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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領綱之學習重點與相關知識概念

陳玉芳 /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輔導主任

　　2016年2月教育部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以下簡稱領綱草案），
闡述綜合活動領域的總目標與學習內涵（如圖一），
包括三個主題軸及十二個主題項目。其中，主題軸一
：自我與生涯發展，涵蓋了「自我探索與成長」、「
自主學習與管理」、「生涯規劃與發展」以及「尊重
與珍惜生命」等，強調透過課程協助學生探索生涯發
展資源與自我的關聯，統整生涯資訊，掌握未來社會
發展趨勢，規劃個人生涯抉擇，促進適性發展與彈性
適應的能力。

圖一：綜合活動領域總目標與學習內涵

　　綜合活動領域在國小、國中教育階段已行之多年
，現於十二年國教中延伸至第五學習階段（即高中階
段），包括生命教育（1學分）、家政（2學分）及

生涯規劃（1學分）三科，屬部定必修4學分，可在
不同年級規劃修習不同科目。其中，生涯規劃科旨在
深入分析與統整個人特質，發展職業興趣與休閒生活
的知能，連結人生各階段發展任務，以具備生涯轉折
與調適的能力。此外，教育部亦建議可開設具分化與
準備功能之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未來想像與生涯
進路」。
　　領網草案中，無論是必修1學分「生涯規劃」課
程或加深加廣選修2學分「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課
程，皆有敘明學習重點，包括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兩
個向度，用以引導課程設計、教材發展、教科書審查
及學習評量。以下彙整各個類別、項目之學習重點所
涉及之相關生涯知識概念，以做為教師進行生涯規劃
課程設計之參考：

類別
Ａ
．
自
我
探
索

項目
ａ
．
生
涯
發
展
與
自
我
調
適

學習表現
涯 1a-V-1 

連結人生各
階段的發展
任務，具備
生涯轉折與
調適的能力

涯選 1a-V-1
連結人生各
階段的發展
任務，具備
青年應有的
生涯能力

學習內容
涯 Aa-V-1

人生各階段
的發展任務

涯 Aa-V-2
青年生涯發
展特徵與需
求

涯 Aa-V-3
生涯轉折與
應變能力

涯選 Aa-V-1
人生各階段
的發展任務

涯選 Aa-V-2青
年生涯發展
特徵與需求

生涯及相關概念（以下簡要概述）
【發展取向之生涯理論】
．生涯發展理論（Super,1984）：

生涯發展階段與任務（成長期、
探索期、建立期、維持期、衰退
期）

．生涯發展階段論（Ginzberg, 
Ginsburg, Axelrad, Herma等）：
個人的生涯發展階段大致分為三
個階段，分別是的幻想期（10歲
前）、試驗期（11-18歲）、實
現期（19歲之後）

【新近後現代之生涯理論概念】
．計畫性機緣理論（Krumboltz & 

Levin, 2004）：面對非預期的遭
預，能正向回應視之為機會而不

年會搶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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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ｂ
．
成
長
歷
程
與
生
命
主
題

ｃ
．
自
我
覺
察
與
個
人
統
整

學習表現
涯選 1a-V-2 

因應各階段
可能的生涯
變化，善用
人生中的轉
折與機緣

涯 1b-V-1
覺察個人生
涯規劃的重
要性，主動
建構個人生
涯意義

涯選 1b-V-1
覺察個人成
長歷程與生
涯發展的關
係，主動建
構個人生涯
意義

涯 1c-V-1
分析與統整
個人特質、
價值觀、生
涯態度及信
念

學習內容
涯選 Aa-V-3

生涯轉折與應
變能力

涯選 Aa-V-4
生涯機緣與機
會創造

涯選 Aa-V-5
生涯調適與終
身學習

涯選 Aa-V-6
生涯危機處理
與管理

涯 Ab-V-1
個人過去、現
在與未來的成
長脈絡

涯 Ab-V-2
建構個人生涯
規劃的意義與
內涵

涯選 Ab-V-1
個人成長歷程
與發展脈絡

涯選 Ab-V-2
未來想像與生
涯憧憬

涯 Ac-V-1 
個人能力和興
趣

涯 Ac-V-2
建構個人生涯
規劃的意義與
內涵

涯 Ac-V-3
個人性格和價
值觀

生涯及相關概念（以下簡要概述）
去逃避，透過計畫性(planned)
（是指學習、進修、精進、擴展、
累積經驗等）採取行動，更勝於
做決策，保持開放的心胸，願意
好奇去探索的態度。
．渾沌生涯 (Pryor & Bright,2003)：

對不規則而無法預測的現象及其
過程加以分析，雖系統內部可能
有很多不可預測的偶發事件，但
決定行為的基本規律卻能夠分析
和掌握。認為「非線性」才是自
然和人文社會的常態，須以保持
開放心胸、好奇心、累積小行動、
長期量觀，以因應不可測「變」
的社會環境。

【特質與人格取向】
．生涯選擇理論（Roe, 1956）：

著重個人心理動機、需要，強調
早年經驗對職業選擇、生涯動機
的心理能量、職業適應的影響。

【新近後現代之生涯理論概念】
．生涯建構（Spencer, Norman & 

Neault, 2011）：個體以過去記
憶、當前經驗、未來心願，三者
交織成生命主題，得以產生個人
意義，賦予其所從事的職業行為、
職業經驗，個人主觀意義來建構
其獨特的生涯。
．生活設計（Life Design)（Savickas, 

2012)：後現代生涯是個性化的
生活設計，注重自我建構與自我
塑成。生涯不是在既定選項中的
決策過程，而是在無限可能中去
開創、建構與形塑。

【未來學與未來想像】
．未來思考（Mchale ,1978）：站

在過去已知的知識基礎上，探索
或推敲未來的可能面貌，稱之為
是「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
方式，以過去探究未來，呈現今
日是過去趨勢的延伸。
．未來想像（林偉文、陳玉樺，

2012）：能主動透過探究「過去
」、「現在」的發展及其脈絡，
想像「未來」可能的發展與創造，
期望能趨向個人或世界美好的未
來。
．未來學教學設計四大階段：考慮

未來、想像未來、選擇未來、建
立未來（Parker, 1989）。

【特質與人格取向】
．特質因素論(Parsons, 1909)：

特質指個人興趣、態度、能力、
技巧、價值觀念、性格等；因素
是指能成功完成工作任務所需具
備的各方面特徵。重視認識自己、
認識工作世界、自我與工作世界
間的合理推論。

類別

Ｂ
．
環
境
探
索

項目

ａ
．
教
育
發
展
與
職
業
選
擇

ｂ
．
職
業
生

學習表現
涯 1c-V-2

釐清個人生
活角色，開
展生涯故事

涯選 1c-V-1
釐清個人生
活角色，兼
顧工作與休
閒生活

涯 2a-V-1
具備運用資
訊分析個人
特質與生涯
進路的能力

涯選 2a-V-1
具備運用資
訊分析個人
特質與生涯
進路的能力

涯 2b-V-1
具備職業道
德與工作倫
理，以適應
未來職涯生
活

涯選 2b-V-1
了解職業的
內涵，探討
市場變動與
全球產業發
展的趨勢

涯選 2b-V-2
培養經營職
場人際關係
與跨界合作
的能力

學習內容
涯 Ac-V-4

生活角色與生
活型態（性別
、族群、階層
等多元文化、
人際互動與經
營等）

涯選 Ac-V-1
生活角色與生
活型態（性別
、族群、階層
等多元文化、
人際互動與經
營等）

涯選 Ac-V-2
未來工作與休
閒生活的安排

涯 Ba-V-1
高中生涯進路

涯 Ba-V-2
特質與生涯進
路

涯 Ba-V-3
特質與大學學
群

涯 Ba-V-4
大學學習內涵
與生活

涯 Ba-V-5
大學生涯與職
業選擇

涯選 Ba-V-1
運用資訊分析
未來可能的生
涯進路

涯 Bb-V-1
職業生活與工
作倫理

涯 Bb-V-2
市場變動與未
來發展

涯選 Bb-V-1
職業內涵與社
會需求

涯選 Bb-V-2
市場變動與未
來發展

涯選 Bb-V-3
國際趨勢與生
活型態

涯選 Bb-V-4
職場的人際溝
通與團隊合作

涯選 Bb-V-5
跨界合作（文
化、專業領域
、區域、性別
、族群等）

生涯及相關概念（以下簡要概述）
【發展取向之生涯理論】
．生涯發展理論（Super, 1984）：

自我概念、生活廣度與生活空間、
生涯彩虹。

【特質與人格取向】
．生涯類型論（Holland, 1985）：

1. 職業興趣六角型模式。2. 人與
環境之間之一致性、分化性、適
配性、統整性等。3. 職業興趣與
職業世界的分類系統。
．大考中心學群與學類之分類系統

．「歷程-資源」模式（Harris-
Bowlsbry et al, 2002)：一般性
生涯決策歷程中，資訊系統是以
提供「資源」（resource）的角
色，支援這些決策歷程。

【特質與人格取向】
．Minnesota工作適應理論（Dawis 

& Lofquist, 1984）：強調個人
與工作環境之間的適配與互動，
若能從工作中獲得滿足，即工作
適應。

【生涯金三角理論】
．生涯規劃模式（Swain, 1984）：

做生涯決定時要考量「自我」、
「教育與職業資料」及「環境」
三個向度。

．技術士技能檢定共用項 「工作倫
理與職業道德」教材
．未來10年整體就業人力推估
．勞動部行業職業就業指南
．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
．高中職學校應屆畢業生流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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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是未來之學，因為生涯總是關乎未來，生涯
也是應變之學，因為未來總是變幻莫測。因應人類社
會的變化，標準化的生活模式不再，人類的生活型態
逐漸從制度化、機構化轉移到個人化，變得不規則、
不穩定、不可預測。面對生涯規劃須要更有彈性、更
具創意，而高中生涯規劃課程之知識與選擇也勢必要
因應這個變化而調整。從生涯理論知識之特性來看，
生涯發展重視個人成長歷程及特質探索，關注職業世
界的了解及工作環境的適應，同時又須因應多變的時
代與社會，故在課程實踐上較貼近於經驗取向、社會
行為主義、後現代主義的課程思維。而高中生涯規劃
科教師於課程設計與實踐上，須因應新課綱及時代之
需更與時俱進了。

類別
Ｃ
．
決
策
行
動

項目
ａ
．
生
涯
評
估
與
智
慧
抉
擇

ｂ
．
自
我
管
理
與
態
度
培
養

ｃ
．
自
我
覺
察
與
個
人
統
整

學習表現
涯 3a-V-1

能使用生涯
評估與抉擇
的方法，規
劃未來

涯選 3a-V-1
具備生涯評
估與抉擇的
方法，展現
反思與彈性
因應的能力

涯 3b-V-1
善用學習方
法與策略，
進行有效學
習，養成終
身學習的習
慣

涯 1c-V-1
分析與統整
個人特質、
價值觀、生
涯態度及信
念

學習內容
涯 Ca-V-1

抉擇歷程與評
估工具

涯 Ca-V-2
生涯反思與變
化因應

涯選 Ca-V-1
抉擇歷程與評
估工具

涯選 Ca-V-2
生涯設限與妥
協歷程

涯選 Ca-V-3
生涯反思與彈
性因應（正向
看待不確定性）

涯 Cb-V-1
自主學習的方
法與策略

涯 Cb-V-2
時間管理與壓
力調適等

涯 Ac-V-1 
個人能力和興
趣

涯 Ac-V-2
建構個人生涯
規劃的意義與
內涵

涯 Ac-V-3
個人性格和價
值觀

生涯及相關概念（以下簡要概述）
【社會學習與社會認知生涯理論】
．Krumboltz社會學習取向之生涯

理論：強調影響個人做決定的相
關因素，包含自我觀察、世界觀、
任務取向技能等。
．生涯決定（DECIDES）七步驟
（Krumboltz, 1982）：1. 界定
問題（Defining the problem）
2. 擬訂行動計畫（Establishing 
an action plan）3. 澄清價值
（Clarifying value）4. 找出可能
的選擇方案（Identifying 
alternatives）5. 評價可能選擇
的結果（Discovering probab1e 
outcomes）6. 有系統地去除各
種不符價值標準的可能選擇
（Eliminating alternatives
systematically）7. 採取行動
（Starting action）
．選擇模式（Lent等人）：生涯選

擇是一個動態而連續的歷程
（Lent, 2005）：(1) 選擇目標、
(2) 選擇行動（即選擇後面臨到生
涯行動的複雜歷程、(3) 依據表現
領域與成就進行回饋與修正之歷
程。

【生涯金三角理論】
．生涯規劃模式（Swain, 1984）：

做生涯決定時要考量「自我」、
「教育與職業資料」及「環境」
三個向度。

【決定歷程】
．決定歷程七步驟（Herr & Cramer, 

1996）：(1) 定義問題；(2) 找出
所有可能的選擇；(3) 蒐集資料；
(4) 處理資料；(5) 訂定計畫；(6) 
選定目標；(7) 完成計畫。

【發展取向之生涯理論】
．設限妥協觀念（Gottfredson, 

1981、 2005）：以認知發展的
角度說明個體成長過程中職業渴
望（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的形成歷程。

【希望中心取向的生涯發展模式】
．生涯流動（Niles, Amundson & 

Neault, 2011)：每個經驗對生涯
發展都是重要的，其提供環境的
回饋讓我們了解哪些需要改變、
哪些可以維持現狀。透過自我覺
察和啟發省思，確認自我想法、
思考、行為及因應環境的能力，
從不確定中逐漸自我澄清，可協
助我們更有效率掌握生涯發展。
．終身學習者之特質與實踐策略

（Griffin & Brownhill, 2001）：
知道如何學習，且能將之有效付
諸實踐，並成為自我導向學習者。

．終身學習者四項特質（UNESCO, 
2001）：積極具創造力的探索者、
反省的行動者、自我實現的行動
者、學習的統合者。

．生涯管理三步驟（Noe, 1996）：
1. 生涯探索：指個體藉由自我探
索（如：瞭解個人的價值觀、興
趣、 技能的優缺點等）以及環境

類別 項目

ｃ
．
生
涯
行
動
與
實
踐

學習表現
涯選 3b-V-1

具備主動積
極的學習動
機與態度

涯選 3b-V-2
生涯檔案電
子化的運用

涯選 3b-V-3
具備時間與
壓力管理的
概念，並了
解其在生涯
危機管理之
重要性

涯 3c-V-1
能運用生涯
檔案認識自
己並自我推
銷

涯選 3c-V-1
確認階段性
生涯目標，
實現夢想的
承諾

學習內容
涯選 Cb-V-1

跨科學習與自
主規劃學習進
度

涯選 Cb-V-2
E化生活與生
涯管理

涯選 Cb-V-3
未來生涯策劃
與時間管理

涯選 Cb-V-4
未來生涯危機
管理與壓力

涯 Cc-V-1
生涯願景與行
動方案

涯選 Cc-V-1
生涯願景建構
與夢想實現（
對生涯願景具
備現實感、未
來感與責任感）

涯選 Cc-V-2
未來生涯願景
與使命宣言

生涯及相關概念（以下簡要概述）
探索（如：與同儕或家人討論生
涯興趣）以獲取生涯相關資訊；
2. 發展生涯目標：指個人希望達
成的生涯成果（如：升遷、加薪
或技能的取得），當個人對自己
的生涯目標愈確定時，則愈有可
能從事於有益於目標達成的行為，
且其參與發展活動的動機也愈強；
3. 執行生涯策略：生涯策略係指
有益於生涯目標達成的活動或行
為，例如師徒關係或網絡關係的
建立。

【新近後現代之生涯輔導理論概念】
．著重個人的生命主題與主觀意義，

以未來藍圖描繪生涯願景，以協
助當事人以未來故事錨固定生涯
目標。

【未來學與未來想像】
．未來思考（Mchale, 1978）：站

在過去已知的知識基礎上，探索
或推敲未來的可能面貌，稱之為
是「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
方式，以過去探究未來，呈現今
日是過去趨勢的延伸。
．未來想像（林偉文、陳玉樺，

2012）：能主動透過探究「過去
」、「現在」的發展及其脈絡，
想像「未來」可能的發展與創造，
期望能趨向個人或世界美好的未
來。
．未來學教學設計四大階段：考慮

未來、想像未來、選擇未來、建
立未來（Park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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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族群的職涯發展與自我探索

王耀興 / 鈺璽診所臨床心理師

　　台北市職能發展學院為了讓接受職訓的學員在受
訓期間，能夠有機會了解自己在性格與職業能力、態
度行為上的強弱項，因而與104進行合作，對學員進
行職能行為與性格測驗，透過心理師的解測與諮商說
明進行自我探索、比對受測學員與業界職員在職能行
為上的差異性。（職能行為說的不完全是專業技術的
硬知識，而是結合個人信念、工作態度、以及人際溝
通技巧的一種軟實力）。很高興先前服務的單位-中
崙諮商中心承辦了這項業務，因此開啟了我接觸職涯
領域的工作經驗。在職涯發展學院服務的兩年多經驗
中，從心理師的角度，累積了一些對於職涯發展的觀
點。今天與大家分享的主軸，將鎖定在青年失業的族
群，從心理師的觀點中，該如何對青少年失業的議題
進行思考。
　　在職發學院中，有一群特別的青年，他們通常對
自己的未來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在課
堂中學習動機不高，交作業拖延，或者是課堂中睡覺
等，他們彷彿只是把學校生活搬到職發學院，換個場
景過生活，但事實上，卻不知道生活是怎麼一天天過
去的。與這群青年會談的過程中，不難發現他們雖然
都是剛長大的成年人，但卻有著共通的特質-就是嬰
孩特質。嬰孩特質指的是，「我需要仰賴別人的意見
」、「我需要別人告訴我怎麼做」、「我甚麼都做不
好」，在生涯發展的這個大議題上，他們顯得非常茫
然，一方面不知道方向在哪裡，另一方面也沒有嘗試
的勇氣。因為對嬰孩來說，自己沒有作主的權利、他
們甚至對於失敗有著一種偏執，如果我失敗了，那會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如同小孩失去心愛的玩具一
般。慢慢的理解他們以後，通常可以看見他們憂鬱的
心理狀態，因為在生活中，無法作主下的自己，顯得
無能與無助。或許你會問，這樣的嬰孩般的心理狀態
，是不是他求學階段不努力讀書、是不是他自己不願
意學習？其實影響這個嬰孩心理的因素非常之多，包
含我們華人的教育文化、家庭關係、以及個人學習技
巧等，都有可能讓一個初入社會的青年，顯得如嬰孩
般的弱小，被動的等待著外在環境給他指令。

　　那麼，以心理師的觀點如何進行介入呢？其實我
保守的認為，短時間的介入服務時數，是無法有效地
激發這群青年的學習活力的。你可以這樣想，一個正
常的嬰孩要花多久的時間長大呢？至少也需要個3-5
年吧，那麼心理治療如果沒有好好陪伴著這個青年
2-3年的時間，那麼該如何讓他長大呢？因此心理治
療的觀念並不完全適用在這群失業青年當中。
　　針對這群失業青年，我想心理師的角色就會定位
在一個整合的個管師角色。首先：針對職發學院的導
師，試著讓老師跳脫傳統「老師」的思維，在短短的
三個月中，不完全是逼著他念書，學習，或者是讓他
們經由訓練後就找到工作，除了這些既定的願景目標
之外，老師也可以扮演一個「替代性父母」的角色，
以多樣化的角色與這群青年建立關係，例如：教導他
們經濟自主的好處、在班級人際上協助分組與分工，
讓他們有一個成功的學習經驗，又或者是偶爾扮演朋
友一般，分享著他們對學習以及未來的惶恐。再來，
在短短的與個案接觸的1-2小時內，很重要的是心理
師能夠系統性的帶領個案思考自己的成長背景與當前
性格、生涯困境的關聯性，在短短的時間內要達到這
樣的目標，確實是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在我的服
務經驗來說，我通常試著帶領著個案看見自己的無助
，鼓勵個案在諮商過程中，透過某些象徵性的言語或
動作，來表達自己願意改變或成長的動機。最後，在
我完成諮商後，在徵得個案的同意下，我通常會與學
院的主責工作人員，或者是老師進行簡單的討論，建
議後續與該學員的互動方式。因此，在一個比較系統
性的工作中，心理師的角色不完全僅固定在與個案之
間的一對一會談，還會引伸出相關的系統服務，包含
專家角色的建議、以及對機構工作人員的諮詢等，讓
心理師的功用得以在系統的層次上，發揮一些作用。
　　最後，針對這群失業青年，實在需要多投注資源
在他們的心理健康議題，因為求職技巧、技術學習這
些硬體概念都可以經由填鴨式教育給逼出來，但是一
個人的健康性格養成不易，很容易影響整體的學習與
工作表現，而外在行為表現又容易成為一個判斷個人
工作能力的量尺，當挫折來臨時，這群青年的失敗感
就很容易壓垮自己的職涯功能，職場業績也就每況愈
下。心理師在其中如果能夠結合家庭脈絡、仔細的反
應個案的情緒、以及辨識人際模式，就能陪著個案用
不同的思考來重新框架當前的困境，分辨情緒與性格
因素如何影響自己的職涯能力展現。而我在其中觀察

 

  

助人者的專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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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青年想要「脫魯」的生命力，對於剛邁入青壯年
的自己來說，也感受到身為年輕人的我，有讓自己強
壯起來的需求。因此，在壯大職涯功能的同時，若能
夠對自己做深度的自我了解，那麼就能夠慢慢滋養自
己的自信心，迎接職場變動的挑戰。

《特別收錄》

何時不該離職呢？

傅嘉祺 / 諮商心理師全聯會媒體與公共關係委員會副召集人

　　經常協助員工在談論職涯規劃時(生涯規劃與職
涯規劃不一樣唷)，聽他們提及想離職的理由千奇百
怪，有家庭因素、有個人期許或理念不同，亦有適應
不良者，但多數根本問題卻是人際溝通協調與相處，
人不合就感覺諸事不順、烏煙瘴氣。而嘴巴上經常提
到想要離職者，在面對負向情緒時，談論內容多是批
判指責而非抱怨，且認知上則常用負面的角度來進行
思考和詮釋。
　　今天就來練習一下正向的思考模式，如果不離職
的理由實比離職原因更有價值呢？所以與其要討論為
什麼離職的理由，不妨一起來想想「何時不該離職」
呢？ (小推一下日劇：《我家丈夫工作無能》（ウチ
の夫は仕事ができない）)

一、如果你工作開心有熱情
　　自己熱愛的工作內容會使你有生氣，使你願意投
入，讓你可以寒冬起床、廢寢忘食，從中發掘樂趣和
自我滿足、自我實現。如果排除惱人的同事跟主管，
該工作內容的價值與意義性正是如此，那請堅持到被
看見、被賞識、被重用，切勿短視近利。雖說錢少的
工作令人想離職，但是若新就職的公司是錢少又提不
起勁的工作，不是更加得不償失？

二、 如果你在此地風評不好、名聲敗壞
　　因為風評不佳名聲差，只會夾著尾巴逃跑，以為
換個新地方可以重新開始，殊不知這樣只是拖著傷疤
去下一地方找罵挨。畢竟你仍舊是以負向評價的狀態
離開，所以負評依舊如影隨形像是不離不棄的背後靈

。所以不如先將自己漂白，有所成長跟收穫，不見得
要被大家喜愛至少也沒什麼恩怨情仇，此時身心才能
昂首闊步的往彼地努力，才不會人未到，小道消息卻
先到。 

三、 如果工作仍不上手，技能沒有習得
　　一份工作做了一年半載無法獨立作業與發展出自
己的作業程序，也沒有累積到人脈，這樣離職不是很
可惜嗎？累積資歷與經歷是被看見的不二法則，所以
工作不滿一季、半年或仍無具體成果，這樣的「成果
」也真的非常難以書寫在履歷之中。想起有些人去遊
學打工，端了咖啡，出賣了勞力卻沒有一技之長或學
到語文（目標若只是錢也可，但請至少有存到一筆錢
，若願意將錢用來投資自我，增進實力則更加分），
不如大方承認我只是想要換個地方感受生活！ 

四、 如果沒有出去闖的勇氣，如果沒有更好的機會
；如果不愛吃苦，不愛忍受模糊，也請安身立命吧
�
　　如果只是膩了、嫌無聊，或沒有時間、健康、勇
氣去面對挫折挑戰，若不是被高薪挖角，那麼離職或
是轉換跑道通常只是溜滑梯而非往上的直達電梯，既
然又沒有擁有金爸銀媽可以罩，還是請認命的靠自己
多加油。有些上班族總是每天在臉書上「上班老闆罵
，下班罵老闆」日復一日的上演肥皂芭樂劇，老實說
只是愛抱怨、不認命、不吃苦的人，如果還有笨老闆
願意花錢在這樣的你身上，你為何不要呢？因此也拜
託先不要離職，這樣的安身立命棲身之處不多見啊！

[ 備註 ]
本期特別邀請傅嘉祺諮商心理師與我們分享對於轉換工作
時機點的想法，下一期將繼續由林俊宏老師為您帶來精彩
的連載文章。

求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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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成功關鍵之鑰、開啟夢想

職涯之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職涯輔導工作簡介

蔡松純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輔導組組長

　　面對產業快速變遷的全球化世代：科技持續的創
新發展、人工智慧的開發應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知識
傳播，如何培育具有跨國就業競爭力的人才已是各大
專院校的重要議題。本校創立於西元1895年，以培
育優良師資為本校特色，至2005年升格改制為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後，非師資生人數逐年增加，為因應少
子化所衍生教師職缺銳減之社會現象，於2009年2月
1日將「師資培育中心」更名為「師資培育暨就業輔
導中心」並於下增設「輔導組」，擴大辦理本校非修
習師資培育相關所系學生之見習觀摩、實習與就業輔
導等業務，以全面提升本校畢業生就業競爭力。
　　本校就業輔導之宗旨為培育專業菁英與跨域之實
務人才，實際做法為提供學生各系專屬職涯導師之專
業諮詢與引導，建立就業力認證機制以培育學生十大
就業競爭力，並藉由第一哩到最後一哩的職涯探索、
職能養成、實務增能，及就業媒合、求職準備等一系
列完善職涯輔導措施，為學生逐步儲值就業力，提升
謀職自信心（如圖示）。以下針對各項措施進行簡要
說明。

圖：職涯輔導執行圖

一、四哩路不間斷：培養跨域實務
人才

(一) 各系專屬職涯導師
　　本校為全國唯一全額補助各系擔任職涯導師之專
任教師取得GCDF國際職涯發展師證照之學校，目前
各系均有1-3名已經取得GCDF國際證照之職涯導師，
全面性提供各系學生職涯諮詢服務，並藉由開設職涯
發展領域課程、辦理多元活動、鼓勵學生進行職場體
驗實習等，協助本校學生發掘志趣熱情、建立才幹資
產、進行求職準備，實踐其生涯願景。各系職涯導師
對於本校就業輔導的成效佔有極為重要的角色。以下
列出職涯導師參與的項目工作：

1.職涯諮詢：職涯導師接受學生預約諮詢，提供
生涯系列卡片、UCAN團體解測服務、引導學
生發展職場核心能力等諮詢服務，釐清職涯發
展迷思；並指導學生撰寫履歷、面試模擬，協
助學生進入職場前的求職準備

2.UCAN解測：全面進行大一學生UCAN職業興
趣探索解測說明

3.職涯課程：開設職涯發展領域課程，指導學生
進行職涯規劃、認識職場文化

4.業界合作：開設專業實（見）習課程，積極協
助所屬系所與產業合作

5.職涯活動：辦理職涯輔導講座、企業參訪活動
6.活動宣傳：主動包班帶領學生參與中心職涯發

展活動，推廣公部門資源
7.爭取經費：極力爭取校外職涯輔導類計畫，執

行成果優良，曾受邀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專題分
享

8.專業社群：各系所職涯導師們均參與職涯導師
社群，交流職涯輔導經驗與心得，持續取得
GCDF繼續教育學分，並辦理職涯輔導各項知
能講座，以持續精進職涯輔導知能

(二) 推動就業力認證機制
　　為培養本校學生成為跨域實務人才，依據企業所
需人才與本校發展特色，推動學生就業力認證，以十
大職能為培育目標：專業力(跨域專長)、資訊力、溝
通力、合作力、創新力、問題解決力、明辨思維力、
責任承擔力、自主學習力及財經力等。經由各系課程

生涯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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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社團活動、競賽活動、產學合作、證照考取、
就業輔導各項活動�等全校性的多面向培育管道，
達到各職能的養成，並以就業力認證的形式，鼓勵學
生自我激勵培育就業職能。

二、新生入學第一哩階段：職涯探索

(一) 大一新生職業興趣探索
　　UCAN職業興趣探索解測活動，由各系職涯導師
入班，利用教育部UCAN平台之測驗工具，協助大一
學生瞭解自己的職涯興趣與方向。

(二) 職場百工圖影片：校友分享志業擇定
歷程與影響
　　第一階段由系所拍攝「系所百工圖」影片，藉由
採訪優秀校友，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分享就業經驗，提
供學生規劃未來職涯發展之參考。第二階段進一步深
化拍攝「職場百工圖」，改由本校學生組隊競賽方式
，採訪菁英校友，分享「志業」與「職業」之不同，
期能幫助學弟妹學習如何擇定志向，並能愛其所選，
選其所愛。

(三) 建置系所就業資訊網站
　　整合系所百工圖、職場百工圖，以及該系所相關
未來就業職種、系所相關工作平均薪資、系所畢業生
流向等各系所就業輔導相關資訊，建置各系所就業資
訊網站，提供各系所學生在職涯選擇時之參考。

三、學生在學第二哩階段：職能養成

(一) 企業參訪
　　由教師帶領課堂學生至系所發展特色之相關企業
進行參訪。藉由實際參觀職場環境、與各部門人員交
流，增進對企業營運概況、產業實務現況與企業選才
標準之認識，促進師生與業界交流與互動，並提早為
職涯發展預做準備。

(二) 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辦理職涯輔導系列講座，邀請各領域專家、人資

主管分享徵才任用標準，了解產業發展趨勢、人才需
求等議題，讓學生獲得企業界最新資訊及就業市場必
備知識與專業技能。

四、學生在學第三哩階段：實務增能

(一) 專業證照及公職考試之增能講座
　　依本校學生人格特質與專長，針對特定公職考試
類科：「教育行政」、「人事行政」與專業證照類別
：資料處理-EXCEL、領隊導遊等，邀請本校校友、
講師進行經驗傳承與工作經驗分享，供本校學生職涯
規劃之選項，並利用在學期間提早作好應試準備。

(二) 課程型與非課程型之產業實習

　　理論與實務必定有落差，為使學生能了解職場現
況，本校各系所均開設產業實習課程，與業界專家合
作協同授課。且積極與各企業簽約合作，讓學生實地
前往各企業進行實習，更進一步推動海外實地學習。
期使學生具備移動力，不僅在台灣具備就業競爭力，
在海外一樣具有高就業力，使其學職轉換能夠無縫接
軌。

五、畢業前最後一哩階段：就業媒合
．求職準備

(一)  CPAS職業適性診斷測驗

　　大三與大四學生於畢業前進行CPAS測驗施測與
解測活動。邀請業界人資職涯顧問進行解測，除透過
測驗結果給予學生尋求第一份工作的建議外，更提醒
學生如何強化分數較低的職能，同時提供職場面試案
例，分享業界用人觀點。

(二) 求職準備活動

　　為強化謀職準備度、提升就業競爭力並增強就業
信心，規劃切合畢業生需求之求職準備週系列活動，
邀請業界人資主管蒞校分享「中英文履歷/自傳的寫
作技巧」、「面試技巧」、「職場彩妝與服裝」、「
職場防身術-求職防詐騙」等求職準備相關主題演講
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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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校園徵才說明會
　　為使學生能了解不同企業之屬性，辦理企業實習
暨徵才說明會，邀請與本校系所特色相關之企業前來
本校，進行公司說明與徵才需求，並實際提供實習及
正職工作之機會。

(四) 就業博覽會
　　辦理就業博覽會，邀請企業擺設攤位到校徵才，
提供學生在同一時間與多家企業面對面接觸之機會，
使學生了解就業市場與增加媒合機會，讓學生能夠畢
業後旋即進入心目中理想的企業工作。

(五) 畢業生流向調查
　　為了解畢業生流向，進行畢業滿一、三、五年之
畢業生流向調查。為提升調查成效，本校建置專屬畢
業生流向調查之問卷系統，以多方管道提升問卷填答
率，並將問卷回饋結果提供本校各系所參考，用以改
善課程規劃及未來輔導學生就業方向。

(六) 雇主滿意度調查
　　為了解企業雇主對於本校畢業生的滿意度，進行
雇主滿意度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回饋予各系所參考，
以縮小學用之間的落差。

結語：
　　本校為培育專業菁英與跨域之實務人才，在職涯
輔導的推動上不遺餘力，從校級、院級至各所系同步
前進。從法規的訂定、課程架構的調整、系所教師的
動員至行政單位的執行，以點線面的方式全面含跨職
涯輔導的各種做法。在全校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本校
畢業生畢業一年內之就業率，高達90%以上，顯見職
涯輔導之成效。未來仍將繼續秉持優良的傳統及淳樸
堅毅的校風，掌握時代脈動，不斷地追求成長、創新
與發展，培養能因應未來世代的專業人才。

上課囉!來聽聽桃園市立中壢家商怎麼說!!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職業學

校生涯輔導工作特色

曾孟嫺 / 桃園市立中壢家商輔導主任

宋珮綺 /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輔導教師（協同編輯） 

一、學校簡介
　　中壢家商創立於民國43年，以務實致用、追求
創新卓越及推廣精緻教育的理念，積極發展本校專業
的群科特色；強化產學的實務鏈結，落實學以致用的
精神和縮短學用落差，培養務實致用的專業技職人才
，以「和諧、關懷、創新、卓越」為學校願景，建立
「溫馨校園、精緻教學、多元適性、創新卓越」為學
校目標，願壢家成為「小而美、美而精、精而優」的
學習園地。在孩子安心、家長放心、校內同仁齊心努
力下，讓我們的孩子有能力面對未來的挑戰，是以本
校學校願景圖像為：

和諧：校園友善、自利利他
關懷：從心出發、服務人群
創新：扎實學習、適性發展
卓越：精進技能、超越自我

　　再者，本校規劃以「和諧、關懷、創新、卓越」
為核心素養，培養學生「聆聽、觀察、統合、創造、
合作、執行」六項解決問題的能力，期望經過三年學

 

  

(二) 求職準備活動

生涯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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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養成具備「創造力、精進力、分析力、審美力、表
達力」五項校本能力：

精進力：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精熟程式設計語言
，透過專題製作設計APP及相關程式系統，
面對瞬息萬變的科技社會，打造與國際接軌
之能力及精益求精的學習精進力。

分析力：學生具備商業專業知識與技能，能分析商業
環境的經營策略與成果，發揮商業分析能力
，展現統整合作與競爭力。

審美力：落實美感教育，讓美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使
學生能讓生活美學實際在食、衣、住、行當
中體現出來。

表達力：以國際人才培養為宗旨，著重有效溝通與英
語簡報能力訓練，打造面試、人際與職場的
完美表達力，在人群中脫穎而出！

二、生涯發展特色
　　本校現有25班，分別有家政科、流行服飾科、
商業經營科、應用外語科、資料處理科五大類科所組
成，另附設進修學校設有2科（流行服飾科、商業經
營科），共5班。為了促進學生多元適性的專業知能
與人文素養，除了校內各群科的專業類科系統化的學
習以外，更依據不同群科學習特色與不同年級的生涯
需求，辦理各項證照檢定與生涯輔導活動內容，以期
能增進學生個人優勢能力與興趣，以達多元學習、適
性揚才的技職生涯目標：

(一) 家政科：
1. 高一高二學生烹飪、美容實務、服飾造型

、縫紉及手工藝證照考試訓練。

2. 高三嬰幼兒發展與保育實務課程與證照考
試訓練。

3. 高一新生定向輔導課程【高職生，你準備
好了嗎？】。

4. 高一適性學習輔導課程【學習與讀書策略
量表、興趣量表—結果解釋】。

5. 高二適性學習輔導課程【新編多元性向測
驗、學系探索量表—結果解釋】。

6. 高三生涯達人(校友)講座、家政群幼保類
—科大群科座談講座、備審資料說明與諮
詢、技職繁星推薦諮詢、四技二專家政群
甄選入學模擬面試。

7. 高三學生家政科動態與靜態成果展示。
8. 產業參訪與體驗。

(二)流行服飾科：
1. 高一高二學生縫紉、立體剪裁、服飾工藝

、美容實務證照能力培訓。
2. 高三學生成衣製作能力培訓。
3. 高一新生定向輔導課程【高職生，你準備

好了嗎？】。
4. 高一適性學習輔導課程【學習與讀書策略

量表、興趣量表—結果解釋】。
5. 高二適性學習輔導課程【新編多元性向測

驗、學系探索量表—結果解釋】。
6. 高三生涯達人（校友）講座、家政群生活

應用類—科大群科座談講座、備審資料說
明與諮詢、技職繁星推薦諮詢、四技二專
家政群甄選入學模擬面試。

7. 高三流行服飾科—服飾動態成果展、產學
合作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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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業經營科
1. 高一學生會計事務資訊、電腦軟體應用丙

級、商教會英文與會計三級能力技能檢定
培訓。

2. 高二學生商教會英文三級與會計二級能力
測驗技能檢定培訓。

3. 高三學生會計事務、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
能檢定培訓。

4. 高一新生定向輔導課程【高職生，你準備
好了嗎？】。

5. 高一適性學習輔導課程【學習與讀書策略
量表、興趣量表—結果解釋】。

6. 高二適性學習輔導課程【新編多元性向測
驗、學系探索量表—結果解釋】。

7. 高三生涯達人（校友）講座、商管類群—
科大群科座談講座、備審資料說明與諮詢
、技職繁星推薦諮詢、四技二專商管群甄
選入學模擬面試。

8. 全國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選手培訓、職場
體驗探索活動、校內專題製作培訓

(四) 應用外語科
1. 高一高二商教會英文三級、二級檢定、全

民英檢、多益測驗培訓。
2. 高三商教會英文二級、一級，多益測驗培

訓課程。
3. 高一新生定向輔導課程【高職生，你準備

好了嗎？】。
4. 高一適性學習輔導課程【學習與讀書策略

量表、興趣量表—結果解釋】。
5. 高二適性學習輔導課程【新編多元性向測

驗、學系探索量表—結果解釋】。
6. 高三生涯達人（校友）講座、應用外語群

—科大群科座談講座、備審資料說明與諮
詢、技職繁星推薦諮詢、四技二專應外群
甄選入學模擬面試。

(五)資料處理科
1. 高一電腦軟體應用丙級、勞委會會計事務

丙級、商教會會計事務三級、ACA 
PhotoShop國際證照考試、TQC Word實
用級培訓。

2. 高二商教會會計二級、商管能力、英文能
力、電腦網頁設計丙級、TQC Excel進階
級檢定培訓。

3. 高三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能力培訓。
4. 高一新生定向輔導課程【高職生，你準備

好了嗎？】。
5. 高一適性學習輔導課程【學習與讀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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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興趣量表—結果解釋】。
6. 高二適性學習輔導課程【新編多元性向測

驗、學系探索量表—結果解釋】。
7. 高三生涯達人（校友）講座、商管類群—

科大群科座談講座、備審資料說明與諮
詢、技職繁星推薦諮詢、四技二專商管
群甄選入學模擬面試。

8. 邀請校友、企業界人士蒞校演講並提供網
路資訊或相關宣導資料。

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

－說出的與沒說出的 (2012/127分鐘/美國)

黃素菲 /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根據加拿大作家揚·馬特
爾（Yann Martell）於2001年發表的同名小說改編。
《少年Pi的奇幻漂流》由李安執導，劇本由大衛馬季

（David Magee）改編。演員包括：蘇瑞吉夏爾瑪（ 
Suraj Sharma）飾演少年Pi，伊凡卡漢（Irrfan 
Khan）飾演成年Pi，拉夫斯包爾（ Rafe Spall ）飾
演作家，塔布（ Tabu ）飾演Pi的母親，傑哈德巴狄
厄（ Gerard Depardieu ）飾演廚師，阿迪爾胡賽恩
（ Adil Hussain ）飾演Pi的父親。16歲時的少年Pi，
與孟加拉虎「理查．帕克」在太平洋上度過二百多天
的日子。
　　在故事版本，Pi問了那兩位日本海運公司人員，
問他們會選擇哪一個版本。而在電影版本，Pi是向前
來訪問的作家提問此問題。而相同地，作家也是選擇
了Pi的動物版本。另一方面小說中Pi向那兩位日本海
運公司人員介紹他遇見一名台灣水手（電影中由王柏
傑飾），但電影中沒有確切表示他是台籍水手。
　　影片投資1.2億美元，導演李安花了好幾個月尋
找男主角Pi的扮演者，最終17歲的新人蘇瑞吉夏爾瑪
（Suraj Sharma）於2010年10月從3000名挑選者中
脫穎而出。2011年1月開拍，拍攝地包括臺北市立動
物園、臺中水湳經貿園區、和屏東縣的墾丁國家公園
等地，以及印度本地治里等地。
　　本片獲得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劇情片、最
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攝影、最佳佈景設計、
最佳剪接、最佳音效剪接、最佳音效混音、最佳視覺
效果、最佳電影配樂、最佳電影歌曲等11個獎項之
提名。其中最佳導演（李安）、最佳攝影（克勞迪奧
．米蘭達）、最佳視覺效果（Bill Westenhofer, 
Guillaume Rocheron, Erik-Jan de Boer and 
Donald R. Elliott）、最佳電影配樂（麥可．唐納）
等四項，獲得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之獎項，也使得
李安在國際導演席上更上一層樓。

 一層一層的「說」故事
　　故事永遠都是迷人的，好故事扣人心弦。這就是
為什麼瓊瑤或金庸，成為30到50年代台灣人的共同
記憶。電影是用畫面說故事，這部《少年Pi》更加確
定李安是用電影說故事的高手。本片表面上是一個簡
單的故事，一個少年跟一隻老虎在海上漂流了227天
的故事，但是精彩的是李安說故事的繁複層次與邏輯
結構。片中男主角對來訪客人說故事，母親對兒子說
故事，《少年Pi》對日本保險公司調查員說故事，導
演對觀眾說故事，整部電影其實就是一層一層的「說
」故事的肌理。李安透過精采的電腦動畫與3D影像

 

 

 

生涯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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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觀，天馬行空的剪接畫面、運鏡、音效等等，一幕
一幕帶著觀眾的想像力，創造出緊扣觀眾心弦的幻想
世界。 
　　即使影片有近半場景是茫茫大海裡的一艘小船，
以印度為背景，沒有電影大明星加持，一個看似簡單
的海上漂流記，其實一點也不簡單，尤其是透過個人
面對老虎這個寓意十足的故事，輻射出的多重意象與
思考皺褶，提供觀眾對於親情倫理、人生境遇、生存
勇氣、宗教價值與存在意義等多層次的生命哲思。生
於憂患死於安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遭遇船難在海
上漂流的少年Pi因為理察‧帕克（Richard Parker）
而生存下來，你生命中的理察‧帕克在哪裡？
　　Pi講給日本來的保險公司調查人員的第一個版本
的故事：「暴風雨過後，Pi發現自己跟一隻斑點鬣狗
、一隻受傷的斑馬、跟一隻猩猩和一隻成年孟加拉虎
在一艘小船裡。斑點鬣狗殺死了已經受傷的斑馬，後
來鬣狗也殺死了猩猩。一隻藏在帆布下，名叫理察‧
帕克的孟加拉虎跳出來殺死了、並吃了斑點鬣狗。最
後，理察‧帕克習慣了Pi的存在，他們也從此在船上
共同生存。」
　　調查人員不相信，Pi只好講了第二個版本的故事
：「小船上有四個人，一個廚師(斑點鬣狗)，一個斷
了一隻腿的水手(受傷的斑馬)，少年Pi(孟加拉虎)和
他的母親(猩猩)，水手受傷得很厲害，廚師殺掉了水
手和少年Pi的母親，最後少年Pi也殺死了廚師。」少
年Pi對這兩位調查員說，這兩個故事隨便你相信哪一
個，可是如果你相信第一個故事，也就是人和老虎共
存的故事，那你心中一定有神，你一定是有信仰。因
為這麼不可置信的故事，是無法放在常人理性架構下
而存在的，必定是要超越現實的層次，到達信仰的境
界或是靈性的位置，你才會相信這個故事。

超越宗教的締結與感知
　　靈性不是靈異，也不是通靈，靈性是可以實踐的
生活態度與精神，靈性超越宗教，可以說是一種信仰
的態度或是生命哲學。是一種願意相信人與人之間，
人與物之間，人與生命之間，人與宇宙之間，都存在
著某種連結，在這種連結之中締結感知與共鳴。說不
定靈性可以成為消融自己、他人、社會及世界彼此交
錯、對立及衝突的超越性脈絡，使人得以安頓自己。
在電影中將少年Pi和老虎放在一條小船上共存，基本
上就是一種將對立交錯、消融的對話，而終於獲得

平衡與安頓的過程。
　　同時，我所認為的靈性是一種修持的意願，意是
音心，心的聲音，願是原頁，原初的心性。願意其實
是一種聽到原初自己心性聲音的修持，這種願意是靈
性的基礎，也是安心的方法。要得「安心」得先「安
」心，第一個安是名詞，安心指的是一種狀態，例如
：平安、安穩及安寧等。第二個安是動詞，安心指的
是一種方法，像是安頓、安置及安放等。

信仰的核心是和平，不是征戰 

　　這部電影的原著是在911事件後寫的，911事件
明顯是一件宗教與仇恨的事件，人類歷史上諸多戰爭
也是直接或間接與宗教有關，很多宗教是不能和平相
處的（正確的說應該是異教徒之間不能和平相處），
這時候就不是神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了。Pi從小在
印度宗教中洗滌，但是在14歲的時候，因緣巧合之
下，他接觸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他單純地只想要愛
神，也因此開始了他同時依附、追隨著三種宗教。他
嘗試著從這三種不同的宗教信仰來瞭解神──也發覺
了這三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優點。本片劇本由大衛馬
季( David Magee)改編，原著作者為加拿大作家楊·
馬泰爾（Yann Martell），在原書中，對這個問題著
墨比較多，不斷在對信仰提問與探求，不管任何宗教
派別，信仰的核心應該是和平而不是征戰。
　　《少年Pi》有許多說出的，與沒說出的意涵。信
仰不等於宗教，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種形式。少年Pi小
時候有一回進入了天主堂，他偷偷地去喝天主堂門內
的聖水，這個聖水不是給人喝的，是給教友沾了之後
畫十字用的，可是天主堂裡的神父卻沒有提這件事，
他對這一個小孩子說：「你口渴嗎？」意思是：「你
渴望愛嗎？」老虎的原名也叫口渴，後來跟人名弄錯
了，變成理察·帕克。耶穌在臨終前，在井邊對一位
婦人說的話是：「我口渴」。口渴代表渴望愛，耶穌
說我口渴，祂代表全人類說我們人類渴望愛。

食人島會不會就是那條小船？

    Pi和理察‧帕克奄奄一息後Pi對理察‧帕克說，他
們要死了，於是昏了過去，隨後到了食人島。關於影
片中食人島的隱喻，我認為（不確定李安怎麼想的？
）是代表Pi的理性已經消滅，只剩生存的本能。食人
島上的草和盤根錯節的樹根表著人的血肉與靜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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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能夠腐蝕動物的湖水，代表人體內的胃酸；成千
上萬的狐獴，更代表著屍體上的蛆！
　　最後Pi在樹上睡覺時，摘了一顆果實，裡面藏了
一顆人的牙齒，這也可以解讀成另一種「吃肉啃骨」
的隱喻；食人島婦女的圖騰，可以看成是小船上動物
（母親）的屍體。所以，真相有可能是『沒有島嶼』
。其實，Pi一直都生存在小船上，為求生存而吃了動
物屍體，小船就是食人島。

什麼是吃素？
　　片中全家在船上吃飯的時候，母親因為是素食主
義者，想跟廚子換全素的菜品。廚子先後指著湯和肉
汁說：他以前也是吃素的，隨後引起了父親的不滿並
險些大打出手。飯桌上一個中國水手前來想要安慰這
一家人，解釋到：我是信佛的，但是這個肉汁我也吃
。因為在船上，肉汁不算肉，只是調味品。 
　　Pi和理察．帕克在船上時，要吃什麼？你是素食
者嗎？在這種時候，你怎麼處理自己的飲食？吃素有
時候是建立在物質條件相對豐富的情況下，還有所選
擇，如果人在物質匱乏、食不果腹境地，能不能隨緣
？像是在船上佛教徒會吃肉汁，而小船上的Pi為了果
腹，必須與老虎搏命。

人性與獸性的對話
　　關於人性與獸性也是這部電影的一條值得思索線
，電影最後，那隻老虎走進了叢林裡消失了。Pi在最
危急的時候沒有哭，卻在此時失聲痛哭，因為身上的
獸性幫助他生存了下來，在最危難的時刻幫助Pi生存
下去。而當人無限的追求並接近神性的時候，集山色
與塵色於一身，可以轉身看看夏日盛放的蓮，獸性會
完全隱匿在無法察覺之處。所有的教育或社會化歷程
都是要人們遠離獸性增加人性甚至神性，獸性沒有理
性與情感，只有原始的本能，與人性或神性是毫不相
容的。
　　李安在這裡似乎也在質問：沒有獸性的人 (Pi)，
能活下去嗎？當然更值得進一步思考得是，我們一直
認為的的「對」，似乎有時候可能是「不對」，我們
認為的「不對」，似乎有時候可能是「對」。這部電
影也在說「對」、「錯」之間，不是黑白兩邊中間一
道線，就可以完全劃分清楚。起初Pi並不相信，信仰
中的對錯會有質疑的空間，但是在漂流的過程中，他

似乎漸漸明白了，這兩者看似不可能融匯調和的，卻
真實的共同存在於人的身上，也就是這世界上似乎沒
有絕對、唯一、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

尾聲
　　這部電影是關於獸性與人性甚至神性的對話；是
關於人生的意外的故事，也是關於如何生存的故事；
是關於宗教的議題，更是關於信仰的議題；是關於孤
獨寂寞的心境，更是關於信任連結的體驗；是關於面
對外在環境的具體問題，更是關於如何克服自己內在
的恐懼；是使人體會人性的根本處境的機會，也令人
深思人與天地同一的境界；是一部關於相信（
believe）的電影：我們的相信，造就了自己的處境
；也是關於遭遇（encounter）的電影：是指與周遭
相遇，活在此時此刻，也就是當下。所以，這並不是
一部海上船難記的電影而已，而是一個關於人如何面
對自己生命信念的提問。

延伸思考
1. 遭遇船難在海上漂流的少年Pi因為理察‧帕克而生

存下來，你生命中的理察‧帕克在哪裡？
2. 船上飯桌上中國水手說：我是佛教徒，但是這個肉

汁我也吃，因為在船上，肉汁不算肉，只是調味
品。吃素有時候是建立在物質條件相對豐富的情
況下，還有所選擇，如果人在物質匱乏食不果腹
境地，能不能隨緣？

3. 如果是你和理察．帕克在船上時，你要吃什麼？
你是素食者嗎？在這種時候，你怎麼處理自己的
飲食？

4. 電影最後，那隻老虎走進叢林裡消失了，你認為何
以Pi在最危急的時候沒有哭，卻在此時失聲痛哭？

5. 電影中的Pi講了兩種版本的故事，你相信哪一個版
本？為什麼？ 

6. 你認為「對」、「錯」之間，黑白兩邊中間一道線
，就可以完全劃分清楚嗎？你認為這世界上有絕
對、唯一、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嗎？如果有，那
是什麼？

7. 關於信仰與宗教的關係，你同意信仰不等於宗教，
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種形式，許多有宗教活動的人
，其實沒有信仰，而許多有信仰的人，卻從來不
曾歸屬於任何宗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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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子狂想－生涯職業發想你我他

黃之盈 / 台北市立明德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一、前言：

　　點子狂想是一套運用觀察力、想像力和判斷力的
桌遊，考驗玩家默契和對日常中常識的認知，以及聯
想的能力。在原本的遊戲體驗中，我感到聯想的方式
會受限，因為限制於現場玩家的先備知識和生活經驗
，但因為規則簡單，遊戲時間不長且好上手，運用在
生涯職業的連結，倒是可以運用創意思考的方式，引
導學生多多益善，以及搭便車，發想出各類職業，以
了解學生在職業部分的先備經驗，創意發想後所理解
的職業世界觀為何。引發學生對於職業世界的好奇和
發想，進而，在課堂中運用職業卡以及探討的方式，
讓學生對於不同職業的想像和如何成為該職業者的徑
路，有具體實際的想法和規劃，是作為課堂暖身蠻可
以發揮的媒材！

二、遊戲介紹：

（一）遊戲名稱：點子狂想【TRANSit】
（二）遊戲人數：3-8可支援到99人
（三）遊戲時間：20分鐘以內（8歲以上玩家可玩）
（四）遊戲內容物：題目卡、分數卡、說明書，對應

玩家人數的小白板、筆、顏色計分指示物

（四）遊戲流程：
玩家一人一份白板和白板筆，遊戲指示物；
中間擺放記分板，每個人拿兩個特殊指示物
（當你對自己的答案很有信心時，可以擺出
來，此時分數會變成兩倍喔）
首先，開兩張題目卡在中間，每位玩家也會
得到兩張題目卡當手牌，剩下的牌當成排庫
放在旁邊，給「最近查過字典的玩家」先出
牌，該位玩家必須從手牌中挑選一張，疊在
起始的兩張其中一張上面，蓋掉那張，並且
再抽一張當手牌（手上always會有兩張就對
啦！）
場面上的兩張，就是這次的題目了，主要玩
家可以從兩張牌上面各選取一個字詞，總共
兩個字詞，讓每位玩家開始發想，每位玩家
都要在自己的小白板上面寫下你的答案。
這個遊戲很吃「字詞聯想配對」的能力，尤
其是你想的和大家一樣，分數特別高！

（五）遊戲結束方式：當某位玩家的分數到達25分
，遊戲結束。

三、結合職業發想的玩法：

．準備兩套卡片，四張大海報紙、並將全班分成四組
．說明職業的是１；可賺錢有收入的是２；合法，才

符合規定
．四組競賽，遊戲方式如下：
（一）請成員抽兩張手牌，一樣翻出兩張公開牌，並

且邀請成員挑選手中比較好聯想的字詞，讓成
員就這兩個字詞發想例如：「潮濕ｘ白色」想
到的職業包含醫生、科學家、護士、運動員等
，職業不得重複，三分鐘後換成下一位玩家在
遞上一張牌，只要是組員都可以發言隨機寫上
不同的職業，並且就牌面的字詞組合發想新的

※ 圖片取自 
博客來網路書店《點子狂想》商品介紹

範例一 範例二

創意玩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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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運用創意思考法 (1)延遲批判 (2)主意越
多越好 (3)歡迎搭便車 (4)事後評估的原則，讓
學生多多參與並多多發想。

（二）請該組派一位成員到另一組數出符合職業定義
，且不可重複的職業數量，予以加分。

（三）留下一張自己想要的，其餘往右手邊一個人傳
（四）持續往右傳，直到傳到沒有牌為止。此時，每

個人手上的牌應該都有大洗牌的效應，透過每
一次被傳牌的相較效應，選擇比較想要的結果

（五）稍微作停留，遊戲中引導：詢問成員目前的需
求卡「一分到十分，他滿足的程度如何？」「
邀請他試想，人生的洪流中，會有不同的變化
，老天爺也會給不同的考驗（引導往下個步驟
走）」

（六）將剩下的牌，翻出四張為明牌，其餘皆為牌庫
，放在最中間（4-6人局見圖及補充），作邀
請成員依據最年幼的為起始玩家，做以下動作
「（從手牌）棄牌－（檯面上）選牌－（牌庫
堆）翻牌」，持續這個動作直到中b間牌庫沒
有牌。

四、結語：

　　生涯規劃的課程中，職業的部分除了在【生涯
DO GO卡】專欄中，「運用『Do Go Card- 謝謝你我
正在做的事』於輔導活動課及高中生涯規劃課程使用
」這篇裡提到的職業預言性玩法，也可以善加運用不
同的媒材，將課程變有趣，增進學生主動參與課堂的
動機！

中年人自我追尋之旅－生涯意

義團體方案建構與影響之行動

研究

葉倪秀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所碩士生

　　中年屬於全人發展的中期，是一個承先啟後的重
要階段。現今因為社會變遷的快速，對中年人又添加

更多不確定的元素，對中年人而言，生理、心理和社
會等層面的調適也許更是需特別關注。中年，我們或
已完成某些任務，也許可能需要重新回顧並評估從出
生到目前為止，在生命的旅程中完成了什麼？還有甚
麼還未完成？因此對中年而言，了解在生涯上自我意
義追尋，實則可以提供身心更安頓的力量。
　　本研究係以行動研究的方法探究一個生涯意義團
體方案，對中年人的實施經驗與影響。研究的行動自
民國 105年開始進行方案前訪談，至民國 106 年 8 月
撰寫研究報告共歷時一年半， 其中經歷兩個行動研
究循環；第一個循環是試行團體方案並做修改，第二
循環是以修正後的方案再進行一次，整個行動研究過
程中共有十一位研究參與者參與。
　　本研究結果所建立的生涯意義團體方案，共十八
小時。方案之目的在於透過敘說個人的生命故事，看
見個人的熱情而整合重新地看見自己，建構出個人的
生命進行曲及生命進行曲第二樂章的演奏。研究發現
方案的主要的要素包含四個部份，分別是：回顧生命
故事與低谷轉折點、現在的生命驅動力、重新理解建
構新的自己、朝未來出發。最後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
團體方案對中年人的生涯意義成效可以歸納出：看見
自己，接受不圓滿，以及勇敢的做自己等三部分。

關鍵詞：中年、生涯意義、自我追尋、團體方案

推薦閱讀文獻：
Alboher, M. (2014). 安可職涯 （范瑋倫譯）。新北：

好人。（原著出版於 2013）
Bridges, W. (2013). 轉變之書（林旭英譯）。台北：

早安財經文化。（原著出版於2004）
Buford, B. (2001). 人生下半場（楊曼如譯）。台北：

雅歌。（原著出版於1994）
Dychtwald, M. (2003). C 型人生 ：事業、愛情、家庭

、娛樂、學習、健康的未來與商機（陳正芬譯）
。台北：商智文化。（原著出版於2003）

Goldsmith, M. (2010). UP 學2 魔勁（鄭煥昇譯）。新
北：李茲文化。（原著出版於2010）

Stein, M. (2012). 轉化之旅自性的追尋（陳世勳、伍
如婷譯）。台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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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書推薦

《轉大人的辛苦：陪伴孩子走

過成長的試煉》

鐘穎 / 高雄中學輔導主任

　　這不僅是寫給大人，教導我們如何陪伴青春期孩
子的書，更是寫給每位大人的成長之書。
　　河合隼雄先生在先前已介紹過的《孩子與惡》、
及本書裡針對青少年的心理問題，特別是對於惡的心
理學與長大成人所面臨的對立與艱難做了深入討論。
難得的是，他總是不去批判任何人，包括父母、師長
或是孩子，而是做為問題的描述者，不斷地請求讀者
和要求自己去真誠面對問題的存在具有什麼意義？從
這一點出發，他提醒我們，當問題發生，例如孩子不
願再上學，離家出走、偷竊、罷凌同儕、賣淫、或對
父母親施暴時，如果我們慣性地去尋找原因，就很容
易變成陷入怪罪別人的陷阱，但如果我們尋找的是意
義，反而能建立起各種橫向的連結，並把精力放在未
來的問題解決。
　　相信許多父母都曾被青春期孩子的問題給難倒過
，歷經轉大人階段的少年少女會以各種方式提出難解
的問題，有時是用言語來提問，例如質問父親的工作
對人生有何意義？有時則是百思不解的行為，例如乖
乖牌小孩突然學起了抽菸這樣的狀況。這些問題有時
會大到我們無法直視的地步。但在問題發生時，最好
的方式不是去責怪孩子、老師、或社會風氣，而是要
勇敢面對提出的問題，才可能讓整個家庭變得更好。
孩子的問題雖然尖銳，但往往指出了大人在日常生活
裡的不一致。但早已被現實生活給馴化的我們，縱使
明白自己面對生命的方式有可議之處卻見怪不怪。孩
子的問題給了我們省思生命的機會，我建議所有父母
不妨將之視為難得的禮物，用更虔敬和寬宏的心來真
誠面對，共同將危機化為轉機。
　　河合隼雄更提到了身為輔助者的任務。身為輔導

人員的我相當清楚輔助者的辛苦，相信每位父母都很
明白，陪伴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孩子內部生與死
的對立往往在青春期被激化，一個不小心，就很容易
衍生出難以挽回的事件。從自輕自賤的賣淫，自我傷
害、吸毒、沈迷網路、乃至挑釁師長父母、破壞公物
、鬥毆與傷人，這些事情聽來常見，但沒有一個人可
以保證能給出什麼具體而肯定有效的建議。輔導人員
跟父母親都應該時時進修，時時檢視自己的內心，才
有可能妥善地處理眼前面臨失控的孩子。在這點意義
上，孩子確實是上天給我們的寶貝，因為他用自己無
畏而堅強的靈魂提醒大人們，是否遺忘了真正重要的
事物。
　　面對上述問題時，任何方法都可能有效，哪怕有
時拙劣而原始的喝叱與禁止也會有極佳的效果，如同
作者在書中對待賣淫少女所做的那樣，河合隼雄堅決
地說，「妳做的事情是錯的，必須停止。這不是哪裡
有錯的問題，這件事情有錯，不需要理由，所以不能
做。」他將之稱為「對決」。這種對決的態度絕不輕
鬆，常常讓我們陷入苦惱。方法成功與否的重點在於
那是否是父母全心意的表現。有時我們必須做一個打
不倒的權威，讓孩子能夠安全地在之中展現他的破壞
性。真正的對決會讓他們知道，我們是真誠地關心著
他們。
　　青春期之所以難，有部分原因跟性的成熟有關。
第二性徵的出現讓我們明白了男與女的分別，同時迫
使我們去思考與體驗生與死、善與惡、身與心等這類
二元對立的問題。巨大的張力在孩子內心開展，從童
年期跨越到成人，在心理上的的確確是一個死後重生
的 歷 程 。 也 正 因 為 如 此 ， 而 有 了 成 年 禮 的 存 在 。
　　成年禮是原始民族用來幫助青少年度過兒童階段
進入成人的儀式，在古代社會中也相當盛行。古代稱
的及笄之齡，就是在15歲時為青少女所舉行的妝髮
上的儀式，透過加笄束髮來提醒小女孩，她已經長大
了。府城台南傳統的「做十六歲」也有同樣的效果。
然而，這樣的儀式只適用在那個相對傳統而封閉的社
會，因為那時的成年人掌握了進入社會的知識，並深
信這樣的傳遞具有深厚意義，權威的背後往往有著宗
教信仰的支持。但現代社會複雜多了，沒有哪個爸媽
敢說自己的知識與觀念勝過眼前的孩子。孩子們透過
老師的教導、同儕的傳播、以及網路媒體的資訊，很
容易就可在知識上凌駕父母。父母失去了掌握社會樣
貌及動態的權威，又失去了宗教信仰所支持的神聖理
由，成年禮即便還存在現代社會，也失去了那個能陪
伴孩子順利進入成年期的背景。
　　現代的孩子必須自己去尋找自己的成年禮。在這
多元的社會，要能順利地找到屬於自己跨入成年的儀

 

 作者：河合隼雄
譯者： 林詠純
出版社：心靈工坊
出版日期：2016/07/26

生涯快訊



17

式非常困難，相信許多爸媽也深有體會。適合別人孩
子的方式，不見得適合你的，適合姐姐的，又不見得
適合弟弟。有些人透過留學而長大，有些人因為求職
的碰壁而長大，有些人因為被朋友排擠而長大，有些
人因為失戀而長大，更有些人則因為目睹親人悲傷的
眼淚而長大。長大之路太難太艱辛，父母有必要陪著
孩子一同面對。女性因為有著初潮的生理因素，可以
強烈地從內在感受到自己的轉化，但男性卻沒有這種
過程，因此必須藉助外在或非感官的方式去體驗。因
而走錯路的青少年遠比青少女還多。失去了成年禮的
青少年，在潛意識中會不斷地尋求自己的成年禮而四
處奔走，然而缺乏了大人輔助的他們，卻往往在各個
事件中流落，因而河合隼雄說，「新聞炒得沸沸揚揚
的流血事件，多半可以理解為以失敗告終的成年禮儀
式。」
　　成為大人也表示必須擁有屬於自己的世界觀，然
而這個世界觀並不是靜態的，能根據個人的認知，成
熟並一再地重塑這個世間觀的過程的人，比擁有一個
固定不變世界觀的人更有資格被稱為大人。大人已不
再是個靜止的概念。活到老，學到老。這話指的並不
只有知識與技術，還包括面對世界的態度。許多成年
人自己以為已經長大，用著過時的價值觀趾高氣昂地
指導著所謂的後進與年輕人。他們或許在年紀上增加
了，心理上卻仍然是個小孩，任性地要求這個世界的
其他人必須無條件地配合他們，不然就是草莓族、好
吃懶做、缺乏狼性、政府失能或教育失敗。對這樣做
簡單歸因的任性大人來說，當然很難明白青春期孩子
的辛苦，也無法領略這份來自孩子的禮物。
　　雖然我們常說是大人陪伴孩子成長，但是將這話
反過來講也是對的，亦即孩子也陪伴我們成長。企盼
這本書能夠引發更多父母的興趣，讓我們與孩子能彼
此陪伴著對方長大。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1) 澳大利亞職業發展協會（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 
CDAA）將在2018年5月2日至4日於澳洲荷伯特霍
巴特大酒店舉辦第28期年度全國會議。詳情請洽
官網：
https://www.cdaa.org.au/events/event/2018-cdaa-na
tional-conference

2) 亞太生涯發展協會（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PCDA）將於
2018年5月15日至19日於北京清華大學舉辦年度
會議。請洽官網：http://www.asiapacificcda.org

3) 國際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NCDA）2018年6
月21日至23日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舉辦全球會議
。詳情請洽官網：
http://www.ncdaconference.org/aws/NCDA/pt/sp/con
ference_home

4) 國際教育與職業輔導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uidance, IAEVG）在2018年
10月2日至10月4日於瑞典哥德堡舉辦年度會議。
詳情請洽官網：
http://iaevg.net/?page_id=685&menuid=23&smenuid
=0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1)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TCDCA）將於
2018年6月3日舉辦年度會議，地點在國立陽明醫
學大學，今年研討會主題為「未來生涯新面貌」
，並有會前與會後工作坊。請大家踴躍投稿，並
請準時出席，詳情請洽官網http://www.tcdca.org 

或查閱後方相關附件資料。

秘書處

　　本會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已於2018年2月12
日舉辦；會議中提報本會106年度年度工作報告、收
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
金收支表。會議審核通過，依規定函報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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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以及相關書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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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稿日為出刊前一個月的 20 日 ( 例如：11 / 20 出刊，該期截稿

日為 10/20)。歡迎各位提供相關資訊，來稿請投至 

tcdcanews@gmail.com「生涯電子報編輯小組」，並標明投

稿項目，感謝各位熱情參與。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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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會員大會暨「未來生涯

新面貌」研討會

( 一 ) 活動日期：2018 / 6 / 3 ( 日 )
( 二 ) 時間：08：30-17：30
( 三 ) 地點：國立陽明大學活動中心一樓表演廳

[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 ]
( 四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5月15日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zJd4ai）
( 五 ) 活動內容大綱
【專題演講】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輔導與轉銜工作
主持人：金樹人教授 / 前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主講人：林幸台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暨復健諮商研究所名譽教授

【專題論壇】多元生涯實踐路徑—企業的、社群的、
社區的翻轉（主持人 / 籌組人：黃素菲理事長）
．講題 1｜北森的生涯教育經驗—企業觀點

王朝暉 / [北京] 北森雲計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講題 2｜從實體到虛擬的教育傳播—社群觀點

黃天賜 / [馬來西亞] 升學情報中心總監
．講題3｜自主共學的社運工作者學校—社區觀點

余思賢 / [台北] 慕哲人社理事長

【主題講座】籌組人：黃正旭秘書長、陳若玲理事
主題座談一 》不一樣的校園教師形象
主持人：張德聰監事
1. 賴禾盈、吳秋美：床邊教師、疾病不應該剝奪什

麼？
2. 謝宗翔：「貼近孩子視角的教學設計」由自編創

新資訊教材的成果談教師生涯

主題座談二 》中高齡者健康自主管理
主持人：陳若玲理事
1. 吳錫昌理事：正念介入（MBI）措施用於長者照護

之趨勢
2. 洪櫻純助理教授：史丹福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

（CDSMP）發展趨勢

【論文發表 】 論文籌組人：王櫻芬、吳淑禎審稿
論文發表一 》主持人：王玉珍常務理事
論文發表二 》主持人：田秀蘭常務監事

◎ 主題工作坊
主題一：【接納承諾生涯觀】
主講人：釋宗白 博士
時間：2018/6/1 (五)　10: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305室

主題二：【生涯即故事：阿德勒心理導向工作風格評
估技術】

主講人：楊瑞珠 教授
時間：2018/6/1 (五)　10: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306室

主題三：【邁向卓越生涯轉換工作坊】
主講人：張德聰 博士
時間：2018/6/4 (一)　10: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305室

主題四：【優勢生涯諮商】
主講人：王玉珍 博士
時間：2018/6/4 (一)　10: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306室

以下協辦單位活動，敬供參考

一、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50周年系慶
暨學術研討會
2018年6月2日，星期六，09：00-17：4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大樓202國際會議廳
詳見網址：
http://www.epc.ntnu.edu.tw/epcactnews/

二、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舉辦工作坊
報名網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213ed035a952
a70d5396

主題一：【進擊的高中學校輔導工作】
主講人：周柏伶 老師
2018年6月2日，星期六 14:00~17:00 3hrs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602教室

主題二：【高中生涯檔案在生涯定向的運用】
主講人：郭祥益 老師
2018年6月2日，星期六 18:00~21:00 3hrs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602教室

 

 

學會活動報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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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加入會員者，可以填寫後方「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會員報名表」，
寄到 tcdcaservice@gmail.com 或者點選下方連結，即可線上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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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入會申請】https://goo.gl/7R2Y7t 
【團體入會申請】https://goo.gl/GZQLQJ

主題三：【牌卡在高中生涯諮商與輔導工作上的
實務運用】
主講人：楊淑涵 老師
2018年6月3日，星期日 14:00~17:00 3hr
地點：陽明大學 人社 201室

主題四：【高中生涯課程設計與實施】
主講人：陳玉芳 老師
2018年6月3日，星期日 18:00~21:00 3hrs
地點：陽明大學 人社 201室

論文徵稿

一、目的：本研討會之目的在促進生涯教育與生涯諮
商專業人員之專業素養，展現生涯專業在面對快
速變遷的社會時，所激盪出的不同火花。傳統職
場中的生涯新面貌與新興職場中多變的生涯想像
，都為未來社會的生涯發展，帶入更多的開創性
。藉由論文發表、評論與論壇對話、討論，分享
生涯研究與實務成果，促進理論與實務交流，達
到生涯知能推廣的效益。

二、作業時程：
（一）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即日起至2018年4月

24日
（二）論文摘要錄取通知日期：2018年5月15日

三、論文徵稿：
（一）徵稿主題：本研討會規劃主題為「未來生涯新

面貌」，徵求探討面對未來社會的生涯挑戰之
各式論文，然其他生涯相關主題亦歡迎投稿，
如：各年齡階段的生涯發展議題、各年齡階段

的生涯諮商方法和策略，以及新興生涯發展與
諮商議題。

（二）徵稿對象：全國大專院校教師、學者專家、實
務工作者及研究生。

（三）徵稿方式：本次研討會論文摘要審查採電子郵
件投稿方式，有意參與論文投稿者，請將「論
文摘要投稿報名表」（後方附件），寄至本學
會電子信箱：tcdcaservice@gmail.com。信
件主旨請標示：投稿「2018年會『未來生涯新
面貌』論文投稿」+ 姓名。

四、 投稿須知：通過審查者，請以e-mail方式提交「
論文摘要」，投稿前請詳閱投稿須知。

五、本案聯絡人：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秘書 王文驊女士
電話：0903-304-301
電子郵件信箱：tcdcaservice@gmail.com

投稿注意事項：
1. 論文摘要字數：500~800字。繕打格式：中文使用

標楷體12pt字，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 12pt
字。

2. 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為2018年04月24日，請申
請人將「論文摘要投稿報名表」檔名以姓名命名，
寄至電子信箱tcdcaservice@gmail.com。信件主
旨請標示：投稿「2018年會『未來生涯新面貌』論
文投稿」+ 姓名。本會收到後將給予確認回函。

3. 本案連絡人：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秘書，王文
驊女士，電話：0903-304-301，電子郵件信箱：
tcdcaservice@gmail.com。



    【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網站：http://www.tcdca.org/ 

e-mail： tcdcaservice@gmail.com 

電話： 0903-304-301 

會址： 112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 5 號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3 0 9 室 ) 

*編號  *入會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  號 
 

姓名  性 別   □男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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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證照 □ 是，證書/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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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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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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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辦理繳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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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身份請檢附當年有效學生證件影

本為憑)。繳費後請將您的繳費明細 MAIL 至學會，並註明您的姓名、繳費帳戶名、繳費帳戶後 5

碼，並自行保留明細備查。【台灣銀行(天母分行)：銀行代碼：004；帳號 142-00100939-4；戶名：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黃素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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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cdcaservice@gmail.com


【團體會員】入會申請表 
網站：http://www.tcdca.org/ 

email： tcdcaservice@gmail.com 

電話： 0903-304-301 

會址： 112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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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 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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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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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後請將您的繳

費明細 MAIL 至學會，並註明您的繳費帳戶名、繳費帳戶後 5 碼，並自行保留明細備查。 

【台灣銀行(天母分行)：銀行代碼：004；帳號 142-00100939-4；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

會黃素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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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cdca.org/
mailto:tcdcaserv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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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2018 年會員大會暨「未來生涯新面貌」研討會  

活動簡章  

壹、  主題：未來生涯新面貌 

   今年我們的研討會定位在「未來生涯新面貌」，我們期盼藉由專題演講、專題論壇、主題座談、

論文發表等交流與對話，分享生涯研究與實務成果，促進理論與實務交流，達到生涯知能推廣的效益。 

    林幸台教授的【專題演講】以關心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輔導為主題，林教授將呈現他長期關心

先天或後天障礙者的生涯發展與轉銜工作的成果；接著的【專題論壇】則邀請北京、馬來西亞、

台北的專家展開三方對談，分別由王朝暉董事長以企業觀點談大陸生涯教育運營，由黃天賜總監

談大馬華人生涯教師的社群經營，由余思賢博士談台北自主共學社運工作者學校的社區運

作；【主題座談一】不一樣的校園教師形象，邀請賴禾盈，吳秋美兩位資深床邊教師談疾病不應該

剝奪什麼？同時邀請謝宗翔老師分享「貼近孩子視角的教學設計」由自編創新資訊教材的成

果談教師生涯發展；【主題座談二】中高齡者健康自主管理，由吳錫昌理事談正念介入(MBI)措

施用於長者照護的趨勢，由洪櫻純助理教授介紹史丹福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CDSMP)發展趨

勢。今年欣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50 周年系慶，一起合開四個工作坊，

更添豐富與光彩。論文發表涵蓋生涯的多元方向，足以澆灌生涯教育與生涯諮商之專業園地，展

現生涯專業在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時的因應策略與方法。 

    我們衷心展望與期待生涯教育更加普及—生涯教育對象包括：12 年級學生、一般成人、老年

長者、醫院病童以及障礙者等；生涯輔導更為多元與創新—生涯輔導方法包括：企業經營、文字

傳播、網路社群、自主共學、教材設計以及創新生涯角色等；生涯諮商呈現更深入的成效—生涯

諮商理論包括：正念生涯、敘事生涯、優勢取向生涯、阿德勒取向生涯、生涯建構論以及生涯轉換

理論等等。以便因應傳統職場中的生涯創新性，與新興職場中的的生涯多元性，都為未來社會的生

涯發展，帶入更多的開創性。 

    感謝全體演講的專家學者、歡迎兩岸三地全體與會貴賓，敬祝大會成功，大家平安。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理事長 黃素菲敬邀 

2018 年春天 

於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3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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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辦單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合作單位：北森生涯（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參、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活動內容：  

報名：自即日起至 5 月 15 日止，報名網址  https://goo.gl/zJd4ai   

一、會員大會暨「未來生涯新面貌」研討會  
    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08：30-17：30。 

     國立陽明大學，活動中心一樓表演廳(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 

二、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工作坊：  

     主題一：【接納承諾生涯觀】主講人：釋宗白博士。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10：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進修推廣學院 305 室 

     主題二：【生涯即故事：阿德勒心理導向工作風格評估技術】主講人：楊瑞珠教授。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10：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進修推廣學院 306 室 

主題三：【邁向卓越生涯轉換工作坊】主講人：張德聰博士。 

2018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10：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進修推廣學院 305 室 

     主題四：【優勢生涯諮商】主講人：王玉珍博士。 

  2018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10：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進修推廣學院 306 室 

肆、以下協辦單位同期協辦活動，敬供參考 

一、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50 周年系慶暨學術研討會  

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09：00-17：4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詳見網址：  http://www.epc.ntnu.edu.tw/epcactnews/   

二、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工作坊：詳見網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213ed035a952a70d5396  

主題一：【進擊的高中學校輔導工作】，主講人：周柏伶老師 
         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14:00~17:00  3hrs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大樓 6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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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高中生涯檔案在生涯定向的運用】，主講人郭祥益老師 
        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18:00~21:00  3hrs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大樓 602 室 

主題三：【牌卡在高中生涯諮商與輔導工作上的實務運用】，主講人：楊淑涵老師 
         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 14:00~17:00  3hrs  
         地點：陽明大學 人社 201 室 

主題四：【高中生涯課程設計與實施】，主講人陳玉芳老師 
        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 18:00~21:00  3hrs  
        地點：陽明大學 人社 201 室 

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會員大會暨「未來生涯新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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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菲理事長 

09：10- 

10：40 

【專題演講】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輔導與轉銜工作  

主持人：金樹人教授   前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主講人：林幸台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暨復健諮商研究所名譽教

授 

10：40- 

11：00 
茶敘   

11：00- 

12：30 

 

每位約 20

分鐘 

【專題論壇】多元生涯實踐路徑—企業的、社群的、社區的翻轉  

主持人/籌組人：黃素菲理事長 

1. 北森的生涯教育經驗–企業觀點：北京北森雲計算股份有限公司王朝暉

董事長 	
北森雲計算成立於 2002 年，運用人才管理和雲計算等技術，為大中型企業提供 SaaS 軟體服

務，通過 PaaS 平臺為企業定制開發，並基於大資料洞察人才管理，優化決策，成功服務 5000

餘家企業、上千萬員工。同年成立的生涯研究院，由來自劍橋、北大、北師大、中科院心理

所的近 50 名碩博士組成，以點亮中國人的生涯之路為使命，與 NCDA/NBCC 等合作開發出

GCDF、BCC 课程，獨立研發 TTT、EET、GCT、HCT、ECE 等生涯培訓項目，累計與 2800

所院校機構合作，服務 10 萬+客戶，説明上千萬學生。 	

2. 從實體到虛擬的教育傳播—社群觀點：馬來西亞  升學情報中心  黃天賜

總監  

1998 年創立於升學情報中心，1999 年創辦《升學情報》，是馬來西亞第一家華人升學輔導機

構和第一本華文升學輔導期刊。《升學情報》以其中立、客觀、全面化和教育性的內容見稱，



	
	

4	
	

深受肯定。舉辦“為您導航”資訊日，直接進入校園為中學生提供升學資訊和輔導。舉辦升學

情報教育巡迴展，為全馬各州的中學畢業生指引升學的方向。2006 年首創馬來西亞第一個華

文升學網站——《升學互動網》（www.fsi.com.my），提供傳達資訊和相互交流的平台。此外，

也陸續舉辦中學生生涯規劃講座、升學工作坊以及各種與升學相關的教育性活動，以期推廣

和提升馬來西亞的升學輔導工作。 

3. 自主共學的社運工作者學校—社區觀點：台北  慕哲人社  余思賢理事長  

從 2014 年慕哲政經塾課程學員集結而成，是一個年輕的培力組織，台北在地人生命故事與力

量集結。成員有 NGO/NPO 工作者、學者、律師、工程師、藝術家、設計師、政治工作者等

等。經歷了三期慕哲政經塾、文化建構實驗室、東南亞與勞權工作坊、反思資本主義公民教

育講座，因應每個時期的社會生態與組織串連情況，將資源投注在特定面向。 

12：40- 

13：20 
【會員大會】主持人： 黃素菲理事長、黃正旭秘書長 

13：30- 

15：20 

 

論文籌組人：王櫻芬、吳淑禎審稿 

【論文發表一】主題：  【論文發表二】主題：  

主持人：王玉珍  

發表人： 

回應人： 

1. 

2. 

3. 

(論文徵稿中) 

主持人：田秀蘭  

發表人： 

回應人： 

1. 

2. 

3. 

(論文徵稿中) 

15：40- 

17：30 

主題座談籌組人：黃正旭秘書長、陳若玲理事 

【主題座談一】不一樣的校園教師

形象  

【主題座談二】中高齡者健康自主管

理  

主持人：張德聰監事 
引言人： 
1.賴禾盈，吳秋美：床邊教師，疾病

不應該剝奪什麼？  
早在民國 51 年就由台大醫院社會服務部針對

長期臥病學童聘請義務教師實施床邊教學；60

年起則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指派合格國中小

教師各一人，長期駐院負責住院學童之教學工

作，方式則以個別或小組輔導為主。 

主持人：  陳若玲理事 

引言人： 

1.吳錫昌理事：臺灣正念發展協會理事 

題目:正念介入 (MBI)措施用於長者照護之趨

勢    

正念介入(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 MBI)

是一項非藥物性的照護方式，源於卡巴金（Jon 

Kabat-Zinn）於 1979 在美國麻州大學、醫學中心

所發展出的「正念減壓課程」(M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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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宗翔：「貼近孩子視角的教學設

計」由自編創新資訊教材的成果談教師生涯

發展 

超馬老師謝宗翔，南投埔里國中的資訊及數學

教師，同時兼任中央輔導團科技領域團員、

TPET 教育噗浪客籌備委員、南投縣教育網路

中心技術小組。曾以「Pokémon 現象：大人們，

其實你可以更懂孩子」一篇文章登上新聞媒體

而引起關注。投入馬拉松後，將其透過運動培

養恆毅力的理念帶入班級經營歷程，獲邀於親

子天下書寫專欄。108 課綱即將實行之時，資

訊科技的教學備受社會高度重視，謝老師以貼

近孩子視野的角度，開發出免費、開放的國中

資訊教材「偷插電的資訊科學」，在資訊教育

界引起轟動， 也因為這部教材而同時入選「親

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及「遠見．天下未來教

育 - 台灣 100」。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I 應用在

長者照護趨勢以引導大腦的專注力，提升長者對

於食、衣、住、行以及家人互動與社交活動的覺

知。課程主題包括：覺察力，情緒調節能力，同

理認知能力，以及社交溝通能力。同時透過每日

溫和身體伸展和正念引導練習，做為長期身、心

照護的工具。適用的對象有三類：一、被照護者

之長者，二、照護者，如照服員和家屬，三、照

護系統支援人員，如醫護人員。 

2.洪櫻純助理教授：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齡照顧福祉系 

主題：史丹福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 (CDSMP)

發展趨勢  

慢性病自我管理課程(The Chronic Disease Self 

Management Program, 簡稱 CDSMP)由美國史丹

福大學病人教育研究中心製作，透過標準化課

程，協助慢性病個案(包括照顧者)在醫療照顧、

生活型態、情緒處理三方面進行自我管理。台灣

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引進，期建立本土實證

資料，並培養中高齡者慢性病自我管理習慣。 

主要目標為協助中高齡者針對自身的行為健康

問題設立目標，發展與執行適合自己的可行性與

持續性的自我管理行為。6 週的團體進行前測，

及三次後測追蹤，結果發現參加課程的人在各種

健康行為上有明顯改善，值得進一步在醫院、機

構或社區推廣。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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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涯學會工作坊議程  

一、時間：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 305、306 室  

時間 內   容 

 

主題一：【接納承諾生涯觀】  

主講人：釋宗白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研究所博士，含光山白毫禪寺--財團法

人白毫文教基金會 

主題二：【生涯即故事：阿德勒心理導向工

作風格評估技術】   

主講人：楊瑞珠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諮商博士 

09：30- 
10：00 

報到 

10：00- 
11：00 

接納承諾生涯觀概述 

生涯發展與諮商理論與實務：跨世紀的演變 

彈性生涯與社會改變趨勢 

現代人生涯發展必備能力 

11：00- 
11：15 

茶敘 

11：15- 
12：00 

接納承諾生涯觀意涵 
阿德勒心理原則與助人歷程 

工作與生命任務評估 

12：00- 
13：00 

午間用餐 

13：00- 
14：30 

接納承諾生涯觀實務應用 

出生序與優勢評估 

早期回憶提問與釋義 

成功的公式：以十六種性格為例 

14：30- 
14：45 

茶敘 

14：45- 
17：00 

接納承諾生涯觀實務應用 

Q&A 

生涯建構提問與釋義 

我的生涯自傳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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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涯學會工作坊議程：2018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 305、306 室   

時間 內    容 

 

主題三：【邁向卓越生涯轉換工作坊】 

主講人：張德聰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

博士 

主題四：【優勢生涯諮商】開展對話與

建構意義 

主講人：王玉珍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副教授 
09：30- 
10：00 

報到 

10：00- 
11：00 

工作坊目標 

1.透過體驗式的過程，了解生涯轉換歷程。 

2.運用生涯轉換量表，探索個人生涯轉換的動機。 

3.建立個人生涯轉換行動計畫。 

4.建構生涯轉換之準備與調適方法。 

生涯夢想打造工程─生涯轉換概論 

優勢取向的概念 

11：00- 
11：15 

茶敘 

11：15- 
12：00 

人生路口停看聽─生涯轉換因素分析 優勢取向的概念 

12：00- 
13：00 

午間用餐 

13：00- 
14：30 

生涯轉換行動方案─生涯轉換行動計劃與

方法 
優勢取向的體驗與實作 

14：30- 
14：45 

茶敘 

14：45- 
17：00 

揚帆再出發─生涯轉換之準備與調適 從對話中建構意義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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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費用： 

 

 

2018 年會員大會暨  

「未來生涯新面貌」研討會  

工作坊  每場次收費 

20 人以下停止辦理 

一般會員  免費 新台幣 1,500 元 

學生會員  免費 新台幣 800 元 

非會員  新台幣 2,500 元 新台幣 2,500 元 

非學生會員  新台幣 1,000 元 新台幣 1,500 元 

大陸人士  人民幣 600 元 人民幣 600 元 

 
備註：  
一、 活動費用均為預先繳納。 

二、  非本會會員，建議申請入會，則參加年會免費、工作坊有優惠。 

入會申請網址：  https://goo.gl/7R2Y7t  

三、 台灣區 3 人團體於三月底前報名並完成繳費，可再享 9 折早鳥優惠。 

四、 注意事項及繳費資訊： 

1. 報名後請於 7 日內完成繳費，逾期未繳，恕需取消您的名額，請見諒。 

2. 繳費後請將匯款日期及繳費帳戶後 5 碼回填至系統內。俟本會確認您的報

名繳納費用後，始為報名成功。 

3. 報名完後若因故無法參與活動，請於 5 月 15 日前，以 email 告知本會取消

名額，我們將以報名費用八折退費。逾期恕不退費。 

4. 因報名人數不足、颱風等不可抗力之因素以致需取消課程，全額退費。 

5. 若遇課程有所異動、調整，需延後課程，學會將以 e-mail 或本學會網站上，

通知課程變更相關事宜，若您未收到訊息，也請您主動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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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灣地區人士匯款銀行 

銀行：臺灣銀行天母分行 

銀行代碼：004 

帳號 142-00100939-4 

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黃素菲 

7、海外人士匯款 

外匯匯款填寫說明 
請參考下列匯款資料，請正確填寫，並可避免款項誤匯入其它銀行，造成轉通知

不便及遲延入帳。 
1).受款銀行資訊： 

SWIFT： BKTWTWTP142 

臺灣銀行 BANK OF TAIWAN 

天母分行 TIENMOU BRANCH 

地址：111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 18 號  

Address: No.18, Sec.7, JHONG SHAN N. RD., TAIPEI CITY 111, TAIWAN 

2).受款人姓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黃素菲 

Beneficiary’s Name: Taiwan Career Development & Counseling Association  

Huang Su-Fei 

3).受款人帳號(A/C No.)：142-00100939-4 

4) 受款人電話(TEL No.)：886-903304301 

五、  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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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會員大會暨「未來生涯新面貌」研討會  

論文徵稿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一、本研討會之目的在促進生涯教育與生涯諮商專業人員之專業素養，展現生涯專

業在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時，所激盪出的不同火花。傳統職場中的生涯新面貌

與新興職場中多變的生涯想像，都為未來社會的生涯發展，帶入更多的開創性。

藉由論文發表、評論與論壇對話、討論，分享生涯研究與實務成果，促進理論

與實務交流，達到生涯知能推廣的效益。 

二、 作業時程：  

 (一)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24 日。 

 (二)論文錄取通知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三、 論文徵稿： 

 (一)徵稿主題：本研討會規劃主題為「未來生涯新面貌」，徵求探討面對未來社

會的生涯挑戰之各式論文，然其他生涯相關主題亦歡迎投稿，如：各年齡階段

的生涯發展議題、各年齡階段的生涯諮商方法和策略，以及新興生涯發展與諮

商議題。   

 (二)徵稿對象：全國大專院校教師、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及研究生。 

 (三)徵稿方式：本次研討會論文摘要審查採電子郵件投稿方式，有意參與論文投

稿者，請將「論文摘要投稿報名表」（附件），寄至本學會電子信箱：

tcdcaservice@gmail.com。 

信件主旨請標示：投稿「2018 年會『未來生涯新面貌』論文投稿」+ 姓名。 

四、通過審查者，請以 e-mail 方式提交「論文摘要」，投稿前請詳閱投稿注意事

項。 

五、聯絡人：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秘書 王文驊女士 

 電話：0930-30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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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2018 年會員大會暨「未來生涯新面貌」研討會 

論文摘要投稿報名表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一作者    

合著者(可自行

增加欄位) 
   

聯絡人資訊 

姓名： 
電話：(手機) 

     (Line ID) 

E-mail： 

地址：□□□□□ 

論文關鍵字  

論文摘要 

 

 

 

字數 共  字 

備註  

投稿注意事項：  

1. 論文摘要字數：500~1000 字。繕打格式：中文使用標楷體 12pt 字、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12pt 字、段落 0.5 行、固定行高 20。 

2. 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04 月 24 日，請申請人將本「論文摘要投

稿報名表」檔名以姓名命名，寄至電子信箱 tcdcaservice@gmail.com。信件主

旨請標示：投稿「2018 年會『未來生涯新面貌』論文投稿」+ 姓名。本會收

到後將給予確認回函。 

3. 連絡人：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秘書，王文驊女士，電話：0930-304-301，

電子郵件信箱：tcdcaserv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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