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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體論來思考《易經》在後現代生涯境況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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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後現代生涯境況已經有諸多討論，它來自大環境
丕變，包括風險社會的來臨、組織結構的不穩定性、
工作本質的彈性化轉變等。相關學者並提出後現代生
涯之特徵包括「多樣性」、「無界限」以及「非線性
」，有別於過去現代性生涯的單一、穩定、連續、向
上等觀點。本研究將從本體論思考易經在後現代生涯
境況的適用性。一方面本研究透過成中英對易經本體
論之討論著手，即「不易」、「變易」、「簡易」、
「交易」、「和易」等進行回顧，歸納出《易經》主
要本體論是「不斷創生、變動，但透過兩極互動交融
仍維持均衡和諧」的世界。對比而言，傳統社會是「
穩定性均衡」的世界，大多穩定而不變；現代社會則
是「線性向上成長」或「不均衡」的世界。後現代社
會並非完全混亂或虛無主義，而是如同混沌理論主要
以「非線性」、「複雜性」、「碎形性」、「機遇性
」為特徵，因此也是「不穩定性均衡」的世界。因此
《易經》「變之不變」之本體論應該是可以適用後現
代生涯境況。目前已有研究團隊應用《易經》義理於
生涯諮商輔導，嘗試提出德性存在生涯模式（Virtue 
Existential Career Model，簡稱VEC模式），其實便

是企圖以本土《易經》智慧回應及突破後現代生涯境
況的實踐，後續研究可再深入探究與創造性融合。

關鍵字：易經、後現代生涯、本體論、混沌理論、德
性存在生涯模式

一、緒論
　　在生涯領域後現代的轉向已經有眾多學者及文獻
提出討論，它主要來自全球大環境的變化趨勢，現在
已被通稱為「VUCA時代」，這時代的環境脈絡特性
包含易變性、不確定性、複雜性、模糊性等（陳家聲
，2022）。大環境丕變來自包括風險社會的來臨、
組織結構的不穩定性、工作本質的轉變等（洪瑞斌等
人，2019）。「風險社會」的特性之一是全球化環
境造成風險事件容易擴散及嚴重相互影響，其次是現
代社會雖致力於風險控管，但因社會體制結構的關鍵
缺陷（精細分工及專業代理），造成體制脆弱易崩解
而形成重大災難頻頻發生（Giddens,1991; Beck, 
1992）。隨手可舉出各種性質的國際重大危機事件
，諸如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事件、2008年次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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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引發全球金融海嘯；2020以來新冠疫情大流行及
以及2022年的俄烏戰爭等等。
　　組織結構的不穩定性也是隨處可見之現象，包括
組織瘦身（downsizing）、外包（outsourcing）、
境外投資（offshoring）（Castells，2000）以及企
業併購（Carey et al.，2001；Hertz，2001）等等。
而組織結構的劇烈改變與調整，也就意謂著有很大數
量、比例的工作者會遭遇到解雇、裁員及被迫職業轉
換。最後是「彈性化工作」的趨勢，工作本質的彈性
化意指在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地點、勞僱關係契約
等四者都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穩固不變（Castells
，2000）。換言之，傳統單一終身僱用、清楚職務
的全職工作已經逐漸沒落中，取而代之的常聽到的新
興概念，如斜槓職涯（ Kuang, 2017 ）、零工經濟（
Gig Economy；Mulcahy，2018/2017）以及非典型
就業（含部分工時、暫時性工作、派遣工作等）等新
型態及觀念（鄭津津，2011）。
　　因此在此大環境趨勢下，有別於過去現代性生涯
的單一、穩定、連續、向上發展等觀點，許多生涯領
域學者不約而同的提出後現代生涯之新定義與新觀點
，包括「多樣性」（Protean；Inkson, 2006）、「
無界限」（Boundryless；Inkson, 2006）以及「非
線性」（Cascio，2007）的生涯特徵等。而類近的
概念還有更多詞彙，像是組合式生涯、萬花筒生涯、
混沌生涯等等（金樹人，2022）。Inkson（2006）
曾以隱喻角度來研究生涯觀點的轉變，發現過去典型
現代性生涯隱喻包括：「木樁與孔洞」、「階梯」（
ladder）、「軌道」（trajectory）、路徑（path）
等，反映適配性、向上性、固定或單一線性等觀點。
但後現代生涯則以「多樣性」以及「無界限」來代表
，前者以希臘海神Proteus（「變形者」；shape 
shifters）作為隱喻，後者以神的信使Mercury（有
跨越距離與阻礙、快速飛行之特性）為隱喻（
Inkson，2006）。
　　總而言之，在大環境進入VUCA時代下，後現代
生涯境況也變成多樣化、模糊或彈性化、非線性發展
等重要特徵，本研究關注的是華人傳統的《易經》智
慧與思維是否還能適用於後現代的生涯境況與特徵中
。以下本文先進入文獻，整理與回顧《易經》之本體
論，而後再嘗試討論傳統、現代、後現代社會的世界
觀或本體論，以便確認其一致性與適用性。

二、《易經》的本體世界
　　至於本研究何以聚焦於《易經》呢？由於《易經
》為中華文化智慧之重要根源，歷代儒家將它尊為群
經之首（ 郭建勳，2003 ）。而且《易經》本身就是
研究及詮釋變化的經書，可以說《易經》是最能代表
東方非線性概念的論述 （洪瑞斌等人，2014）。
　　由於易經之智慧博大精深，相關論文及評論作品
也很多，為能快速整理及掌握，本文主要借成中英（
2006）之觀點嘗試接近易經的本體論及世界觀。漢
朝鄭玄提出易經之核心涵義，包括變異、不易、簡易
三者，而成中英（2006）承此基礎再擴大提出「五
義」，包括：不易性（生生源發義）、變易性（變異
多元義）、簡易性（秩序自然義）、交易性（交易互
補義）、和易性（和諧相成義）。以下分點述之。

註：取自林文欽（2005）。《易經》陰陽思想與人生。歷史月刊
，213，106 ‒ 111。 

1. 不易性：生生源發義
　　如同《易經・繫辭上傳》（第五章）提到「生生
之謂易」。蔡憲昌（2003）討論易經哲學時提到，
「宇宙乃一充滿生命，洋溢生機，生生不已，新新不
停，普遍生命流衍的創化歷程，此『萬有含生論』乃
易經哲學之要旨」。所以生生即是指生命不斷創造，
永不止息。此即成中英（2006）稱為「不易之易」
意指唯「變」是不會停止或改變的，或者是「純粹的
創造性」。因此易經「不易性」的本義或本體論就是
「變」的哲學。 

2. 變易性：變異多元義
　　承前一點所述，本體不變的是生生不息、不斷創
生。而持續變化過程即朝向事物多樣性、差異性來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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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發展，換言之這是個分化的過程。而分化的基礎
都是從二分開始，所有事物的正負、強弱、陰陽兩端
，再進一步更細部衍生分化。如同《易經•繫辭上傳
》（第十一章）所稱：「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代表八種自然現象
或基本物質，分別為天-乾、地-坤、雷-震、風-巽、
水-坎、火-離、山-艮、澤-兌，這八大現象又擴充代
表或象徵同類相似的諸多事物（郭建勳，2003）。
　　而變易性除了現象的多元分化外，隨時間的差異
化與變動性也是重點。如程頤（1990）所說：「易
，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以及《易經•繫辭
下傳》（第八章）提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
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不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
，不可為典要，為變所適」。而變化、變動是要看時
間性、順序性，如蔡憲昌（2003）所言：「易經六
十四卦乃象徵宇宙萬有創化之歷程，周而復始，每卦
之六爻則象徵事物發展之六個階段，其初爻為始，二
、三、四、五爻為中，六爻為終」。換言之，六十四
卦順序、各卦六爻都反映隨時狀態之變化與發展。

3. 簡易性：秩序自然義
　　雖然如上一點所述，世界是生生不息，不斷複雜
創生各種現象，但卻能簡化出背後之道理。如同《易
經•繫辭上傳》（第一章）所言，「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意指，天乾的現象很
容易瞭解，地坤的作用也很明顯，其實都是自然的道
理。因此不論如何複雜衍生的現象，最初始的開端都
可以回到對立兩極的交替與作用。如同《易經•繫辭
上傳》（第五章）提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換言之，指萬物變化是能簡化
出一定的秩序、規律（成中英，2006）。
　　 而世界萬物簡單的原理，就是遵循自然的規律
，這就是正道。如同《易經•繫辭下傳》（第一章）
所言：「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
坤，隤然示人簡矣」。意即指天地運行之道就是我們
要觀察仿效之守正之道，而日月運行之道也是正大光
明，所以萬物變動都還是離不開守正的「一」，這不
變的本體（南懷瑾，1991；蔡憲昌，2003）。金景
芳、呂紹綱（1996）也解釋，「乾之易，坤之簡，
合起來看，就是自然的意思，乾與坤創生萬物全不必
動腦筋，勞氣力，自然始物，自然成物」。因此易經

之簡易性原則即是指順其自然（林文欽，2005）。

4. 交易性：交易互補義。
　　如前面所述，最基本的變動原則都是從對立的兩
極開始，因此，不論是陰陽二極、正負二個面向或剛
柔二個個體，從互斥、互補到互動；從交攻、交換到
交融交合。易經交易性是指兩極交互作用後而有創生
性。像是《易經•繫辭上傳》（第一章）提到，「是
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如
《易經・繫辭下傳》（第五章）所述，「天地絪縕，
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成中英（2006
）也指出「是有無相通以形成事物的完整性與再發展
性，同時也形成新的共同的發展可能並創造新的事物
」。總而言之，陰陽兩極或兩面之交互作用與融合，
才能衍生與創造各種新事物或新生命。

5. 和易性：和諧相成義
　　如成中英（2006）所述，「易的交易性的最終
目的在實現天地萬物的條理組織以及人類世界的和諧
繁榮」。換言之，易經哲學的終極價值即和諧性。林
義正（1995）也有相同觀點：「如果是二個相異的
個體相遇，彼此之間由相攻、相推、相摩、相盪、相
感、相應、相取、相求、相得、相錯、相雜、相和以
致於太和，此太和是生生之太和，是動態的和諧」。
　　曾春海（2003）也有類似觀點並稱為「總體均
衡律」，並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的「一」即
制約陰陽的「太極」，且在太極的統合作用下，使萬
物在變化中相互調節。就是「一」或「太極」使宇宙
萬物保持一體性的秩序（曾春海，2003）。如易經
〈乾卦•彖傳〉指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因此萬物各有其特質或本性，只要
守正，守其原初本真，便能形成自然和諧（成中英，
2006；郭建勳，2003；曾春海，2003）。又《易經
・繫辭下傳》（第五章）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可知天
下萬物自然走向不同路徑，或是各種思想分歧爭論，
但最終都會歸於一致。換言之，和易性如同易經終極
的目的論或價值論。
　　由上述各點之討論，可以看出不易性、變易性、
簡易性、交易性、和易性等五義之間彼此相互關聯。
總結而言，易經的本體論視世界是生生不息，不斷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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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分化，而對立面也是不斷互動融合再創生，但不論
如何複雜分化，背後都有簡約的原理，即順應自然，
但最終世界或生命終究是維持和諧或均衡的狀態。簡
言之，易的宇宙是個動態、多元、創造性，對立卻交
合的一個均衡的總體（成中英，2006；林義正，
2005）。

三、從傳統到後現代的世界觀與基本
假設
1. 傳統社會的世界觀或本體論
　　由於傳統社會多是封建的社會政治體制，如君主
制，而主要生產型態多為農業社會，因此主要形成穩
定不變的世界觀或本體論（洪瑞斌等人，2007；洪
瑞斌等人，2020）。包括真理的基本假設是道德主
義的，真理是基於傳統或宗教的教條或信念，或是先
知智者、帝王等權威的指示（陳千玉譯，1996）。
而關係及群體的基本假設是集體主義的、專制或家長
式取向，社會組織及群體是假設一體式的，權力是集
中於最高或少數權威，但講求關係主義或溫情取向（
洪瑞斌等人，2007；陳千玉譯，1996）。
　　若以時間觀之基本假設來看，傳統社會可能配合
農業耕作之春、夏、秋、冬四季更迭，基本上是「循
環觀」。包括「周而復始」、「生死輪迴」等觀念，
或像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等俗諺（王思峯，2020；林姿葶、鄭伯
壎，2013）。另外，若以生涯觀之基本假設來看，
傳統社會缺乏自由開放的就業機會結構，士農工商等
職業階層是固定的，職業轉換的機會低，因此「父業
子承」、「代際傳承」便是傳統生涯觀（洪瑞斌等人
，2020）。而且「父業子承」、「代際傳承」其實
也等同是循環觀。
　　總結來說，傳統社會可能基於社會政治與權力結
構的治理需要，希望維持長期穩定性；另外在農業生
產型態也希望按節氣時序可預期的變化，也是朝向一
種穩定性。因此大致可以說前現代的傳統社會是「穩
定性均衡」的世界，大多長期維持穩定而不變，基本
意象或可用圖2之一般景氣循環圖來大致示意。

註：取自黃銘章（2004年8月2日）。TFT難逃Crystal Cycle緊箍
咒？。 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rpt/rpt_show.asp? cnlid=3 

&cat=LSF&v=FM0401&n=0

2. 現代社會的世界觀或本體論
　　所謂現代社會其實是工業革命及工業化成熟之後
，傳統農業主要生產型態轉為以工業商業為主要生產
型態的社會，因此生活方式與哲學與價值觀有所不同
（洪瑞斌等人，2020）。現代社會在真理的基本假
設是實用或理性主義的，真理是基於理性推論科學實
證，或是實測效用的結果（陳千玉譯，1996）。而
工業社會因為盛行「理想的科層組織」，所以組織及
群體的基本假設是講求合理化、效率化取向，包括正
式制度化、精細分工與專業化，還有去除情感性、個
別性（即除魅），就是為了效率極大化以及持續成長
（洪瑞斌等人，2007）。
　　現代社會隨著工業化鐘錶之普及，有能力將時間
精確度量、等距化，甚至是有價化（因「時間就是金
錢」之觀念革命）。若以時間觀之基本假設來看，基
本上是「線性觀」。就科學來說時間是物體運動位移
的計量；就觀念來說，時間是不可逆轉、不可重複的
「時間之矢」（如「光陰似箭」）（林姿葶、鄭伯壎
，2013）。另外，若以生涯觀之基本假設來看，工
業社會就業選擇性多，需要於生涯早期探索自我特質
選擇適配工作，再配合組織及社會的永續成長，持續
向上成長。加上「現代性生涯」隱喻像是「一個蘿蔔
一個坑」，或是「階梯」、「軌道」等，反映固定、
單一、不斷向上成長的生涯觀（Inkson, 2006；洪瑞
斌等人，2020）。
　　總結來說，現代社會基於工業化及科學管理的野
心與目標，希望維持長期穩定成長與發展；另外在工
業生產型態也將時間視為線性化可計量、可分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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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資源，而組織觀也反映效率化或績效主義。如
同現代性生涯觀，現代社會的世界觀是「線性向上成
長」的世界。長期而言，整體大多持續向上成長，所
以也是「不均衡」的世界，基本意象或許可用圖3之
ETF走勢圖來大致示意。

註：取自謝晨彥（2021年4月22日）。強勁復甦將帶動景氣循環
股走強 美股價值型ETF看俏。理財周刊。
https://www.moneyweekly.com.tw/Magazine 

/Info/%E7%90%86%E8%B2%A1%E5%91%A8%E5%88%8A/59566

3. 後現代社會的世界觀或本體論
　　一般認為後現代主義轉向應該是坐落於「後工業
社會」或「資訊社會」的大環境中，因著資訊化、網
路化而有一波革新。後現代社會境況下，有著劇烈變
化、不確定性、片斷性、複雜性的環境特性（洪瑞斌
等人，2020）。如前述，而後也有稱為「風險社會
」或「VUCA時代」來指稱它的負面風險性及難以因
應。後現代社會在真理的基本假設是脈絡主義或建構
主義，真理是必須視情境脈絡而定，而且容許有在地
知識以及另類論述或敘事的空間，因此真理是多元且
被建構的（洪瑞斌，2010；陳千玉譯，1996）。
如前述後現代社會被稱為後工業社會是因為資訊化、
網路化帶來新一波工業革命，而與工業社會明顯不同
。包括網路化帶來遠距工作、消費或虛擬社群，以及
資訊科技帶來自動化生產、智能化系統等，因此生活
方式與哲學與價值觀也有所轉型。由於後現代強調「
去中心」，所以，組織如同網絡，不同人或單位都是
網絡裡的節點，每個節點有影響性也被影響，相互激
發，在組織及群體的基本假設方面，是強調多元、平
權、自主、反思性等（洪瑞斌，2010；洪瑞斌等人
，2007）。
　　若以時間觀之基本假設來看，後現代社會時間觀
並無清楚論述，但若以後現代的多元性、非線性來看

，「多工時間觀」（polychronicity）可能是適用的
。多工時間觀之意涵包括同時兼顧多項活動或任務，
時間無法被精確計量、切割與固定，難以按計劃表行
事，對時間的溝通與決策依脈絡而定等（林姿葶，
2021；陳千玉譯，1996）。另外，以生涯觀之基本
假設來看，後現代生涯包括「多樣性」、「無界限」
、「非線性」等基本觀點，所以斜槓生涯是具體的實
踐（Inkson, 2006；洪瑞斌等人，2020）。
　　總結來說，後現代社會基於其明顯特性，包括變
異性、不確定性、片斷性、去中心性、多元性等，其
世界觀應該是非線性的動態變化。但是至於長期來看
是均衡或不均衡呢？上述文獻及論述並無法確知。

4. 後現代世界是完全混亂無序亦或是亂中有
序
　　承前所述，後現代世界充滿變異性、不確定性、
片斷性，但究竟是完全混亂無序亦或是亂中有序呢？
後現代主義之學者中，部分屬於社會建構論或建構主
義，另外部分屬於解構主義。由於後現代十分強調去
中心性，我們好奇若是解構主義只是不斷無限解構，
是否會陷入Feyerabend所說「 Anything goes 」，
而變成激進「相對主義」，甚至是「虛無主義」。那
後現代境況就會成為完全混亂毫無秩序，基本意象如
同圖4之抽象色彩圖可大致示意。

註：取自Alexander Volkov（2000年至2022年）。五顏六色的抽
象派表示樂趣美好的構成藝術品設計與樂趣刷子衝程和點水彩墨
水的。Dreamstime.com。
https://cn.dreamstime.com/%E4%BA%94%E9%A2%9C%E5%85%AD%E8

%89%B2%E7%9A%84%E6%8A%BD%E8%B1%A1%E6%B4%BE%E8%A1%A8

%E7%A4%BA%E4%B9%90%E8%B6%A3%E7%BE%8E%E5%A5%BD%E7%9A

%84%E6%9E%84%E6%88%90%E8%89%BA%E6%9C%AF%E5%93%81%E8%

AE%BE%E8%AE%A1%E4%B8%8E%E4%B9%90%E8%B6%A3%E5%88%B7%

E5%AD%90%E5%86%B2%E7%A8%8B%E5%92%8C%E7%82%B9%E6%B0%

B4%E5%BD%A9%E5%A2%A8%E6%B0%B4%E7%9A%84-image13592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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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傅柯對主流知識進行批判，挑戰主流知識的
正當性，就是在對「知識」進行解構，而且解構的目
的不是建立另一種傳統知識論，隨之而來的是說話者
或作者主體性之消解（高宣揚，1999）。Derrida也
是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解構是對權威或習以
為常的事物提出質疑（洪如玉、陳惠青，2016）。
洪如玉、陳惠青（2016）曾歸納Derrida的解構概念
，得到4要點，包括：1）解構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思
維策略；2）解構是跳脫二元對立的思考；3）解構
強調意義的繁衍性；4）解構尊重多元異質的聲音。
    可是即便如此，Derrida的解構哲學還是提出倫理
學論述，而非毫無倫理原則。Derrida的倫理學是強
調人對他者的責任與關懷，受列維納斯「他者哲學」
的影響（洪如玉、陳惠青，2016；李明容，2015）
。換言之，解構如同去除我執，或是消除主流知識與
結構帶來的障蔽，然後我們才能重新觀看與理解，並
且接納他者。另外，傅柯就算批判主流知識或論述帶
來的宰制與壓迫，但還是主張取而代之是必須尋找與
復興各方具脈絡性的「在地知識」（White & Epston
，2001/1990）。因此，解構並非經常被誤解的完全
破 壞 、 否 定 ， 或 是 虛 無 主 義 （ 洪 如 玉 、 陳 惠 青 ，
2016）。簡言之，當去中心而解構主流知識後並非
「無中心」或者完全反知識、無知識（若然，就不須
任何學術研究了），而是保持多元中心或微中心，可
能類近於交互激發影響的複雜網絡，多元的微小中心
便形成大小不一的節點，所以是亂中有序。若完全無
中心也就沒有節點，複雜網絡系統也將崩解潰散。
　　總而言之，後現代的世界並非完全混亂無序，它
雖以不確定、片斷及非線性為主特徵，但混沌與複雜
中仍有某種原則，關於亂中有序以及複雜系統的運行
原則晚近有混沌理論提出相關說明。

四、後現代生涯與混沌理論
　　混沌理論的起源，分別出自於不同領域科學家在
接近的時間點，正好不約而同的發現。像是麻省理工
學院的氣象學者勞倫茲、羅沙拉摩斯國家實驗室的費
根堡研究雷射核融合等。而勞倫茲研究氣象預測，結
果發現並提出有名的「蝴蝶效應」以及「奇異吸子」
（Gleick，1991/1987）。後來便以「混沌理論」來
稱呼這些不約而同的發現。簡言之，混沌理論是研究
非線性現象的科學，並主張這世界大多數存在的都是
非線性的現象，因此混沌理論便適用後現代社會境況
與世界。

註：取自Gleick, J.（1991）。混沌：不測風雲的背後（林和譯）
，頁40。

　　混沌理論的研究發現有一重要特性，它們都研究
極其複雜的現象或題目，但背後往往有著很簡單的模
式（pattern）或原理。尤其是透過「矛盾」的陳述
，有時可以思考現象複雜性背後的簡單道理（Briggs 
& Peat，2000/1999）。如同Briggs & Peat（
2000/1999）所說：
混沌理論告訴我們，當生命似乎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
時，或許就在鄰近的角落裡，仍有著一股簡單的秩序
；而當事情看似簡單，我們也該特別小心掩藏其下的
細微差異與精細微妙之處。（頁126）
　　有趣的是這樣混沌理論的特性似乎與前述易經本
體論特性同時兼具變易性、簡易性有驚人的相似性。
混沌理論裡重要概念「碎形」（fractal）就是同時兼
具複雜性與簡易性的最好例證。所謂碎形是指「一個
粗糙或是零碎的幾何形狀，每個整體都可以分成數個
部分，每個部分又都是整體縮小的形狀，因此通常具
有自我相似（self-similarity）的性質」（楊淑涵，
2020）。碎形的圖形在自然現象許多地方都能看到
，像是樹葉、海岸、雪花、海浪等，過去一般以為是
隨機產生的自然現象圖像都可以用碎形結構加以分析
（楊淑涵，2020）。

註：Sevenchung（2008）。天空裡的Fractal。痞客邦。
https://sevenchung.pixnet.net/blog/post/4172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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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取自金樹人（2022）。生涯混沌論的啟示：後疫情時代的職
場幸福。

　　因此從適用於非線性世界的混沌理論可以看到亂
中有序的後現代社會應屬於「不穩定性均衡」或「動
態性均衡」，即便從現象特徵看起來是複雜、變動不
羈，但最後還是維持某種隱微的秩序與均衡。
而後兩位澳洲學者Robert Pryor與Jim Bright已嘗試
運用混沌理論提出生涯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of 
Careers，簡稱CTC）以面對後現代的生涯境況，即
變動性與不確定性（Pryor & Bright, 2011）。Pryor
與Bright（2011）提出生涯混沌理論四個主要概念
或生涯發展的關鍵因素，包括：1）複雜性（
complexity）、2）改變（change）、3）建構性（
constructiveness）、4）機緣（chance）等（楊淑
涵，2020）等。同樣可以看到易經的本體論假設與
混沌理論的基本觀點有許多相似或吻合。
　　Pryor與Bright的生涯混沌理論也借用蝴蝶效應
及奇異吸子的觀念，提出「生涯蝴蝶模式」，其實奇
異吸子的圖像就是「無限大」符號的無限循環運動，
而 且 路 徑 接 近 卻 不 重 複 。 於 是 這 個 雙 環 迴 路 就 被
Pryor與Bright構想成兩個交互作用的系統或迴路，
一個圈是計畫性的生涯或生活軌道，另一個圈是非計
畫性的生涯或生活軌道，但從計畫性的世界與軌道跳
到非計畫性的軌道的奇異吸子是機遇性或偶發性事件
（金樹人，2022；洪瑞謙、林怡君，2022；楊淑涵
，2020）。於是後現代生涯可以理解為在變動vs.不
變；確定vs.不確定之間轉換的動態性均衡。

註：取自金樹人（2022）。生涯混沌論的啟示：後疫情時代的職
場幸福。原圖於
Pryor, R. G. L., & Bright, J. E. H. (2011). The chaos theory of 、

care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work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五、易經義理應可適用後現代生涯境況

　　前述討論可以瞭解後現代社會之世界觀或本體論
是亂中有序或不穩定性均衡，而這正好也符合易經的
本體論假設，因此易經關於變的知識與智慧應該可以
適用於後現代生涯的境況。目前已有劉淑慧教授之研
究團隊先前嘗試運用《易經》義理於生涯輔導或諮商
，進行一系列研究之試驗，最後累積數年研究成果嘗
試提出德性存在生涯模式（Virtue Existential 
Career Model，簡稱VEC模式）（洪瑞斌、劉淑慧，
2014；彭心怡等人，2015；劉淑慧、洪瑞斌，2015
；Liu et al., 2016；劉淑慧，2020）。
　　而德性存在生涯模式是依據太極陰陽以及四相的
概念，而推衍出五個原型，分別為：掌控-陽、落實-
陽在陰中、悅納-陰、變通-陰在陽中、綜合-陰陽合
（Liu et al., 2016；劉淑慧，2020）。所謂掌控（陽
）的主要目標是確認及創建個人追求的目標，並且加
以規劃、導向及控制。接著落實（陽在陰中）的主要
目標是保持務實的態度，並努力針對個人劣勢、環境
要求或限制進行處理或管理。而悅納（陰）的主要目
標是享受生涯變動的本質，不論他被給定的或遭遇的
處境為何。還有變通（陰在陽中）的主要目標是保持
彈性的態度，盡量去轉換個人能耐、環境資源，以尋
找在現實中達到個人生涯願景的其他可能途徑。最後
綜合（陰陽合）主要目標是以創意及和諧的方式綜合
運用陰（悅納）與陽（掌控或目標感）的力量（Liu 
et al., 2016；劉淑慧，2020）。



8

註：取自Liu, Hung, Peng, Chang & Lu (2016). Virtue Existential 

Career Model: A Dialectic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 Echoing Eastern 

Philosophy.

　　總結而言，在後工業或資訊社會的總體變遷中，
後現代的生涯境況已然確認。而後現代生涯之特性包
括：非線性、多樣性、無界限等。而在本文分別回顧
整理下，可以區辨傳統社會之世界觀是「穩定性均衡
」的世界，現代社會之世界觀是「線性向上成長/不
均衡」的世界，最後後現代社會是「非線性/亂中有
序」的世界。在西方，目前已有混沌理論嘗試回應即
面對後現代世界以及生涯境況。進一步，我們從文獻
回顧中發現混沌理論的關鍵特性或核心要素（複雜性
、改變、建構性、機緣、碎形性等）與易經本體論之
明顯相似與共通性，易經之五義包括：不易性、變易
性、簡易性、交易性、和易性（成中英，2006）。
　　換言之，《易經》「不穩定性均衡」（動態和諧
）或「變之不變」之本體論觀點應該是可以適用後現
代「亂中有序」世界的知識系統。目前已有少數研究
團隊嘗試將易經義理運用及融合到生涯發展與諮商理
論中（洪瑞斌、劉淑慧，2014；彭心怡等人，2015
；劉淑慧、洪瑞斌，2015；Liu et al., 2016；劉淑慧
，2020），後續研究值得再做更多深入探討。總之
，嘗試以本土《易經》智慧回應及突破後現代生涯境
況的實踐，應該是有意義、有創造性的學術工作。尤
其，東方平衡觀智慧之復興有可能提供長期以西方現
代科學之知識論、本體論框架造成全球暖化環境崩解
危機的一帖新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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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之意義的旅程~生涯探索

團體經驗分享

撰文 / 酒小萍、林宜嫺、林奕辰

後現代的生涯觀
　　生涯諮商源自西方的職業輔導。職業輔導之父稱
Frank parsons 建立了幫助個體選擇生涯的概念架構
，這也是職業輔導的基礎。西元1900~1940年左右，
心理評量理論興盛，智力測驗、職業興趣量表與性向
測驗等測評工具，成為職業輔導有力的工具，職業輔
導重在『個人』與『職業』的適配論，如 Holland（
1997）將職業興趣分為六大類、Roe（1956）將工
作世界分為八大類等，迄今仍是主導生涯工作者的重
要思維之一。
　　隨著科技進步、經濟與環境變化與諮商理論的演
進，生涯輔導的焦點從職業的選擇轉變為生活方式的
選擇，關注生命角色與任務、學習經驗與自我概念、
生涯決定與妥協等等。進入後現代之後，生涯不再是
標準化、機構化與制度化，而是更具獨特性、個人化
與建構而成的。更多的不規則、不穩定與無法預期，
暫時的、契約的、臨時的、個體戶、接案的、派遣的
工作形態不再罕見，遠距、斜槓、兼職、非典型工作
這些名詞更為普遍，生涯更是生活方式的選擇。利他
、社會貢獻、意義感、目的感、召喚、靈性、快樂與
幸福逐漸變成生涯探索的焦點。（生涯諮商理論的演
進整理如表一）

　　生涯諮商中的幸福感，重在個人主觀感受，也就
是所謂的『主觀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如
快樂、幸福與生活滿意。在日本，有許多探討Ikigai

的書，其中以1966年出版的『Ikigai-ni-tsuite』（關
於Ikigai）最具有代表性。該書的作者精神科醫生神
谷美恵子（Mieko Kamiya）表示Ikigai與幸福相似，
但Ikigai更具有讓你在很痛苦時刻也能展望未來的涵
義，可以理解為『生命的意義』或者是『活著的價值
』，也就是讓你每天起牀的理由。熟悉Ikigai的西方
學者以文氏圖呈現，則將其視為『熱愛的』、『擅長
的』、『世界所需要的』和『你所得到的回報』這四
者的交集，也將幸福感賦予新的詮釋。

2022年，往幸福的路上出發！
　　城男舊事心驛站（簡稱『城男』）位在台北市東
區，是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張老師」基
金會台北分事務所承辦，以關注成年男性之身心健康
議題為主的開放式服務中心。自民國108年邀請張老
師基金會黃正旭前執行長，以敘事理論為基礎進行兩
天的工作坊，自此展開城男的職涯服務系列，服務內
容包含職涯諮詢、系列演講、工作坊/團體與專欄文
章分享等等，提供多元服務方式，來滿足服務族群生
涯發展議題的需求。
　　面對新冠疫情的威脅與不確定性，城男依舊排除
萬難舉辦生涯探索團體，透過成員彼此的分享與對話
，創造男性情感連結與支持的空間。2022年則以
Ikigai的4個主題展開生涯團體（團體方案如表二）。

助人者的專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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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團體以說書人卡進行破冰與暖身，在小組中
的對話中化解了初次見面的陌生感，團體中個別自我
介紹，分享參加團體的動機、期待與團體公約中，在
彼此笑聲中融化了談論自己的緊張與尷尬，而在敘說
與聆聽彼此生命故事中，在相似的感受中，得到共鳴
與陪伴，不再孤單。

　　第二次團體主題為『你所愛的』，以職業興趣展
開探索。以『yes就業力組合量表』的團體解測與討
論進行探索。該量表由（1）生涯興趣、（2）職場感
受力與（3）工作需求與行動力，3個子量表組成，有
些成員透過量表的構面，就意識到自己在就業上的衝
突；有些成員則在爆表的閱讀與討論中，拓展自己就
業中的瓶頸與困境，即使時間非常有限，透過報表似
乎開展了對生涯的框架，再經由閱讀、討論、覺察與
反思，對職涯的選擇與適應有新的看見。
　　第三次團體主題為『你擅長的事』，則以優勢探
索為核心。在放鬆與冥想中，回顧生命中高峰與低谷
經驗，再進入小組分享。成員多從職場趕來，即使心
情仍需要些許的轉換慢慢進入團體討論，但在信任感
逐漸提升中，很快可以進入主題。所謂幸福的畫面，
也許只是暖陽有寵物陪伴的悠閒、也許是為目標努力
的過程，或是一個通過艱困訓練取得資格頒獎典禮....
這些已經淡忘的畫面，因為重新看見帶來支持的力量
與前進的動力。
　　第四次團體主題是『得到回報的』，即賴以為生
的工作為討論焦點。團體先以團體的期中評估展開，
再標定自己的參與狀況、聆聽彼此說明的過程中，多
元觀點的呈現，激起許多連漪，夥伴透過肢體與空間
等素材來表達與展現自己，清楚看到某些夥伴已經有
所不同。團體中討論現在的工作時，隱約流露出不是
夢想的無奈，但透過討論，發現現在的工作與夢想（

dream Job），似乎隱約有著共同點。透過討論，為
糊口的工作與夢想架上一道橋：夢想像是個人靈魂的
召喚，它存在著，並沒有離開過。如果夢想可以剛好
是工作，那真得是非常幸運，但如果沒有辦法如此，
可以試著去找出你夢想裡的質地和其他甚麼工作有共
通性，讓夢想中的元素轉化成工作中的元素，讓夢想
仍然可以流動在生命裡，為它找到出口，也讓自己可
以平衡在現實與夢想之中。
　　第五次團體是『世界所需要的』。相對過去個人
內在的探索，團體中透過閱讀SDGs，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的17項重點內容與文獻閱讀，討論面對趨勢
與環境變化，討論對自己未來的想法。最後，延續上
周成員分享IKigai 的資訊與回顧過去團體所討論的內
容，邀請大家就文氏圖的內容進行討論，在圈圈中的
轉化與移動，找到自己在『熱愛的』、『擅長的』、
『世界所需要的』和『你所得到的回報』這四者的交
集的核心，也就是生之意義所在。
　　六次的團體很快就到了尾聲，適逢中秋節前夕，
幾位夥伴不約而同帶了伴手甜點來分享，雖因疫情不
方便飲食，但也有幾分歡慶的氣氛。團體從成員分享
本週生活忙碌、趣味與起伏轉折的心情開始，在笑聲
中呈現出放鬆、開懷，對彼此的關心，從敘說中發現
自己的轉變與不同，也為他人的改變或進展也表示恭
喜與同喜。最後，成員挑選一張最有感覺的明信片，
當作送給自己的祝福，也寫一封給一年後自己的信（
或可以寫在明信片上），再分享自己的卡片與給彼此
祝福後結束團體。給自己的信/明信片，將由主辦單
位先行保管，未來再寄回給成員本人。

團體帶領心得與反思
　　2022年是第3年受邀帶領城男生涯團體/工作坊
，一路走來有許多的感動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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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諮商，因為成員的多元性，不論是方案設計
與規劃，或在實際帶領的過程中，所需要的體力與心
力較個別諮商為高，即使有多次帶領團體的經驗，每
次進入團體前仍有些焦慮與緊張，也常常面對時間有
限，但仍有欲罷不能的無奈。但每當完成一次團體，
在回家的途中，腦袋中常會浮現出團體中的某些畫面
與對話，對於團體中激盪出的豐富性，感動不已，猶
如辛勤耕耘後，享受秋後甜美的果實，也湧起滿滿的
幸福感。再累，也會期待下一次的冒險。
　　挑戰為期六週的生涯團體，說實話，要提供充裕
的對話與情感交流的空間，但又希望對生涯主題有具
體的討論，也著實花了一些心思。好在利用了測評工
具與不同的牌卡，尤其是yes 就業力組合量表中所提
供的架構，就創造許多對話與探索的空間，這些生涯
工具的使用，著實發揮了許多催化的功能，拓展探索
的深度與廣度。
　　也要謝謝城男工作夥伴滿滿的信任與支持，成為
最好的後盾，也喜歡擔任團體紀錄的實習夥伴，用文
字參與了我們的團體，與大家同在。也感謝在萬般繁
忙工作中，仍然願意協助共同承擔團體帶領責任的夥
伴，一路走來，培養出來的默契與工作中的互補，讓
這個團體帶領的旅程變得更為動人，有著滿滿的收穫
，這也是願意不斷挑戰新的主題與進行方式的動力，
持續以團體方式，來服務更多期望在生涯上有可能性
與發展性的夥伴。
　　也非常感謝願意在工作之後，匆匆趕來參加團體
的成員們。看到大家到城男才匆促地吃晚餐，即使工
作後的疲憊仍然堅持出席與分享，有著深深的不捨與
心疼。在團體中分享中暢所欲言，也很開心在團體中
提供了一個安全對話的空間。也欣賞夥伴們願意分享
與探索的心，對於生活可以更好、找到意義與價值的
渴望﹔聆聽著夥伴們在主題內容的覺察、反思、並將
團體中的所感所思帶到生活中，轉化成實際的改變感
到驚艷與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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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輔導在組織人才發展的實務

運用

郭銘樂 / 生涯設計師
（協同編輯：林俊宏 / 擺渡人生設計共同創辦人、知識長）

　　44歲離開人人稱羨的世界級科技公司時，認識
的人都非常錯愕，因為到公司路程只要5分鐘，位居
中階主管、年薪破百且福利佳的大公司，為何自己要
做出這樣匪夷所思的抉擇，殊不知在做這個決定前，
內心已經做了幾十次的交戰，卻總是放不下15年來
對此工作的習慣、人情、還有對外抬頭挺胸的光環，

 

 

 

求職文化與組織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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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隨著年紀的增長，大量的工作負荷、壓力與來自
於環境的快速變動，開始有廉頗老矣之勢出現，當然
，最後壓垮內心那一份堅持的稻草，來自於職場環境
中，被競爭踩踏逐漸消失的人心，以及自己逐漸消失
的 工 作 熱 情 ， 原 本 以 為 藉 著 外 界 引 以 為 傲 的 公 司
logo與年薪百萬的海市蜃樓，可以當作自己職涯的
百年基業，卻因為內在工作價值的磨滅與自我意識的
抬頭，我是誰的質疑? 為何工作常感到不開心，為何
所有人都擠破頭想要進來的公司，卻還是很多人不斷
地往外逃離，最可怕的是，當在這個位置只像一具接
受指令的工作魁儡，且只要結果不管個人心情與死活
的要求，不斷的累積到一個爆發點的必然結果，外人
看起來像是壯士斷腕簽下離職單的可歌可泣，其實隱
藏在背後是長久以來累積對自己工作價值認可的消失
與迷惘。
　　9年前在內心充滿忐忑不安的情境下，進入一家
需要一小時的車程、規模小20倍且薪資少5分之一的
傳產公司時，原本只是想要盡快逃離現狀枷鎖的一種
選擇，幸運的是原本被棄之如敝履的工作價值竟在這
裡重獲新生，公司文化對專業及人的尊重，工作與生
活平衡、授權、工作豐富化與自由發揮空間的增大，
讓原本存在多年的三痛（頭痛、胸痛、胃痛），在新
公司到職不到二個月的時間全部煙消雲散，甚至於一
度心死的工作熱情竟然開始跳動起來，原本我以為大
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充滿工作熱情，可是不然，因為公
司文化為人本善良且制度規畫以團隊為主，激勵措施
偏重團隊均分與精神上的鼓勵，薪資獎金制度未能趕
上外界趨勢且一視同仁，公司賺錢時代尚可維持組織
平衡，可隨著經營環境大不如前及現代人工作價值的
改變下，反倒造成能者不願多勞，劣者反倒躲藏其中
，出現了現今流行的安靜離職與安靜解雇的狀況，更
令人擔心的是，公司甚少重視管理才，導致很多因專
業突出被選為管理職，出現位置擺放錯亂及因為管理
過程沒有蘿蔔與不敢使用棒子的情況下，出現管理能
力的遺失與私自認為管理的手段只有加薪與晉升，才
能有所作為的時空錯亂。
　　經過過去的工作經驗與這兩次的過程，心中一直
出現很多疑慮，成大功、立大業、賺大錢不是每個人
職涯必然的想望嗎? 工作安穩、受人尊重且工作生活
平衡不也是現代人的需求嗎？又或者適才適所不是組
織發揮最大效能的初衷嗎？可是為什麼身在其中的人
還是會出現沒有熱情、安靜離職、安靜解雇的現象，

直到接觸職涯輔導CDA的洗禮後，才終於比較明白，
原來我們都是用組織的角度在思考個人職涯發展這個
議題，在職涯輔導類型論中所展現的是人境適配，個
人是內在職涯，組織是外在職涯，而我們總是用外在
職涯的框架來架構與期待內在職涯的發展，看起來似
乎理所當然，但我們卻忽略組織的每個個體，都是有
思想、情感、需求與隨著時間的推演不斷的演化的生
命體，因此，當外在職涯與內在職涯產生衝突與矛盾
時，組織還是用外在能力或績效來評估個體的優劣，
卻不願且不知透過何種方法彼此瞭解改善，因此，很
多人選擇熱情消退、工作如行禮如儀，甚至大部分的
人選擇唯一解另覓舞台（以為下一個工作會更好），
又或者搶進最近幾年流行的協槓人生。
　　大部分的男女都是因為相愛結婚，但也有很多因
相知後離婚，以前會以為只有各自高飛才是最佳解決
之道，現在很多人會選擇婚姻諮商或其他專業協助，
重新融合彼此原本可能的誤解，既有今生緣，何來輕
易放手，職涯發展不也是如此，不是不愛，只是不知
如何愛，市面上有類似的專業機構與產品著墨於促進
個體與組織的理解，但大多以組織的角度為主軸，著
墨於管理才能的評價與改善，最終目的在人才接班與
組織效率提升，比較少著重在了解個人需求與激勵，
而職涯輔導中的類型論剛好可以彌補此缺口，因為它
以個體為本來促進人境適配，因此，秉持著以個體為
本並協助組織互相瞭解的關鍵人才類型論的職涯輔導
雛型也應運而生，但主要重點還是在組織人才庫與接
班梯隊的建構上，此架構融合個人、職涯諮詢師（具
備職涯輔導相關證照)及組織（含主管）三足鼎立，
內部骨血包含興趣（何倫碼）、性格（五大人格）、
價值觀、職能與職涯錨定（職涯角色）等測驗，以瞭
解個人職涯發展與需求為基底（含括工作熱情、性格
及職能契合度、價值滿足、職涯角色的展現），再加
上主管針對個體進行管理才能評鑑，進行流程首要透
過個體進行以上測驗，並經職涯諮詢師進行深度諮詢
（約1.5小時，協助當事人瞭解自己與組織期望的差
異及可以再精進調整的方向，以提高其工作滿意度與
面對現職與未來發展的需求改善），接下來職涯諮詢
師製作分析報告與部門主管及事業處最高主管進行當
事人現況與組織需求的溝通與協調（促進雙方的深度
瞭解及從中取得組織協助個體能力提升的承諾與發展
方向，並協助部門主管如何充當教練與激勵部屬的能
力），最後再由部門主管親自與當事人做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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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主管與部屬僅能談論工作與績效表現），接下來
製作兩者具有共識的IDP，並加以追蹤後續行為、管
理及工作熱情提升的評估。
    本次實務運用過程中因為HR擔任職涯諮詢師的角
色（不一定得HR擔任此角色，但如果是其他諮詢師
HR可以從旁協助），發現優勢是對組織及個體而言
具備一定的信任度與影響力，很容易串聯組織與個體
的融合，但前提是必須將職涯輔導可以產生的效益讓
參與者明白，減少疑慮（被輔導者會擔心被評價及貼
標籤、組織擔心員工做完職涯輔導會離職），另外，
對於測驗結果與分析報告須謹慎小心用詞，避免誤導
個體與主管，經過二十三個被輔導者的實徵研究，發
現90%以上的人覺得，對自我瞭解及組織需求有較清
楚瞭解，也知道為何在工作過程中隱隱約約感到不舒
服或不太順暢的地方，而對於主管與組織而言，大部
分的主管表示分析報告精準程度高達85%以上，有助
於他們對於員工深入的瞭解及未來人才發展的規劃與
培育，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比較瞭解部屬這個個體
及知道如何管理與激勵（以前只談工作與組織需求，
部屬只要接受即可，激勵只有調薪與晉升，如今卻有
更多的選項，例如激發熱情、滿足價值需求與提供資
源），事業處最高主管也在此流程中具備絕對的影響
力，因為內在職涯的展現，如果沒有與外在職涯彼此
瞭解與融合，勢必只是彼此單方面的認知與拉扯，最
終結果總不令人樂見，經過此次深度溝通後，組織可
以重新評估內外職涯發展一起協同合作的模式進行，
當然，瞭解是一回事，真正落實與改善提升卻是真正
展現成果重要關鍵，部門主管透過分析報告與溝通，
可以與部屬進行深度溝通並進行管理才能提升的IDP
建構並確認目標與追蹤。
　　經過進行一年二十三位參與者的初步實踐，發現
此模型確實對個體與組織在彼此瞭解、評估、激勵、
提升工作效能與管理才能找到一些可行方向，但還是
出現一些問題，諸如耗時（做一個人的完整流程約需
3-4小時）、測驗來源沒有整合性系統化、且冰山下
的興趣、性格、價值觀、職能、職涯角色對於冰山上
管理才能展現（組織想要看到的改善成效）確實有影
響，但理論建立尚且薄弱，且實徵研究的數量還是不
足，另外，如要讓此模型真正發揮其更大效用，更需
要HR相關制度的設計與配合（訓練、績效考核、激
勵、晉升、輪調�.等），這是一個有趣的實踐，因
為它不像一般在企業外單向幫人做職涯輔導，因為不

管做得多好，終究個體還是得進入組織體系的規範影
響，而在企業內做職涯輔導，卻可以真正連結個體與
組織的需求並朝共同方向前進，當然，這是本人一個
小小見解，希望有更多具備相關背景的人可以一同投
入研究開發，將此模型建構的更完善，期待有緣人一
起加入。

生涯設計師-郭銘樂Robert 
(NCDA CDA 職涯發展諮詢師認證/擺渡第九期 台北)
人生因您的正視而開始有意義
FB：生涯設計師-郭銘樂Robert
部落格：生涯設計師-郭銘樂Robert
https://vocus.cc/user/@robertcareer

 

拓展職業認知－青年進行企業
參訪之效用

王婷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職涯諮詢師
（協同編輯：蔡秦倫 / 輔仁大學商管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勞動部成立的青年職涯發展中心，用以提供勞動
市場訊息與機會的角度，促進社會大眾的職能培訓、
職涯諮詢、再就業困難協助等，能夠平衡生涯發展上
多以個體特性為核心尋找契合工作的邏輯，這常常在
一些探問中可見。過去，當我們談及生涯規劃時，首
先都會想到要認識自己，探索自身的興趣特質，並釐
清自己的喜愛、價值、需求，進而做出職業選擇。但
是，更為根本的問題是人們都是如何對職業進行資訊
蒐集、深入了解的呢？另外在做職業選擇時，卻十分
容易忽略對於「這些選擇」我們是否已經有足夠的認
識與了解？
　　深究職業資訊的範疇，除了基本的職業訊息，如
工作內容、工作環境、訓練條件、薪資條件等客觀訊
息外，亦有該職業工作者形塑出的人格特徵、工作價
值、經驗等人格訊息（ Waas, 1984 ），而不同職業
之間的結構、階層關係也做為職業資訊的一部分（
Chi, 1985），可作為知能應用範疇的參照。
　　有趣的是，陳書梅與劉益君（2014）發現大學
生對於收集生涯資訊時，人際管道是最常使用的資料

生涯前哨站



14

來源，或許因透過較為輕鬆的互動交流，可以取得更
深入的內容，而資訊來源對象包含學長姐、教師及實
際具有業界經驗人士。此外，依據生涯資訊的分類，
最容易接觸到的會是平面、非互動的資訊，這些資訊
在網路時代，能大量取得，但卻不易統整。另有以職
業涉入，如見習、專業實習等體驗型的活動來了解職
業資訊，雖可直接的經驗與體會的職業世界，但相對
需要耗費更多時間成本。因而職業抉擇的澄清與梳理
，則不易以個體特徵為職業契合的起點，多以職業資
訊的認識，進而提供職業選擇的決策，以及職涯發展
心理調適為介入晤談的核心立場。
　　另外，本中心也系統性地長期提供「企業參訪」
這樣的資訊蒐集方式，不但能透過較少時間成本，進
入實際的工作環境體驗，亦能接觸到經驗豐富的工作
者，分享統整消化後的職業工作任務、實務問題應對
以及個人職涯故事，進而具象化真實的職業面貌。這
也更加接近實務工作預覽（realistic job preview, 
Wanous,1973）的角度，用以協助個體對職涯生活
，優化適應。
　　目前本中心提供企業參訪方案，邀請國、高中與
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提供以班級為單位申請的活動，
參訪內容除了至公司內部走訪外，亦安排部門中不同
職務的工作者分享工作內容、人才需要具備之特質、
能耐，甚至在部分能實務操作的單位，使學生有機會
可以親身體驗。
　　以北部的青年職涯發展中心為例，曾帶領國三生
至亞東紀念醫院了解藥學部、護理部以及放射科，詳
細解說各工作崗位的流程，亦有利用假人來體驗針筒
注射的活動設計（圖1），藉此感受對護理人員一職
是否感興趣；另有帶領汽修科高職生至企業參訪維修
部與銷售部，其中，同學針對中古車的鑑價流程深感
興趣，於此發現自己除了維修車輛外，也可以有其他
生涯選擇。當然，維修保養的流程在當天現場演示後
（圖2），學生更能具體了解所學技術將如何應用在
職場。

　　此外，企業參訪也有助於學生與不同領域的職人
建立弱連結，透過參訪中的提問與互動，留下積極正
面的第一印象，未來如有合適的職缺，將有機會取得
先機，亦能對該企業內部運作有更多於其他競爭者之
理解。
　　筆者比對與青年的實務工作中，前來諮詢的當事
人多數對於職業資訊僅有零星的理解，有時也容易透
過主觀的感覺或理由就作為生涯決策的參考指標。詳
細探問後，會發現青年對於進入一份職業會接觸到的
人、事、物，以及工作任務如何實際呈現，仍有許多
不確定與模糊不清，導致最後窄化了對工作世界的分
析，實為可惜。
　　於此，生涯輔導工作者不妨在協助學生探索自我
之餘，也嘗試提供職業認知的架構與細節，並安排企
業參訪的實務預覽活動，除了可以有利於生涯選擇的
調適歷程之外，也能夠讓學生學習如何以廣泛、全面
的認識職業，更能拓展其就業機會，建立學生對於未
來職涯發展的具體洞見。

雙軌人生｜人生面對選擇，如
何暢玩不後悔？

許家欣 / CDA國際生涯發展諮詢師

　　《雙軌人生》主題就是想帶著大家省思，當計畫
趕 不 上 變 化 ， 人 生 該 怎 麼 繼 續 推 進 ？ 劇 情 在 敘 述
Natalie（ Lili Reinhart 飾 ）是一位德州大學奧斯汀
分校美術系的大學生，對繪畫、動畫製作有著極大熱
忱與天賦的鄉間女孩，夢想畢業後能到大城市洛杉磯
當個城市女孩，並在製作好萊塢的動畫公司工作。
　 　 青 春 花 樣 的 畢 業 校 園 劇 也 響 鈴 著 愛 情 的 鈴 ，
Natalie和蓋柏Gabe（Danny Ramirez飾）他們在這
晚聊著各自的未來想法與計畫，他們一直對彼此有感
情，只是從沒有正式的關係，而那一晚再畢業前的激
情下，他們兩人發生了一夜情。接著下一幕是在畢業
派對當晚，Natali因為身體不適又有嘔吐，她心底一
沉懷疑自己可能懷孕了，好友卡拉Cara（Aisha Dee
）買來驗孕棒，而在驗孕後Natalie的世界切割為懷
孕與非懷孕雙軌平行人生，於是電影開始同時並進的

生涯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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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兩條故事線。

｜偶發力與偶發事件之於生涯—善用機緣論
　　無論在Natalie哪個人生劇本中，總會有「夢想
、家庭與愛情」三者之間的失衡，在「懷孕線」中，
原本充滿遠大抱負的夢想瞬間嘎然而止，故事側重於
女性在照顧小孩與夢想之間的放棄與拔河；在「洛杉
磯線」當中，則是在事業成功與愛情之間的放手與安
然。在不同人生中，Natalie有不同的人生課題需要
面對，兩段平行時空的旅程都讓她體驗到喪失的自己
、追逐繪畫夢想、深刻的愛情，最後重新認識自己，
穿越了時空找回自己的樣子。
　　Mitchell, Levin與Krumboltz於1999年提出「善
用機緣論」（Planned Happenstance Theory），
這理論談到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有無數個偶發事件
（偶然發生的事情），有些人會不知所措，慌了手腳
。然而，有些人能在意外的偶發事件中，獨具慧眼，
反而找到了成功的契機。「善用機緣論」特別強調偶
發力與偶發事件中在生涯發展中的重要性（金樹仁，
2011）。

　　這些偶發事件帶給我們不同的學習，可能會是正
向 或 負 向 的 經 驗 ， 但 都 是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成 長 。
Natalie在面對不同的人生，都有低潮的時候，但並
沒有花太多的時間在思考「另一個人生的自己」，而
是努力的活在「現在的人生」，並且從當中找到正向
的地方與機會，努力地為未來行動。
　　在善用機緣論中展開的「偶發力（Serendipity

）」包含三項元素：偶然、機會、智慧。必須經過兩
個層次轉換，才具備偶發力。第一層，從不可預期的
意外中，看見機會。第二層，運用智慧，將機會轉換
為實力。所以光有「偶發事件」是不夠的，還需要「
轉換的智慧」。（單小懿，2009）
　　偶發力（Serendipity）這個名詞最早是由沃波
爾（Horace Walpole）在1754年提出，它源於波斯
神話故事《錫蘭三王子》(The Three Prince of 
Serendip)，Serendip舊名錫蘭，就是現在的斯里蘭
卡。故事中錫蘭國王為了磨練三位王子，讓他們徒步
旅行各地，培養應對各種突發狀況的能力，而這三位
王子總能在意外中靠著智慧化險為夷解決問題。而後
serendipity則是指：在並非刻意尋找的狀態下，卻
因意外、獨特見解或判斷而獲得有價值事物的能力。
（D’i az de Chumaceiro, 1999）

｜而生活就是不停做選擇，終究會找到生命
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懷孕線」中，懷孕的Natalie其實能夠選擇
要不要生下孩子，而她選擇了生下，初為人母的焦慮
和 自 由 喪 失 ， 以 及 被 按 下 暫 停 鍵 的 夢 想 ， 都 讓
Natalie感到無所適從，她在照顧小孩與夢想之間的
放棄與拔河，她將頭髮剪短好像宣示那些曾經屬於她
的青春和夢想就如同剪去的長髮般一去不回。她正要
動畫筆，卻又因孩子的哭泣選擇放下，終在孩子不再
是寶寶啼哭時期，她提起了勇氣，動動那因為照顧孩
子不再少女細嫩的雙手，和再度熟悉拿起畫筆後關節
彎曲度，畫了好幾個故事總是沒靈感，一晚她看著孩
子Rosie睡覺，靈機一動將孩子比擬成半夜才出門的
「貓頭鷹」英雄故事，講的是嬰兒時期的Rosie如夜
行性動物，一系列的內容靈感從天而來，不斷畫出各
種生動有趣的篇幅，並參加了「西南偏南South-by
電影節」動畫比賽作品《貓頭鷹》獲得獎項並獲得觀
眾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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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杉磯線」當中，則是在事業成功與愛情之
間的放手與安然。Natalie有著單身的自由和職場新
鮮人的衝勁，城市生活過得霓虹精采，開始一段嶄新
戀情，她與男友傑克是如靈魂伴侶，同樣信奉著「沒
有計畫就注定失敗」的人生哲學，然而卻在雙方追求
事業過程中漸行漸遠。在工作上，雖順利進到皮克斯
動畫公司，但資歷當不上動畫師，只能從主管的行政
助理做起。在一次的機會中，她把自己的作品集提交
給主管，主管否決了她，搖搖頭就把作品退回，並告
訴她：「我在這個作品裡看見很多人的影子，但我看
不到你，作為一名藝術家，必須要有自己的風格。」
Natalie鼓起勇氣請求主管幫助她尋找，主管回應
Natalie：「過去我一直不斷的在幫助別人找尋風格
，而我自己的風格是如何尋找的？」Natalie等候著
想知道答案，主管只回應：「我辭職了。」Natalie
瞬間分崩離析，她好不容易來到洛杉磯、她好不容易
來到頂尖的動畫公司、她好不容易可以呈現作品集給
主管看，然後主管卻鼓勵她離職？她面對事業與愛情
兩頭空的打擊下她茫然了，她選擇離職失落的回到家
鄉。她仍舊不斷努力刻劃屬於自己的風格，最終
Natalie重新找回自己對於愛情的定義和畫出了自己
的風格，成功獲得獎項，而她最感謝的還是那位當鼓
勵她辭職的主管，而主管也對她說：「不管如何，妳
找到了自己的聲音，皮克斯歡迎妳的加入。」

　　我們時常徘徊在無數次的選擇中，這就是「生活
」，但你曾想過如果當初做了另一個選擇，人生會有
甚麼不一樣嗎？在面臨抉擇的當下，人們會猶豫、遲
疑、害怕後悔、不知所措，總想知道哪個是最好的，
不過其實沒有人知道二選一的機會中，我們真的有選
對嗎？而另一個決定會不會更好？

｜善用機緣論，生命中就能在幸福感下找到
自己該有的位置
　　要暢玩人生偶然事件，就要了解「善用機緣論」
關鍵的二個概念：
1、態度面｜

雖然善用機緣論與「偶發事件」有緊密的相關，
但絕非空待好運從天而降，而是鼓勵人們培養「
好奇、堅持、彈性、 樂觀、冒險」的態度，以開
放積極的態度，歡迎意外的到來，在郭瓈灩（
2010）以及曾信熹（2007）的研究中都發現大多
數偶發力高的人，面對偶發事件實普遍存在著這
五種態度（金樹人，2011）。 
（1）好奇：探索新的學習機會，以及從事件中

探索隱藏的任何可能性。
（2）堅持：儘管遇到挫折還是盡力堅持。
（3）彈性：隨著情境調整態度。
（4）樂觀：在行動中發現探索樂趣，樂觀將新

機會視為可能達到的。
（5）冒險：不在預期軌跡中發生，冒險尤其風

險，但仍帶來新可能性。
2、影響面｜

生命的改變非在剎那間產生，而是各種單一偶發
事件下我們如何處之，而偶發事件的四個維度的
影響則產生了漸變：
（1）改變了原本的生涯路徑。
（2）偶發事件提供更多選擇、機會或是彈性。
（3）從中認知自己，擴展了原本的自我概念。
（4）偶發事件能在人際關係與事物上帶來了新

的連結。
　　無論你的人生分叉路口是什麼，這過程中我們可
以看見不管哪個命運，都會有失有得、有後悔、有幸
福，這都是人生中避免不了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失去
自我，只有放下緊抓的控制和過去的自己，才能停止
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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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跟著心前進，即便路上稍有顛簸，也
會在短暫的終點欣然接受，然後滿足地往下
一處走。

　　現實中 Lili Reinhart  飾演 Natalie 的演員，在接
受編輯的採訪中，有兩個回答讓我印象深刻：
問題1：妳覺得Z世代能從《雙軌人生》中獲得什麼
寶貴的啟發？
　　Lili Reinhart 回答：「我冀望《雙軌人生》能給
予觀眾希望，相信世界上還是有很多美好的可能性。
在路途看似崎嶇難行時，你必須相信宇宙正指引著你
走向正確的路，而一切終會船到橋頭自然直。我知道
要不陷入悲觀的漩渦很困難⸺我自己也仍受憂鬱症
和嚴重的焦慮症所苦⸺但就像Natalie一樣，只要我
們相信一切有望轉好，心裡就會舒坦一些。」

問題2：生命中有哪些「假如⋯⋯」讓妳反覆思考？
　　Lili Reinhart 回答：「人生中每個微不足道的選
擇都形塑出了我們今天的樣子，但我沒有任何後悔。
每次犯錯、遭受拒絕、贏得勝利、或失去摯愛，都使
我成長一些⸺即便是那些最糟糕的黑暗時刻。」

　　電影的最後一幕Natalie A（懷孕線）和B（洛杉
磯線），同時回到畢業晚會驗孕的洗手間對鏡子裡，
看著拿著驗孕棒茫然不知所措的Natalie（大學畢業
）微微一笑說「You are ok.」，接著走出了廁所，迎
接的是在不同生命線當中的伴侶和閃耀的事業，她們
現在都在生命中該有的位置了。
　　善用機緣論提醒我們，計畫與機會對於生涯發展
都很重要，生活在變幻莫測的世界，應知如何善用機
會，將計畫內與計畫外的事件融入在生活之中。（曾
信熹，2007），面對生命中的不期而遇，不刻意強
求，不過度執著，就算生活不如預期，也要相信堅持
初衷，一切就都在變好的路上，能更當怡然自得，欣
然面對且感到幸福，而人生並不是你選擇了A，就永
遠跟B無緣，只要有心、肯努力，知道自己的恩賜，

在不同的人生選擇線中，你仍舊可以在夢想、家庭與
愛情中，你一樣能用不同的方式發光發熱，心理學家
阿德勒也相信人的行為皆有目的，會一直朝往你心中
所設定的目標走去。

用交換禮物大挑戰來增進彼此

的認識吧

柯怡如 / 顧問

　　每到逢年過節或特別節日時，大家都很喜歡送禮
給親朋好友。而送禮這件事，卻是門學問，想想，禮
要能送到人的心坎上，必須了解對方喜好才行。
　　在桌遊的世界裏，有一款「送禮高手」就很適合
挑戰大家送禮的智慧，看看你能否選對禮物，獲得人
心。
　　「送禮高手」是款心理派對桌遊，曾拿下2008
年度最佳派對遊戲及2009年德國年度遊戲獎，它的
外表就像一個禮物盒，裏面充滿色彩繽紛的圖卡，當
你掀開外盒就像走入了花花世界，有冒險型，奢華型
，實用型，旅遊型等不同價值的禮物等著你發掘。
這款桌遊不僅適合團聚佳節時與家人朋友一起同樂，
也適合在尾牙春酒跟同事們一起玩，很容易活絡現場
氣氛，引出真心話。我曾在尾牙時帶部門同事玩這款
桌遊決定抽獎先後順序，大家在遊戲時驚呼連連，勾
心鬥智讓我大開眼界！原來，玩遊戲可以這麼認真，
我又更認識人性了。

創意玩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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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送禮高手」除了有趣，很適合運用在「周哈
里窗」理論上哦！在有意識及無意識收禮之間，會發
現彼此認知的差異，有時候玩著玩著，會冒出以下對
話。

Ａ：「你為什麼會送這個給我呀」

Ｂ：「我以為你會喜歡這個呀」/「這個很實用啊，

很適合你」

Ａ：「抱歉，這是我最不想的禮物」(哭)

Ｂ：「唉唷，失禮啦～」

　　在一來一往當中，你會發現對方的喜好跟你想的
可能不一樣，而對方也會好奇你精妙的構思。

遊戲說明 
■ 遊玩人數： 3-8個人 
■ 適合年齡： 8歲以上
■ 遊玩時間： 45-60分鐘左右
■ 遊戲機制： 同時行動選擇/投票
■ 遊戲目的：在每回合送出其他人心中排名前三的

禮物，只要答對便可以獲得分數，分數最高者勝
出。

■ 遊戲配件：
1. 八個不同顏色的袋子（每個袋子中有數字1-9號
的送禮板塊、4張評分板塊、3張特殊卡、2個計
分標記）
2. 四疊顏色的禮物卡（黑，藍，紅，黃各80張，
雙面圖，共640張）
3. 一張遊戲版圖

■ 遊戲步驟：
擺禮物卡→選禮物→送禮→收禮→拆禮物→計分

■ 遊戲玩法：
擺禮物卡
1. 發予每名玩家1個袋子，依這次遊戲需要拿出
對應的配件。
2. 將禮物形狀的計分標記放至遊戲版圖上的「贈
送Give」，開盒形狀的計分標記則放至「接受
Get」。
3. 選擇一名玩家成為起始莊家 （也可以由該月生
日者，或最近有收禮的人開始），再順時鐘方向
，輪流當玩家。

4. 莊家挑選某一疊禮物卡並抽出人數+1的張數（
例如有五個人玩，就抽六張禮物卡）
5. 將這些禮物卡放置於遊戲版圖上的號碼格上 （
假如只有六張， 就擺1-6號碼格上，不用排滿到9
號）
6. 因為正反面是不同禮物卡的圖案，所以請擺放
時，確認你要的禮物卡是呈上，而不是蓋住的哦

選禮物
1. 可以給在場的玩家一分鐘的時間細看圖卡上的
照片及文字
2. 每一位玩家可以開始思考「莊家喜歡收到什麼
樣的禮物」，切記，要投其所好，給其所要。

送禮
1. 每名玩家必須各送出1份禮物給莊家，而且這
是秘密的。
2. 玩家們拿取自己的送禮板塊（印有號碼1-9），
對應遊戲版圖上的號碼，將送禮板塊面朝下放至
莊家的面前。（例如：我猜莊家喜歡遊戲版的3號
禮物卡，我就秘密把自己的3號送禮板塊面朝下送
給莊家）

收禮
1. 莊家必須確認自己有收到每一位玩家們的送禮
板塊。
2. 莊家收禮是個秘密，不要公開讓玩家們知道彼
此送了什麼給自己。

拆禮物
1. 莊家公開自己喜歡的禮物前三名，包括最喜歡
「+3」、第二喜歡「+2」、第三喜歡「+1」和我
最不喜歡「-4」，一共有四個收禮標記。
2. 莊家決定好後要把收禮標記放在禮物卡上，讓
玩家們知道答案。
3. 收禮標記不能放在同一張禮物卡， 一張禮物卡
只能放一個收禮標記。

計分
1. 由莊家的收禮標記決定該禮物的分數多少，沒
有莊家的收禮標記就沒有分。
2. 莊家翻開收到的送禮板塊，如果有媒合到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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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即移動計分表上的玩家標記代表得分，每
一分前進一步，若是拿到「-4」就往後退四步。
3. 莊家計分完禮物後，順時針的由下一位玩家擔
任莊家繼續收禮物，當全部玩家禮物都開完後，
該回合結束。
4. 等到所有人都輪流玩後，即可看誰在計分表上
分收最多該位玩家成為獲勝者！

　　以上的流程是我最常玩的方法，而這遊戲也
有進階的玩法哦。
　　如果想增加變化，事實上，在袋子裏有收禮
計分標記，這個是用來算收禮的莊家在計分時，
可以移動自己的收禮得分表，假如遊戲結束時，
有任何一個玩家的送禮計分標記及收禮計分標記
都停在「GIFTED送禮天才」那一格，那麼他就是
遊戲的勝利者。

進階變化
　　在每一個袋子裏，有一個進階策略卡，一面
是送禮雙倍（圖卡上有X2的字）， 另一面是送禮
高手（圖卡上有XO的字）：
◎ 送禮雙倍：每回合只能用一次，在送禮時可以
搭配這張卡使用，如困你送對了， 那你個人的分
數會變成二倍，但是要注意，若扣分，也會變成
二倍哦。
◎ 送禮高手：作用很像是取消卡，在遊戲中跟送
禮雙倍一樣只能用一次，在拆禮物前的任何時候
，玩家可以用這家卡蓋在某一張禮物卡上，如果
這麼做，就不會有任何玩家因為禮物而得分，且
也不會因為這張禮物卡而扣分。

經驗分享
　　「送禮高手」耐玩程度蠻高的，且能快速上手，
所以我很常用來做認識彼此的破冰，除了稍早跟大家
分享曾用來帶尾牙春酒活動,帶大學生們玩過，也曾
用在樂齡桌遊，效果都很好。在多次帶領中，我印象
最深刻是在帶樂齡桌遊的經驗，樂齡的爺爺奶奶們，
喜歡看圖片說故事，曾有一位七十歲兒子帶九十歲媽
媽來，他們在玩這款桌遊時好高興哦，因為他們早年
都很愛旅遊，去過很多地方玩，跟同桌的爺爺奶奶們
在玩時，他們分享去過哪些地方；把去過的地方排成
一列，看到他們津津有味話當年，九十歲的媽媽笑容

都好滿足，也慢慢的，細細的說出旅遊的小故事，這
時兒子換當聽眾，結束後，兒子跟我說，媽媽很想出
國，但腳不行了，看看圖片就好像又出國了。 
每一款桌遊都有它的特色，「送禮高手」的特別之處
在於有640張圖片可以看，在玩的過程中除了可以了
解彼此，也可以做引導分享： 
◎ 我最喜歡的禮物是哪一張
◎ 我最需要的禮物是什麼，我如果擁有的話，我會
__________(有什麼好處)
◎ 對我而言，我收過最愛的禮物是什麼？
◎ 對你來說，如果你是一個禮物盒，打開後，會有
哪三張禮物卡在裏面。

　　不久之後就是農曆新年了，在過年期間，不妨和
家人一起用桌遊同樂，渡過歡笑連連的相聚時光吧！

（一）好書推薦

《好感力：讓人自然而然喜歡

你的超能力》

鐘穎 / 高雄中學輔導主任

　　今年的最後一推，要獻給遠流出版的《好感力：
讓人自然而然喜歡你的超能力》啦！
　　這本書是很心理學的一本書，雖然不厚，但卻有
很紮實的心理學研究作基礎。在這個追求讚數與分享
數的網路時代，被喜歡與被認可已經成為一個跨世代
的普遍現象。要知道，過去這樣的現象只會出現在青
少年身上，但如今連大人們也都有了改變，對於自己
有沒有「人氣」這件事也相當地在意。因此這本書就

作者： 拉斯—約翰．艾格

譯者： 蕭寶森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21/10/27

（圖片來源：博客來）

生涯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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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人氣出發所得出的結論。
　　結論是什麼？結論就是「人氣」與「好感度」是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兩者甚至會彼此互斥。易言之，
人氣越高，好感度越低。反之，好感度越高。為什麼
呢？
　　英國的社會學家發現，人氣與好感度之間會互相
排擠，原因是前者屬於外在激勵因子，後者屬於內在
激勵因子。熟悉心理學的讀者一定很清楚，這兩種激
勵因子本身很容易互斥。在對相關研究進行整理之後
，我們發現，社群情感、歸屬感、靈性、和自我接納
都屬於內在激勵因子；而這些目標和追逐金錢、形象
或人氣完全相反，後者都落在外在激勵因子中。這些
激勵因子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一種零和賽局，因為一個
人能夠追求的目標很有限，擁有其中一個，就會讓其
他的被減弱。
　　一個追求人氣的人他與人建立親密關係和自我接
納的能力會被削弱，同時因為「人氣」意味著被認可
，這就等於把掌控自己生命的權力交給了別人。而好
感度則不同，當我們不刻意博取他人的好感時，別人
反而才會對我們產生真正的好感。什麼意思呢？意思
就是人要適度地「做自己」。
　　談到這一點，也要向讀者分享一個觀念。那就是
這個時代已經不再是一個憑學歷甚至憑能力賺錢的時
代，反而更像是一個憑個性賺錢的時代。越能善用媒
體展現個性的人，越能夠獲取關注。事實上，每種個
性都會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弔詭的是，越是不去
在意他人是否喜歡自己（也就是不願一味地遷就別人
、適應環境的人），反而越能被注意。作者說：要贏
得別人的好感，我們必須展現真實的自我。
　　但作自己是不是等同於踩著別人的自尊任性而為
呢？並不是。作者發現好感度具有三個要素：1）真
實、2）正向、3）關連。
　　這樣的人往往更願意合作、也更能同理和瞭解他
人。簡單來說，展現個性絕不等同於做個失敗的人。
　　在作者所舉的各種例子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關於「幸運兒」與「倒楣鬼」的研究。研究者發現
，幸運兒之所以運氣好，是因為他們會花時間建立許
許多多、各式各樣的人脈。他們建立了各種弱連結（
也就是不常碰面、不熟的人）和強連結（和我們關係
最密切的親友圈），而這些連結在他們的人際網絡中
交互影響，產生了作用。而一個人的「好感度」在這
樣的因素中佔有關鍵地位。

　　簡單來說，真誠與尊重他人的人不僅更快樂，也
更幸運。
　　但人要怎樣才能變「真實」呢？最重要的，就是
自我覺察的能力；至於「正向」，則跟能夠對當下保
持開放的態度有高度相關；而「關連」指的就是「即
時為眼前的人創造價值」。換句話說，人要能活在此
時此地並且利他。
　　這三件事全部都和「覺察」有關。一個能保持覺
察狀態的人，會更容易活在作者所謂的「存在模式」
中，反之，則比較容易目標導向，活在「行動模式」
中。這點就是佛洛姆說的to be與 to do，或者馬丁布
伯說的「你」與「他」。
　　好啦！那人要怎麼保持覺察呢？作者歸納了四個
方式，我一併附上練習的方式：
　　1、專注當下：做深呼吸練習，讓我們在面對事
情時從無意識的「反應」練習來到有意識的「回應」
。在探討追求人氣的時候，這點很重要。因為我們會
無意識地去反應他人所發布的訊息。如果我們能練習
有意識的回應，就可以多出兩個選項：選擇回應或選
擇忽略。
　　2、接觸大自然：除了多親近大自然之外，作者
也建議可以：（1）暫時脫離日常生活的環境；（2
）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那裡不能太狹小或太受
限，也要能提供我們足夠的刺激（這就是我把自己的
辦公室布置成玩具店的原因）；（3）感覺這個環境
適合我們的需求，符合我們待在那裡的目的，並讓我
們能進行想要的活動；（4）以上三個條件可以使我
們感受到一種「柔性吸引」。
　　3、身心放鬆：作者摘要了著名心理學家班森的
放鬆練習，我修改如下：（1）選擇一個你喜歡的字
眼（例如：1或peace等），盡量柔和而舒服；（2）
採取一種舒服的坐姿，不要管正確與否，閉上眼睛、
深呼吸，並在每次吐氣時默念這個字眼；（3）當你
發現自己開始分心時，就讓注意力回到那個字上面，
繼續在每次吐氣時默念；（4）反覆進行此步驟，從
每天一次，一次10分鐘開始。
　　4、以文字表達自我：書寫不只是一個更有效的
思考方式，也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如果我們
只是用「想」的，這些念頭很快就會消失或變得含糊
不清，因此書寫本身就是用身體來代替我們思考。當
文字被書寫記錄下來時，我們就可以親眼看見這些感
受和觀點，這會讓我們變得更加客觀，也更容易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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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和洞見。因此，書寫本身即是療癒。
　　讀完這本書之後，我深深覺得一個人內在的品質
其實才是讓人喜歡我們的關鍵，而不是那些被榮格稱
為「人格面具」的東西。這是為何我屢次在著作中談
到「轉身」，談到向內在的黑暗敞開。當中就自有一
種鼓勵人更加真實地面對自身經驗，除去防衛的期待
在內。
　　人格越完整的人，越能在當下與自己共處。我想
所謂的好感力，或許正是我們人格的完整性所散發出
的吸引力！這本書的內容大大地破除了民眾對於「人
氣」的迷思！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1)  CERIC（Advancing Career Development 
in Canada），將在1/23～25於加拿大，渥太華
舉辦 Canada's Career Development 
Conference“Cannexus23”交流會議。
詳情請洽官網：https://cannexus.ceric.ca

2)  ACDC（Arab Career Development 
Conference）“ACDC 2023”將在2/27～3/1於
埃及，亞斯文舉行。
詳情請洽官網：https://acdc.growat.co

3)  ACA（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將在3/23～4/1於安大略多倫多舉辦“ACA 
2023 Conference & Expo”交流會議。
詳情請洽官網：
https://www.counseling.org/conference/toronto-2023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1) 「張老師」中心將於2023/2/11於臺北「張老
師」中心研習教室舉辦【2023大師助人專業系列-
正念存在藝術治療實務訓練工作坊（吳明富老師
）】。詳情請點選連結：http://www.1980.org.tw/ 

course_show.php?course_id=143

2) 台灣團體諮商與治療研究學會將於2023/2/11
、12、18、19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辦【吳秀碧
教授親自帶領之人際-心理動力團體諮商第一階工
作坊】。詳情請點連結：
http://www.heart.net.tw/redirect_advert.php?adv_n
o=1669220428

3)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將於2023/3/11、12
於芸光兒童與青少年性諮商中心舉辦【塞可斯-實
務操作訓練兩日工作坊-面對青少年性與性別議題
的個人與系統合作增能】。詳情請點選連結：
https://www.beone.tw/index.php/2017-01-05-07-28-0
3/2017-01-05-09-43-12/440-2021-3-6-7

4) 「張老師」中心將於2023/3/18於中壢中心舉
辦【高齡諮商與技術工作坊】。
詳情請點連結：
http://www.1980.org.tw/course_show.php?course_id
=151

5)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基隆中心將於
2023/4/16於基隆市仁愛區劉銘傳路1號3樓舉辦
【玩出自由、力量與轉化-發展性轉化法簡介工作
坊】。詳情請點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dZLItQ
nYHAoPbMuWb6W-pnfSarNPlAhkNYN0i_VkrJVw3TQ/v
iewform

6) 「張老師」中心將於2023/3/10於高雄中心舉
辦【敘事治療之美：故事中的生活、生涯、生命
】。詳情請點連結：
http://www.1980.org.tw/course_show.php?course_id
=186

7) 「張老師」中心將於2023/3/4於中壢中心舉辦
【2023我想和你好好說話--非暴力溝通】。
詳情請點連結：
http://www.1980.org.tw/course_show.php?course_id
=148

8) 「張老師」中心將於2023/4/8於台中中心舉辦
【高齡諮商與技術工作坊】。詳情請點連結：
http://www.1980.org.tw/course_show.php?course_id
=212

9) 「張老師」中心將於2023/3/4於高雄中心舉辦
【當心理學遇到腦科學工作坊─神經科學於教育
與諮商的運用】。詳情請點連結：
http://www.1980.org.tw/course_show.php?course_id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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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會紀實
◎ 2022年邁向後疫情時代的幸福職場專業論壇暨學
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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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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