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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專論

條條大路通夢想---生涯交通網的發展與應用

區雅倫 / 輔仁大學心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生涯交通網」是一套摺頁小簡，從2000年起
提供高中生在生涯輔導所用，每年隨大學新增科系有
所調整，分為不同年度的版本。因其突破傳統選系輔
導框架，以終為始的訊息認知歷程，含擴大學科系到
職業發展。觀念簡單易懂，教學或諮商都容易上手，
二十年來廣受高中師生好評，在各校生涯輔導手冊、
興趣量表解釋與生涯規劃課本，常見到「生涯交通網
」（以下簡稱交通網）的身影。
　　交通網當初的開發念頭，定位於支援選填志願的
輔助材料，做一份有別於落點分析之輔導策略，實在
談不上生涯理論或資訊模組。經歷了二十年的風吹雨
打，加上教學與諮商的實戰經驗，交通網逐步被琢磨
與雕塑，也漸漸體現了多種生涯理論的實踐現況，但
它的功能仍僅為輔導工作補足一塊缺口。本文目的乃
嘗試以生涯理論為基礎，說明交通網之構想與發展歷
程，並撰寫10個教學諮商列舉，讓關心生涯諮商的
工作者有機會運用它，並提供改進的建議。

一、研發動機 
　　大學多元入學已實施二十餘年，在其中努力過的
教師都能觀察出，招生制度影響校系選擇，生涯教育
在高中教育現場的確落地生根，再加上生涯課程與測
驗工具的介入，學生多能提升自我的生涯成熟度，且

能善用生涯訊息與活動體驗（王士英等，2007）。
但在選填志願的實境中，發現學生的選擇歷程仍在考
試分數換取熱門科系的巢臼，追逐社會價值的排行榜
，無法以長期生涯探索來看待自己的選擇。大學校系
資訊平台雖已盛行，大學生涯營隊也如火如荼，但還
是缺乏一套以各期生涯準備度為基礎的認知模組。

　　美國是最早發展生涯理論與教育介入的國家，在
大學採不分系制度，各州所訂生涯教育規範中，如華
盛頓州教育局（2018）先引導高中生思考未來從事
甚麼職業；職業定向後再開始高中選課輔導，大學選
主修課程後，繼續考量職涯需求，同時進行基礎與專
業的課程訓練。在文獻或規範中，生涯發展過程均以
職業方向為標的，高中準備力在選擇大學，大學準備
力在選擇職業，職場準備力在工作適應與成就（
NACAD, 2015）。

　　回頭看台灣的教育現場，王思峰（2020）提到
台灣的生涯輔導受限於體制，高中生對職業、世界的
認識與經驗相當有限，十八歲的高中生對職業所知有
限，現在選的未必是將來從事的職業，他們關心的是
短期內要選的科系，而非多年後的職業。台灣高中生
的準備力僅在大學科系選擇，尚未思考未來就業的可
能性。王思峰認為這涉及華人的時間觀與接受生涯機
緣論，生涯目標先建立短期的橋頭堡，進可攻退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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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隨機緣再彈性調整。
　　分析華人高中生的生涯機緣時間觀，若你請某位
高中生思考自己想從事的職業，該生極有可能只知道
職業的名義層，而不知其內涵；大多數高中生可能也
不解自己是否具有職業需要的能力與專業，就算知道
也沒有安全著陸的自我效能感。時間機緣論的優勢是
滾動調整隨遇而安，缺點是當事人不用為每個決定負
責，不適應或失敗再行調整，極易耗費教育資源與個
人時間能量。
　　針對華人高中的生涯決策現況，「生涯交通網」
採用美國高中生的輔導認知程序，先思考職業方向；
再考量與職涯相關的大學科系，最後決定高中的選課
。從當下台灣高中的選系策略而言，交通網是逆向操
作，以終點為開始，以開始為終點；它像是新手上路
自駕遊，先構想好旅遊目的地，接著構思不同路線圖
與休息站，最後再確定起點。學涯是指大學專業的學
習生涯，職涯乃職業發展生涯，交通網就是建立學涯
與職涯之間的連結與轉換。

二、理論背景
　　為高中生設計生涯介入工具最大的挑戰，來自青
少年歷練太少，體驗不深，知識底蘊才剛奠基，陳義
過高的理論與程序，僅是曇花一現接著束之高閣。設
計良好的生涯訊息，能在最適當的時間提供學生可理
解與體會的知識，並轉化為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交
通網並非在特定理論下建構工具，而是受到某些理論
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Gary Peterson（1991）
研究團隊所建立的認知信息處理模式（cognitive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
　　Peterson等人深信，個人如果能夠掌握生涯選
擇的內容涵意，就能增進他生涯選擇的能力（
Peterson, Sampson, & Reardon, 1991）。認知訊息
處理理論擷取認知心理學的學習理論，協助當事人在
快速變遷的環境中，發展出運用內在自我知識與職業
知識，在適當的查核機制下解決生涯的困擾，人類內
在對資訊處理的歷程，是有效進行生涯抉擇的重要條
件（金樹人，2011）。
　　在職業知識區儲存的是個人對職業世界認識的基
模（schemata），它分為兩類：個別職業的知識與
職業之間關係的知識。個別職業的知識如甚麼是心理
諮商師？甚麼是諮商心理學系？此時可運用線上職業
平台如「台灣就業通」、「UCAN大專院校就業職能

平台」、「ColleGo大學選育系統」等進行搜尋了解
。職業之間的關係是區辨職業間之不同，如心理諮商
師與臨床心理師、社工師的異同。基模的功能在對職
業與其關係的理解，它有普遍性、知識性、結構性與
包容性的特性，也有階層性、抽象性與演繹性的屬性
。若能在職業或科系的內涵找到可供解釋之基模，那
就能對職業與科系建立清楚分明的階層結構，學生容
易了解與記憶，並提供延伸思考與變化創新的機會。
　　在自我知識區包含了興趣、能力與價值觀等有關
需求的基模，藉由標準化測驗工具的解釋，形成了自
我認知推論，等於具備了良好分化的基模；如此自我
知識的基模與職業知識的基模彼此接合，生涯問題就
能順勢有效的面對與解決。認知訊息處理模式強調生
涯諮商與輔導歷程是一種學習過程，本質是知識的增
長，在新經驗納入舊的經驗，原有的認知基模增大，
也就可以自己解決生涯的問題。
　　再周延與視野的生涯理論，仍需考量當事人自我
主動的生涯決定。生涯交通網的發展利基，乃在協助
高中生從長遠的職業為目標，來面對當下科系選擇的
困境；交通網首先建立可以解釋與區分學涯與職涯的
重要基模，包括興趣、知識領域與多元能力，而後分
類、架構、重組與串聯各科系與職業資料。以自駕旅
行的概念，設定終極目標，再規劃路線圖與中繼站。
協助高中生簡明易懂的在都會交通網狀中，找尋到達
目的地的數個中繼站，故此命名為生涯交通網。

三、生涯交通網的設計
　　「生涯交通網」基於認知信息處理模式，協助高
中生在生涯測驗解釋了解自己的興趣與能力後，探索
職涯與學涯的訊息，在快速變遷的複雜環境中，運用
內在自我知識與職業知識的結合，為多個階段的生涯
決策進行規劃。交通網是以職業區塊為學生生涯發展
的遠程目標，以認識大學專業學習為中程目標，高中
選課與能力培養為近程目標。
　　交通網首先建構16個職業區塊，每一區塊代表不
同興趣特質的職業領域，區塊內容以橫向時間軸呈現
高中生從認識學群到認識學類，理解該區塊職涯與學
涯兼具的知識領域與多元能力，接著進行從學涯轉換
到職涯世界的過程。以表四生涯交通網為例，它以二
維建構表件，上下垂直是16個職業區塊，內含所屬的
學群、知識領域與多元能力；水平維度是時間軸與科
系組合，時間軸表現高中、大學到就業；職涯訊息是



3

職業名稱，學涯訊息是學群到學類，學類再拆解成基
礎學類、衍生學類與整合學類；生涯基模包含興趣代
碼、知識領域與多元能力。
　　交通網的設計是生涯教育與諮商的輔助教材，需
要專業教師的教導與演練後，學生才有機會自主學習
。本文先介紹交通網各項目的定義、來源及其功能，
按著發展先後順序，分別是學群學類、職業區塊、知
識領域、多元能力、認識學系與職業發展。

（一）學群學類
　　在交通網中，學群學類是職業區塊下的重要項目
，依發展時序，配合大學招生與量表解釋，學群學類
是大考中心最早研發與應用之項目。
　　高中生正值青少年，在識別自我心理特質的能力
尚未分化，以「學系」來要求他們做出志願排序，乃
高難度要求。教育者需要對學系做清楚的認識與界定
，以群集（cluster）的概念逐步引導學生進入「學
系」的理解，這是生涯心理學者理當的任務。分析者
將性質相近的學系歸類為同一群集，並予命名，以方
便學生以不同集群了解學系。開發學系分類系統，以
階層方式有利識別、記憶與建構，以計量與質性的分
析法群聚相似或相異的類別，分為大類、中類、小類
等層次。
　　大考中心1994年發展大學分類系統，採用興趣
量表Holland類型論的六型分數，統計各學系學生受
測之六型平均分數，作為各學系的興趣代碼。金樹人
等人（1994）將學系名稱相近的組成一個學類，如
將歷史系、史學系、藝術史學系等組成「歷史學類」
；再將各學類的六型平均數為投入變項，運用多向度
量尺法（MDS）得出99個學類的XY座標點，繪製二
維的大學學類圖。
　　大學學類圖是運用各學類興趣特質之不同，在平
面上表現彼此相似程度，雖沒有納入知識或能力等訊
息，但興趣乃生涯輔導的入門鑰匙，從生涯社會認知
論的觀點（Sheu & Lent, 2015），個人從學習經驗
後衍生興趣特質，興趣特質可能包涵人格、學習知識
與喜歡的事。學類圖也參考ACT工作世界圖（world 
-of-work map, WWM）的做法（ACT, 2014），將大
考中心的學類圖，按著學類的位置進行區域的劃分。
從學類圖中約一點鐘位置為起點，順時鐘方向走，資
訊學群、工程學群、數理化學群、醫藥衛生學群、生
命科學學群、生物資源學群、地球環境學群、設計建

築、藝術學群、社會心理學群、大眾傳播學群、外語
學群、文史哲學群、教育學群、法政學群、管理學群
、財經學群、遊憩運動等十八學群。
　　以階層方式分類有利識別、記憶與建構，大考中
心對大學科系從上而下分類為：學群、學類、學系與
學校。為方便學生建構記憶，最上層學群數不宜過多
，學群下設學類，學類下設學系。2021年大考中心
十八學群下有126個學類，每個學類歸屬一個學群，
但有22個學類跨兩學群；如資訊管理學類屬資訊與
管理學群，數據統計學類屬數理化學群與資訊學群。
每所校系僅能歸屬於一個學類，如台北大學統計系或
政大統計系是不同大學，同屬數據統計學類，一同跨
數理化與資訊學群。這樣的分類規則讓學群學類的資
料庫容易處理，查詢邏輯也清楚明白。

（二）職業區塊
　　交通網是以職業領域為學生生涯發展的目標，大
學學習乃生涯中繼教育場域，以職業領域分區塊，學
群乃是職業區塊的次階層。
　　職業世界是個複雜且多元的組合，它幫助個人了
解職業市場與工作內涵，也運用不同屬性的相似程度
進行職業分群，但如何選擇適當的分類法，涉及到生
涯資訊的對象與目的。在O*NET職業介紹的目錄內
有三種職業分類，第一種是生涯集群（Career 
Cluster），它以工作技能領域來區分為16區塊，幫
助學生藉自我養成發展出生涯路徑（ career path ）
；第二種是產業分類（Industry），以職業工作的活
動來區分為20個區塊；第三種是職業家族（Job 
Family），乃基於職業工作者的成就與技術區分為
23區塊。上述這三種分類多以產業的工作內容為分
類，適合謀職或轉換者的需求，對正在高中或大學學
習的學生，在現實上缺乏體驗，有學涯轉職涯的落差
感。
　　交通網參考美國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職業分群系統，它運用ACT的工作世界
圖，按著Prediger （1981, 2002, 2004）的人群 / 科
技、數據 / 概念的雙極理論，與Holland 的六型（
RIASEC）理論為基礎（Holland，1997），能力與
價值觀為輔，區分出12區塊，26種行職。而這些行
職在空間位置，是以職業所屬興趣代碼為依據，對高
中生而言，是可以想像與體會的。交通網在建立職業
區塊時，排除以職業工作內容為核心，改以興趣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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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點，即以所有36種興趣單雙碼所適配的職業群
，形成16個職業領域。基於Holland的理論，16個職
業領域彼此形成興趣環狀關係，相鄰者最相似，次相
鄰者有點相似，對角者最不相似。六個類型（
RIASEC）是交通網的興趣基模，此基模不但作為興
趣解釋，亦可延伸適配科系與職業，在認知架構上有
記憶、分枝與溝通的效果。
　　在為職業區塊進行分類與命名時，為保持高中生
從興趣延伸到職業的直線推演，16個職業領域儘量
與學群有點關係。大學教育不是全然直接的職業教育
，而其博雅教育或學術能力培養以間接方式接軌職業
領域。十八學群代表大學學系的分類，但它不是職業
分類，而是進入專業發展前培訓學習的教育場所，有
些職業領域的教育學習可來自兩個學群。如生物科技
職業領域在大學學習時，可包含生命科學或生物資源
學群；數理化學群的畢業生，可往數學資訊領域、也
可往電機電子領域或工程科技領域發展；藝術與設計
整合為藝術設計，社心與教育整合為社心教育。故此
將18學群依據生涯發展方向，配置在不同職業領域
中，此乃交通網最大的特色。惟受限於教育體制，軍
警安全的專業培訓來自特殊專業的軍校或警校，沒有
適當學群可以配置，但在職業領域裡它絕對擁有必要
的位置。
　　圖一是16個職業區塊中興趣代碼與18學群的關
係圖，圖中顯示職業區塊與學群隨著興趣代碼有著相
依關係，但不完全一致。其中興趣36種興趣單雙碼
及適配職業興趣，取材自大考中心興趣量表線上解釋
報告（大考中心，2017）。

（三）知識領域
　　知識領域（Knowledge）代表擔任某一個工作
職務時所需具備的學識，它是透過學校教育所學，或

通過長時間工作經驗積累得到。高中所學稱為學科知
識，大學各科系所學可稱為知識領域，而後就運用在
職業場域上。知識領域是大學學涯到工作職涯的共通
元素之一，在交通網中各職業區塊均呈現重要的知識
領域。

　　在工商與組織心理學領域，KSA是知識（
Knowledge），技能（Skills）和能力（Abilities）
的縮寫，表示員工擔任某一個職務所必須具備的知識
，技能和能力；當求職者申請職務時，企業會運用
KSA作為評估指標之一，預測申請者未來工作是否成
功。有關KSA的研究，累積了長久及豐富的結果，其
中以職業資訊系統（O*NET）的內涵模式最有成就（
Peterson, Mumford, Borman, Jeanneret, & 
Fleishman，1999）。

　　知識領域是與工作任務相關的訊息集合，如律師
的主要知識領域是法律，外科醫生的知識領域主要是
醫學。知識領域是成功完成工作任務所必需擁有的條
件，知識在各領域的差異很大，必須要形成基礎結構
，且有意義的組織貫連才可稱為知識領域。由於專業
職務的工作內容可包含若干個知識領域，所以描述一
個職業時需要呈現多個相關的知識領域，如高鐵駕駛
員可能需要工程科技、交運運輸、外語與物理等知識
領域。

　　職業對知識領域的需求，需要在大學教育中培養
與訓練，舉例「諮商心理師」這個職業所需重要知識
領域可包括治療諮商、心理學、社會人類等，它要在
大學心理系或諮商輔導系中養成。職涯與學涯之間可
用知識領域為媒介（或稱基模）進行串聯。O*NET的
諸多研究已為職業的內涵模式建構出有關知識領域範
疇。而學系與知識領域之間是多對多的關係，而非同
一個構念，但知識領域比學系較為穩定。
　　在知識領域的分類研究上，Costanza和
Fleishman（1992）以職業的工作分析為起步，運用
美國勞工部的職業描述詞典（DOT，1991），以其
中職業工作內容建立知識領域。在知識領域的建構歷
程，Costanza和Fleishman研究團隊檢查了每個職位
的任務，列出為執行這些任務而必需有的相關知識，
以及知識領域所涉及的結構和過程，再經過職業工作
者的調查分析，得出33種知識領域，就做為 O*NET
職業介紹線上系統中每個職位的重要知識領域。
　　大考中心（2011, 2015）運用ONE*T的架構，以
33種知識的重要性對大學校系調查，王思峰與王思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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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以O*NET的33種知識量尺為工具，採用 
O*NET資料庫與前述學系調查之資料，建構出學系
「精博特徵」與「學職契連特徵」之測量指標。研究
結果顯示，33種知識之資料在信度、聚斂效度、區
別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皆有良好表現。O*NET的33
種知識領域以職業人員為調查對象，我國學者以大學
教授為對象，顯示知識領域可以作為職涯與學涯之間
的串接。
　　學系探索量表（2011, 2015）以30個知識領域的
定義為題，排除O*NET的33種知識量尺中交通運輸
、生產製造與公共安全等偏向技術職業的三個知識領
域。測量高中生對30種知識領域喜歡的程度，與大
學教授認定30種知識在各科系的重要程度進行比較
，為高中生找出與大學適配的學類。區雅倫等（
2012）分析高中與大學的探索量表資料亦發現，30
個知識領域對18學群的區辨力比興趣六型分數更為
理想，能成功支應學類的分流。
　　承上之效度研究成果，交通網即運用O*NET的
30種知識領域定義（請見表一），及大考中心全國
學系調查之次級資料，建構出在職業區塊下大學知識
領域與學系之間的關聯。

（四）多元能力
　　除了知識領域以外，技能和能力也是O*NET內
涵模式中的重要項目，不但可以預測職業申請者未來
工作的表現，也可以協助學生區別職業或學系的異同
。前述知識領域的概念具體與穩定，相對技能與能力
抽 象 且 複 雜 ， 且 其 架 構 受 到 研 究 樣 本 所 影 響 。
在工商與組織心理學，常以職能（competency）代
表與工作卓越表現有因果關係的個人基本特徵。職能
反映了工作者實際所做的事情，包含知識，技能，能
力，動機，信念，價值觀和興趣，但在生涯心理學則
認為應予以分類研究（Peterson，1992）。技能是
通過培訓學習或技術經驗取得，是可測量和可觀察的
。Petersons等（1999）對技能的定義，認為技能不
一定是工作者穩定、持久的特徵，而是取決於經驗和
實踐；技能有時是一套狹窄的程序，例如複雜的寫作
技能；它不能從片面的知識獲取與應用來定義技能領
域。
　　Carroll（1993）曾提出能力是一種學習潛能，
能力因人而差異， Fleishman, & Reilly（1992）提
到能力的定義是在諸多工作成就中，個人持久的表現

，能力特質具有時間的穩定性，被認為在各種環境下
都有一致呈現的現象；能力是可以幫助個人完成工作
的持久才能。
　　O*NET資料庫中提供了52種能力，分屬認知能
力（21）、生理能力（9）、心理動能（10）與感覺
能力（12）。35種技能，分屬基礎技能（10）、問
題解決技能（1）、管理技能（4）、社會技能（6）
、系統技能（3）與操作技能（11）。
　　基於交通網是為學生找出串連學涯與職涯的基模
，暫時不需考量職業經驗的技能或能力。先以
O*NET專家法分別將35種技能與52種能力重整為77
種多元能力，運用ONE*T的職業樣本調查次級資料
庫，針對126個學類所對應相關的典型職業進行77種
多元能力重要性評分，評分結果後排除不受學類重視
的多元能力，最後完成126個學類對29個多元能力之
評分表。再以ICC、區別分析、因素分析與變異數分
析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29個多元能力在18學群
的信度與建構系度都很理想。交通網所列29個多元
能力的名稱與定義如表二。

（五）認識學類
　　認識學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多所大學都可
能有一樣名稱的科系，如我國有7所哲學系，17所生
命科學系；每所學系的學系特色、課程規劃、生涯進
路、招生採計考科、重視能力或特質均不相同。如何
以簡單有序的方法了解學系內涵，成為生涯輔導工作
必修的功課。
　　大考中心對學系以階層方式分類為：學群、學類
、學系，這個方法有利識別、記憶與建構。2021年
全國共計1,868校系，18學群126個學類，目前學群
學類架構普遍使用於大學各招生管道、高中選課輔導
手冊或各輔導系統平台。有關學群學類的效度研究，
大考中心（2020）以選育系統核心素養、領域學科
、多元能力、知識領域等五項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結
果學群與其所屬學類平均數之相關值，大多數與所屬
學群內相關高，與非所屬學群相關低；區別分析的預
測表現以知識領域最佳，領域學科與多元能力次之。
　　學群與學類之分類架構，提供了學系之間的差異
訊號，但126個學類間，有無關鍵密碼可以協助高中
生容易理解與記憶學類間的差異。這時回到認知訊息
處理模式的理論架構，在職涯或學涯的內涵找到可供
解釋之基模，不但有階層結構，學生容易了解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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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延伸思考與變化創新的機會。前述選育系統
資料分析顯示，知識領域對學群學類的區別效果最佳
，交通網即以知識領域當作基模，做為認識學系的基
礎。
　　交通網研發團隊，先整理大考中心2010年以30
種知識領域的重要性對大學校系調查資料，計算各學
類在30種知識領域的平均數，選擇平均數較高的知
識領域作為該學類重要的知識領域。Costanza和
Fleishman（1992）建構知識領域的過程，乃將職
業描述中最有關係且穩定的集合稱為完形定義，而後
新的或狹小的就附加進這個定義中。
　　交通網參考知識領域當初建構研發的經驗，將學
類中所屬知識領域是較早發展與定義的，具基礎結構
的學習特性，如心理、數學、化學，這類稱為基礎學
類。有些學類的重要知識領域與基礎學類很相近，但
屬於定義下的細分或分支，如特殊教育是教育學的分
支；或是該該知識領域較為應用的學系，如機械工程
是物理領域的應用，這類稱為衍生學類。若該學類主
要學習內容包括兩個以上的知識領域或學類，如材料
工程包括機械、化工與電機；資訊傳播包括資訊、設
計與媒體，則稱為整合學類。
　　所有126個學類均歸屬於上述結構中，整合學類
會以公式標示出相關的知識或學類名稱，認識學系的
歷程就此輕省而簡潔。
・基礎學類：該學類是知識領域中最早發展，亦具基
礎結構的學習特性，如藝術設計領域最早發展的是美
術或音樂，工程科技領域以物理、化學為開山鼻主。
・衍生學系：是基礎學系下知識領域的細分或分支，
如歐語、日語是語文的分支，另一類是該知識領域較
為 應 用 的 學 系 。 如 資 訊 工 程 是 數 學 的 應 用 學 系 。
・整合學系：該系的主要學習內容包括兩個以上的知
識領域或學類，如材料工程包括機械、化工與電機；
資訊傳播包括資訊、設計與媒體。

（六）職業發展
　　職業區塊是交通網最先建構的項目，在定位職業
區塊後，建置者則進行職業名稱與內容的彙整。第一
步先以ACT在工作世界圖中26個生涯區域（career 
area）（ACT, 2014）為準，在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
類(第六次修訂)與O*NET職業網站，選取與生涯區域
相近的職業名稱，且其專業需大學教育程度者。而後
參考《工作大未來》（村上隆，2013），該書以青

少年觀點解釋各種職業，中文版並配合台灣學校系現
況；另參考線上求職網站，如104、111人力銀行所
列職業名稱與訊息，排除文化與區域差異的職業名稱
。最後邀請大學高年級或研究生舉行多次焦點座談，
定出在16個職業區塊中的職業名稱，共339種，其中
有5個在不同職業區塊重複出現，在交通網出現共
344種職業。

四、生涯交通網的運用
　　生涯交通網之文件請見表四，基於探索有興趣的
職業、有興趣的學群、學類、選擇班群、多個學類比
較等不同需求，設計了10位學生案例如表三，用以
了解交通網的運用。生涯輔導的運作要同時考量個人
特質、外在環境與家長的期待，絕非單一技術或理論
可一觸即成，本案例僅為呈現生涯交通網的功能，雖
然輔以若干教材，但與真實案例發展仍有一段距離，
尚請學者專家指正為盼。

內容
學習關於數學、統計學方面的知識及其應用。
學習關於電路板、晶片、電子設備、電腦軟、
硬體方面的知識。
學習關於電訊的傳輸、發射、交換等電信及
通訊系統方面的知識。
學習應用工程學的專業與技術，設計與生產
各種產品與服務的知識。
學習有關機器、工具機等機械的設計、使用
及維修的知識。
學習關於建築物、橋樑、道路等之設計、建
造及工法方面的知識。
學習關於物理原理與定律、物理現象的解釋
等方面的知識。
學習關於化學元素、化學結構、及化學作用
等方面的知識。
學習有關動、植物、微生物等有機體的細胞、
基因、分子及生化作用的知識。
學習有關症狀診斷、疾病治療、藥物作用等
方面的知識。
學習有關人類的行為表現，能力及性格，動
機與學習，異常行為等方面的知識。
學習有關動植物養殖及食品生產、食品保存
等技術與設備的知識。
學習有關地理學描述地貌、海洋、氣團、物
產、及生態環境方面的知識。
學習有關音樂、舞蹈、視覺藝術、戲劇詩歌
等的創作與表演的知識。
學習有關構思、藍圖、製圖和模型製作等的
設計方法和技巧的知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知識領域
數學
資訊電子

通訊電信

工程科技

機械

建築營造

物理

化學

生命科學

醫學

心理學

生資食科

地理環境

藝術

設計

表一 30種知識領域定義



7

因素
基本

表現

表現

基本

基本
表現
表現

基本

數理

數理

定義
我能從文章中了解其想表達的訊息
或意涵，或能產生自己的觀點。
我能用口語清晰流暢的表達思想和
情感。
我能聽懂別人口語的訊息，並即時
反應。
我能寫出文意通順、邏輯清晰的文
章。
我的英文能力聽說讀寫都很好。
根據他人的行動調整自己的行動。
能提出不尋常或聰明想法，創造性
方法解決問題。
我能依據訊息或事情發展的趨勢，
歸納推理出合理的答案。
我能將資料或物品排列順序，或將
其分門別類。
我能選擇正確的數學方法或公式來
解決問題。

編號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能力
閱讀理解

口語辨識

口語表達

寫作表達

外語能力
合作協調
創作力

邏輯推理

排序分類

數學推理

表二　29個多元能力的名稱與定義

數理

服務
科學

科學

科學

科學

體育

美術

美術

表演

表演

人群服務

人群服務

人群服務
人群服務

數理

數理

科學

科學

我能快速的使用加減乘除運算出正
確結果。
能夠近距離看到細節。
我擅於觀察空間方位，想像物體在
不同方位的旋轉樣貌。
我能瞭解機械與電子設備的運作方
式，且能組裝、調整或修理。
我能運用科學規則和方法來解決問
題。
我的手臂穩定、敏捷，能控制機器
或車輛到精確位置，且對信號快速
反應。
我的身體強韌，有耐力，靈活，平
衡感良好，協調性佳。
我能運用色彩、質感、和結構，來
品鑑與溝通東西的品質。
我能運用素描、色彩、圖樣來表達
我的風格意念。
我能在舞臺或傳播媒體上表演戲劇、
歌唱或舞蹈。
我對音樂具有音感、節奏、表演或
創作的能力。
我能觀察出生活周邊的變化、發生
事情及其原因。
我善於說服他人採納我的意見或理
念。
教導並評估別人完成某事。
我會主動服務他人，幫助他們解決
問題。
我會撰寫電腦程式來解決學習或工
作上的需要。
我很能學習與使用新的軟體或APP
來解決問題。
我樂於欣賞自然現象，能分辨動植
物差異，並探討現象原因。
我對需要照顧的人或小動物能提供
妥善的照顧。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計算能力

近觀細察
空間定向

機械推理

科學能力

操作控制

肢體協調

美感鑑賞

繪圖設計

表演能力

音樂能力

社會覺察

說服推廣

教學培訓
助人服務

程式設計

資訊運用

自然智能

養育照護

學習有關媒體製作、傳播技術和方法等方面
的知識。
學習外國語文的結構與表達，包括文字意義、
拼音、發音及文法等。
學習有關本國語文結構與內容的知識，包括
文字的意義、聲韻與寫作的知識。
學習有關哲學觀點、宗教教義、宇宙本質等
及其對人類文化影響的知識。
學習有關歷史事件及其起因，對人類文明與
文化影響的知識。
學習有關社會群體行為及人際互動、社會發
展趨勢、人類遷徙、種族、文化的知識。
學習關於心理功能失常的診斷及治療的原理
和方法，及生涯諮商等的知識。
學習有關課程設計、教學方法及評量、教育
訓練的原理和方法的知識。
學習關於法律、法庭程序、判例、政府法規、
行政命令、公務規章等知識。
學習關於機構的行政管理、人事行政、公共
事務處理及危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
學習有關人員招募、甄選及訓練的方法、程序，
及福利津貼、勞資關係、協商及員工資訊。
學習有關認識市場、顧客需求及服務滿意度
調查方面的知識。
學習有關經營與管理的策略、領導技巧、生
產效率、人力與資源協調的知識。
學習有關行銷策略、產品展示、銷售技巧及
銷售控制方面的知識。
學習有關經濟和會計事務的工作，金融市場、
銀行業務及財務分析報告等知識。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傳播媒體

外國語文

本國語文

哲學宗教

歷史文化

社會人類

治療諮商

教育訓練

法律政治

行政

人力資源

顧客服務

管理

銷售行銷

經濟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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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
模式流程
學生背景
輔助材料
理論說明

案例述說

走馬看花遊車河，了解自己有興趣的學群
興趣代碼→職業區塊→職業發展→認識學群
高一生阿倫，正在進行班群的選擇
興趣量表結果報告書、興趣光譜
・在生涯規劃課程中，各高中施測興趣量表，運用興趣

代碼對應到適合的學群學類，此乃人與環境的適配論。
・惟學生在實際認知歷程，僅以興趣代碼對應到學群學

類，是自我知識的名義層對應生涯訊息的名義層，抽
象而不具體，缺乏切身的理解與體驗，並無喚起學生
的事件記憶，也無法和生活經驗產生共鳴（金樹人，
2011）。

・交通網加入具體職業名稱，這是學生可以想像的，在
生活印象中啟動自我知識。再對應到學涯訊息，如此
連結形成當下的真實感受。

＊阿倫興趣量表的興趣雙碼是SI，在結果報告書中SI適
配的職業有：物理治療師、理科教師、臨床心理師、
心理學研究員，社會學研究員等。這些職業有些在醫
院診所，在學校當老師，或在大學當研究員。

＊阿倫從國中起的理科（物理化學生物）成績還不錯，
也喜歡和同學討論或一起合作活動，比對起來有興趣
的職業區塊是社會人群、醫藥保健。未來這些職業工
作的人，大學專業訓練主要是在社會心理學群、醫藥
衛生學群。

＊阿倫接下來選班群或活動，可以多往社心與醫藥衛生
方面探索，這兩種學群在班群可能是生醫或文史社會，
是不同的班群，阿倫還需要探索再做決定。

表三　生涯交通網案例

CASE  B
模式流程
學生背景
輔助材料

理論說明

案例述說

尋找桃花源，探索我嚮往的職業
職業發展→職業區塊→學群
高一生阿平，正在生涯初探
ColleGo 選育系統、ColleGo生涯卡
職業卡、職業訪談作業單
・職業是啟發學生對生涯最具體的特徵想像，Ginzberg

（1951）認為國高中離開兒童職業幻想，開始對職業
有興趣，也審視自我的條件和能力，注意職業角色的
社會地位與社會意義，以及社會對該職業的需要，尋
找合適自己的職業角色。

・Gottfredson（1981）的職業抱負理論，提出青少年
發展出自我意識，知覺到自我和他人的差異，形成特
定的職業抱負及對職業選擇的期望。職業探索可以將
個人經驗組織起來，而不只是呈現具有的特質。了解
職業可以激發學生內在的經驗，讓自我產生新的體驗
與對話。

＊阿平是高一學生，在生涯規劃職業訪談的家庭作業，
他訪問在南科擔任程式設計師的叔叔；從訪問中了解，
這個職業要經過多年的程式設計學習，薪水不錯但工
作時間非常長，幾乎每天都加班，也常常要與國外的
客戶用英語溝通。阿平對這職業有點動心，但自己的
英文不太好，但還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寫程式。

＊老師要同學在交通網的職業發展中挑選喜歡的職業，
阿平圈選了程式設計師、資料庫管理兩項。他發現程
式設計師位在數學資訊職業區塊，大學時選擇資訊工
程學系最為合適，數學系也在這個領域。

＊阿平不理解資訊和數學有甚麼關係；也在電子電機職
業區塊中發現，電機、電子、通訊或光電等科系，也
要學習程式設計。另外資料庫管理則屬商業管理區塊，
資訊為何與商場有關係? 這些總總他要好好地找老師
或叔叔談談。

CASE C
模式流程
學生背景
輔助教材

理論說明

案例述說

尋他千百度，找到自己喜歡的學類 
測驗結果→職業區塊→學群→學類
高三生阿鑫，正修習生涯規劃課程，申請入學選校系中
興趣量表、性向測驗、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ColleGo 選育系統
・藉由標準化測驗工具的解釋，高中生了解了自我的興

趣、知識與能力等個人特質，形成了自我認知推論，
也具備了良好分化的基模；職涯或學涯的基模相互結
合，生涯的問題就可能有效面對。

・認知訊息處理模式強調生涯諮商與輔導歷程是一種學
習過程，本質是知識的增長，在新的經驗納入舊的經
驗，原有的認知基模增大，就可運用交通網的內容自
我探索與學習。

＊阿鑫是高三生，輔導老師進班上這堂課要同學運用交
通網，來探索自己申請入學要選的科系。在高一高二
期間，同學陸續完成興趣量表、性向測驗、探索量表。

＊從興趣雙碼ES來看，他目前是法政社會班群，有興趣
的學群有法政、教育、大眾傳播、管理等；職業則喜
歡服務業、企業經理、學校主管、律師等。從交通網
顯示商業管理、社會人群與法律政治等三種職業區塊
都有合適的學類。

＊從學科或性向測驗的表現來看，阿鑫的語文能力與數
學能力差不多，但對寫作表達與口語表達不是很有信
心，因此排除了社會人群與法律政治學群，來到了商
業管理

＊在探索量表中30種知識領域的分數，人力資源、銷售
行銷的學習能力不錯，對助人服務與合作協調也有些
信心，經過這些分析，阿鑫在科系方面朝向企管、行
銷、國企方面邁進。

CASE Ｄ
模式流程
學生背景
輔助教材

理論說明

不識廬山真面目，從知識領域找到適合自己的學類
學群→測驗結果→知識領域→學類
高三生阿蒂，正在申請入學選擇六個校系
學系探索量表（大學知識興趣、多元能力）、
ColleGo 選育系統
・知識領域是成人擔任某一職務所需具備的學識，它乃

透過學校教育所學，或通過長時間工作經驗積累得到。
高中時所學稱為學科知識，大學各科系所學可稱為知
識領域，這些知識而後就運用在職業場域上。知識領
域是大學學涯到工作職涯的共通元素之一，在交通網
中各職業區塊均呈現重要的知識領域。

・學系探索量表以30個知識領域的學習內容為題，測量
高中生對30種知識領域喜歡的程度，與大學教授認定
30種知識在各科系的重要程度進行比較，為高中生找
出與大學適配的學類。30 種知識個別的分數，也可顯
示個人對知識喜好的程度，但知識領域的學習在大學
或職場，學系探索量表只能顯示興趣傾向，而無法呈
現知識的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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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述說 ＊阿蒂是高三生，選擇法政文史班群，她不在行也不喜
歡數學。對於未來大學的科系，一直嚮往大眾傳播，
無論是新聞主播、記者採訪或是媒體廣告，她都非常
有興趣。輔導老師約談阿蒂討論她在申請入學的志願
校系，老師拿出交通網小冊和她探索量表的分數。她
先說明自己對大眾傳播學群的志向。

＊老師和阿蒂運用交通網中的知識領域來討論大眾傳播
的學類，阿蒂認為大傳科系所需的知識，如藝術、歷
史文化等她都有興趣，但對銷售經營及資訊沒有想法
也沒能力，認為可以排除資訊傳播和媒體設計等學類。
而考慮新聞、廣告公關、廣電影。

＊輔導老師同時發現阿蒂對藝術、歷史文化很有興趣，
鼓勵阿蒂也可考量外語或文史哲學類，經過大學優質
的語文能力訓練，研究所再轉往大眾傳播發展，在紮
實的基礎下，未來傳播的路可以走得更長更久。

CASE Ｅ
模式流程
學生背景
輔助教材

理論說明

案例述說

明月來相照，從多元能力嗅出自己喜歡的學類
學群→測驗結果→知識領域→學類
高一生小義，選擇班群有困擾
學系探索量表（大學知識興趣、多元能力）、
ColleGo 選育系統
・多元能力可以預測成人職業工作的表現，也可以協助

學生區別職業或學系的異同。多元能力是個人持久的
工作表現，能力特質具有時間的穩定性，被認為在不
同種環境下都有一致的結果。交通網中為16職業區塊
連結了學群的多元能力，包含認知能力、社會技能、
操作技能等，這些也是串連學涯到職涯的基模。

・學系探索量表以29個多元能力的外顯行為當作題目，
由高中生以自評的方式呈現能力符合的程度。學生以
符合程度高的對應大學科系所重視的多元能力。在學
生有興趣的學群學類下，運用多元能力來挑選適合自
己能力的學類。有些能力在高中可以關注與培養，這
些多元能力也需要與知識領域一起交互思考。

＊小義是高一生，學校正在選擇班群，有理工、生醫、
法商、文藝等班群，當然數學的選擇是關鍵，小一的
數學還不錯，計算與推理能力都很好。他很想念財務
金融或經濟會計，長輩或媒體都說財經是職業世界的
領頭羊。

＊小義看看生涯交通網，他看到了財務金融這個職業區
塊，後面的職業發展，如保險精算、金融分析都是很
炫的夢想職業，所以選了法商班群，順勢就可以以會
計、經濟、財務經融為選擇科系。

＊老師引導小義看看財務金融的多元能力是數學推理、
計算能力、靜觀細查、資訊運用與排序分類，小義很
高興的說他都不太有問題。老師接著請他看看數學資
訊職業區塊的多元能力，和財務經融大致雷同，僅是
多了程式設計和科學能力

＊老師認為小義的數學計算與推理能力很強，建議考量
理工班群，可在數學與科學能力上多加研習與建立基
礎，經過程式設計的訓練，而後轉往財務經融或保險
精算，說不定有更好的表現。

＊小義想先念理工班群也是通往財經生涯的另一條路。

CASE F
模式流程
學生背景
輔助教材

理論說明

案例述說
F1

案例述說
F2

只怕貨比貨，同一學群下多個學類的比較
學群→學類→知識領域→多元能力
高二生大富和大貴，想要區別學群或學類間的差別
學系探索量表（大學知識興趣、多元能力）、
ColleGo 選育系統
・生涯探索中的自我認識，可包括興趣、能力、工作風

格與價值觀。在高中時期認知能力尚未分化，學涯探
索暫時排除工作風格與價值觀的評量。興趣特質採用
人與環境適配的Holland類型論，以個人的興趣代碼
對應大學的學類代碼，初步可得有興趣的學群學類。

・個人特質與職涯探索有關的能力包括高中學科能力、
性向測驗、大學知識能力與多元能力。知識領域是透
過大學教育所學，或通過長時間工作經驗積累得到。
學系探索量表能為高中生找出與大學適配的學類，以
及呈現個人有興趣的大學知識領域。

・多元能力可以預測未來工作的表現，也可以協助學生
區別職業或學系的異同。多元能力是個人持久的表現，
具有時間穩定性，及各種環境一致現象。學系探索量
表由高中生對29種多元能力自評符合程度，學生以符
合程度高的對應大學科系所重視的多元能力。

＊高三生大富，看到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心中燃起一股
為國家社會貢獻的決心，他想朝著醫藥保健的職業邁
進，但對相關的學類其實多不明白，於是請教就讀大
學的學長開元。

＊開元學長說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學系介紹的平台，但用
交通網簡明易懂，配上網路說明更容易了解。以生醫
工程師和復健師兩種職業來看，生醫工程師屬於工程
領域，復健師是屬於醫藥衛生領域的物理治療，這兩
學群所重視的知識領域不同，共通的就是醫學與化學。
生醫工程所需的能力在工程科技下的數學推理、計算
能力與操作能力，學科重視數學物理；物理治療在醫
藥衛生下的助人服務、養育照護、肢體協調，學科重
視化學生物。

＊大富個人看看測驗的結果，發現自己對醫藥衛生與工
程都有興趣，但養育照護與助人服務能力，可能還需
要活動體驗與培養。看來選班群還需要多思量

＊大貴說他所讀的班群是法商，但對相關學類有何差別，
也請開元學長指點。

＊開元學長說高中分班群主要考量數學A或B，有些高中
將法政學群和財經管理合在同一班群，有些高中是將
法政與文史法政同一班群。但用交通網更容易理解它
們的異同。

＊法政學群所涉獵的知識是法律政治、行政；管理學群
是管理科學、顧客服務、銷售經營，經濟會計。財經
學群是和管理學群所強調的大學知識比較相近，財經
還需增加數學與法律政治；顯示商管和財經比較相似，
但財經也需要法律。以多元能力來說，法政和管理在
表達、協調與說服比較相似；但財經所需的數學、排
序分類與法政、管理較不相似。大貴可再參考ColleGo
等網站會有更仔細的說明。

＊開元學長要大貴看看自己喜歡的大學知識，及擅長的
多元能力，大概就可區分自己適合哪個學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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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G
模式流程
學生背景
輔助教材
理論說明

案例述說
G1

案例述說
G2

條條大路通羅馬，學什麼就一定做甚麼嗎
職業發展←學類←學類
阿基與小庚，理想科系與現實選擇的衝突
興趣量表
・生涯交通網的重點，表現大學學習的訓練與職業發展，

藉著知識與能力的培養，串起連結的關係。但現代大
學科系漸漸從基礎專業走向科系整合，或是職業的需
求也不是單單來自獨一的科系訓練（除了醫學、律師
與會計師等證照科系外）。

・生涯像是交通網，有些職業的學習養成是兩點間高速
鐵路一線到達；但更多的專業，是好幾段的交通路線
整合起來才能到達，相同的起點到達不同的目的地，
不同的起點轉車換線到達相同的目的地。坐直升機最
好不過，繞道而行看遍繁花又一村

・生涯發展有諸多彈性，職業機緣也是為有準備的人安
排的。

＊阿基在高二時參加學校話劇社，很喜歡舞台表演，但
學校課業擔重，所以沒有機會上台演出。目前是高三
申請入學報名階段，他實在很想填報戲劇表演學系，
但自知訓練不足，面試過程很難脫穎而出。

＊老師拿出交通網，要阿基看看表演藝術學類重要的大
學知識是藝術、歷史文化、傳播媒體等；多元能力有
美術鑑賞、表演藝術。許多知名的演員或表演工作者，
當初不全然是戲劇系出身，反而是美術設計、音樂、
外語或語文等系畢業；前述這些學系所學習的內涵，
正包含了與戲劇相同的知識養份，他們在大學階段以
實習或社團方式體驗自己最傾心的表演工作，畢業後
亦可繼續專攻表演科系或研究所。

＊正在讀高三的小庚，聆聽畢業學長姊返校的分享，要
不是說現在是AI的世代，或說數據分析正是當道。小
庚還搞不懂這些職業或名詞，但就讀數學A的理工班
群的他，很想了解要讀那些學系將來可以從事數據分
析的工作。

＊有位生涯諮商師說道，數據分析師是通稱，他們的工
作環境可能在保險公司、金融機構、生醫研發、電腦
軟體公司等等。而大學的訓練包含數學、統計、會計、
工程、生化等都有可能，甚至社會科學都是選項。但
基本上，數據分析需要好的數學計算、邏輯推理及程
式設計，也就是在不同的專業知識背景下，進行數據
分析與探勘。

＊小庚看著生涯交通網上的學群學類，可能只要與數學、
統計或資訊相關科系的都有機會從事數據分析，但數
據分析是手段，底子裡還是需要知識的底蘊，如財經、
工程、生化等，看來走到成功的數據分析師還有好多
路要走呢。 

案例述說 ＊阿森是一位高二升高三數理資優班學生，於高中階段
積極投入學習，除了學校校本課程選修化學專題研究，
於高二也擔任校刊社的副社長、交通隊副大隊長，在
文理皆有不錯的表現。面對高三，他想進一步了解自
己的生涯方向。

＊輔導老師協助阿森釐清選課與課外活動選擇的動機，
以及目前初步的生涯方向，並對照興趣測驗的結果。

＊阿森當初報考數理資優班想要強化自己數理方面的能
力，並於高一、高二投入二個學期時間，完成化學專
題研究報告，在基礎科學探究能力上奠定不錯的基礎

＊阿森自述本身有興趣是心理或經濟相關，他在多元表
現上，的確在助人、服務、人文、組織的方向相當投
入，具體表現為參與交通與秩序服務隊、校刊社編輯，
皆完整地服務兩年。此與阿森的興趣測驗代碼SEA（
三碼差距皆不超過5分，可互相置換順序）有關。

＊老師與阿森一起從職業區塊「社會人群」、「財務金
融」中了解相關學類與職業發展。阿森發現發現自己
對某些職業的實質內涵並不了解，也激起他進一步更
深入了解職業內涵的動力。

＊心得：「生涯交通網」能協助阿森能鎖定特定職業區
塊，反復交叉回來深化對知識領域、能力、大學學類
與職業發展的認識。

CASE Ｈ
模式流程

學生背景

輔助教材
理論說明

興趣與能力孰重孰輕
興趣測驗→職業區塊→職業發展→
基礎學類、衍生學類、整合學類
高二升高三生阿森，需重新回顧高一二學習歷程，為迎
向高三作準備
興趣測驗結果、ColleGo選育系統、生涯交通網
同 CASE F

1.藝術設計

* + , , * + , ,
* + , * + , ,
* + , *

-

(DJ)

A AS AE AR AI AC

2.傳播媒體 AS  AE  AI  AR SA  SE
!

* = + + * = + +
* = + + * = + + +

3.外國語文 SA AS SE

= +

4. 文史哲

* = + * = + +
* = + * = + +

AS SA AI AE SE S

表四　生涯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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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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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軍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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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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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的力量：家立立基金會同

工王安迪專訪

酒小萍 / 諮商心理師

從台北到後山，助人者生涯的啟蒙
　　許多人是生長在後山，因為工作旅居北部。安迪
卻是在台北當醫師的父親，知道偏鄉醫療資源的缺乏
，徵詢家人的意見後，舉家搬遷到台東從醫。即使這
也是自己同意的選擇，當時還是小學生的安迪，也歷
經一段環境改變的適應過程。記得當時不想上學，起
床後，在看山、看海與看天空的過程中得到療癒。在
心理系畢業後，決定生涯的自己的目標：成為一位專
業助人者，從事讓人們產生笑容的事。
　　雖然有著助人者的生涯召喚，在現實的生活中，
生涯發展仍有許多不同的選擇。原本還在思考要投入
學校或是基金會的場域、是在國內或在國外求學或發
展、專注在什麼樣的服務對象等等不同的選擇，在評
估的過程中，因著家人在家立立基金會工作，安迪原
本認為這是個暫時的選項，在第一線的社福單位工作
二、三年後，再規劃生涯的下一步。但在對機構服務
的內容有更深入的了解與認同後，決定長時間加入的
家立立基金會，將所學的助人者知識，技能，融入在
地的服務中。

在地共同生活、陪伴長大的助人者
　　提到花東時，大家腦袋中浮現的應該是藍天、綠
地與海洋。但後山的醫療與教育資源也是相對稀少。
家立立秉持「發展重於預防、預防重於治療」和「陪
他一段，贏回一生」的信念，透過真實的陪伴，協助
民眾「建立」健康家庭。安迪在家立立基金會服務內
容大致可歸納為五項：

服務項目
一、家庭活動

二、少觀所的
生命教育

主要對象與內容
在歷時半年的愛家大幫手課程中，
全家一起透過遊戲活動認識自己、
看懂對方、彼此相愛。
對象為進入監獄少年觀護所，為「
非行」（非常行為，即行為偏失）
青少年提供每週一次的生命教育課

三、校園一對一
認輔陪伴

四、性教育課程

五、吃一碗麵
的陪伴

，協助犯錯入監的他們，能夠重新
看見自己的價值，並為未來規劃希
望藍圖。相對其他以課業與信仰為
主的課程，生命教育更重視以品格
教育、同工與青少年的認識與關係
建立。
以「一對一」認輔（認領輔導）方
式進入中、小學校園，主要服務對
象是情緒困擾、行為偏失的孩童及
青少年，展開約一年的陪伴與輔導。
以進入青春期的學生為主要服務對
象，以『愛，值得等待』探討兩性
互動的議題，如性別認知、性別平
等，約會安全、性侵，性病防治等。
也會視主題與對象的差異，安排同
性或兩性合辦不同的進行方式。
陪伴更是日常的食、衣、住與行生
活大小事中，每週一次，一同吃一
碗麵，在這一頓飯的時光，陪伴狂
飆及失落的孩子安度風暴走出陰霾。

助人者的專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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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陪伴帶來安定、連結與心動
　　說起印象最深刻的服務經驗，安迪想起初進入基
金會時，當時在學期中進行一對一校園認輔的活動，
這位就讀小五年級的學生，與之前的認輔老師約有半
年的相處經驗，因故由安迪在學期中擔任認輔老師。
初次見面的場景，是在學校的自然科教室，孩子躲在
教室內，把門反鎖起來，眼睛中傳達出來的訊息似乎
是『你來幹嘛？』，帶領安迪的老師笑著說：『帶老
師來跟你認識呀...』等到上課鐘聲響起，孩子才很不
甘願地打開教室的門，讓安迪進入教室，開啟這段認
輔的旅程。鎖門與開門，似乎是每開啟認輔活動的暖
身儀式，也讓這段陪伴的過程多了一些趣味。在孩子
畢業前者一年多的陪伴，就在聊聊學校的貓、狗，玩
UNO和看繪本，在不同的桌遊之間逐漸熟悉。每次
認輔的時間，除了一同遊戲與探索之外，最後會有一
些時間聊聊天，孩子可以說說自己的近況或心事。
　　原本以為認輔關係在孩子小學畢業後就結束了，
但意外的是，在疫情期間，小孩主動來找安迪，兩人
的關係就持續以『吃一碗麵的陪伴』的方式進行著，
陪伴的方式，兩人一起吃麵外，依舊是一起打電動、
打打球，像是個大哥哥的陪伴。但，安迪發現，經過
一年多來的陪伴，孩子開始願意聊聊自己的心事了，
這天孩子說起了自己的擔心，孩子原本由阿公與阿嬤
共同照顧，但阿嬤得了癌症，孩子有著即將與阿公共
同生活的不安。在持續陪伴的過程中，改變似乎就默
默地發生，在孩子國二的時候，安迪看到孩子去阿公
的農地幫忙，孩子的表情，多了些沈穩與安定，不再
習慣性地將拒絕關心，與人保持距離。

立己與利人，從被陪伴中滋養陪伴的力量
　　除了陪伴他人觸動自己的內心之外，安迪談及在
家立立像是一個大家庭，也像是被陪伴與滋養自己的
過程。部門的主管曾在公務系統中磨練過，除了很強
的策劃例外，豐富的行政經驗與執行力，再融入諮商
輔導中的學習與體驗，和夥伴們一同經營每項服務，
一同工作的夥伴，不僅是同事，更是生活中互動陪伴
與支持的力量。安迪記得，曾經在生活中感到不安與
孤單的時候，每週一次組內聚會，自己可以說說自己
的心情，其他的人聽著、陪著，度過那段低潮時光。
　　基金會也會注重每位同工的培力訓練，其中包含
了邀請學習後現代，反思與對話的詹宗熙心理師，帶
領大家一起學習，有時候會邀請服務對象一同參與，

聽聽不同的聲音，透過反思與對話，更認識彼此的內
心世界，在服務的時候，陪的不只是一個孩子，一個
家庭，也是陪伴自己。
　　各位有機會到台東的時候，可以去看看這個在後
山的助人機構。http://www.gll.org.tw/GllWeb/

沒有人生目標，缺乏就業動機，

怎麼辦？

呂亮震 / 擺渡人生學校共同創辦人、執行長
輔仁大學工商心理學博士

　　筆者在各大專校院演講時經常聽到不少師長感慨
的說，現在學校相關就業及職涯輔導的資源已經很充
足了，包括教育部、青年署以及勞動力發展署等都有
許多經費及計畫投注在青年身上，缺少的其實是青年
的動機，總覺得現在的青年似乎對自己的未來不太關
心，而且對自己不想要的很清楚，卻不知道自己想要
的是什麼；換句話說，目前普遍在青年身上看到的現
象是缺乏職涯目標與工作動機，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
樣的現象，又該如何解決呢？
　　任何現象的背後都有其複雜的脈絡，每個缺乏職
涯目標與工作動機的青年或許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
暫時不考慮個別差異這個因素，如果將此視為一種具
普 遍 性 的 現 象 ， 筆 者 分 別 以 職 涯 錨 定 （ C a r e e r 
Anchors）及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的
理論框架來加以理解，並試著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期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
　　所謂的職涯錨定（ Career Anchors ）是由美國
麻省理工大學史隆管理學院終身職教授艾德·夏恩博
士（ Edgar, Schein ），鑽研了近50年的一套理論框
架與介入方法，他主張人們在人生發展的歷程中，藉
由生活經驗中各種工作任務的歷練與反思，對職業相
關的內在自我概念會越來越清楚，也就是說人們會從
中學習並認定自己想做什麼、能做什麼以及什麼才是
此生最在乎的事，甚至清楚知道自己最不想做的工作
是什麼；這種由內在動機（motive）、專業技術與
職能（ skill & competence ）以及價值觀（value）
等三個面向的發展與認定，會逐漸建構出自己在職涯

求職文化與組織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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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懸命一生致力追求的人生意義，簡單的說，就
是會清楚知道自己的職涯發展目標。
　　夏恩教授主張，每個人一生都會致力成為自己想
要成為的人，因此在職涯發展的過程中，會盡可能透
過外在工作展現自己的內在職業自我，我們可以理解
為在工作中盡情演出自己內心所想要扮演的角色，夏
恩教授把這種內心想要實踐的角色稱為職涯錨定（
Career Anchor ）；他同時也指出，一旦我們清楚認
識自己內在的職涯錨定，就能成為一種在職場中持續
前進的立基點與動力，了解自已究竟想為何而戰，也
能據此頓悟出自己在職涯發展中的進退之道。
　　筆者多年來深受夏恩教授職涯錨定相關論述的影
響與啟發，也運用其所提出的理論框架與方法協助過
不計其數的青年學子與資深職場工作者，經過了將近
13年的實踐經驗後，將夏恩教授所提出的八種職涯
錨定重新詮釋並命名，分別說明如下：
1. 追求專業成長與認同的「專家達人」：
　　期待自己在職場能充分發揮某種專長，並且希望
不斷在專業技術面持續精進；最在乎能否在職場上累
積專業技術能力，並以成為人人眼中的專家為目標。
2. 熱中掌控權力與分配資源的「專業經理人」：
　　期待自己能成為單位或組織的管理者，負責統籌
人、事、物，追求組織效能，並追求管理職位與各種
薪酬待遇上的持續晉升；最在乎是否有機會晉升為單
位主管，並致力朝跨領域管理職能的發展，以企業組
織最高領導者，例如總經理或執行長為目標。
3. 崇尚獨立與自由的「自主工作者」：
　　期待自己在職場能有完全的自主性，不喜歡受到
主管或公司等的束縛跟干擾，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
不喜歡被管，也不太喜歡管人；希望成為可獲得足夠
的尊重與自主性空間，且能自己安排工作時程與節奏
的自主工作者為目標。
4. 按部就班，確保安全感的「安穩可靠者」：
　　期待自己從事穩定固定的工作，不喜歡工作的環
境及未來的發展有太大的變化；以從事具明確規範與
要求，並可確保工作保障為職涯目標，公職工作、國
營企業或是大型民營企業等常是這類職涯錨定者追求
的就業目標。
5. 致力實踐創新創業精神的「創造者」：
　　期待能將自己的創意轉換成創業的基礎，並以開
創新事業為終生追求的目標；最在乎的是在工作上能
否有足夠的舞台讓其創意得以發揮，以及是否可以獲

得未來開創自己事業的機會；希望扮演此種職涯角色
的人，通常會滿足於創造的歷程，致力讓自己的創意
得到市場青睞，並分享到其創意所產生的具體價值，
因此不少人會選擇創業，讓此內在角色得以實現。
6. 行俠仗義的「俠客」：
　　期待自己能從事符合社會公益的工作，自己投入
的心力能對社會產生貢獻；最在乎的是自己在職場上
的工作意義與存在價值，也期待在職場上有機會提攜
後進或是協助他人完成工作；非營利組織、志工或是
企業所設立的公益基金會等工作，都是這類職涯錨定
者的最愛，透協助社會或他人的過程中，讓自己找到
人生的意義。
7. 享受冒險，不安於現狀的「挑戰者」：
　　期待自己在職場上能不斷接受挑戰、超越挑戰，
不喜歡太過單調，容易達成目標的工作；最在乎的是
能否達成每次自己或公司所設下來的目標，以及能否
繼續挑戰更高的目標並達成目標，認同此職涯錨定的
人通常可以自己找到新的舞台，並且打出一條新的生
路來。

8. 鍾情於整合工作與生活的「樂活族」：
　　期待自己能兼顧工作、家庭、友情與個人的發展
，工作只是為了提昇生活品質；最在乎的是人生各方
面的平衡與整合後的幸福感，因此，無論是健康、休
閒、友情、親情、事業等都是其長期關注與追求滿足
的面向；此職涯錨定的人比較不容易在目前以價值與
利益為前提的職場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處，多半會透
過心態的調整嘗試讓外在與內在角色之間保持微妙的
平衡。

　　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職涯錨定理論內涵具有
跨職業別的特點，也就是說，同一個職業可以由不同
的職涯錨定所展現，只是演出的樣子會不太一樣；而
同一個職涯錨定也可以透過不同的職業盡情演出；因
此，對青年學子而言，在思考未來職涯發展目標時，
關鍵或許不再是問自己應該要找什麼樣的工作，而是
應該想想看哪種內在角色是自己想在未來的職涯發展
中盡情演出的！
　　筆者認為，在無疆界職涯（boundaryless 
career）時代，面對積極不確定的外部處境，未來工
作世界的變動將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過去習慣以人
境適配這種相對靜態的視角來看待人與工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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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已經面臨需要大幅調整的時候了；事實上，要一
個20歲左右的青年學子思考自己未來的職涯目標，
在承平時期已經相當不容易了，更何況是在現今這種
VUCA的世界趨勢下更是難上加難，夏恩教授所提出
的職涯錨定理論，從探究並建構每個人內在職業自我
的方式可有效解決這樣的難題。
　　通常一個人在認定了自己職涯發展目標後，接著
應該就可以展開實際的行動，朝目標邁進，前進的過
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困難，許多人會在經歷了無數次
的挫折後，從一開始的自我懷疑，接著開始否定自己
，最後變成不知所措；對於自己能否達成所設定的目
標，也從原先的充滿期待，到希望破滅，後來變成哀
莫大於心死，完全喪失信心的狀態，從此一蹶不振；
有些人縱情於網路遊戲、影片中欲罷不能，有些則惶
惶終日，虛度光陰；呈現於外的就是讓人覺得什麼事
情都無法引發其興趣，嚴重的甚至漸漸地讓自己孤立
於同學、朋友、家人及社會之外。
　　面對此種缺乏動機的現象，筆者常用多年來所接
受的工商心理學與正向心理學的訓練，試著理解並協
助案主們學會如何解決問題，其中最常使用的是由管
理心理學家佛雷德·盧桑斯（ F, Luthans ）和他的同
事，在2006年彙整了過去數十年來心理學研究結果
所提出的全方位職涯資本（ Career Capital ）這個觀
點，除了包括過去所熟悉有關職場能耐的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以及與職場人際網絡影響有關的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外，其率先提出應該再
納入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這個概念，
主張由自我效能（Efficacy）、希望（Hope）、樂
觀（Optimism）、韌性（Resilience）等四種心理
素質所組成的心理資本，可用來幫助個體面對並克服
各種職場上的挑戰，讓工作的滿意度與工作投入感更
高，也更能感受到心理上的幸福感；我們可以將心理
資本理解成一種職場續航力，能讓個體在職涯發展中
即使遇到困難、挫折與打擊，仍能保有持續前進的力
量，或是我們所說的動機；以下簡單敘述四種心理資
本的內涵以及如何有效提升心理資本的方法供大家參
考。
　　所謂的自我效能是指一個人對自己在特定的情境
中能夠激發動機、調動認知資源以及採取必要的行動
來成功完成某一項特定工作的信念或信心，換言之就
是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的信心，一個自我效能
感高的人通常具有五項重要特徵，包括會為自己設下

高目標，選擇困難的工作任務、歡迎挑戰，並且因挑
戰而強大、高度自我激勵、為實現目標，會投入必要
的 努 力 以 及 當 面 對 困 難 時 ， 仍 會 堅 持 不 懈 。
　　根據心理學家Snyder的主張，希望感是指在成
功的動因（指向目標的能量水準）與路徑（實現目標
的計畫）交叉所產生體驗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積
極的動機狀態，一個具有希望的人，心中對未來某個
時間點會有具體的圖像，且能夠設定現實而又有挑戰
性的目標和期望，然後透過自我引導的決心、能量和
內控的知覺來達到這些目的，這就是所謂的「動因」
或是「意志力」；希望感低落的人對未來不會有任何
想法，因此也就不會形成目標，沒有目標，自然也不
會特別規劃達成目標的方法及途徑，展現於外的就是
日復一日，無所事事，時間對其是沒有意義的，自然
也不會珍惜時間，善用時間。
　　提升希望感的方法最關鍵的就是要讓其內心出現
未來的圖像，因此可以用諸如夢想拼貼的方法，讓青
年將雜誌中符合心中未來圖像的圖片剪下來貼在海報
紙上，並且將所剪下來的圖片具體化為擬實現的目標
，再逐一拆解目標，設計各種可達成目標的方法及途
徑，形成行動計畫，落實執行；此外亦可猜用比較簡
單的方法，像是在一張空白的圖畫紙彩繪自己未來的
夢想等方式，都可讓內心產生一幅在未來某個時間點
的圖像，一旦浮現了想要實現的心向，某種程度上也
就點燃了一個人的希望感了。
　　樂觀是正向心理學之父Seligman聞名於世的研
究，他認為樂觀是一種解釋風格，也就是把正向的事
件歸因於自身的、持久性的及普遍性的原因，而把負
面的事件歸因於外部的、暫時性的及與情境有關的原
因，反之即為悲觀；樂觀的解釋風格能夠讓個體正面
的看到與吸取過去、現在及未來生活中好的一面，有
效的樂觀不應該走向極端，具有現實感的樂觀才是有
益的心理資本。
　　提升務實樂觀主要的關鍵在於，將極端悲觀或莫
名樂觀的解釋風格，改為務實樂觀的解釋風格，例如
當面對不如預期的情境時，先不要太快就認定事情已
無轉圜的餘地，採取推卸或逃避的方式，而是積極面
對現實狀況，重新建構情境，找出自己可以掌控的各
項資源，尋找未來各種可能機會，並訂定改善計畫。
　　韌性是一種能在重大困難或危險情境中積極適應
的能力，它能使人從逆境、衝突和失敗中，甚至是從
正面事件、進步及與日俱增的責任所產生的壓力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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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或恢復過來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抗壓力加回復
力，韌性高的人可以順應壓力對其產生的影響，若是
因壓力過大產生挫折這種負面影響時，也能迅速回復
到原來狀態，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草莓族」、「水
蜜桃族」等標籤，通常就是用來形容韌性極低的人。
　　韌性是一種動態的，有延展性的，可開發的心理
能力或心理優勢，提升韌性的方法不外乎要訓練人們
能夠提升自我意識，透過恰當的方法，正確評估自己
的韌性資產，包括自己有哪些可以用來克服困難的能
力，或是能協助自己因應難關的良師益友等，並且學
會自我調節，堅持不懈的運用它們來克服危害，才能
在關鍵時刻有效發揮作用。
　　很多人乍聽之下會認為心理資本是一種天賦，無
法透過後天的訓練加以提升；但根據過往的研究，上
述自我效能、希望、樂觀以及韌性等四種正向心理資
源彼此之間具有頗高的相關性，而且並不是穩定不可
變動的心理特質，可以透過適當的方法予以調整，例
如，如果我們找到適當的方法提升了自己的信心後，
也會讓自己對未來更有希望，或是可以用樂觀的態度
面對逆境，當然也有可能會提高自己的抗壓性，甚至
在遭遇到挫折後有迅速復原的能耐。
　　更有意思的是，盧桑斯教授在2015年的書中提
到，自從2006年第一版心理資本出版後，吸引了來
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參與後續的研究與實踐，統整這
些成果後發現，心理資本其實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具整
體性的心理構念，因此他進一步將四個心理素質的第
一個英文字母重新排列組合成「英雄（HERO）」這
個字，此舉也巧妙地傳達出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
在「千面英雄」中所說的個體化發展意涵；回顧本文
前段夏恩教授所提出的職涯錨定，主張每個人都有一
個懸命一生的終極追求，再加上盧桑斯教授對心理資
本的新理解，對青年學子來說，一旦有了職涯目標及
工作動機，一個人的職涯發展歷程不也可被視為是一
趟實現心之所向的英雄之旅！

延續職涯，迎向幸福下半場！

李宥榛 / 新北市婦女及中高齡者職場續航中心業務輔導員
（協同編輯：邱俊介 / 擺渡人生設計公司營運長）

　　45歲後的你，最近還好嗎？正為堅守多年的崗
位打拼，卻因為體力衰退、技能落後以致職涯卡關？
又或者正在思索退休，卻不知卸下戰袍後的自己該何
去何從？
　　傳統價值觀裡，青壯年時期被譽為「工作黃金期
」，相反的，中老年後則被視為進入「工作之秋」，
不是退居二線，就是為退休做準備。然而，隨著國人
平均餘命越來越長，在這個長壽的年代，延續職涯，
在人生下半場「好好工作」，早已成為人生規劃的新
選項！只要用對方法、找對資源，45歲後的職涯照
樣能璀璨豐碩！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全國首創的「新北市婦女及中
高齡者職場續航中心」（簡稱續航中心），正是中高
齡在職者邁向美好職涯的嚮導！續航中心以在職勞工
的職涯資源平台為定位，提供職涯諮詢、在職訓練、
創業諮詢、健康促進及家庭照顧支持，5大資源破解
工作與生活難題，幫助中高齡在職者充實能量，走好
職涯路！ 
　　而除了針對勞工端提供服務資源，續航中心也從
企業端著手，網羅人力資源專家學者提供「企業輔導
」服務，包括人力資源、職務再設計、工作生活平衡
、經營管理及員工家庭照護5大面向輔導，為企業出
點子、出資源，創新用人方法，建立有溫度、有生產
力的職場環境！
　　不論你是正在為職涯下半哩路打拼的45後上班
族，抑或是希望為中高齡員工建立友善職場的企業雇
主，歡迎來電續航中心洽詢02-22511799，將有專人
為您服務！

【5大資源支持 做中高齡者的職涯嚮導】
＃職涯諮詢：中年旅人職涯導航師 
＃在職訓練：職涯下半場進修指引
＃創業諮詢：從零到一的創業支持
＃健康促進：身心健康充電補給站
＃家庭照顧：工作與家庭平衡解方

 

生涯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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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企業輔導 鍛造高效能團隊】
＃人力資源：徵選育用留給解方
＃職務再設計：環境改造給諮詢
＃工作生活平衡：員工協助給指引
＃經營管理：人才轉型給點子
＃員工家庭照護：托老托育給支持

＊服務對象：居住或工作於新北市的在職婦女及中高
齡者、新北市轄內事業單位
＊服務專線：02-22511799
＊服務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141號

為愛，偽愛

朱永照 / 桃園市衛生局心理師

　　華人文化中，常言道：「家醜不外揚。」這句話
源自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時期的人們特別重視血

統，而官位高低、社會地位皆由血統好壞決定。出生
於名門的小孩因為含著金湯匙出生，嬌生慣養、養尊
處優的成長過程，總是導致長大後出現許多不符合當
時社會風氣的行為，舉凡不婚而孕、親戚私通等。這
些事情一旦東窗事發，就會被褫奪封號，淪為平民。
現今社會中，仍然不乏在家中聽到父母教導小孩時，
會說：「不可以把家裡的事情跟外人說！」但每一件
事情都應該如此嗎？每一次事件都應該要留在家門內
才符合現今社會的期待嗎？這樣的社會建構與期待，
是否無形中助長了許多暴力的產生，並任由憾事一而
再再而三不斷上演著？

包容不等於愛
　　近年來，由於社會對家庭暴力的格外重視，案件
數相較5年前已經減少許多，惟親密關係暴力仍然佔
據各類家庭暴力之冠。2020年家庭暴力百分比中，
親密關係類型的暴力便占了48%之多。看到這裡，讀
者是否覺得這都與自己完全無關呢？或許不然。筆者
認為，人一生的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曾經有過創
傷。或許回首往事時，自身認為這相較於其他人，似
乎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創傷是不需要，也不可以被比
較的，若對於你而言，曾經被這樣對待是不舒服的或
者受傷的，那就是創傷，就需要被好好療癒跟對待。
　　可能小時候你被母親罰跪在算盤上，當時的你好
害怕、好想被認可；或許小時候爸爸進過你的房間，
若無其事地撫摸著你的身體，還對著你說：「不可以
跟媽媽還有其他阿姨說喔，不然我等等修理你。」；
也有可能你就是那個施暴者，不論你當下有沒有意識
自己正在做這樣的行為，你可能造成了一個人一輩子
的創傷。生活在這世界上，我們最不想要看到的事情
就是原本應該是一個舒服的、給予休息與力量的地方
‒‒家‒‒變成一個椅腳或是電風扇柄可以成為武器、
情緒跟藥物可以變成控制你行為的，如同煉獄一般的
空間。
　　呈上段所言，到底何謂親密關係暴力？根據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一條對家庭暴力的定義為：「家庭成員
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
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而親密關係暴力定義則是在家
暴法對家暴之對象定義上，再縮小範圍至現有或曾有
親密關係之伴侶。讀者看到這裡，不知道是否會出現
一個疑問，「這個人為什麼不離開就好？」筆者這邊
刻意用粗體字強調「這個人」原因是因為這並非僅為

 

毒癮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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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議題，儘管本文章之故事為一位女性的故事，
惟這樣的事件可以發生在任何性別、族群、膚色、信
仰的人身上。

藥命？還是要命？
　　阿寶，40歲女性，身高約160公分，手上刺有一
隻彩色蝴蝶刺青，有抽菸習慣，來訪原因為施用安非
他命而被檢察官判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服務過程中
阿寶因長期施用安非他命導致精神狀況不佳，後期甚
至出現幻覺以及幻聽等等正性症狀，因此從未有工作
或是有想找工作的動機。與阿金（施暴者）交往近兩
年的時間，曾經短暫結婚3-4個月，離婚後仍同居。
相處過程中，小型暴力行為若不計，則阿金對阿寶施
暴較為明顯為三次。首次為三更半夜時，阿金自認為
阿寶用語言羞辱他，便將阿寶全身脫光並對其施暴；
最後一次（第三次）施暴時間點為某一個早晨，阿寶
在別的縣市的前男性同事約阿寶至汽車旅館唱歌，阿
金看到訊息後，怒不可遏，發生激烈口角，後還拿電
風扇柄、皮帶、椅腳等武器對阿寶施暴，並將阿寶關
在房間內不允許其外出，後阿寶趁阿金外出時，奪門
而出，至桃園某醫院進行驗傷（身上多處瘀青），並
請醫療人員協助其聯繫阿寶的父母，並報案，後續暫
時搬回阿寶父母家中居住。

　　「我不能講太久……等等阿金就回來了……他只

是出門找朋友……我現在也不能出門……我們家樓下

是他朋友開的檳榔店，我出去就會被看見，你懂意思

嗎？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阿剛好有你的電話，

就打給你了……」

　　筆者：「你感覺起來真的很害怕，你撥出這通電
話一定鼓起很大的勇氣，我可以知道你發生了什麼嗎
？」

　　「也沒有拉，啊昨天我之前在新竹的前男同事找

我去汽車旅館唱歌阿，我就想說也沒差……後來阿金

就看我手機阿，就很不爽我，然後就開始瘋狂罵我，

啊我也很生氣啊，唱個歌而已，要被罵成這樣，他就

說要打我，我就說你試試看阿，後來他就拿電風扇那

個柄打我的頭，還有那個皮帶抽我的腿，又把我關在

他的房間，不准我出門，也不准我跟任何人說……我

就很怕……然後就想到你，就想說跟你說……」

　　筆者：「謝謝你想到我。那你現在人是安全的嗎
？」

　　「安全吧……但我也沒辦法出門阿，你懂嗎，我

家樓下就是他朋友開的檳榔攤，而且他都會派人來監

視我的行蹤，我真的很怕你懂嗎？每次出門他都會找

人跟著我，有時候這些人騎車有時候他們開車，反正

就是會跟著我……」

　　筆者：「恩恩，他做出許多讓你感到害怕的行為
。你剛剛說到阿金都會派人去監視你，住家樓下也是
他朋友開的檳榔店，那平常阿金不在的時候你都怎麼
出門？」

　　「就偷偷騎車出去阿，但他朋友每次都會跟著我

，然後跟阿金說我去哪，每次出門都好怕，你懂嗎？

到處都是他的眼線，他認識的人很多，整個區他都有

認識的人。」

　　讀者看到這邊，有沒有對於阿寶的處境感到心疼
或難過？還是內心默默冒出一個聲音：「你幹嘛不離
開他？」「你不離開這種控制狂就要為自己的選擇負
責阿！」筆者想邀請讀者們緩緩，先別急著想替對方
找答案，的確這樣讀者目前感受到的不舒服感可能會
好一點，但不一定對阿寶是好的，試著放慢思緒，去
多思考一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是有原因導致阿寶離不
開？許多時候，被害者可能處在一個極其害怕的狀態
，也深信只要讓身邊的人知道，或是嘗試求救，自己
有可能會再次被以暴力對待，甚至最終被凌虐致死。
　　許多研究例如Makepeace（1989）和Stets（
1990）都指出親密程度越高的約會關係，發生暴力
行為的機率就越高，似乎在關係中，只要彼此給予重
大的承諾，容忍暴力的耐受度就越高。受暴者常常會
覺得：「他說過保證不會這樣對我了，他也道歉了，
我愛他，所以我應該可以相信他。」「那不是暴力行
為，他只是比較激動」「我愛他，所以我有責任讓他
變成更好的人」。及同理心，這世界就可以多一份溫
暖。

　　筆者：「你剛剛說到你很害怕他，但你願意繼續
留在這段關係中，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什麼東西吸引著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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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他時間對我還不錯啦……會給我零用錢，

也會給我家裡一些錢生活這樣……」

　　筆者：「除了物質上的幫助外，阿金這個人有甚
麼特質吸引著你嗎？」

　　「……」

　　阿寶原本注視著筆者的眼睛，開始飄移不定。

　　筆者：「你想到了什麼，是嗎？」

　　「沒有拉……我有在看精神科，我平常都睡不好

，阿安眠藥都在他身上阿……」

　　筆者：「安眠藥在阿金身上是如何讓你繼續留在
這段關係當中的？」

　　「啊我要吃藥阿……」

　　筆者：「通常阿金都什麼時候給吃藥？」

　　「就早上跟晚上阿！」

 

　　筆者：「早上吃安眠藥是因為需要多一些睡眠嗎
？」

　　「沒有拉，阿金就叫我要按時吃藥阿，他就會看

著我把藥吞下去，他說我如果不吃藥，就會變得易怒

，然後全身沒力氣，心情憂鬱這樣，他跟我說我要按

時吃藥才會好啊，啊我就不想跟他吵，覺得他很煩，

就照吃了。」

　　筆者：「阿金說你會有這些感覺，那你自己也這
麼覺得嗎？」

　　「……其實我後面有發現他把安非他命混在我的

安眠藥裡面，但發現的時候他應該已經混很久了，我

每天都沒甚麼力氣，昏昏沉沉的，也都記不太清楚發

生什麼事情……我以前不是這樣的，再認識他之前不

是這樣的……我好討厭現在的自己，不知道自己變成

一個怎麼樣的人……」

用自己的力量為自己發聲
　　阿寶因為被阿金長期餵食安非他命，導致生理心
理上無法離開阿金。一方面渴望安非他命，一方面也
希望家裡可以有阿金的經濟支持，阿寶便無法從這樣
的關係中走出。經過醫院戒癮治療、家防中心的家暴
社工以及筆者的陪伴下，阿寶成功申請了家暴令，戒
癮治療趨於穩定，也透過敘說自己的故事，身上長出
了許多力量。

　　「想跟你說聲謝謝，以前我都不知道在幹嘛，遇

到阿金以前，我的人生不是這樣的……但現在的我好

快樂，也不再需要安非他命。我之後等戒癮治療結束

後，想要去找一份工作，現在先再麻煩爸爸媽媽一陣

子，等之後緩起訴都結束了，想要找工作，到時候想

要跟你聊聊找工作這件事情，也想要跟你分享我找工

作的過程。」

　　筆者：「謝謝你的感謝，也謝謝你的不放棄。回
想跟你第一次接觸到現在，當時那個很害怕、不信任
任何人的你，經過這一段過程，似乎變得不一樣了，
你自己有發現什麼嗎？」

　　「就覺得自己現在開始每天做事情都會記得自己

做了什麼，也開始每天都比較開心，會笑，也會想要

跟父母聊天，遛遛狗這樣……沒有跟阿金見面後，覺

得自己也可以很好，也有好好跟她道別，希望他可以

好好做人、好好戒毒、好好生活，自己也要開始自己

的生活，希望他不要再來找我了……」

　　筆者：「恩恩，你看到了現在的自己跟之前的自
己不一樣的地方，開始比較開心，給出了自己的界限
，也為自己的人生做了許多選擇。我好奇，如果有機
會，那現在這樣子狀態的你，會想要跟當初很痛苦的
自己說些什麼？」

　　「我想跟那時候的自己說對不起，讓自己身體受

到這麼大的傷害，又被打，感覺就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也想跟爸爸媽媽道歉，讓年邁的他們好擔心，又讓

他們傷心，想到他們就覺得自己怎麼可以這麼笨，傷

害最在乎自己的人。」

影片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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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does he/she stay?」這一句話道出了家
暴議題裡每個人都想探討的問題。老祖宗告訴我們：
「家醜不可外揚」。但這樣子的沉默，無形中助長了
家暴。近期新冠肺炎產生的居家辦公、居家上課也讓
家暴的議題變得更為嚴重。若有機會，筆者想邀請讀
者一起做一件事情：家暴短時間內大概暫時不會銷聲
匿跡，就如同現在的疫情一般，但透過被害者的勇敢
、願意敘說，周遭人們的討論，以及讓家暴議題在社
會下被攤開來探討，讓這個「家暴」可以被放在燈光
下被檢視、被討論、被研究，或許有一天我們可以去
梳理加害人的過去經驗並理解、陪伴他、得以保護被
害人並跟著他/她一起為自己發聲，並減少目睹兒的
產生，這個社會會有更多的同理、更多的溫暖，以及
更少的家庭暴力，也得以還給家庭一個安全的環境。
畢竟最終，不論讀者對於家庭的定義是哪一種，某種
程度上都是一群親近的個體一起有了家的感受以及一
個共同的身分認同，在這樣的氛圍裡，一同安全的生
活下去。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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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火故事」-迷霧森林的求生

指南

黃之盈 / 諮商心理師

一、前言：
　　如果要找關於拓展情緒的桌遊，千萬不可以錯過
這款心靈角落出的「營火故事」，拓展同理能力在生
涯觀點中非常重要，無論是在生活事件後，對事件的
不同角度切入，或者是對於事件中要角的理解能力，
都是需要拓展的。這套營火故事，正是幫助我們拓展
他人觀點，自我同理能力的好幫手。
　　故事大致上的起頭是這樣子的「在踏進迷霧森林
之後，我們逐漸失去感覺，因此，我們重新燃起營火
，依靠彼此回憶起那對我們來說的珍貴記憶，從理解
彼此開始，一起撥開迷霧，幫助彼此找回感覺離開森
林�」

二、 遊戲介紹：
■ 遊戲名稱：營火故事－迷霧森林求生指南
■ 遊戲目標：協助拓展同理能力，找到與說故事者
同感的情緒牌卡。
■ 遊戲配件：

1. 情緒問句牌共四組（各18張，共72張）
2. 火堆牌1張放在正中間
3. 寶石數枚
4. 指示物一枚
5. 說明書一本
6. 絨布帶(裝寶石)

■ 遊戲玩法：
1. 每位玩家各拿一套（18張）情緒牌卡。
2. 將火堆漢寶石放置玩家中間的火堆牌上，將白
色指示物放在最中間
3. 決定一個玩家開始說故事
4. 當說故事的人開始說故事，其他的夥伴感覺有
fu，就將指示物拿起來，大家出牌猜現在說故事
的人是什麼感受，猜對的人可以拿寶石，先搶到
指示物的人可以拿雙倍的寶石。
5. 玩家繼續講故事，反覆進行前面四個步驟。當
一位玩家說完故事，就順時鐘換下一位玩家說故
事。
額外說明：玩法番外篇－故事內容也可以是童話
故事或杜撰的，並且由帶領者設置故事暫停點，
邀請玩家使用情緒問句牌進行猜測，若玩家答對
情緒則可獲得一枚寶石。故事說完則遊戲結束。

■ 遊戲結束：寶石取完，計算最多者獲勝。

創意玩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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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戲後引導：
　　這款桌遊體驗過後，我有想到其他的玩法提供給
閱讀者參考。
（一）自編玩法一：活動「回應高明，起手式來也」

可以在說故事的人，故事停留時，出牌予以同理，
加上「剛剛聽到你說＿＿＿＿＿，讓我感受到＿＿
＿＿＿」為每一輪分享的起手式之一，除了正確或
錯誤之外，更幫助回應者增加回應的能力，以及拓
展說故事的人對情境的感受程度。

（二）自編玩法二：活動「情緒棉花糖，綿綿不絕」
可以先出牌或者隨機抽一張牌卡，邀請夥伴們聚焦
在一個情緒說故事。例如關於生氣的故事，每個夥
伴拋出一個關於自己會生氣的故事，並且由其他夥
伴給回應，拓展對於生氣的理解，可能有悲傷、憤
怒、無助或沮喪，拓展對一項情緒的理解和豐富故
事的體察，並且讓夥伴們了解彼此的地雷，和地雷
背後的難受及心境。

（三）自編玩法三：活動「牌都脫手，我最贏！」
運用故事接龍，每位夥伴每次可以選擇要出幾個情
緒，最好是出矛盾（可以一兼二顧）的情緒，針對
這個情緒將故事具備合理性地接力下去，若最早出
玩牌的人最贏！

（四）自編玩法四：活動「同感附身－盡情GUESS」
設計幾個情境，邀請成員抽取，並且出手上的牌，
拓展對於這個情境的可能性。例如人際主題：關於
小圈圈被排擠的議題，Ａ夥伴可能會出的是「生氣
」，那要說明確切原因。例如：很生氣朋友只是利
用他抱怨，最後卻排擠他。其他夥伴不能重複出同
樣的情緒，但可以出更深刻的牌（理解）來救他，
B夥伴在此時出了「難過」並表達，他的生氣一方
面覺得被利用之，一方面覺得真心換絕情，所以可

能有難過的感受，假設說的有理就可以獲得寶石。
接著順時鐘換C夥伴出牌，假設C夥伴他覺得被利
用了，他出的是「無助」，C夥伴表示他原本就很
邊緣了，現在被排擠就更邊緣了，D夥伴如果在此
時回應C夥伴說「我認為你會不會覺得快樂，因為
到最邊緣就鬆一口氣了」，結果被C回絕，那麼就
不能獲得寶石。

（五）自編玩法五：活動「角色上身，我最行」
針對情境找不同腳色的心情，例如：關於戀愛的主
題。假設我們以告白為例，有ABC不同的腳色，每
位玩家須針對教師設計的情境，給予ABC不同的心
情回應，並且揣摩每位腳色可能有的心情和心境，
猜對者可獲得寶石。

（六）自編玩法六：活動「人生腳本，關鍵的弎」
暖身時，先針對自身最常有的心境，挑選三個情緒
。例如玩家A常常感受到很孤獨，他常會有無助、
難過、生氣的感受，玩家B最常遇到事情就感覺到
渴望、委屈、被拋棄，這跟自己在原生家庭的角色
有什麼關聯，聚焦在最常在身邊發生的感受，予以
吐露和分享心事。

（七）自編玩法七：活動「關於壓抑的你，還好嗎」
你最無法接受自己有哪三個心情，哪些故事圍繞著
這三張發生，因為我們想逃避這三種感受，做出不
同的行為抉擇！例如：為了不忤逆父母的想法，我
決定念他們心目中的科系，以導致我不會被他們拋
棄，而失去應得的資源和愛等。

四、 結語：
　　「簡單入手，玩法自編」是我在這幾期的生涯電
子報中，努力想帶給讀者的。希望這一期中能帶領你
透過同理的拓展，進入不同角色換位思考，了解生涯
十字路口中，各種角色的矛盾和為難，拓展對情境理
解的能力，回復十足的感受力，離開這失去感受的迷
霧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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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書推薦

親職好書：《我想遇見這樣的

大人》

鐘穎 / 高雄中學輔導主任

　　我津津有味地讀完了這本書，然後回想著15歲
的自己，會想跟父母請求什麼幫助？
　　每個爸媽都希望孩子健全長大，千方百計地不讓
孩子經驗到自己曾經的遺憾。在這樣的過程裡，我們
或者擔憂而太過用力，或者因為教養知識不足而感到
無力，從而讓自己跟孩子之間的關係出現了巨大的鴻
溝，直到他們進入小學高年級、乃至國高中之後，以
種種惱人的行為向我們抗議，例如拒絕上學、不想讀
書、耽溺網路，甚至對我們不理不睬或暴力相向，成
為了許多父母說不出口的苦惱。
　　事實上，不只是父母，就連許多老師也不曉得如
何和邁入青春期的孩子說話。明明是再明顯不過的「
無知」行為，在孩子眼中卻是獲取自信的重要憑藉。
與其浪費時間在胡思亂想或玩手機遊戲，不如把心力
用在好好讀書，考上一流學校。這樣的想法我相信對
許多父母師長來說一點也不陌生吧？
　　不論是校園的問卷調查，還是臨床證據都指出，
絕大多數的青少年都跟大人一樣，希望自己能表現優
異，功課傑出。在成績不如人意的時候，他們跟孩提
時的自己相同，需要父母的關心與認可，需要有人協
助他們釐清自己的情緒與狀態。在他們看似倔強或無
所謂的外表下，真正透露的是不知所措的害怕情緒。
這些小大人或大小人們並不如他們身形看起來的那樣
成熟與堅強。我們的親職知識因此需要再進化，需要
對青少年的大腦發展，情緒表現，以及行為模式有更

進一步的瞭解。才可能陪伴著他們度過艱難的時光，
同時重拾親子之間的親密與幸福。
　　我從未讀過這麼深入淺出的教養作品，韓國的治
療師，作者李林淑用她親切的語言為我們整理了許多
重要的心理學發現，以多個實例教導做為家長的我們
去發現孩子負面行為背後所隱藏的「正向積極的意圖
」，我們的氣惱，往往就在於看不見孩子為解決問題
所付出的努力。我們只想像要求其他大人那樣地，要
求這些青少年/青少女交出令自己滿意的成果。殊不
知，正是這樣的習慣，才把我們的孩子越推越遠，甚
至讓他失去了學習的信心，甚至是活著的勇氣。
　　親子關係是行為改變的前提，如果父母親總是對
孩子的表現感到沮喪、失望、或氣惱，失去外援的孩
子也會在這樣的過程裡讓自己動彈不得。父母永遠是
孩子最堅強後盾，如果孩子目前的狀況讓我們憂心，
最最重要的幫手就是我們自己。而作者就以她豐富的
經驗為我們整理了五個實用的步驟，使我們能安心面
對教養中可能的棘手問題，它們依序是：停止；一起
笑；相信、認同、與感謝；瞭解孩子的積極意識；培
養認知樂趣。
　　這當中的每一點都發人深省，而最令我感動的是
「一起笑」。是啊！毫無例外地，那些因為不同原因
來到我眼前求助的家長，都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跟自己
的孩子相視而笑了。如果連一起笑的時機都不復存在
，親子間的關係又如何能不令人痛苦呢？人與人之間
永遠有羈絆，親子之情更是如此。而「一起笑」最能
強化這層親子間的羈絆，使它堅韌而且富療癒性。能
夠有個天天一起笑的媽媽或爸爸，必定是讓每個孩子
都很驕傲的一件事吧！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還不僅止於明確且合理的
步驟，更令人佩服的，是作者的書中案例幾乎都是那
些我們在教學現場感到非常頭疼的狀況：網路成癮、
不當交友、偷竊學壞、學業退步、及各種青春期的叛
逆行為。這些孩子的父母在作者的耐心陪伴之下，漸
漸地掌握了成為孩子諮商師的方法。希望所有家長不
要為了孩子的叛逆而過於苦惱，許多心理學家相信，
那些沒有機會叛逆的孩子，在成為大人之後反而會失
去許多重要的東西。關於這點，我同樣深信不疑。請
帶著這樣的想法，一同學習能改善親子關係的方式。
　　我們都不完美。但我除了樂於跟孩子與學生說謝
謝，也勇於為自己的錯道歉，希望在他們的眼裡，我
是一個有著各項缺點，但卻不會停止學習的老師。只

作者： 李林淑

原文作者：이임숙

譯者： 陳彥樺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21/07/28

（圖片來源：博客來）

生涯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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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格可以教導另一個人格，而不是倚老賣老或好為
人師的說教態度，這一點我總是銘記於心，相信所有
關心教育，關心家中青少年孩子的爸媽都能明白我想
表達的。對作者的其他步驟還有好奇嗎？趕緊打開這
本書，讓李林淑治療師帶領你成為自己孩子的煩惱諮
商師，成為他們想遇見的那種大人吧！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1)  國際教育與生涯發展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uidance, IAEVG）將在2021/10/19-21於拉脫
維亞里加舉辦IAEVG 年度會議。詳情請洽官網：
https://iaevg.com/Conferences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1)  好窩心理諮商所將於2021/11/5於好窩心理諮
商所（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17號3樓）舉
辦【好窩心講座「心理師的奇幻之旅」】。詳情
點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jE1-opk
9FmwVQMFOj59M0gouzigRzeAo9inb462ZoALAUpw/vi
ewform

2)  高雄「張老師」將於2021/11/6至11/7於高雄
「張老師」中心（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12號3
樓）舉辦【內在孩童探索與自我照顧工作坊~自我
狀態與內在孩童的相遇】。詳情請點選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MEWLL
3aO5ZA86COZxUGVks8ZgIwYUNkzcrClFSIxjO83MDA/vi
ewform

3) 台灣團體諮商與治療研究學會將於2021/11/6
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明德館演講
廳舉辦【2020-2021台灣團體諮商與治療研究學
會年會暨「繽紛人生，多彩團體」學術研討會】
。詳情請洽官網：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
o=1612392486

4) 台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將於2021/11/19於線上
舉辦【2021台灣員工協助專業論壇】。詳情請洽
官網：
http://www.teapa.org/news_content.asp?newsno=45

5) 台灣正念工坊將於2021/11/20於台灣正念工坊 
台北教室舉辦【一日正念芳療靜心工作坊】。詳
情請點選連結：
https://www.mindfulnesscenter.tw/programs/mbsr-o
neday-workshop-aromatherapy-2021

6) 台中「張老師」中心將於2021/11/27至11/28
於台中市進化北路369號7樓舉辦【靜觀內在緩緩
前行-自我探索與成長團體】。詳情請點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in4bTN
WBmJpZXlr-__XJHwWHH5GKRuzPb3_1TIArljB8U-A/vi
ewform

7)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將於2021/11/27至11/28於
線上授課（使用ZOOM視訊軟體）舉辦【「生涯
種子的守護與拓展－活用卡片媒材也拜訪自己」
工作坊創造改變的高效賦能教練：焦點解決取向
運用於企業員工協助方案EAPs（線上課程）】。
詳情請點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6wI_da
8Bq2ZAVgEaRzrfPi_6AzqSRH5atxgsrG3yhHIDM-Q/view
form

8) 高雄「張老師」將於2021/12/4至12/5於高雄
「張老師」中心（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12號3
樓）舉辦【創傷的眼，溫柔的理解：創傷知情與
藝術治療的相遇】。詳情請點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TBVZ1
kQwc4A2KvWWSiJar-veaaNz1ukDWYg72gqg5DiwVZQ/
viewform

9) 元品心理諮商所將於2021/12/25至12/26於成
大會館（台南市東區大學路2號）舉辦【2021年_
種樹工作坊】。詳情請點選：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
o=1634048186

10) 高雄「張老師」將於2021/12/25至12/26於高
雄「張老師」中心（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12
號3樓）舉辦【帶著初學者的眼睛和遼闊的心，敲
敲心門工作坊—生涯探索問句在卡片媒材中的使
用】。詳情請點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ljPMQ
7BFuW7akL3wiFyBiieLBtgjd2UowJgdwBHGFbchhg/vi
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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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北「張老師」中心將於2022/1/15至1/16於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20巷18號舉辦【「生涯種子
的守護與拓展－活用卡片媒材也拜訪自己」工作
坊】。詳情請點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gSnC3
CoScR0nf_7cIZAdkuubqdx4pC6HiPOlZzcWQYxqzqw/vi
ewform

12) 台北「張老師」中心將於2022/3/26至3/27於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20巷18號舉辦【心理對話與
職場輔導：焦點解決取向運用於企業員工協助方
案EAPs 工作坊】。詳情請點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hMGaz
pKZv1U-pGR25rMvQoCjhZUcmKrp2Eld-k6P_S2VLnw/v
iewform

（四）學會出版刊物

《華人生涯理論與實踐︰本土

化與多元性視野》

主編：金樹人、黃素菲
作者︰鄧志平、楊瑞珠、王玉珍、林蔚芳、吳芝儀、
楊淑涵、楊育儀、黃素菲、王思峯、洪瑞斌等人、金
樹人、劉淑慧
出版社：心理出版社｜出版日期：2020/10/26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650元｜優惠價：8折520元（運費另計）
預購者可與秘書處聯繫：tcdcaservice@gmail.com

徵稿資訊

生涯電子報提供讀者關於本學會資訊、生涯相關專論、

國內教育輔導單位介紹、國內外生涯相關研討會、工作

坊以及相關書籍 / 新觀念介紹等相關內容，每1季出刊

一次。出刊時間為1. 4. 7.10月的20日，截稿日為出刊

前一個月的5日（例：4/20出刊，該期截稿日為3/5）

。歡迎各位提供相關資訊，來稿請投至 

tcdcanews@gmail.com，並標明投稿項目，感謝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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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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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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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1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88 號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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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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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1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88 號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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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之友】入会申请表 
网站：http://www.tcdca.org/ 
e-mail： tcdcaservice@gmail.com 
电话： 0903-304-301  
会址： 10571 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五段 188 号 6 楼  

*编号 「*」部分由本会填写 *入会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

字	 	号	
	

姓名	 	 性	别	 	 	□男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学历	 □1.博士	□2.硕士	□3.学士	□4.专科	□5.高中（职）    （□毕业	□肄业）	

经历	 	

毕（肄）业校系（科）所	 	

专业训练	 	

专业证照	□	是，证书/字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服务单位	 	 职称	 	

兴趣	

□1.咨商辅导 
□2.社会工作 
□3.就业服务 

□4.人力媒合/人力中介/人力资源 
□5.职业训练 
□6.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专长	

□1.咨商辅导 
□2.社会工作 
□3.就业服务 

□4.人力媒合/人力中介/人力资源 
□5.职业训练 
□6.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对象	

□1.学校/学生与教职员 
□2.小区一般民众 
□3.公私立机构/企业/员工 

□4.多元族群（妇女、弱势团体、虞犯青少年、更生人、新住民、  
原住民等）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永久	□□□	 电话	

（公）	

（家）	

（手机）	

目前	□□□	 传真	 	

E-mail  推荐人  

*审查情形	 □待审	 	 	 	 	 	 	□已审	 	 	 	 	 	 	 	 	 	□通过	 	 	 	 	 	 	□不通过	

审查 
及缴费 

1. 本表填写完毕请以 e-mail的方式传送至 tcdcaservice@gmail.com。 
2. 申请资料将由理事会议审查，审查通过后始成为正式会员。经本会审查通过后将 email通知申请者。 
3. 收到「入会通知书」后请办理缴费，入会费 1,000元和常年会费 1,500共计台币 2,500元。常年会费
计算以年度为单位。 

4. 缴费后请将您的缴费明细MAIL至学会，并注明您的姓名、缴费账户名、缴费账户后 5码，并自行
保留明细备查。 

5. 请参考下列汇款数据，请正确填写，并可避免款项误汇入其它银行，造成转通知不便及迟延入账。 



备注 

1).受款银行信息： 

SWIFT： BKTWTWTP142 

台湾银行 BANK OF TAIWAN 

天母分行 TIENMOU BRANCH 

地址：111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七段 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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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款人姓名：台湾生涯发展与咨询学会 黄素菲 

Beneficiary’s Name: Taiwan Career Development & Counseling Association  

Huang Su-Fei 

3).受款人账号(A/C No.)：142-00100939-4 

4) 受款人电话(TEL No.)：886-903304301 

5). 学会电子信箱： tcdcaservice@gmail.com 

6). 微信账号：TCDCA90330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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