出路較好，就一窩蜂追求，這意味著對生

涯不確定的隱憂。我們強調「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份穩

定且能養家餬口的工作，是一切利基的根本；較少透過內在自

我省思和澄清，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因為不確定要付出龐大

的風險。如同生涯理論提及，我們本能性的拒絕挑戰，因為我

們總認為自己無法勝任克服。許多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不知道

自己要什麼，往往對於畢業有未知的恐懼和擔心，想依照自己

的興趣，卻又怕辜負長輩的期待，在生涯抉擇中辛苦地擺盪。

生涯流動的概念讓我們了解，從未知到已知就是一個歷程，需

要透過不斷的省思來清晰自己，需要時間、需要等待，更需要

醞釀；生涯阻礙和挑戰是人生之必經，即便挫折經驗也會帶來

人生的禮物，因此，從內到外大膽地傾聽自己的召喚（calling

），再參考環境或客觀條件所勾勒的生涯願景，才能激發出更

多的動力與熱情。

    人生的定心丸不限於一份穩定的工作，而是能因應生涯中的

各種挑戰，Synder的希望感理論告訴我們，當你定義出屬於自己

的目標，才有努力前進的動力。因此，未來思考生涯發展，除

了人境適配、角色發展、人格特質等外，我們可能更大膽的回

到初心：「我是誰，我想要往哪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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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二]「生涯DO GO卡」的研發與使用緣起

黃之盈 / 台北市立明德國中老師

莊詩芸 /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老師

一、緣起

    近幾年，十二年國民教育正如火如荼的推行著，其核心精神

在於成就每一位孩子、希望每個孩子能夠適性揚才、發現自己

的亮點。因此，生涯發展教育變成國中現場的顯學。

    我們發現除了原本的技藝教育之外，為了落實適性輔導和增

進學生對外部世界的瞭解並提供多元選擇，實際的教育現場中

我們透過課程與活動的辦理，由第一線的導師和輔導教師們引

導孩子更認識自己、更了解自己，這一連串的安排包含：在七

年級這一年，開始在課程融入自我探索的部分；八年級的這一

年，孩子需要面臨許多職業試探課程；九年級這一年則是多了

許生涯學制路徑介紹與入班宣導，希望可以達到讓學生了解多

元管道之外，適性揚才、培養學生能力的初衷。透過這些教學

與活動安排，我們可以發現，要讓孩子適得其所，對未來感到

充滿期盼和願景，不只是能力的培養而已，其實是需要興趣、

能力和熱情同時具備，才可能點燃孩子心裡面對學習的渴望，

並讓這股學習之火綿綿不絕的延續下去。

    十二年國民教育正式實施後，我們看見需要生涯諮詢的學生

和家長變多了。在過去，第一線的導師和輔導老師面臨孩子與

家長的疑惑所給予的生涯建議大多是「學生分數到多少就填哪

裡」，依照的是對學校的刻板印象做生涯規劃和選填志願；而

在十二年國民教育實施後，這樣的建議再也不適用，且需大幅

調整過去對分數、學校、科系等的錯誤觀念，改以學生的自我

探索為主體搭配家庭、學校等外在環境因素來協助學生做個別

化的生涯諮詢。

    因為，生涯發展不只有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應考量對自我

探索的理解，日前高雄市教育局生涯發展中心課程組發展的「

群科ID卡」﹐希望能夠運用學生做過的性向測驗和興趣測驗來

對應出最適配的職群，並提供相關的職群資訊給學生參考。但

是相較於群科對應，我們也看見學生心中另一個軟性的生涯需

求，並期待能有更有效的方式來需求化為實際作為。於是，我

們發展出現實治療取向-DOGO卡。

    為了解孩子心理面的需求，一方面協助孩子透過生涯諮詢的

過程，讓自己的生涯抉擇過程更能符應內在的需要，一方面協

助輔導老師和第一線教師的生涯諮詢之用，我們運用諮商學派

中的現實治療法為架構，發展出DOGO卡－一套合適於青少年自

我探索的生涯卡，透過卡片探索的歷程，能夠更了解自己的需

求、了解自己的作為能否對應需求、評估作為的有效性，並練

習怎麼因應需求訂定合理可行的計畫，希望學生透過這個探索

歷程，能逐步為自己的選擇負起責任。

二、Do Go Card簡介

    Dogo Card是以現實治療的理念為基礎，運用於青少年生涯規

劃的一套卡片。期待透過選擇理論的觀點，讓學生對自己現實

治療法的創辦人William Glasser在【沒有失敗的學校】中指出

「你絕對不是過去的受害者，除非你選擇如此！」在助人這條

路上，他強調「選擇理論」並指出我們所能控制的只有自己，

我們必須要負責任地做選擇。也基於他的臨床個案經驗，他認

為「在看似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仍會有某些是你選擇而來的」

！他相信個體在他的生活中，即便困境沒有改變，個人仍然能

從中找回選擇權的一種存在價值。透過「DoGo Card-謝謝你，我

正在做的事」這套卡片，我們想協助青少年帶著好奇的心情、

趣味的方式，協助他們在著手面對自己生涯規劃和選擇的過程

裡，開始對現實有所認知。除了能看清楚局面的發展，釐清內

外在資源和限制，從中體會自我的價值，透過成功經驗的累積

和自信心，創造出自己人生牌局的贏面！

    DoGoCard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五大需求卡』，目的

是幫助學生澄清在生涯中的五大需求，五大需求卡包含35張卡

牌，1. 生存 2 .愛與歸屬感 3. 權力/自我價值感的需求 4. 自由 5.

樂趣/享樂的需求，各有7張卡牌，現實治療相信人的行動都是由

需求所驅動，教師須協助學生挑選出自己目前所認為最核心的

張數，並引導學生往內探索需求的來源和協助學生將需求化為

實際行動。

    第二部分是『WDEP卡』，此部分是在需求探索之後，搭配物

件上地圖裡的步驟實施。WDED卡象徵著四個步驟和程序，從1. 

Want（你想要什麼？）出發，了解學生的五大需求和優質世界

，2. Doing（你在做什麼？）3. Evaluation（這樣做有用嗎？ 環

境和個人的資源評估）直到 4. Plan（計畫執行）。教師可參考

手冊內的引導語句，教導孩子如何做有效的計畫，以及怎麼去

實踐。

    教師們透過「五大需求卡」和「WDEP的流程」，可逐步帶著

學生建立夠簡單可行的小計畫，鼓勵孩子透過DOING的行動歷程

，產生正向的成功經驗，使用有效率的方式，負責任的滿足

自己的需求!

    我們知道，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每一個今天的積累，

都是成就明天的踏腳石，在教育之路上，師長們不但樂於給予

學生鼓勵和打氣，也可以很願意協助和支持，我們希望這套卡

片能夠協助一線教師們有方向感的協助學生了解自己心理面的

需求和驅動力，更在帶領學生的過程，以「做就對了（just do 

it!）」實踐精神，協助學生去訂定計畫，創造成功經驗，並帶

著時時感謝的精神，去感謝那個願意付諸行動的自己！

求職職能，你準備好了嗎? 

林俊宏 / 擺渡系統設計 營運長

    求職技巧在學職轉換過程中佔據關鍵地位，必定是學校在學

生初職前安排的講座或課程的單元之一。筆者經常受邀到許多

就業服務中心及大專院校進行有關求職技巧的關鍵要領講座，

希望能讓聽眾了解求職履歷及面試的致勝要領。在這類的講座

裡，總需要提醒準備求職的聽眾一些知識性的要領，如履歷照

片怎麼貼、學經歷該怎麼書寫、求職服裝如何穿著與求職提問

該如何適切的回應⋯等。接觸越多的求職者，知悉越多的求職

問題後，筆者認為求職可視為一份工作，而履歷撰寫及求職面

試，正是兩項重要的工作任務（task），要完成這兩項工作任務

，必定有其相對應的能力。能力（Ability）並不如認識保險產

品、勞動法令等知識，亦或學習如何操作Excel、PHOTOSHOP等

軟體，可在較短時間立即培養起來，而需長時間的養成。在此

筆者依據個人的想法提出求職技巧的「PRINT」結構及可能對應

之能力，提供讀者們參考，分別說明如後：

1. 表達技巧（Presentation skill）：求職技巧強調的是一種透過

文字及人際互動的自我表達歷程。在現今的求職活動裡，面

試的影響力遠比履歷更甚(因為有時透過人脈介紹，履歷便僅

求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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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參考文件)。但如果求職者不擅表達，在面試官面前無法

透過聚焦的語句、起伏的語調及肢體等技巧，流暢地體現自

己，便容易讓面試官見此狀產生月暈效應，對該求職者產

生能力不佳之負面聯想。

2. 履歷書寫（Resume writing）：求職履歷雖然與交友自介的

目的有所不同，然而在自我介紹或自傳的地方，都是為了向

閱讀者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及書寫能力，透過履歷書寫的前後

安排，更可體現出一個人對文字表達的邏輯。如果自傳內容

前後不一致或書寫邏輯不通順，將難以獲得履歷閱讀者的目

光。

3. 面試體驗（Interview experience）：由於求職市場相當激烈

，因此，每次的面試對求職者都相當重要且應慎重看待。然

而，往往有許多求職者因為經驗不足、準備不夠而在面試過

程慘遭滑鐵盧。更嚴重的是，重複幾回失敗後，這些求職者

逐漸陷入心理資本流失、自我效能低落的狀態中，更不可能

在之後的面試中有良好的表現。因此，在正式面試之前，若

能創造模擬面試情境並進行演練，在過程中提供正向且精準

的回饋，讓求職者模仿成功經驗，修正錯誤行為，將使個人

面對真實求職活動的心理能力產生促進的效果，讓求職者對

實際面試的掌握較不慌亂。

4. 職業網絡（Occupation network）：無論在履歷撰寫及面試

過程中，都需要充分掌握應徵職稱、公司的訊息，才能為履

歷文字及口語表達的內容加分。許多面試官在面試時會詢問

：「你對這份工作的內容了解多少、你為何選擇投入這產業

或公司?」等問題。對此，求職者必須運用人力銀行、網路

Google或專業職業資訊系統平台的查詢功能，充分掌握重要

的職業、產業、公司等資訊。培養求職相關資訊的查詢能力

，對求職結果將極為關鍵。

5. 求職小錦囊（Tips）：除了邏輯性的履歷撰寫及具備自信

的自我表達與應對外，履歷內容的編輯排版與美化、面試準

時報到、重視應對禮儀、穿著適切服裝等自我管理，都能在

求職者的專業競爭力之外，添加更多的求職分數，讓求職效

能從A到A+。

    從「PRINT」的五個求職技巧任務結構中，我們可以發現求職

技巧的展現必須具備口語表達、邏輯思考、文字書寫、資訊收

集整理、編輯企劃、自我管理及心理素質等能力。這些能力的

培養非一朝一夕，因此筆者建議大專生可運用在學期間，透過

參與不同活動來培養這些能力，如在專業課堂報告、社團、實

習、工讀⋯等活動中，逐漸養成履歷撰寫與面試所需運用之能

力。換言之，求職技巧可視為個人能力的一種外顯展現，短時

間的求職講座可以提供關鍵性的知識要領提醒，但核心能力仍

須提早培養，以利在求職歷程中獲得更卓越的求職績效。

本期播放：鋼琴師與她的情人 (The Piano)

黃素菲 /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My will choice my life, there is a kind of silence in the world of 

no sound.

劇情簡介

    自小就不會說話的啞女艾達（荷莉杭特,Holly Hunter飾）帶著

女兒芙羅拉(安娜派昆, Anna Paquin飾)改嫁給未曾謀面的殖民地

拓荒者史都華(山姆尼爾, Sam Neill飾)。迎娶的日子到了，艾達

的娘家把她和她的女兒連同她的嫁粧，用船載到新夫婿開墾的

島嶼的岸邊，等待史都華來迎接，史都華來岸邊接艾達母子回

夫家時，不願意搬運艾達心愛的鋼琴，並把它賣給友人班斯 (哈

維凱托, Harvey Keitel飾)。班斯是位臉上刺有紋彩的白人，他對

嬌小的艾達燃起了愛意，班斯答應還艾達鋼琴，只是她必須給

他「觸摸」來做為交換，兩人藉「上課」之名，每日會面，艾

達彈琴，班斯撫觸她的身體。原本的條件交易，最後引發情慾

的激情。二人大膽的性愛，先後被芙羅拉與史都華發現。

於是史都華十分憤怒，囚禁艾達，但仍極力想挽回妻子的心，

但艾達仍深愛班斯。史都華始終無法得到艾達的愛，最後決定

結束兩人有名無實的婚姻關係，成全艾達與班斯共度彼此恩愛

的幸福生活。

導演、編劇（澳洲 / 1993年 / 彩色 / 90分鐘）

    導演珍康萍(Jane Campion)出身於紐西蘭，以《鋼琴師和她的

情人》(The Piano)一片受到國際矚目，這部電影在國際間贏得了

超過30項大獎，包括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奧斯卡九項提名三項

獲獎（劇本（珍康萍）、女主角（荷莉航特）、女配角（安娜

派昆））。其中包括珍康萍個人榮獲的最佳劇本獎。在本國的

澳洲電影獎更是榮獲了最佳影片、導演、劇本、影帝、影后等

十一項大獎。而音樂大師 Michael Nyman 替本片譜寫的配樂也

成為樂壇經典。另外，紐約影評人協會、洛杉磯影評人協會及

澳洲影評人協會也同時頒給珍康萍最佳導演獎；美國導演協會

、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會也於同年提名珍康萍為年度最佳導演

。 

    珍康萍和她的妹妹安娜共同創作電影《聖煙烈火情》（Holy 

Smoke）的劇本。這部片由珍康萍執導、哈維凱托和凱特溫斯蕾

共同參與演出；在1996年，由珍康萍再掌導筒，妮可基曼演出

的《伴我一世情（妮可基嫚之風情萬種）》（Portrait of a lady

），在威尼斯影展放映，也獲頒了最佳電影獎。

    珍康萍大學畢業於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主修人類學，畢業

後遠赴倫敦藝術大學拿到藝術學位，爾後，又到雪梨大學主修

繪畫，從雪大畢業之後，珍康萍決定到位於澳洲的影視廣播學

校進一步深造。 

　　珍康萍首次執導的短片《橘皮內戰》（Peel）就獲得了坎城

影展的最佳短片獎，在她正式投入首部電影《甜姐妹》（

Sweetie）拍攝之前，導了非常多的得獎短片。她的劇情長片處

女作《甜妹妹》獲得澳洲影協最佳影片、導演與女主角獎，以

及法國喬治薩杜與美國獨立精神獎最佳外語片獎。 

　　接著，珍康萍在1990年拍攝的迷你影集《天使詩篇》(An 

Angel At My Table )奪得威尼斯影展評審團特別大獎，也贏得了

美國獨立精神獎，在多倫多和柏林影展都掄獎無數，同年，又

在雪梨影展囊獲了觀眾票選最佳電影獎。情色心理驚悚片《凶

線第六感》是金獎導演珍康萍年度最新力作。最新力作是《謎

湖之巔》（Top of the Lake）。

生涯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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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導讀

    本片於1993年所發行的澳洲電影，故事背景發生在1850年英

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片中大量隱喻與對比（1. 艾達vs女兒芙

羅拉 2. 班斯vs史督華 3. 原住民vs白人 4. 艾達vs女管家的女兒 

5. 艾達vs鋼琴）的手法來逐步分析其論點與辨證的過程，若姑

且不專注於其「婚外情」和「桃色交易」的部分，其議題延伸

至社會、階級、家庭與族群議題的初步討論，用更多元的角度

來關懷和省思。

    電影開場那種介身於重山與浪濤的小島登陸場面，好像劇情

就要向『史詩』格局走去，小女孩開始撒謊唬人、配上湊巧響

起的打雷聲和那一閃即過的動話，劇情又掉頭向觀眾開了個玩

笑，等不講話的女人開始一頭栽進她幽怨動聽的琴聲時，一波

波浪漫愛情感言陣陣襲來，直拉觀眾一同隨這名看來可憐可恨

的女人，跳進情慾糾葛的矛盾掙扎中。

    導演這種拿多種電影類型去『成就』一個愛情故事的拍法，

讓這部苦情篇顯得不那麼廉價，女主角荷莉杭特那種在『占有

』『割捨』『交易』間擺盪、周旋在過去（琴）與現實（人）

之間的愛情觀，也有別於一般女性電影角色神聖化的處理。也

許有人會認為珍康萍不再像以往那麼離經叛道，但也有人會說

，她是更懂得怎麼拐了個彎來作怪。

女性的婚姻與生涯

    艾達在陰霾的傍晚抵達海邊，船夫卸下所有物品後說：「

這種鬼天氣沒有人會來接你，乾脆在上船跟他回去好了」。

艾達說：「我寧可留在無人的沙灘上也不要回去那艘臭船上

」。船夫說：「你有東西可以遮蔽嗎？」意思是女人需要保

護，單獨的女人難以獨活。

    史督華是以滿頭汗水狼狽走往海邊的途中，在接近沙灘前

拿出艾達照片繼之取梳子梳頭作為出場，好一個有教養的紳

士行止，看到艾達時史督華問喬治班斯：「你覺得她如何」

，其實頗有問斤稱兩的意味，可是班斯卻以最基本的人身關

切回說：「她看起來很疲憊」。接著史督華對艾達說：「這

條路很泥濘，不好走，甚至會勾住裙子的下擺」。畫面裡一

再出現窒礙難行的泥濘與有如潛意識般深不可測的草莽叢林

，是啊！這是一條艱辛困頓的路途，艾達始終讓意志決定自

己的一生。

    當班斯決定以一塊溪邊的地跟史督華（鋼琴是屬於艾達的

，為何是跟史督華交易？）交換鋼琴，史督華大樂，可是艾

達覺得班斯是個粗魯的莽漢，她不准他去碰她的鋼琴。艾達

的丈夫，史都華，其實是把艾達當成某種屬於他財產（父權

體制的表徵），艾達的父親不也是如此看待女兒，造就了一

樁婚前互不認識的婚姻嗎？史督華以一個「丈夫」對「妻子

」的角色說：「你不能自我中心，現在我們是一家人，你也

得做點犧牲。」女人做為丈夫的妻子，丈夫有權力去支配妻

子的財產。在班斯想把琴還給艾達時，史督華憂慮的是班斯

想取消交易拿回土地，信誓旦旦的說一定會要求艾達把鋼琴

譜寫出來，保證教會班斯彈琴，就怕班斯反悔不給土地了。

女人以沉默「不發聲」（voiceless）抗拒伊底帕斯情節

    片中，謎一般沒有來源最後葬於大海的鋼琴、與艾達、芙

蘿拉形成「三位一體」的狀態。艾達的失語，隱喻著未順利

解除的伊底帕斯情結，心靈展現沒有順利發展出表徵的問題

，退回主體不明確的母子（女）融合狀態。對艾達而言，鋼

琴就如同他的母親一般，讓她依戀。艾達的鋼琴、沉默、手

語，都是外在世界所不喜不解的，但藉由善語的芙羅拉看似

「固若金湯的三位一體」與外界有了聯繫，也讓社會文化中

交換財物、女人體系、生活禮儀、角色模組等進入了她們的

生活，進而使「女性三位一體的」的內在聯結產生致命的斷

裂。芙羅拉和艾達在裙子所搭的帳棚（象徵子宮）裡依偎著

，她們處於前伊底帕斯期母女共生在同一個「母體」裡，芙

羅拉表現出類戀母情節，幾乎可以代替艾達對外「發聲」。

剛開始芙羅拉說：「我不叫他爸爸，我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

    然後她編派了一個「父親的故事」：「我的生父是一個德

國的音樂家，他們在盧森堡相遇，他們在一座森林裡唱歌，

笓里牛斯山，還有仙女在旁，一直到意外發生。 在一場大雷

雨中，閃電擊中我的父親，父親被火燃燒，我媽媽從此不在

開口說話。」佛洛伊德的著名個案「朵拉」夢見房子失火了

，母親卻要衝進房間救回她的珠寶盒，在朵拉夢中著火的是

母親。在朵拉的案例中出軌的是父親，燃燒的是母親，在本

片中導演讓芙蘿拉說的故事中，出軌的是母親，燃燒的是父

親。幾乎可以窺見珍．康萍挑戰佛洛伊德的企圖：女人並不

像男人經歷相同的伊底帕斯情節與閹割焦慮，女人以沉默「

不發聲」（voiceless）抗拒伊底帕斯情節。（參看：不同的

聲音－心理學理論與女性的發展，Carol Gilligan著，王雅各

譯） 

閹割與去勢

    鋼琴到了喬治班斯的房裡，艾達著急著想去看的琴，芙羅

拉替艾達發聲：「我媽媽無法忍受鋼琴走音，要我來試音，

希望你已經調過音了」艾達說要聽聽班斯彈的怎樣，班斯說

：「我不會彈，我只想先聽」芙羅拉立刻說：「光聽不練是

沒有用的」這之前芙蘿拉仍是認同母親，與母親同調。但是

芙羅拉在被艾達拒於門外無法跟進時，開始認同父親（或與

父權有關的種種），她以棍著戳狗罵到：「你是壞狗，我要

處罰你」象徵社會中的規範：你不乖不聽話！我要把你變酸

變臭！後來又抱著小狗佛林說：「可憐的佛林，我來保護你

，在我身邊就沒事」，意味著：你只要乖乖聽話，我就會疼

愛你保護你。芙蘿拉的角色轉變是值得注意的，最初她只是

單純的替母親向外界傳達心理意思，但芙蘿拉扮演「仲介」

角色的過程，在與外界的交換往來之中，不僅「說」也「吃

」起話來了。本來她也如艾達一樣，對外界充滿敵意與抗拒

，但好說話的她在對外界表達敵意時也同時吞進去對方的話

語和價值。而跟繼父史都華，也是由敵意轉向認同。其中的

關鍵，是在繼父對他下達禁欲命令的時刻。這種性禁制令的

執行，形成女孩的閹割情節，自此女孩開始成為我們所熟悉

的「有婦德的女人」。艾達跟芙蘿拉關係生變一方面因此，

另一原因則是艾達愛上班斯而對芙蘿拉造成的排斥，使得三

位一體的連結產生斷裂。

    毛利人因為好奇，很直接地掀艾達的裙子，學艾達比手語

，拉圍巾披在自己身上，像是給艾達一面鏡子得以自我觀照

，映照出艾達的前伊底帕斯情節狀態的「不入世」。但是毛

利人本身也是不受父權體制規範而「無伊底帕斯情節」，當

芙羅拉被史督華交代將手指交給班斯，嚇斥道：「⋯我會一

根接著一根再接著一根砍下來」，芙蘿拉拿著艾達被剁下的

手指給班斯，而班斯（畢竟是個第三者的焦慮男人）又抓著

她盤問時，芙羅拉嚇得幾乎歇斯底里，這時毛利女人像大地

之母（非父權的）般地說：「她只是個小女孩」，反而最能

直接觸及柔軟的心靈角落。這女人最後是唱著歌送走她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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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如此自然、順意，絲毫沒有被父權宰制的執著與失落

。

「凝視」使得被「凝視」者因而具有存在的位置

    艾達拜託班斯帶她去海邊，班斯推說：「我不能帶你去，

我沒有時間，我很忙」，可是班斯卻在海邊等候陪伴聆聽艾

達彈琴(聲音) 從白天到天黑，口語上是冷漠與拒絕，行動上

卻是接納與理解。班斯說一回換一個琴鍵，艾達討價還價說

以黑琴鍵來算，班斯同意達成協議，班斯「看著」艾達彈琴

，要求艾達把裙拉高，「看」艾達的腳，腳上襪子的破洞，

要求艾達把上一脫掉要「看」手臂，艾達不忘交易，以五支

琴鍵計算，艾達「問」要彈什麼？班斯說：「做你想做的，

彈你想彈的」，最後是以10個琴鍵交換脫衣裸裎相向。班斯

最後決定把琴還給艾達說：「再這樣下去你會變成妓女，而

我也不好受，我要你在乎我。」這時班斯顯現出對艾達身體

的欲望，可是又十分自覺要尊重艾達與自重，否則只是沒有

愛情的肉體交易。如果班斯（男人）只做陽剛男人在父權的

庇蔭下，不去尊重（陰性的愛）艾達（女人）就不會有矛盾

與掙扎了。

    班斯，他跟艾達透過鋼琴的牽引而相愛，班斯隱喻著所謂

「想像的父親」是父和母、男和女的聚合體，不是嚴酷而是

活生生的慈愛父親。琴回來艾達身邊了，艾達卻不想彈琴。

鏡頭近距離放大艾達的髮髻、鏡頭再拉遠到森林，啊！這是

一段泥濘難走的路啊！艾達得讓意志決定自己的一生。

    艾達一彈琴就回頭尋找「看她」的眼睛，不被「凝視」的

艾達，是「失聲」的艾達，艾達終於回去面對「凝視」著她

，使她因之「存在」的眼睛。「凝視」是一種投入，是一種

在乎，是一種關注，使得被「凝視」者因而具有存在的位置

。而我們要問的是：他不看「她」時她在嗎？

    史督華在目睹艾達跟班斯的姦情，第二天艾達又要去尋找

班斯，被史督華逮個正著。史督華幾乎是要強暴艾達，同時

聽見芙羅拉大叫：「媽媽，他們在玩你的鋼琴」，意味著：

有人闖入，侵犯我（鋼琴），前伊底帕斯情節崩解的徵兆。

史督華將門窗釘死，芙羅拉還當幫手說：「還有這裡，爸爸

」，芙羅拉拋棄「母親」轉而認同具有權力的「父親」，也

開口叫史都華爸爸，記得剛開始芙蘿拉說她是不會叫他爸爸

的！至此鋼琴、與艾達、芙蘿拉形成「三位一體」的狀態告

終。

    艾達被關攬鏡自照，想找回被「凝視」的自我，這時艾達

發展出「自戀」，艾達在夜晚情慾甦醒，去撫觸史督華，但

卻不讓史督華碰她，她想確定她看史督華時，史督華會有一

樣的被「凝視」（自戀）的感覺嗎？可是史督華說的卻是：

「Why can’t I touch, do you like me?」為什麼是說：「你喜

歡我嗎？」而不是「我喜歡你！」拆掉門板時他還是說：「

也許，過一段時間之後，你會喜歡我」，史督華在父權位置

沒有發展出自己對艾達的情感（而是掌控），只等著接收艾

達的愛。班斯對艾達而言是一個來自母親的愛而且不跟小孩

連體的「想像的父親」，讓艾達甘願脫離還不會說話的前伊

底帕斯期母女共生狀態，而一步步開始學說話並進入社會。

    艾達要芙羅拉拿琴鍵去給班斯時，芙羅拉帶著翅膀在幫洋

娃娃洗衣服，一面玩家家酒一面像個「媽媽」自言自語：「

洗好了就幫你穿回去」、「我才不管你冷不冷」。芙羅拉在

「父親」的位置，所以不想替艾達傳訊給班斯，她說：「no, 

we are not suppose to see him」，所以芙羅拉轉了個彎，將

琴鍵送去給山上砍材的史督華。史督華盛怒之下，拿著斧頭

抓住艾達，怒言：「你別逼我傷害你，你讓我生氣，我很想

愛你，我只是剪斷你的翅膀」（去勢、閹割）。

情慾的兩種思維

    在這裡我要引介兩種看待情慾的角度，其中之一是性別解

放的角度，再者是容格學派的角度。這兩種角度其實可以互

相滋養，讓我們對情慾解放有更為豐富、深刻的看法。希望

藉此能對於何以班斯對艾達身體的凝視和勾引，會引發艾達

從不發聲的世界開始喃喃自語。

一、性別解放的角度

1. 女人不由自主的身體

    在一場研討會中，曾經著作《裙子底下的劇場》的日本

社會學家兼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曾舉例說，早期日本還

有女性在火災時因為羞於讓自己的內褲讓別人看到，而不

敢爬下救生梯。這實在是一種女性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

的表現。張小虹也分析，在反核遊行時，民眾把女性內褲

掛在中正紀念堂上，作為公開羞辱權威的手段。其實，這

種現象也反應出社會大眾認為女人的身體是污穢不潔、不

登大雅之堂的。以上例證都反映了父權社會是如何建構女

性對自己身體的負面意象，而這種自我認知當然離所謂的

身體自主權還有一大段距離。

    除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負面意象之外，女性身體所承受

的桎梏也是情欲解放的一大阻礙。在《豪爽女人》中，何

春蕤提出的「賺賠邏輯」便以身體的觀看與被觀看，來說

明男女兩性身體被制約的現象。此一邏輯中有以下幾種前

提：「前提一、不管進行觀看的主體是男是女，值得被看

的永遠是女體。前提二、女體上值得看的只有那三點，其

中又以最後一點最難得。前提三、男人看到女體是賺，如

果自己的身體被女人看到也是賺。前提四、女人的身體被

看到是賠，如果自己看到男體也是賠。這個邏輯的基本精

神在於：男人無論如何都賺，女人無論如何都賠。換句話

說，情欲的流動其實是男強女弱、男進女退、男爽女虧的

不平等權力關係所滲透⋯⋯。」這一種意識型態明顯地讓

女性在情欲中的身體陷於進退維谷的處境，不僅男人的情

欲流動會形成她的困擾，就連她自己的情欲流動也要小心

看管好，免得身敗名裂、賠個徹底。

2. 情欲之為用

    美國黑人女性主義作家兼詩人奧菊‧羅德（Audre Lorde

），在一篇感人的論文《情欲之為用》中指出：「男性不

斷地要女性在生活中抗拒情欲，造成女性不相信從自己最

深沉以及非理性的知識所衍生的力量。」這一種現象的後

果是，女性不僅不敢探索自己的情欲，甚至於對於情欲有

負向的觀感，也因此失去了豐富生命的寶藏。羅德接著說

：「情欲不僅僅關乎我們做什麼，它更關乎我們在做什麼

時，如何深刻與完整地感受到什麼。一但享受到那一種滿

足感與成就感，就可以觀察在生活中，哪一些東西可以帶

領我們更接近那一個境界。⋯⋯情欲的希臘字是eros，自

古指的便是實現愛情、實現創造性力量以及協調融洽的意

思。」羅德認為：「談情欲當然應該包括女性，情欲是對

女性生命的一種肯定，一種賦予力量的創造性能源，一種

表現在語言、歷史、舞蹈、愛情、工作以及生活中重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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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知識以及實踐。」

    因此，要是廣義地來定義情慾，我們可以說那是一種官

能的自我悅納與開展。當然我們可以把情慾的精神運用到

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讓生活變得更豐富多彩、更富於創

意、更有力量。因此，正視情欲的力量，便是正視自己身

體以及精神的主體性。正視情慾的女性也因此往往能從身

體啟動心靈的力量。

二、容格學派的角度

    從以上「情欲之為用」的角度來看待情欲，其實已經很接

近容格學派的觀點了。容格學派關注的是心靈深處的幽微山

水，與女性主義者所關注的性別政治相比較，正好是內外兼

顧的兩種觀點。由於容格學派博大精深，涉及到諸多學門（

比方：心理分析、人類學、歷史與神學等等），在此僅就它

在情欲上的觀點做一個簡要的介紹，對此學派有興趣的讀者

可以在延伸閱讀所介紹的書目中深入了解。

1. anima 與 animus

    容格學派的第一個情欲的觀點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陰陽合體的；用容格的話來說，也就是每一個男人心中都

存在著一個女性的靈魂（anima），而每一個女人心中也

都存在著一個男性的靈魂（animus）。而情欲的產生，在

某種程度上便是這一個內在的異性形象投射到外在的客體

所致，所以，情欲的過程，也就是人追求內在陰陽合一的

心理動力。當然容格的這一種論述，某種程度上會被指責

為性別刻板以及異性戀主義。但我們如果不過度陷入他所

說的男人與女人的窠臼之中，而把他說的男人與女人當成

陽剛與陰柔的一種心理意象，如此一來，便可以適用於所

有的性別族群了。

2. 以原型意象進行心靈深化

    容格學派重視的是心靈的鍊金術，而進行心靈鍊金術最

好的素材便是人類自古以來累積至今共通的心靈財富－「

集體無意識」。集體無意識的領地中存在著許多原型意象

，它們均是我們人類自古至今所經歷的許許多多心理處境

的典型象徵。透過對它們的辨識，觀察它們在心靈中所激

起的作用，我們可以進入這一片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之中

來汲取寶藏。

    要了解如何把容格學派的概念應用在對情欲的看法，以

及如何使用原型意象對情欲進行心靈深化的鍊金術，在此

我推薦湯瑪斯摩爾的兩本譯著《隨心所欲》（Care of the 

Soul，智庫文化）以及《心靈風情畫》（Soulmates，智庫

文化）。作者以優美的文筆以及平易近人的舉例，把原型

轉化心靈的概念說得絲絲入扣。以「性與想像力」這一章

為例，湯瑪斯摩爾把性衝動視為生命中的奧秘，以及心靈

渴望表達自身的一種現象。他不贊成不假思索的性解放、

性的道德主義，或者是科學光環式的性教育，而是要我們

運用想像力，謹慎地去回應心靈渴望表達自我的訊息。在

這一章中，湯瑪斯摩爾以諸多希臘神祇來說明這種豐富的

想像力而且謹慎的回應，闡述原型對於心靈的深化。

    以阿芙蘿黛（也就是維納斯）這一小節為例，湯瑪斯摩

爾如是地描寫著：「很明顯地，阿芙蘿黛是性的女神，特

別她有許多吸引、媚惑男人的元素。⋯⋯阿芙蘿黛不只被

視為人類的愛情與美色的女神，也被奉為大自然誘惑與吸

引力的女神。當我們被一朵花的香味吸引或者是渴望觀看

夕陽之美時，其實就是受這一個誘人女神的魅力所吸引。

在這種時刻，也許我們可以想想，個人的性以及更廣義的

性之間的關係。當性的意念刺激我們去建立新的關係、經

歷新的經驗時，也許我們向這些意念致敬的方式不是建立

新的人際關係，而是把性更廣泛地運用在人生裡。我們可

以在每天的每一分、每一秒中都過得更富於情趣，重視深

沉的喜悅、美貌、肉體、搭配裝備、質感、色彩。這些我

們通常認為是次要或瑣碎的東西，對阿芙蘿黛的感受力卻

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我們認真關注。⋯⋯想像五彩繽紛、

長了四支獸足的電腦終端機吧。如果妳/你實在無法想像，

那麼就該知道今天我們眼前這一個箱型機器，跟昔日那一

種充滿生氣、扣人心弦、意象飽滿的器具相去有多遠了。

只要阿芙蘿黛在日常生活中被喚起，人生就有了性靈。」

體會到生命的流通，進入大體同悲

    最後，讓我們離開「精神分析」進入「靈性世界」（

sprituality），有如艾琳娜羅斯福說的：「除非你同意，沒有

人可以讓你生氣」，其實艾達只是追求所愛，並沒有要「逼

」史都華生氣，是史都華因為得不到艾達的愛，而失落故而

生氣，史都華陷在狹隘的自我中心，沒有能力負自己情緒的

責任。劇終史督華去找班斯，跟班斯說：「you are nothing」

、「我知道你怕我，我憎恨你這張臉」、「Do you ever hear 

her voicees?」、她的雙唇緊閉，但是我聽到她的腦子裡的聲

音跟我說話，她說：「 I have to go, let me go, let Bens take 

me go！」這是史督華生命中最美麗的姿態。他放手、沒有

自我、沒有角色、沒有綱常等等的拘限，進入人的終極處境

，展現作為人的尊嚴，他捨棄卻得到自尊，他似乎獨白著：

「我心碎了！我了解到即使我再切斷你更多手指，也改變不

了你愛的不是我而是別人的事實。」於是他正視艾達與班斯

的愛，體會到生命的流通，進入大體同悲的境界。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涯輔導工作簡介

王靜瑛 /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研發處就輔組長

背景與動機

    我國行政院主計處2014年統計調查資料也顯示：全體平均失業率

為3.96%，而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失業率則為4.35%，居各教育

人的處境

（尊嚴）

倫理（綱常）

人際禮儀、家規、校規等

角色（權力）－史督華對艾達說：

「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你也要有所犧牲」

自我（意識）－史督華對艾達說：

      「你為什麼要讓我傷害你，你讓我生氣」

生命

（大體同悲）
班斯對艾達說：「我為慾望所

糾纏，我希望你愛我，你若對

我沒感覺請走!離開! 出去! 」

她的雙唇緊閉，但是我聽到她的腦子裡

的聲音跟我說話，她說: 「 I have to go, 

let me go, let Bens take me go」

生涯前哨站
(專欄協同編輯：吳淑禎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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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冠，且較多數為剛畢業的年輕學子。在年齡組別方面，以

15~24歲年齡者失業率12.63%居全國最高。青輔會2011年就業力報

告中指出，大專畢業生所應具備在20項評比的核心就業力中，包括

有良好的工作態度、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以及穩定性、抗壓性等企

業重視的軟實力明顯不足。

    青輔會2011年就業力調查，有45.8%的在校生及44.1%的畢業生

表示，如果可以重來不會選擇原科系就讀；「學非所用」的情況也

相當普遍，多數學生不清楚自己職涯，也鮮少及早規劃，為進入職

場做準備。2008年天下雜誌調查也指出，有近九成大學生對未來

感到焦慮，有五成大學生認為自己還沒做好就準備。

    然而就大學生而言，求學階段是個人生涯發展之探索期，也是決

定個人未來職涯方向之重大關鍵階段。現今的大學生未來進入職場

所要面對的全球性國際競爭與產業結構瞬息萬變的職場環境之挑戰

，學生必須確認自己的職涯方向，規劃自己的學習路進。期許畢業

前具備一組核心就業力以滿足新經濟的要求，也才能在未來的生涯

職場上順利發展。

本校生涯輔導工作介紹

    教育部青發署103年辦理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單位現況與需求研究

案，發現職輔單位人員兼任、異動情形多且不足；職涯資源缺乏整

合與連結，是為業務推動困難之兩大原因。本校行政單位秉持教育

部青發署104年工作重點即為鼓勵教師與生涯輔導人員於校內課程

或活動推動生涯輔導工作、鼓勵各校全校動員，各單位合作整合校

內外資源推動生涯輔導工作，以強化生涯輔導效能。以下就本校與

生涯輔導工作相關之單位說明：

教務處─

(一) 選課地圖（課程地圖）由全校統籌規劃建置─

1. 由各系所完成學生選課地圖，全校統籌規劃建置課程、指

標、職涯、證照與專長間的互相對應地圖，作為學生線上修

業選課的導航GPS，亦可提供教師協助學生職涯探索及生涯

規劃之重要系統工具。

2. 整合各學院資源開設跨領域學位學程，以增加同學選課讀

的彈性。

3. 除了導師，系上職輔老師，還可透過選課種子小老師輔導

機制，提供學生選課、轉學、轉系之諮詢與統整。

 (二) 發展學生核心能力指標，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最大化

 (三) 訂定畢業基本能力相關規定與辦法

1. 在檢定辦法訂有輔導措施與相對應之獎勵措施、未通過之

輔導辦法及替代機制。

2. 結合教師線上服務系統功能，導師可隨時掌握與督導。

3. 於數位學習平台建置各項檢測題庫等。

 (四) 培養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以利提升就業競爭力。

1. 各系均開有適當必修或加開選修課程，利於同學考取相關

證照。

2. 為提高學生考取率，各系加開考前特別輔導班。

3. 運用本校數位學習平台建置題庫，包括國考題庫，供學生

隨時練習。

4. 以大會考及競賽活動激勵學生考照士氣。

教發中心─

  1. 執行本校教卓計畫之整合與管考工作

  2. 執行教育部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

  3. 申請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辦法

  4. 本校教學助理制度之執行

學務處─

1. 整合全校學生學習歷程系統，包含教務處選課、成績等，學

務處參與社團、服務學習、校內外各項活動等)、以及學生輔導(

包含預警作業與職涯發展輔導等)系統，配合納入導師關懷系統

，建置成為雙向輔導關懷網絡。

2. 學輔中心聘請多位心理師，推動新生定向輔導，舉辦系列生

涯班級輔導、電影賞析與小團體等各項活動，協助學生了解生

涯興趣，解決心中疑惑。

3. 學生課外活動包含有社團、志工團隊、社區或公民服務以及

服務學習等，學生藉由做中學，培養學生的品德教育與服務教

育。

4. 公告專任教師留校時間表、辦理創意師生coffee talk、師生Tea 

talk 午后時光、師生popcorn talk系列活動，提升老師與學生的互

動，增加學生求助的機會。

整體而言，學務處規劃學生學習輔導課程與活動，並搭配有導

師服務專區、生活服務學習專區、學生線上服務專區等完整系

統配套，經由「教師帶領」、「同儕激勵」，營造出具有自動

自發、互助合作、激勵、自律與健全性之學習氛圍，激發學生

「主動學習」、「快樂成長」之動機與意願。讓學生在潛移默

化中養成認真、負責、積極、勤勞等敬業態度，以為將來就業

競爭力之儲備。

研究發展處─

    除了執行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補助申

請外，更制定了鼓勵學生參與競賽之〈辦理競賽獎勵實施要點

〉、與〈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等辦法，無非就是要鼓勵學生

有更多的學習體驗，充實自己。

    本校就輔組隸屬於研發處，本組視職涯輔導工作為重要任務

之一，即是協助學生完成學習規劃、確認職涯方向，以培養學

生核心就業競爭能力為最終目標，期使學生找到適合、理想的

工作，發揮所長。此外，為了發揮職輔、就業最高功效，輔導

系統的建制、培訓教師輔導知能與就業回饋機制等工作，均為

就業輔導的重要作業項目。

一、系統說明

(一) 全校學生輔導系統，係整合學務處、教務處等各處室，運

用學校資訊系統入口，進行選課輔導、生活適應、職涯探

索、生涯規劃等面向的學生輔導系統。

(二) 職涯發展輔導系統，包含有職場文章、工作機會與好站連

結等功能。更可提供學生申請職涯輔導，可經由導師、職

輔老師、系主任或就業輔導組，協助學生解答疑惑並擬定

自我學習方向，針對能力缺口進行學習，以具備正確的職

場職能，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

(三)  就輔組運用教育部UCAN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辦理共通職

能檢測推廣活動，協助學生了解並著手訓練應該具備的就

業競爭力，儲備好進入職場的準備工作與能力。

二、職輔教師培訓

(一) 各科系設有職涯輔導教師1－2名，協助學生職涯發展輔導

工作。

(二) 每年辦理【教師職涯輔導知能研習】，提供老師諮詢輔導

技巧、產業趨勢與面試技巧等輔導知能。

(三)  自102年起更舉辦【cpas 職涯諮詢師培訓活動】，共17人

參與初階培訓、13人參與進階培訓，完成資格認證共有

11位輔導老師，期許發揮教師職涯輔導的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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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涯與就業輔導執行內容

(一) 編製【職場達人工具書】，作為職涯規劃與職前準備之參

考。

(二) 舉辦【職涯讀書會】活動，協請導師利用職場達人工具書

，引導學生了解職涯規劃之重要性。

(三) 舉辦【職涯心得徵文比賽】，了解同學對於自身職涯的認

知。

(四)   舉辦【職涯探索】活動，同學藉由UCAN平台說明會CPAS

職業適性等測驗，了解自我。

(五) 舉辦【職涯定錨】活動，藉由團體解析與個別諮詢，幫助

學生確認職涯方向，解決心中疑惑，完成學習規劃書。

(六) 舉辦【職涯相關講座】，如產業趨勢、學長姐經驗分享等

，協助同學了解職場環境 ，修正職涯方向之參考。

(七) 舉辦【企業參訪活動】，提供學生了解未來職場環境，提

早規劃因應的準備工作。

(八) 舉辦【職前準備講座】活動，如履歷撰寫、面試技巧、自

我行銷術等，協助同學爭取邁入職場的第一步。

(九) 舉辦【校園徵才活動】，提供雇主與學生近距離接觸的平

台，減少雙方交通往返時間，以提高學生就業率。

四、就業回饋機制

(一) 根據本校【就業輔導作業要點】執行畢業生流向追蹤作業

。運用已建置「畢業生流向系統」，定期追蹤畢業生動向

、畢業後一年與三年之畢業流向，與就業滿意度之調查。

並將系統資料回饋至教學及課程改善之參考，以提供教

師輔導在校學生之選課、學習及職涯規劃之參考。

(二) 各科系針對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於課程委員會、教

學研討會會議提出檢討改善，例如：加強實務訓練課程；

檢討調整教學內容，加強外語學習；加強輔導職涯規劃，

安排接受個別諮商。

(三) 就輔組藉由調查資料，調整各項職涯輔導與職前準備活動

內容，以協助在校生做好進入職場的心理建設與職場認知

。

(四)   藉由系統公告、以E-mail或簡訊通知待業畢業生前來參加

徵才活動，協助找到理想工作。

(五) 藉由畢業生流向追蹤，不定期於系統公告產業趨勢、就業

相關的訊息以服務校友，期待所有畢業生可以在職場發揮

所長、穩定就業。同時可提供在校生，提早認識職場環境

與趨勢，做好未來就業之相關準備。 

    以下摘自本校榮獲教育部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與生涯/職涯相

關之主軸計畫簡介說明如下，即可了解本校相對於學生生涯/職

涯工作之全貌。

D 主軸計畫-適性輔導，多元發展（Developing）

旨在創新導師輔導機制，推動專、職雙導師暨三角預警輔導

制度，就業力導向學習歷程檔案輔導。推動新生定向輔導及

課外學習社群、延伸學習助理課業輔導。推動正向心理與品

格輔導，包含建置諮商輔導與線上施測系統，辦理正向心理

及品格學生輔導活動、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以促進學生核

心就業力的多元發展。

I 主軸計畫-產業為本，課程精進（Improving）

旨在推動系科產業導向課程發展，包含課程產業認可制度、產

業微旅行課程。強化實作實習課程，如推動業師協同教學制度

、準就業實習制度。活化務實通識課程，如實施探索式

創意多元英文課程、提升全方位職場中文力。

C 主軸計畫-專業創價，職涯引導（Conducting）

旨在推動四創輔導，辦理專業價值型證照。推動全方位職涯

輔導機制，建立主動媒合就業機制。獎勵補助學生境外見習

實習及移地學習，辦理境外就業能力培訓，拓展國際視野及

移動力，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A 主軸計畫-成效評估，品質保證（Assuring）

旨在發展完善三級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擴建學生學習成

效資料庫，運用校務研究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結果，作為

調整學校特色發展及系科課程教學之依據。推動學生核心就

業力評估，並回饋課程與教學改善。落實教學卓越計畫績效

管考，辦理自我評鑑及回饋改善，並舉辦計畫成果觀摩，促

進跨校資源共享及典範轉移。

    本校本期計畫以「培育最具就業競爭力的醫事健康專業人才

」為第一目標，秉持「教學品質深化」和「學習成效保證」兩

大核心理念，希冀本校成為「台灣最好的醫事大學」。並發揮

技職教育「務實致用」、「學用合一」的教育理念，培育學生

能夠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將學校所學與產業實務做無縫接軌

，再藉由職場實習應用反饋促進學習，達到學用相長、提升學

生就業競爭力之目標。

無法停止的執著—強迫症（上）

宋珮綺 /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輔導教師

壹、前言

    在筆者服務過的學校曾遇到過強迫症的學生，因為強迫症的

影響，學生在學習與人際上遇到一些困擾，在當時因對強迫症

不瞭解，而不知如何有效提供協助，在陪伴過程中發現，很多

人其實受強迫行為之苦，例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會因

為不放心而有一再檢查的行為，例如瓦斯或大門已關了，但仍

會再檢查一次，以確定是否真的關好，如果沒有關好將會有不

好的災難發生。另外也有一些儀式化的行為，例如結婚時新娘

子要撐傘、牙齒掉了要丟屋頂或床下，七月半要拜好兄弟等，

這些儀式化行為大部分的人都會遵守，為求心安，但是如果這

樣的行為變成是無法控制的行為，一再重複，每天耗時一個小

時以上，造成生活上或工作上的困擾，那就有可能是強迫症的

徵兆了。

    在古希臘神話中有一位悲劇人物薛西弗斯，因為被諸神詛咒

，在地獄中不斷地推著巨石上山，然後再讓巨石從山上滾下，

這種無力改變卻週而復始的動作，是最痛苦的刑罰！而在我們

社會的角落中卻存在著無數個薛西弗斯，他們每天要受著反覆

的行為或想法無盡的折磨。這樣重複不斷的想法或行為正是「

強迫症」患者的典型症狀。一般我們也會有輕微而短暫的強迫

症狀，但卻不會一再重複無法停止，而強迫症患者他們卻會陷

入一種無意義、且令人沮喪的重複想法與行為當中。強迫症的

表現可以自輕微到嚴重，但是假使症狀嚴重而不治療，就可能

會影響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或學校表現，甚至日常生活。

生涯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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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強迫症

      強迫性精神官能症簡稱「強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從英文字義來看，是過度極度強迫的症狀的意思，

有的書籍稱作強迫性疾患，依據林家興教授針對精神疾病診斷

名稱翻譯問題中建議的譯名，本文採用強迫症作為本文的統一

名稱。強迫症是焦慮性疾患中的一種，罹患強迫症的人會陷入

一種反覆而持續的思想、衝動、影像或行為，這種持續的部分

會重複發生，無法控制，患者會因此覺得難受，但卻無法擺脫

它。在以前，醫生會認為強迫症是一種少見的疾病，可能只有

少數人有這樣的狀況，這可能都被低估，因為患者通常會隱暪

病情而沒有尋求治療，或者並不知道這就是強迫症的症狀。

一、定義與特點

    所謂強迫症乃是病患會有一些不安的強迫性思想、衝動或

行為，這會讓病患覺得十分難受，雖然病患本身知道不必要

的，或並不希望去想或去做，但仍無法控制的一再重複這樣

的強迫思想（obsessional idea）或強迫行為(compulsive 

behavior)，這些衝動也會一直回到患者自己的腦海裡來。強

迫症的病患通常有幾個特徵：強迫思想、衝動或行為，並非

自己所願，但卻無法控制或去除；病患知道自己有這種症狀

，具有「病識感」(insight)；病患會嘗試著用一些方法，去

抵抗這種強迫思想或行為；但因為症狀內容常具有破壞性，

會引起個人的焦慮或恐懼，病患為了消除或減輕此種焦慮而

產生了一些強制或儀式化的行為。

二、症狀與表現

    強迫症的症狀從輕微到嚴重都有，嚴重的甚至會影響到個

人的生活與工作。半數以上的強迫症患者在二十歲以前就會

出現強迫症狀，大多數的症狀是緩慢進行的，強迫症的症狀

通常有：

    強迫思想：包括有疑問、意念、衝動、懼怕或影像，例如

關好瓦斯之後，會反覆想關好了沒有，腦海會經常重複出現

重新開始的字眼，也有的病患會不斷想到家人會遭遇災禍死

亡而感到害怕，這些想法會一次又一次地進入病人的思緒中

，這類的強迫思想通常具有恐怖事件的想像，有的書中稱為

「強迫的恐怖意象」，意思就是表示常常想著恐怖的事件即

將發生，而且這樣的想像通常過於誇大，患者通常會試著去

抵抗上述的意念，惟大部分不會成功。這些事件都是病患自

己的想像，與事實不符，但是卻威脅著病患，造成心理極大

的不安全感。這樣的強迫思考通常是不斷插進來的念頭，無

法控制。

【案例】

       林同學，高二學生，一個月前和媽媽吵架後不久，在

吃飯時不小心打破飯碗，當被要求收拾碎片時，腦海中突然

浮現一個想法，打破飯碗的碎片會不會跑進媽媽的飯碗裡，

媽媽吃進去之後就會死掉，她一直想趕快把這個可怕的念頭

忘掉，但這個想法卻一直重複出現在她的腦海裡，揮之不去

，讓他感到十分恐懼。（本案例已改寫）

      上述的案例中林同學，就具有強迫症中「強迫思想」的

症狀，這種想法會一直出現在腦海中，揮之不去，造成病患

心中很大的壓力。

強迫行為：這些強迫性的行為會暫時減緩病人的焦慮感，強

迫行為有以下四種分類：

1. 強迫洗滌：常見有強迫洗手、洗衣等。如有位醫院掛號員

，她認為接觸一些腫瘤病人的門診卡就會“傳染”到腫瘤

，如果她的手再接觸到家門把手，則認為會間接傳染給自

己家人。於是每次下班回家總是喊家人開門，她則高舉雙

手進入，然後反覆洗手，內、外衣服全部換洗，直到深更

半夜才吃點東西就寢。

2. 強迫檢查：患者為減輕強迫懷疑引起的焦慮不安而採取的

措施，如出門時反覆檢查門窗是口關好，寄信時反復檢查

信中的內容，看是否寫錯了字等等。例如電影「愛在心裡

口難開」（As good as it gets ）中患有強迫症的男主角

，他每次進入家門後都要將門重複上鎖七次，才能安心，

而且次數絕不能少。有一個個案，他害怕他在房間的舉動

會被外面的人發現，所以進入房間一定要重複將門鎖五次

，窗簾拉了五次，並重複檢查有沒有漏洞。

3. 強迫性儀式動作：患者做一些具有象徵福禍凶吉的固定動

作，試圖以此來減輕或防止強迫觀念所引起的焦慮不安，

如以手拍胸部，表示可以逢凶化吉等。另外，為了確保自

己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沒有出軌或犯錯，強迫症病患的一

個特徵就是強迫儀式（compulsive rituals）。

4. 強迫計數：患者見到某些具體物件（如電杆、臺階、汽車

、牌照等）時，不能克制地計數，如不計數，患者就會感

到焦慮不安。 

5. 強迫性緩慢：因為不斷地重覆思考，所以廣泛性的動作緩

慢。

        患者的症狀內容可能只有一、二種，也可能多種並存

，出現在兒童、青少年期的強迫症狀與出現在成人的症狀有

些不同，兒童較不會察覺出這些想法或行為是不合理的，也

比較不會去對抗他，多半會去順應他，嚴重的甚至會要求家

人要依他的要求做同樣的動作或儀式，若家人不聽還會發脾

氣甚至攻擊家人。因此，父母若發現孩子有以上的特殊狀況

，應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案例】

    小芬，三個月前，不曉得為什麼突然覺得廁所好髒好髒，

只要上過廁所就一定要用清水、肥皂洗上數十遍，後來變本

加厲，只要與馬桶接觸過的地方，都得清洗，包括自己的屁

股、大腿、雙手，上廁所的時間也由原來的十分鐘變成一個

小時，現在每上一次廁所都得洗一次澡，不然會難過的受不

了，縱使手都紅腫脫皮，卻仍無法停止，小芬知道這是不理

智的，但卻無法控制。（本案例已改寫）

    上述的案例小芬，就具有強迫症中「強迫行為」的症狀，

因為覺得髒，所以會不斷用清洗的方式來降低自己的焦慮。

三、流行率

    依據游恆山和謝麗紅的資料，強迫症的流行率約為2.5﹪

，男性和女性的流行率一樣；DSM-IV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

（民90）中提到社區取樣研究估計強迫症的終生盛行率為

2.5﹪，而一年期的盛行率為1.5﹪－2.1﹪，初次發病年齡男

性比女性早，男性在6-15歲而女性在20到29歲；根據張景然

（民90）的資料中提到強迫症有2﹪的發生率，流行率則在

一般人口中是接近0.05﹪，強迫症的流行率男女幾乎一樣。

精神疾病的診斷與實用分類中統計（民80），強迫症住院病

人比例為0.2﹪，門診病人的比例為3.4﹪，大於18歲社區人

口近一年的盛行率在都市為0.25﹪，城鎮比例是0.13﹪，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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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比例為0.13﹪；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民77年）的流行病學

研究結果，台灣地區民眾罹患強迫症的比率和西方社會大致

相同，到精神科門診情診的患者中約有5﹪為強迫症，在社

區中的成人約有1﹪罹患強迫症。依據曾文星等（民83）資

料顯示，強迫症在精神科患者中占0.1%~0.46%，在一般人口

中約占0.05%。該病多在30歲以前發病，以腦力勞動者常見

，男性又比女性居多。在中國大陸天津陳氏(1986)調查終身

患病率為0.1%。在國外資料方面Carey(1980)回顧文獻，年

患病率為0.1%~2.3%。(引自何志培，民89)。國外所做的流

行病學調查，強迫症的病人約為人口的1%到2.5%，這個比

例高於精神分裂症、躁鬱症、恐慌症，男女比率均高。研究

顯示成年的強迫症病患有三分之一在兒童期發病，且曾有兩

歲兒童發病的病例。據國外統計，強迫症平均年齡是32歲，

平均發病年齡是15歲，中間的十七年，患者往往隱忍度日，

過著煎熬的日子。

    歸納以上資料顯示，可以看出強迫症是一種常見的疾病，

這十年來強迫症的流行率並無太大的改變，發病人數約佔總

人口的2.5﹪左右，也就是100人中約有2-3位，中西方差異

不大，男女患病的比例說法雖然不同，但患病比例大致差不

多，也就是說任何人都有可能會患強迫症，一般來講，容易

發生在青少年時期，兒童也有可能得病，男生發生的年齡層

會較輕，但男、女之間罹患的機率並無差距。許多青春期的

孩子更是因為強迫性的思想或行為而衍生為人格上的障礙及

社會適應問題。

四、診斷標準

    歸納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本(ICD-10)、DSM-IV精神疾病診

斷手冊的診斷標準、何志培（民89）等的資料，可以知道強

迫症症狀包括有強迫思想或強迫行為，或上述二者，在過去

二星期內大部分時間都對個人造成困擾，或影響活動，強迫

症狀需有下列特徵：

1. 會出現反覆而持續的思想、衝動或影像，造成病患明

顯的焦慮或痛苦。

2. 會一再重複一些儀式化的行為，無法停止，雖然病患

想要去對抗這種行為，但都沒有成功；

3. 強迫思想或強迫行為佔去個人相當多的時間（每天超

過一個小時），並嚴重干擾個人的生活且令人困擾

五、病程

    強迫症通常開始於青春期或成人期，但很多病患在兒童期

就初次發病了，祇是不曉得而已。初次發病的年齡男性比女

性早，男性約在6-15歲，而女性約在20-29歲之間，多數的

狀況為症狀是逐漸產生的，只有部分病患是屬於急性發病。

大部分的病患病程是呈現慢性起伏的狀況，而症狀的惡化和

病患生活壓力有很大的關聯。大約有15﹪的病患其工作能力

或社會功能會逐漸敗壞，另外約有5﹪病患會呈現週期發作

的狀況，週期和週期之間就比較少或沒有症狀。

六、區別診斷

    強迫症有時會合併其他如憂鬱症、飲食障礙、藥物濫用、

人格違常、Tourtte氏疾病（一種抽動性疾病）或其它焦慮症

等。更有一些專家，把其他病狀，如暴食症、扯頭髮、病態

性賭博等毛病，歸納在「強迫症」之範圍內。有許多精神疾

患也會發生反覆或強制的想法、影像或行為，但若是想法或

活動和其他精神疾病的症狀有關（如：特定對象的畏懼症、

專注於特別害怕的情境之社會畏懼症、拔毛癖的拔毛髮行為

等）就不能診斷為強迫症。和其他疾病區別診斷說明如下：

1. 與精神分裂症的區別：

強迫症患者的行為表現可能很古怪，但精神狀態並非失常

；精神分裂病患可能會有反覆妄想的內容及怪異行為，但

因為不受現實感支配（脫離現實）所以不能診斷為強迫症

。根據統計，約有3﹪∼12﹪的強迫症患者會轉變成精神

分裂。另外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早期會呈現強迫的症狀

，慢慢才轉而呈現精神分裂。

2. 與憂鬱症的區別：

由於不少憂鬱症患者，同時表現強迫症狀（約20﹪），且

有不少強迫症患者，因患有強迫症狀，而附帶發生憂鬱，

因此兩者間常有重複關係。但如果病患持續性的情緒低落

，一直想著可能發生不愉快的情境或採取一些行動，這和

憂鬱症一致的部分，就不能診斷為強迫症。

3. 與恐懼症的區別：

所謂恐懼症是指對某些特殊之外界事務或環境產生一種恐

懼的感覺，並會以迴避外界事務或環境來處理內心恐懼的

感覺，因此，恐懼症與強迫症二者之間是有差別的。恐懼

症是害怕外在的東西，例如：蟑螂、老鼠、電梯等；而強

迫症則是受到自己的想法所困擾。

4. 與強迫性人格疾患的區別

強迫症與強迫性人格疾患雖然都有強迫二字，但在症狀與

診斷上卻大不相同；強迫症屬於焦慮性疾患，強迫性人格

疾患則屬於人格疾患。強迫性人格疾患並沒有強迫思想或

強迫行為，而只是過度完美或專注於秩序及控制的模式，

雖然有時會因為謹慎、認真的緣故而反覆出現檢查怕有疏

漏的現象，但基本上並不會覺得過度。若病患同時有強迫

症與強迫性人格疾患的症狀表現，則兩者可同時診斷。

5. 與Tourette氏疾患的區別

Tourette氏疾患屬於一種抽動性疾患，抽動是一種突發的

、快速的、重複發生的、非韻律性的刻板運動，看來是無

功能的運動性行為，與強迫症行為相反，也不是為了抵消

強迫思想而做的行為。有的病患同時有強迫症的症狀和

Tourette氏疾患，兩者可同時診斷。

七、病因或病理

    任何一種精神疾病的發生，大都不是可以用單一原因可以

解釋的，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因素，包括遺傳因素、腦功能

異常因素、心理壓力等因素，以下就所蒐集到的資料，整理

強迫症有關的可能病因病理敘述如下：

1. 生物學因素：

（1）遺傳因素：

    為什麼同一個家庭中，有的小孩會罹患強迫症有的沒有呢

？究竟強迫症有沒有遺傳的關係？在行政院衛生署的資料中

提到，從家屬疾病史的研究中發現，強迫症患者的父母與兄

弟姐妹發生強迫症的比率為5﹪左右；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

胞胎患病的比例更高。在強迫症病患家屬中，有30－40﹪左

右的家屬患有其他類型的精神疾病，這樣看起來強迫症患者

的發病因素中有遺傳因素的存在。

（2）醫學的觀點：

    強迫症和大腦中血清素（serotonin）不平衡及擴神經性傳

導物質改變有關。因為近年在臨床的研究上發現強迫症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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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血洛特寧選擇回收抑制劑」有效，因此有人推測與血清

素(serotonin)的新陳代謝障礙有關。

    目前神經醫學的發現，已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出此症是和

大腦中化學傳遞物質的疾病，尤其是由額葉到基底核這條神

經網路出了問題。最近數年來臨床醫學家應用儀器去檢驗病

人，發現有些病人在扣帶迴（orbital gyrus）或尾核

(coudatenuclci)等部位有變化，曾有病患在扣帶迴的地方長

腦瘤，經手術治療後症狀獲得改善或消失，這顯示強迫症的

病因有可能與腦部扣帶迴有關。

（3）腦傷因素：

    研究發現有20﹪的強迫症患者有腦傷的病史，包括腦炎、

腦膜炎、癲癇等。腦外傷患者種也有3.4﹪的人會發生強迫症

。電腦斷層攝影發現青春期發病的強迫症患者有腦室擴大的

現象，在神經心理學檢查中也發現有額葉皮質功能障礙的現

象，神經內分泌亦有異於常人。

2. 心理因素：

    從心理學的立場，精神動力學派相信強迫症來自於被壓抑

的攻擊衝動或性慾望，回顧病人的個案史確實有許多病患自

幼年起攻擊衝動和性慾望受到長期的壓抑，病人的強迫思考

內容也都和性與攻擊有關。在長期的壓抑之下，為了消除這

種不安的情緒，應付自己內在的衝動、慾望和感覺，會發展

出不成熟的防衛機轉，如：隔離作用、轉移、抵消、及反向

作用。

3. 環境因素與社會文化因素：

    若是受到文化規範下所產生的儀式行為則不能視為強迫

症的表現，除非他超過文化背景的常態，如為了防範災厄或

可能會有的困境，而持續不斷反覆這種行為即屬於強迫症。

4. 家庭因素：

    從很多案例中發現強迫症患者的父母多是軍人、教師或

公務員家庭，對子女教養要求嚴格，一板一眼，孩子會在內

在產生一種強烈的信念：只要我一不留神，雖時都可能會犯

錯，由於擔心犯錯，所以不斷地在檢查自己，反覆在思量自

己的想法或行為是否有錯，擔心若不重複檢查就可能會有不

好的事發生。孩子所有的強迫思想與行為都是他試圖降低內

在焦慮的企圖。

(本文尚未完結，下期將與您分享關於強迫症的治療方式等更多

精彩內容，請準時鎖定喔：））

跨文化遷移下旅居者認同發展歷程之紮根研究―以在臺國際學

生為例

馬安妮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 / 田秀蘭 博士）

一、研究目的

金色的樹林裡有兩條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著兩條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極目眺望其中一條路的盡頭； 

直到它轉彎，消失在樹林深處。 

然後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條路， 

這條路也許更值得我嚮往... 

⋯我將會一邊嘆息一邊敘說， 

在某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後； 

曾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手， 

我選擇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 

結果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未走之路 (The Road Not Taken) 

佛洛斯特 (Robert Frost)

    全球化的浪潮加上科技高度發展的帶動下，世界已成為一張

緊密連結的網絡，而高等教育更被視為國家在國際上競爭力的

重要指標之一。為了強化國際競爭力，臺灣的各大大專院校紛

紛 致 力 於 提 升 在 國 際 間 的 能 見 度 ， 以 期 能 吸 引 更 多 優

秀人才。

    個人如何以呼應環境和符合社會期待的方式互動是跨文化心

理學所關注的議題之一(Berry, Poortinga, Segall, & Dasen, 1992)

。對國際學生族群而言，了解所處旅居地團體的行為模式，進

而適應所處團體、獲得歸屬感是旅居歷程的重要任務。近年來

國內已有許多研究探討國際學生的適應歷程和影響因素。然而

，國際學生多元的背景也使他們的生活如同於一幅獨特的文化

經驗鑲崁畫 (Sandhu, 1994)。進一步思考國際學生議題的特殊性

，除了了解國際學生的跨文化歷程外，個人認同發展所探討的

不僅是當下的自我，還涵蓋了過去與未來的脈絡。

    認同的追尋無疑是個人發展中的關鍵主題之一，國際學生們

在此階段面對跨文化的轉變，與本國學生相比，他們必須面對

的挑戰又顯得更為獨特，甚至塑造了其自我概念的發展。將自

我認同議題放置於文化脈絡下討論對這些遠離母國文化的族群

來說相當重要(Cuadrado & Tabernero, 2012)。在撰寫本論文時，

筆者亦正在韓國完成交換學生的課程。自己也成為旅居者後才

讓我明白了箇中滋味，深刻體會了旅居經驗對自己的影響，甚

至塑造了未來生涯的道路。研究目的為：

1. 了解跨文化遷移對在臺國際學生認同發展的影響。 

2. 了解跨文化遷移對在臺國際學生認同發展的改變歷程。

二、文獻探討

    成長取向的文化衝擊理論研究者認為文化衝擊是一種刺激，

增進了旅居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和更良好的調適能力。以Adler 

(1975)的為例，他將跨文化適應過程區分為：1. 接觸 (contact)

；2. 崩解 (disintegration)；3. 整合 (reintegration)；4. 自主 

(autonomy)；5. 相互獨立 (reciprocal independence)五個階段。

Adler視文化衝擊為旅居者在地主國中性而非全然負向的經驗，

文化衝擊雖然經常伴隨負向的感受或結果，但這些感受是了解

和改變的重要經驗，文化衝擊可能成為文化學習和個人發展的

契機，這樣的轉化帶領旅居者經驗更高層次的人格發展。跨文

化遷移可視為自我概念的修通，旅居者調適自己以面對衝擊，

也在衝擊與危機下轉而探索個人的生命經驗。旅居者從困惑到

發現自己的獨特特質，對自我概念的修通也間接重新建構了與

週遭他人的關係。

    認同發展來自於個體在發展歷程中與自我和社會群體的對話與反

思，個人的認同由連續性和區別性兩方面組成，連續性指個人自我

特質中超越時間的一致性與穩定性；而區別性則指能將個體區別於

其他群體的特質。認同的建構是貫穿整個生命週期的連續過程(賴

最新碩博士論文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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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萍，2011)。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與社會互動形成的自我認同

感，以及他者對個體的認知中形成一個穩固的整體感，且能從這樣

的整體感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群體中的歸屬感，也滿意於自己的整

體感，並且找到能區別出自我與他人的特質。

    Adams和Marshall (1996)指出認同是一種社會心理調節機制，引

導了個體的專注力、訊息處理能力、個人的形象管理和行為模式，

他們進一步指出認同具有以下功能：1. 提供了解「我是誰」的結構

；2. 透過義務、價值觀和目標形成意義和方向；3. 提供個人的控制

感；4. 在不同的義務、價值觀和目標中持續提供一致性、結構性和

和諧感；5. 能辨認出未來潛在的機會和選擇。

    個人不僅認知到自己是社會群體中的一分子，也從社會群體中獲

得價值和意義 (Tajfel & Turner, 1986)。個人的認同在群體關係中產

生，文化接觸使旅居者與內團體成員接觸時產生了許多變動。旅居

者團體必須在與地主國團體之間的協商過程中處理自我與相關他人

之間的關係 (Ting-Toomey, 1999)。當旅居者帶著不可分離的認同進

入新的文化或風俗習慣時，認同在為了確保個人的自我概念不因環

境變化產生過大的變動下進而被形塑。旅居者融入旅居文化的過程

並非僅是線性歷程的同化。面對新文化的衝擊，旅居者開始對自己

的文化開始有了對比、審視、甚至懷疑，如何處理旅居國與地主國

文化認同的問題是旅居者無法迴避的(陳國明，2003)。Erikson 視認

同發展為個體生命週期中青少年期的發展任務，但在旅居者經歷文

化遷移的巨大變動下，他們的認同必然也會隨之改變，本研究除立

基於 Erikson 對認同的定義外，也擷取社會心理學理論中自我和環

境脈絡的接觸下認同的功能，做為探討國際學生跨文化遷移下認同

形成的歷程的參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9位就讀或剛自臺灣大專院校研究所

畢業的旅居者，探討跨文化遷移下認同發展的歷程。

(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選取具代表性的研究參與者。本研究設定研究

參與者條件如下：1. 符合本研究所定義之國際學生條件；2. 正於臺

灣大專院校就讀或現旅居於臺灣且曾有就讀於臺灣大專院校的經驗

；3. 能以中文進行訪談；4. 訪談時願意錄音，且願意分享個人之旅

居經驗。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共9位，其中男性5位，女性4位；國

籍為馬來西亞5位；韓國2位、印尼1位、美國1位；年齡分佈為20

歲至35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9歲；1位已從研究所碩士班畢業，1

位正就讀於研究所博士班，5 位就讀於研究所碩士班，2位就讀於

大學部。9位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整理如下：

(二) 研究工具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本研究的研究工具除

研究者外，尚有協同研究者、研究參與同意書、訪談札記、錄音器

材、訪談大綱、研究檢核函等。

(三) 研究實施程序

    研究者在閱讀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同時，回顧與國際學生友人的談

話內容以及自身旅居韓國的經驗，思考可能觸及認同議題的旅居經

驗，並和指導教授討論、邀請國際學生參與初訪後，形成正式訪談

大綱。

    本研究於民國102年5月至103年10月陸續訪談9位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也持續尋找符合研究主題之參與者，同時也對

資料分析後不齊全之處進行再訪。研究者與每位參與者進行至多2

次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為2至3小時，訪談總時數為2至4小時。訪

談時先了解參與者就讀的學校和來臺時間等問題開始，以訪談大綱

為主幹，隨研究參與者對自身經驗的分享內容增加訪談深度，過程

中也適度邀請參與者決定訪談內容的起始點，透過與研究參與者生

活經驗相近的訪談脈絡深入了解研究參與者的旅居故事。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跨文化遷移下旅居者認同發展之歷程以及影響認同發展的因素

    跨文化遷移下認同發展的歷程分別為母國經驗的影響、認同開始

形塑、重新整合認同，以及旅居下形成的認同感四個階段。各階段

中影響認同發展的核心主題分別為：

    1. 母國經驗的影響：包括旅居者在母國的學習經驗、母國的生活

經驗、生涯規劃，以及對地主國環境的考量。本研究的每一位受訪

者身份皆為留學生，皆具有相似且程度高的旅居動機。例如國內升

學管道有限，因此選擇高中畢業後出國留學；曾有在母國讀大學的

經驗，但因生涯規劃尚未明確，決定把握機會出國，於國外繼續探

索；因對學習特定文化或專業的興趣而來臺等。Ting-Toomey 

(1999)指出探討旅居者適應歷程時亦不可忽略旅居者的個人因素。

Sussman(2002)的文化認同模式亦將旅居者完成特定任務的動機作

為影響旅居者調適結果的變項。Berry(1997)探討旅居者的涵化策略

時亦納入旅居者的原生社會和原生社群，形成旅居者的個人變項，

個人變項在旅居者前往地主國前影響了旅居者的生理、生物、經濟

、社會、文化等特質，且在旅居者進入地主國後成為影響涵化結果

的中介變項。本研究旅居者在回顧自己旅居經驗時都不約而同地提

到母國經驗的影響，此發現也與上述研究者們的看法一致。

    2. 認同開始形塑：包括各種衝擊和危機如：(1)自我效能感低落

；(2)人際關係失去準則；(3)個人歸屬感的失去；(4)外在環境的差

異；(5)與地主國成員的衝突；(6)失去方向感。此外，旅居者個人

因應衝擊和危機的方式包括(1)自我調適；(2)向外尋求協助；(3)明

確的目標感；(4)從經驗中尋求解決之道。Erikson(1968)強調認同代

表的是對社會現實的知覺，認同是個人自我和他人眼中內在同一和

穩定特質的呈現，當失去這同一和穩定的線索時便會產生認同感的

焦慮。個人的經驗、思考、見解、成員組成、世界觀形成了其所屬

的文化，長期文化的潛移默化下也建構了個人的訊息處理能力。離

開能流暢使用語言的母國來到無法隨心所欲表達的地主國中，語言

能力有限不僅意味著與個人既有自我概念的不一致，也失去了從與

社會互動來建立認同的線索。自我了解、穩定不變動的特質和自我

共通的核心基礎是認同的內涵之一，環境的變動和失去社會互動限

所帶來認同內涵的不一致，這才是跨文化環境成為衝擊的原因。

    跨文化適應是一段微妙且毫無知覺的認同重整過程 (Kim, 2005)

。在認同重整過程中，旅居者們的因應方式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Ting-Toomey(1999)建議旅居者持續覺察和追溯地主國文化中擁有

的資源、關係和訂立的目標，創造成功實現目標可增加旅居期間的

正向感；提供自己合理的時間和空間適應，同時持續和母國文

化和母國同儕保有聯繫；同時發展強和弱的連結(strong and weak 

ties)。強的連結如有意義的友誼關係與情感連結，弱的連結則為老

代號

A

B

C

D

E

F

G

H

I

性別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年齡

28

28

28

27

28

36

29

20

35

教育程度

碩士

碩士

學士

高中

學士

碩士

學士

高中

學士

科系

輔諮所

輔諮所

體育所

社工系

心輔所

美術所

華文所

外語系

華文所

國籍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印尼

韓國

美國

韓國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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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諮詢者或其他可提供緩衝協助的人事物以減緩衝擊感；參與與

地主國文化有關的活動，在這難得經驗中盡可能體驗地主國文化。

本研究旅居者因應衝擊與危機的方式如同上述的建議中所述，衝突

中仍與母國和地主國成員保有連結、在漫長的旅居歷程保有明確的

目標感、向外尋求值得信賴者的協助都成為有效調節不適應感的方

法。

    3. 重新整合認同：包括與地主國成員關係的建立與連結和旅居者

個人的反思。許多研究都指出與地主國成員建立人際關係是成功跨

文化經驗的關鍵(Furnham & Bochner, 1983; Lakey & Hill, 1991; Sam & 

Berry, 1995; Leung, 2001; Ward, 2001)。培養地主國支持系統和連結

促進旅居者學習和外化習得人際關係技巧能力的機會(Lakey & Hill, 

1991)。以認同發展的角度而言，旅居者和地主國成員在互動下逐

漸找到彼此的共同點，個人從社會群體中獲得價值和意義，不僅獲

得歸屬感，也從獲得價值意義中得以區分自我與他人。另一方面，

。跨文化接觸的困難便在於穿越母國和地主國符碼的差異性，正確

解譯地主國文化的語音符碼。熟悉地主國的語音符碼必須仰賴在地

主國群體中的練習，旅居者在地主國成員正向真誠關係中得以重新

驗證習得的跨文化溝通技巧，從和地主國成員的接觸中更加熟習了

解地主國文化的語音符碼意義。

    4. 旅居下形成的認同感：包括跨文化遷移下的改變與影響、突破

困頓，以及重新建構的認同感。跨文化經驗雖會帶來個人跨文化能

力的成長，但若新的行為或價值觀與舊有行為和價值觀相繼衝突時

，將會帶來焦慮與不安感。此階段如同 Imahori 和 Cupach(2005)的

認同管理理論中另一段跨文化接觸開始時的感受，旅居者正受困於

自我和地主國成員的辯證中獲得平衡點的困難，他們以既肯定又擔

心的態度看待信念或價值觀改變，旅居者在地主國形成的認同感可

能不被母國文化接納肯定，缺乏穩定的外在線索又將好不容易站穩

住腳的旅居者推入變動與不穩之中但旅居者也在持續與外在他人和

自我反思的過程中更加確信這些跨文化遷移下新形成的自我概念，

且在整合階段中產生自我的信念，不再因環境的變動而影響。

    如同 Adler(1974)所言，個人成長始於自我覺察，個人的自我認

同不僅在新的語言、知覺、情緒表達和環境脈絡中被塑造，自我價

值和信念也在衝擊下再次獲得修正或驗證的機會。本階段所呈現的

內涵也與 Adler 的文化衝擊理論中自主─相互獨立的經驗相似。在

自主階段中，旅居者對地主國文化的洞察力逐漸增加，對地主國文

化的看法漸趨客觀平衡，有更多的能力整合母國和地主國的經驗與

文化，直至最後能接受不同文化之相似或差異處並從中獲得成長，

對文化有高度的信任和敏感性，覺察個人與文化之間的連結。也呼

應了認同管理理論中認為個人最後通過再次協商的過程，個人處理

跨文化差異的能力增加，而個人對自我和地主國文化訊息的整合逐

漸形成顯著的認同感。

五、建議

(一) 對旅居者之建議

    旅居前充分預備自己，增加跨文化接觸經驗，出國前體驗跨文化

溝通歷程，保持對跨文化溝通的熟悉度、在地主國時給自己充足的

時間感受認識地主國，遭遇衝擊或低潮時保有彈性，避免以過度不

合理之期待和標準看待自己、和地主國成員保有連結，建立人際支

持關係。

(二) 對地主國成員之建議

    地主國成員可協助旅居者認識地主國生活，提供情感支持和可利

用資源減低初來到地主國的陌生感、以自然如與自身母國成員互動

的方式與旅居者相處，不特別化旅居者，引導旅居者參與地主國生

活、對旅居者文化感興趣，使旅居者有能力自我能力。

(三) 對旅居者母國成員之建議

    持續關懷旅居者於地主國生活概況，保有連結感、理解接納旅居

者的改變，提供旅居者轉換文化時的支持。

(四) 對諮商及輔導人員工作實務之建議

    自我覺察，對文化刻板印象或偏見保持敏感度、發掘旅居者的個

人特質，協助旅居者將個人特質應用於跨文化遷移歷程。

(五)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旅居者的母國文化是跨文化遷移結果的基礎，建議可探討不同族

裔背景旅居者為對象，了解其他族裔背景旅居者在跨文化遷移下自

我認同發展的內涵。此外本研究是以旅居者族群中的國際學生為對

象進行研究，旅居者之定義廣泛，凡從母國遷移至其他國家之個體

皆可稱之為旅居者，旅居者的旅居動機和目的都對整體的文化遷移

結果和認同發展歷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除國際學生外也建議可

選取其他旅居者為對象，豐富理論內涵。

(六) 對研究方法之建議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了旅居者跨文化遷移下認同發展歷程及有關影

響因素後發現旅居者各階段的內涵有所異質性。除在研究主題上建

議後續可以特定階段進行深度探討外，也可以量化研究了解當中的

差異。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自我認同發展的各階段有所相關，但受限

於研究方法無法具體指涉出各階段之間的相關因素，建議可以量化

取向驗證本研究結果。

（一）新書專欄：

《你的生命意義，由你決定：著名個體心理學大師的不朽鉅作》

鐘穎 / 高雄中學輔導主任

    阿德勒（A.Adler,1870-1937），這位與佛洛伊德和榮格齊名

的心理學大師，其理論影響所及，包含親職教育、犯罪預防及

心理治療等領域。和他相關的書籍如雨後春筍，正快速地譯介

進國內，讓心理學界及大眾都能有機會好好認識這位「全人心

理學」的大師。

    這本重譯的阿德勒經典《你的生命意義由你決定》（舊譯：

《自卑與超越》）可說是當前臺灣最完整而成熟的阿德勒著作

（1932年出版）。他開宗明義地說：「人活在意義的領域裡。

」而這個意義則是由個人對其經驗的詮釋所決定的。也因為這

個「詮釋」，使得經驗的領域必須以人的認知做標準，這個被

詮釋過的經驗故而永遠都不可能正確。因此，意義的領域就是

錯誤的領域。

    言人人殊的結果是無法斷定是非的，意義的好壞總是要能以

生涯快訊

新書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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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盧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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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共同標準為依歸。對阿德勒來說，真理必須是為了人類

的目的和目標的真理。因為除此之外縱然有真理，也與人無涉

，沒有意義可言。所以，意義的標準應該以人類為本，並且受

到三個問題的限制：1、我們活在同個星球上，受到地球有限的

資源和環境所限制，為了生存我們必須尋得適當的職業，這是

工作領域。2、我們不是人類中的唯一成員，我們的存在與他們

脫不了關係，這是社會領域。3、人類的生理性別分為男女，由

此繁衍下一代並衍生出愛情與婚姻的問題，這是愛的領域。這

三個問題及其引伸出的領域，成為阿德勒理論的重要架構。

    在此架構裡，不能脫離「合作」與「社會興趣」的重要。嬰

兒自出生開始就尋求與母親的結合，這是基於合作的目標而不

是性的本能（在此我們看到阿德勒與佛洛伊德理論的分野）。

母親的工作是把孩子視為自己的一部份，並在成功與孩子結合

後，擴展孩子的興趣到社會環境。「她必須給予孩子人類是值

得信任的第一個經驗，之後她必須讓他們把這份信任和友善的

感覺，延伸到整個人類社會。」這裡談的已經是客體關係理論

的關注領域，但此書的成書年代遠在客體關係建立之前。而父

親的角色則是證明自己是妻子、小孩和社會的好伙伴，且以身

作則處理好生命的三大議題：工作、友情與愛。並以平等的方

式和伴侶合作。阿德勒從此處將兩人的心理學延伸為三人及多

人的心理學，在觀念上徹底與精神分析的一人心理學分開了。

    除了家庭在培育社會興趣的重要性外，他也相當重視學校教

育。不要忘記，阿德勒可說是第一個在學校成立心理諮詢中心

的心理學家（若記憶無誤，當在1917年），也比Carl Rogers早

了近半個世紀。他認為學校教育是家庭的延伸，除了應考量學

生的多元能力去引發他們興趣外，也要注意智商分數容易給小

孩自我設限。阿德勒非常重視後天的培養，他認為教育者若把

人格和智能的發展推給遺傳是逃避責任的行為，這樣的人不可

能做好教育工作。「優勢能力的背後靠的不是天賦異秉的遺傳

，而是持續保持興趣和訓練。」他顯然超出時代背景的教育眼

光，令人十分驚訝！

    在犯罪問題上，阿德勒也有突出的見解。所有的犯罪都是社

會問題處理不良的結果。但一反部分專家的認知，阿德勒認為

罪犯其實也具有社會感。在犯案前喝得大醉，或者試圖讓自己

降低同理心、封閉自己的感受等行為，只證明了他們要摧毀自

己的社會感有多困難。也只有在摧毀自己的社會感後，他們才

能殺人和犯罪。我們回頭思考近年來發生的幾起無差別殺人案

，犯案者是否也透過與家人隔絕、和與同學朋友隔絕的方式來

使自己免受社群感的壓力。這個長久累積的過程證明了合作是

人類固有的生存傾向與目標，不是可以簡單丟下的。罪犯也都

是懦夫，因為他們的動機都是為了逃避自己不敢解決的問題。

犯罪行為是他們對英雄主義的拙劣模仿。如果能在生命的早期

及學校教育中強調合作的重要，就能加以預防。

    由此故，阿德勒重提學校教育的重要。他認為教育全天下的

父母是不可能的，但訓練老師卻有可能。這個想法在近代不斷

得到支持，但不可諱言，成形於人類早期的生活風格不見得是

學校教育可以著力之處。家庭仍然是人格教育的起點，父母親

的角色其實不是教師可以輕易替代的。

    讀本書，阿德勒讓我覺得人是如此一致。我們的行為、思想

、感覺與夢境，都與生活風格相符。人只能是他自己。生活風

格既然是受到個人的「詮釋」所塑造，那麼所有的造作自然都

得自己承擔。說他的心理學是自我負責的心理學也不為過。然

而，不論晤談室內外，心理治療界已少有人再談論「利他」的

價值了。不知為何，我們關注的焦點很少離開自身，取而代之

的，是強調自我實現、能力評量、跟潛能發揮的心理學。在多

元真實的思潮裡，我們失去了標準。幸福的定義漸由群己的和

諧轉為個人的完全發展。經典重譯的此刻，期許阿德勒的見解

對人類能有震聾發瞶之效。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1）美國生涯發展協會網路研討會

    美國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5年9月15日舉行網路研討會，研討會

主題為”Re-Framing Career to Care”。生涯實務工作者Edward 

Colozzi將主持本次研討會，探討工作被窄化為付出勞力以換取酬勞

的迷思，以深度取向價值淬煉(deep–oriented values extraction)取向

，重新檢視生涯建構中的目標、職業媒合，以及精神等層次。研討

會報名請參考網站：

http://www.ncda.org/aws/NCDA/pt/sd/news_article/108970/_PARENT

/layout_details/false

2）美國生涯發展協會2016年會徵稿中

    美國生涯發展協會即日起徵求2016年芝加哥年會投稿，投稿時

間至2015年10月3日截止。有意願投稿者可參考網站：

http://www.ncda.org/aws/NCDA/pt/sd/news_article/109673/_PARENT

/layout_details/false 掌握最新資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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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芬蘭的生涯實

務工作者 Raimo Vuorinen將進行開場演講。多名日本的實務工作者

，如長期關注日本女性生涯規劃的Agnes Watanabe Muraoka、在與日

本政府機關合作以發揮生涯輔導效益，探討生涯發展顧問服務成效

上具有影響力的 Ryoji Tatsuno等人。另也有來自印尼、巴基斯坦、

越南、澳洲等亞太地區各國的研究者們的實務分享。年會報名等資

訊請參考網站：http://www.asiapacificcda.org/2015-Conference

4）2015年國際職業教育學會日本大會(IAEV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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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構建職業」

(Restructuring Career Over Unexpected Powerful Forcesm)。年會報名

、投稿請參考網站：http://www.iaevgconf2015.jp/index.html

5）諮商教育與督導協會(ACES)年度研討會

    諮商教育與督導協會將於2015年10月7日至11日於費城市中心

萬豪酒店舉行2015年年會。本次研討會主題為「ACES成員在文

化中的教育和實徵議題」，將邀請美國諮商學會主席候選人

Thelma Duffey、ACES前主席Nicole Hill主講。研討會報名請參

考網站：http://aces2015.net/index.html

6）美國生涯發展協會生涯實務者講座

    美國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5年10月16日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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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實務者講座，講座主題為「生涯發展實務者的實務技術與

策略」。大會將於第一天邀請Mark Savickas和Kris Magnusson以

數位化時代的生涯建構、生涯發展領導者的強化技巧、敘事圖

畫─創造意義的生涯諮商介入等主題進行演講。另有數場的綜

合座談會和研究發表。講座資訊請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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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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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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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摘要討論、個人發表、結構性討論，以及海報發表等方式

進行。年會報名可參考網站：http://goo.gl/8BFXlC

8）中亞特蘭大生涯諮商協會(MACCA)年度研討會

    中亞特蘭大生涯諮商協會將於2015年12月2號至4號於賓州蘭

開斯特舉行年度研討會。本次研討會主題為「使改變發生」。

將邀請Mark Savickas以數位化時代的生涯建構、流體化社會的

生涯建構做為開、閉幕演講。另邀請Lindsay Pollack、Mary 

Jacobson、Michael Fowlin等人主持研討會。研討會資訊請參考

網站：http://macca.net/?page_id=87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1）亞太生涯發展協會(APCDA) 2016年年會—發現臺灣之美

    亞太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6年5月19至21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舉行一年一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期刊投稿截止日為2015年11月

30日，請各位把握機會。亞太生涯發展協會成立於2009年，致力於

促進亞太地區生涯發展學術交流與專業涵養，目前在澳洲、加拿大

、中國、印尼、日本、韓國等15個國家皆有分會，每年將選定一國

家舉行研討會。除了學術研討外，在精彩豐富的觀光行程中與來自

各國的生涯發展從業人員交流，獲得第一手訊息更是一大亮點。本

次臺灣年會將邀請前NCDA主席Berry Chung與澳門大學金樹人教授擔

任主題演講者。敬請鎖定本學會電子報，掌握年會最新消息，再次

發現臺灣之美。（活動海報與徵稿說明請參閱後方附件）

2）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將於10月31日(六)

於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理想與現實的

對話：學校輔導諮商工作之落實」。年會報名請參考網站：

http://year.guidance.org.tw/signup_first.php

3）回顧與前瞻：兩岸四地大專院校暨華人社會心理輔導與諮商之

進展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大學生心理諮詢專業

委員會、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澳門科技大學將於2015年

11月2日至6日於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高峰論壇會。本次論壇會

將探討兩岸四地及華人地區心理輔導與諮商多元新興議題的關注、

輔導與諮商特色交流，以及輔導與諮商工作發展，另有會前工作坊

、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和主題論壇。活動報名請參考網站：

http://www.guidance.org.tw/24forum_2014

4）龍華科技大學「求職煉金術」生涯發展工作坊

    龍華科技大學將於2015年11月18至12月9日每週三下午3點至5

點舉行一系列的生涯發展工作坊。主題包括探索職涯價值、人格特

質與職涯適配度、面試實境演練等。活動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test01.kktix.cc/events/career3

5）冒險者之旅：生涯探索心理劇成長團體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將於2015年9月15日至10月27日每週二晚

上6點半至9點半，由張祐誠諮商心理師帶領生涯探索心理劇成長團

體。將藉由心理劇和表達性藝術治療的方式探討自我的生涯決定，

活動報名請參考網站：

http://maochongart.com/index.php/classes/register-online/36-2015-06

-11-11-43-56

◎高山上的靈性相會：2015年全美生涯發展學術會

議與會心得

田秀蘭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一、參加會議經過

    一年一度的全美生涯發展學術會議(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今年於6月29日至7月2日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

佛（Denver, Colorado）舉行。會議進行的第一天為工作坊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今年共有10個主題，上午5個

，下午5個。每個主題均進行為時四個小時的訓練研討，需另外繳

費，現場報名為美金225元，十分昂貴。今年主題包括優勢中心、

生活設計、職業心理學於新世紀實務現場上的應用、生涯教練技巧

的訓練，以及害怕失敗之心理的克服。下午幾場的主題，包括諮商

系統中生涯評估工具的深度應用、團體諮商技巧的應用、私人執業

經營之道等等。

    除了會前的PDI 訓練外，大會也提供科羅拉多大學Bolder 校區的

生涯諮商中心參觀。筆者並無報名參觀（費用 200餘元美金），但

會議過程當中與該校生涯中心主任及相關人員的分享當中，得知該

中心進行生涯諮商的專業人員，就有近四十餘名，全校學生約三萬

人左右。可見得該校對生涯輔導以及就業諮詢工作的重視。筆者曾

經參觀過 Purdue University 的生涯中心，觀察該中心輔導員與學生

針對履歷修改的晤談，學生透過晤談，知道如何潤飾履歷表，知道

未來面談的技巧以及應注意事項。此外，除定期的就業博覽會之外

，一些廠商在定期進入學校徵才時，也有中心所準備的晤談間以及

面試時可使用的套裝或西裝，學生在該中心可以獲得實質的幫助，

完成精彩的面試。這對學生獲得正式工作，有莫大的幫助。

    大會的正式開幕在六月30日，專題演講請到 Marc Freedman 擔綱

。之後為幾場重要的專題發表與圓桌討論。專題發表及圓桌討論場

次分散在三天當中，每個場次大約60或90-110分鐘，每個時段

有將近18個場次同時進行，與會者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所偏好的

主題。整個會議期間有7個時段的專題發表及圓桌討論。而全場

聽眾同時參與的大會專題演講，總共有3場，第二天為  William 

Symond 所提供，主題為 Reimaging the Role of Career  

Development.重點在討評論現代社會轉型中，青年成人所面對的

生涯就業問題，在這就業問題中，國家與生涯相關的政策制定

問題。第三場則在最後一天大會結束前，講者為 Carol Vecchio

， 談 生 涯 轉 換 中 不 確 定 性 的 因 應 ， 演 講 內 容 十 分 生 動 。

除此之外，大會期間第一天晚間有開幕招待餐會，第二天有高

研討會紀實與心得

Guabu
註解
“Marked”的設定者是“Guabu”

Guabu
螢光標示

Guabu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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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晚會(Peak to peak party)。大會第二天結束前有會員大會，進

行下一任主席的投票。會議進行期間也都有書商展示書籍以及

簽名發表。或是一些生涯活動的展示，像是組合卡的應用等等

。除此之外，生涯學會許多委員會、生涯催化員的訓練、督導

訓練、生涯發展學報編輯會議，也都利用這時進行。美國地大

，平日沒機會面對面討論的會議，也都利用此時進行深入討論

。以下分別就筆者所參與之活動進行心得分享。

二、與會心得

（一）專題研究工作坊（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s）

    筆者參與「生涯建構諮商（Career Construction Counseling）

與生活設計（Life Design）的使用」該場次。帶領者為Kevin 

Stoltz 及 Susan Barclay, 他們兩人搭檔十餘年，所使用的技巧以

團體進行為主，包括Mark Savickas 所提出的幾個問題，例如最

喜歡的楷模、喜歡看的電視節目、經常閱讀的雜誌、喜歡看的

電視節目、小時候的三個故事、入學前的記憶等等，透過對這

些問題的回答內容，找出相關的內涵、意義。透過對這些內涵

的萃取，諮商師協助個案看到自己，同時也看到目前生涯現況

與這些自我議題的關聯。

    這部分與筆者在上課時所使用的敘事取向應用類似，學生就

各種兒時經驗及所參與的活動，或是對某些問題看法做回應，

之後忘掉問題，僅就所回答之內容一一檢視，找出其中類似之

處，也就是萃取其生命主題。之後就這些主題進行省思，看到

自我，並進一步洞察這些萃取出的自我與目前所面臨之生涯議

題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也是目前歐洲地區所重視之生活設計

(Life Design)的重要技術應用。強調生涯發展，已經不只是全人

生涯發展的概念，也強調整體生命的設計規劃。

    其他同行者所參與的訓練主題，包括優勢中心的生涯諮商，

在分享當中，可以發現優勢中心已經是可以面對不同發展階段

者的有力工具。同時，也是面對不同族群者都頗為適用的取向

。這也是正向心理學頗重視生涯諮商內容之一。

（二）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本次大會第一場主講者為Marc Freedman ，他是著名的 

Encore 公司總裁，為紐約華爾街業界名人，以社會企業及社會

福利工作聞名。Encore公司以社會福利之促進為宗旨，公司經常

經營的活動內容，以協助個人促進其生命意義的形成為主。本

次演講聽來平淡枯燥，雖然主題圍繞在個人生命意義的促進，

達到社會及個人的雙贏，但平淡的語調中並聽不到對生命的熱

情及動力，頗為可惜。

    大會第二天的專題演講，由William Symond 所提供，主題為 

Reimaging the Role of Career Development. 重點在討評論現代

社會轉型中，青年成人所面對的生涯就業問題，在這就業問題

中，國家與生涯相關的政策制定問題與地方所發生的問題是息

息相關的。這原則在台灣也是有同樣的道理，而青年或成人的

就業問題，所需要的幫助，國家所應努力的，也都有不少地方

是類似的。例如大學生第一次就業經驗中，能成功完成第一年

經驗的比例，或是成人所面對的生涯轉換或是生涯危機、老人

所面臨的就業適應及退休問題，都是同樣的道理。基本上雖然

有國情上的差異，但基本的人類需求也有一致之處，都希望基

本的生理及高層次的自我實現能有一定程度的滿足。

    第三場專題演講講者為 Carol Vecchio。歷年來， 生涯界名人

Mark Savickas 的出席，不論是專題演講或是主題發表、工作坊

，一直都是十分吸引人的。這回，除了 Mark Savickas 之外，筆

者發現Carol Vecchio 的專題演講也十分有內涵。在閉幕前的第

三場專題演講當中，她以生涯不確定為主題，暢談這不確定中

的規則，強調如何在轉換當中尋求秩序，以及這達成秩序的歷

程。在現社會中，生涯諮商顯然是循環而非直線性的，就如同

一年的春夏秋冬一般，不論有多大的變化，總還是有個春夏秋

冬的秩序，在不同季節轉換之間，就如同人的發展，有興有衰

，端看人們如何掌握這變化，而快樂的人，也總能或是必須忍

受這些不確定性。

    在專題演講中，Carol 由夏天開始，因為他認為夏季是我們獲

得鼓勵與支持最多的時候，同時也是我們最清楚自己的目標及

願景的時候。她暢談在夏季階段我們會面臨的挑戰，包括必須

維持正常軌道，善用自己的時間、精力，與他人維持適當關係

、提醒自己能投注於願景的聚焦，並培養耐心及毅力。而到一

定程度之後，勢必會有轉換，而且是高峰之後的轉換，也就是

會進入秋季的凌亂、生氣，甚至是忿怒，這時也會有所謂的妥

協概念出現。在經過冬天的空洞、孤獨、蟄伏之後，在個人的

努力、積極投注，並且尋求協助、支持之後，美好的春天自然

來臨。在春天當中，新的指引羅盤出現，對願景有更清晰的角

度，新的創意出現，流暢的感受（Flow feeling, 心流）也自然

呈現。透過如此的比喻，人們很容易地就能理解變化當中的秩

序性。確實，興衰、分合、好壞，這兩極之間，以中國人的陰

陽來做理解，更容易清楚知道生涯發展當中的各種變化，而變

化、凌亂當中，人們也總知道，變化，永遠是不變的道理。但

這變化當中，如何找出個秩序性，可還沒有多少人進行探究。

這也是為何渾沌理論(Chaos theory)在生涯理論當中已逐漸受到

重視的道理。筆者接下來三年的科技部研究，將探討這渾沌理

論在華人文化中的適用探究，應當會是與過去所探究的阻礙、

困難、不確定性等等議題有關的。期待能對這一連串相關議題

做一整合，暢談敘事治療及正向心理學當中相關概念在生涯領

域中的位置。並探究這些概念究竟在華人文化中可以有如何的

實質意義。與華人所討論的不惑、天命、耳順，究竟有何異曲

同工之處。

（三）特殊專題發表（featured sessions）

    這回會議，Mark Savickas 風采依舊，featured presentation現

場容納近兩百人，開場前，他就早早拉著皮箱進入現場，贈書

、交談，主動與聽眾們交談，當然，許多都是他認識的朋友。

他的和善，不是只有少數幾次，遠在亞洲、歐洲的學者們，跟

他幾面之緣後，也都能成為好友，經常接到他的作品，或是應

邀進行專刊撰寫。他的主動性，讓他所發展出來的建構系統成

為強而有力的生涯諮商技術。發表中，他論及生活設計的諮商

歷程，並強調助人者與個案之間的關係並非僅止於諮商關係

(counseling)，而是對話關係(discourse)。工作方開始之前，他

就致贈每位出席者一本生涯設計的諮商手冊 (Life-Design 

Counseling Manual)，書中說明如何進行生涯建構諮商的晤談。

    筆者代表台灣進行亞太地區女性生涯發展議題的分享。同場

有來自日本、菲律賓，以及韓國，共四個國家的經驗分享。這

四個國家有共同的文化之處，但相較之下，日本女性的謙柔似

乎更為明顯，而菲律賓的女性似乎較為強勢，女性所受到的福

利似乎也較為明顯，只是在先天環境下的條件，似乎菲律賓所

受限制較多。筆者所分享的台灣經驗，以近年來關於生涯阻礙

及生活設計中的意義提升模式為主。前者係分享過去所發展的

生涯阻礙階層模式，包括個人背景、心理因素，以及家庭社會

互動因素為主，例如需要顧及到家中的孩子照顧、家事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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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公婆的意見等等，以致在升遷或工作性質上會有意無意地

需要聽聽公婆的意見。生命意義提升模式 (Meaningful life 

RAISE-up Model)，則是最近研究所發展。中年女性在忙碌於家

庭及工作的平衡之餘，需要進一步傾聽內在，省思個人所體會

的生命意義，也就是孔子所論及天命之年中，所謂的天命為何

。 RAISE-up 諮商模式當中，助人者與個案建立關係

(Relationship)、覺察個人所面對的生涯意義及個人所面對的問

題 (Awareness)、從故事敘說當中理解洞察個人所看到的自我

(Insight)，之後也透過晤談而發現自己過去經歷當中的優勢

(Strength)，進而能把握優勢而發展未來的行動計畫 (Extention 

to the future)，將個人所看到所體會到的晤談結果延伸到面對未

來的意義目標。

    專題報導中其他主題包括 Kuder 價值量表的研究結果發表，

為 Penn State University 的 Jerry Trusty 教授所進行。價值觀念

為重要概念，也經常討論，坊間也有不少相關工具的使用，但

相關結果的呈現並不豐富。Kuder 公司有豐厚的出版經驗，與價

值觀相關的測驗工具研究，尤其在華人文化中的適用性，是頗

值得進行的。

    還有一場頗值得分享的專題報告，為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Norman Amundson 以 及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教育學院院長 Spencer Niles 所主

持的 Action-Oriented, Hope-centered Career Model. 他們以失業

個案以及新移民專業人員為對象進行一連串研究，發現此一模

式是有其一定程度的效果的。而這模式，也與正向心理學的概

念相合。事實上「希望」，本就也是正向心理學當中的重要概念

之一。筆者與 UBC 的 Amundson 教授在非正式場合，其實也是

會議當中的餐會及高峰晚會 (Peak to peak Party) 的交流經驗中

，得知其個人表示會有兩個半年的休假時間，期望能進一步省

思這些研究成果，並撰寫成書。這是個頗不錯的分享，也可以

理解休假對教授於學術上階段性回顧及前瞻的重要性。

（四）其他心得

    大會於 Denver 這中西部高地城市，吸引不少國際學者，包

括日本、新加坡、韓國，以及歐洲非洲許多國家，整個會議有

三十餘國家學者參與，共一千三百多人，已經可謂為國際性會

議。會議結束，因正值美國國慶，飛機行程延誤一天，有幸一

�這高原城市上的居民風貌。也在時差之下清醒的夜裡讀完專

題演講講者 Carol Vecchio 所撰寫的 The time between dreams

這本書 - 這本帶著我們看看如何處理人生中的總總不確定性的小

書。其中 Carol 很智慧地以春夏秋冬四季轉換來形容個人生涯中

的總總不確定性，雖然全書的副標題是處理個人生涯中的不確

定，但看到轉換中個人面對生涯的熱情、願景視野、目標。她

相信在這多變的世界裡，只要個人有足夠的意志力，有清楚的

目標，且不要放棄、相信自己，並適當尋求動力的來源，總還

是能夠掌握這多變的世界，享受自己想要的人生。

三、建議

    本次會議數位同行者為同領域學者吳淑禎及王玉珍老師，大

家彼此熟悉，在各堂演講及論文發表之間的穿梭以及每天會後

的討論，均能有豐厚的分享。一方面可節省旅費，另方面在一

天的各自參與活動之後，還有機會互相交流，討論各自的參與

心得，與會的收穫是加倍的，而且是相當有趣的。以小組形式

來參與類似國際會議，日後更應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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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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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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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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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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cdca.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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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http://tcdca.heart.net.tw/  MAIL： tcdcaserv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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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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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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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cdca.heart.net.tw/


 
www.AsiaPacificCDA.org 

 
2016 Annual Conference 

Career Counseling 
Best Practic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romoting 
Inclusiveness 
May 19 - 21, 2016 

Taipei, Taiwan 
8 CEU Clock Hours Available 

 
APCDA invites you to attend th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here all presentations will be in English.  The 
audience will consist of delegates from many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as elsewhere.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networking, sharing among practitioners, and identifying new resources.  
Breakout sessions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tracks: 
• Serving School Populations (K-12) 
• Serving College Students 
• Serving Working or Job Seeking Adults 
• Research in Career Issues 
The audience will include career and school counselors, counselor educators, workforce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s at all age levels and in all settings (schoo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overnment, military, business, agency, corrections, and private practice).  Some assistance 
with translation will be provided, but delegates are encouraged to bring their own translators. 
 
CEU Clock Hours Available 
Our annual conference is an opportunity for network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earn 8 CEU Clock Hours 
from the US NBCC. 
 
Keynote Speakers:   

 

Multicultural and Gender Issues in Career Counseling 
Y. Barry Chung, Ph.D., is a professor at Indiana University, past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past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Wisdom of Traditional Eastern Cultures  
by Shuh-Ren Jin, Ph.D., professor at Macau University, and past-

president of Chinese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Association in Taiwan. 

 

 



 
www.AsiaPacificCDA.org 

 
2016 Annual Conference 

Career Counseling Best 
Practic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romoting 

Inclusiveness 
May 19 - 21, 2016 

Taipei, Taiwan 
 
APCDA invites you to share and showcase your professional expertise, research, or successful 
practices.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represents diverse nations where career planning services 
are rapidly expanding.  APCDA is seeking topics with special value to this diverse population, 
targeted at innovative ways of applying career planning practices in local cultures and 
encouraging local customs to embrace career planning.  Please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workforce issues in your country or techniques which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this region.  

 

The deadline for proposals:  November 30, 2015 
Visit http://AsiaPacificCDA.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onference. 

 
Official Conference Language: All presentations will be in English.  No translation services will be provided. 
 
A/V Equipment/Internet Connections:  The Conference will provide a digital project and Internet access. 
Flipcharts ar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Handouts:  Presenters ar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handouts. You will be notified 2 weeks in advance of 
expected number of attendees. Please prepare handouts in advance of the conference. On-site 
photocopying is not available.  
 
Program Selection Process: The APCDA Conference Program Committee will review all proposals. Final 
decisions will be based on quality, intended audience, and relation to the conference theme. The presentation 
chair will be notified via email of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the proposal no later than Friday, December 18, 
2015.   If you do not receive an email notification of your acceptance or decline from APCDA by December 18, 
please contact Info@AsiaPacificCDA.org.  
 



Requested Topic:  The APCDA Board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panels speaking on best practic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proposals for panel discussions. 
 
Submission Instructions:  
Submissions should be emailed to Info@AsiaPacificCDA.org as a document attachment in outline form.  Your 
certification of attendance (item 7 below) should be copied into the email so that your name on the email 
indicates your agreement. 

 
All Proposals Must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Title: (100 characters or less)  
 
2. Program Abstract: (100 words or less for the conference program)  
 
3. Detailed Description: (300 words or less)  
 
4. Presenter Contact Information:  

a. Name, title, institution/organization  
b. Address, city, state, postal code, country 
c. Phone 
d. Email  
d. Bio: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presenter's professional history, 100 words or less 
e. Photo 

Please include this information for each presenter.  
 
5. Program Length: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a. 20 minute research summary 
b. 40 minute presentation 

 
6. Topic category: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a. Career planning, development, or job placement in a school setting (elementary or secondary) 
b. Career planning, development, or job placement in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setting 
c. Career planning, development, job placement, or coaching with adults 
d. Labor market, workforce, and economic changes anticipated in the future 
e. International careers 
f. Research summary 
f. Other – please specify 

 
7. Certification of attendance:  
 (Copy this section to the email when you submit your proposal, and “sign” the email with your name, to 

indicate your acceptance of these terms.) 
 
• I understand that I, and all other presenters, must register for the 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pay the appropriate conference fee(s) by Monday, April 18, 2016.  
• I understand that I will furnish handouts if I am selected. I understand and commit to present the topic 

which I have submitted.  
• Should my content include resources which are available for sale, I understand I cannot sell items during a 

presentation and only by the purchase of a vendor table am I entitled to sell resources.  
• I understand and adhere to all of the above and should I not adhere to any portion of this statement 

APCDA has the right to cancel my program immediately.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proposal!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Monday, November 30, 2015. 



Optional Tours  
1,  On Wednesday, you are invited to tour the Palace Museum with an English-speaking guide.   
2.  When the conference ends on Saturday, you are invited to join a tour of a local vocational center.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Until 
February 
29 

Before 
April 18 

April 
19 and 
after 

Professional Member * $350 $370 $400 
Professional Non-Member $370 $390 $420 
Student/Retired Member or Presenter * $280 $300 $320 
Student/Retired Non-Member $300 $320 $340 
Vendor Table $530 $550 $580 
Optional Tours (each) $75 $75  

 
Schedule 
Wednesday, May18 10:30 - 4:30 Optional Palace Museum Tour and lunch 
Thursday, May 19 8:30 - 9:30 Registration 

9:30 - 12:00 PM Presentations 
Noon - 1PM Lunch 
1PM - 5:30 PM Presentations 
5:30 PM – 7:30 PM Reception (included in registration fee) 

Friday, May 20 9 AM – Noon Breakout Sessions 
Noon – 1 PM Lunch (included in registration fee) 
1 PM – 4 PM Breakout Sessions 
4 PM – 5 PM Annual Meeting 

Saturday, May 21 9 AM– Noon Presentations 
1 PM – 6 PM Optional Vocational Center Tour and lunch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to register or for updated information. 
 

www.AsiaPacificC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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