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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生涯發展諮詢師（CDA）、生涯發展諮詢講師（CDI） 

課程審查與資格認證辦法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15日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2日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1日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第一屆第一次臨時理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升生涯發展、生涯教育

之工作推動，特制訂生涯發展諮詢師（Career Development Advisor, 
CDA） 、生涯發展講師（Career Development Instructor, CDI）課程審
查與資格認證辦法。 

第二條 本會為執行本認證辦法特成立認證委員會，委員由 5至 7人組成，委員
會組成辦法另訂之。 

依本辦法審查生涯發展諮詢師（CDA）、生涯發展講師（CDI）認證資
格，並由本學會發予生涯發展諮詢師（CDA）及生涯發展諮詢講師（CDI）
證書。 

第三條 申請生涯發展師（CDA）課程審查者，該課程需符合「台灣生涯發展
與諮詢學會生涯發展師（CDI）課程、主題、內容與授課時數規劃辦法」
之標準，該辦法另訂之，申請費用，本會會員新臺幣 5,000元，非會員
新臺幣 6,000元。  

第四條 申請生涯發展諮詢師（CDA）認證者，須符合以下標準。認證程序參 

照附件一。 

（一） 申請資格：曾具生涯輔導與諮商、職涯輔導與諮商、就業服務與

諮詢、員工協助方案、人力資源管理等相關之工作經驗者，至少

兩年以上；不符合之參訓者，得先授予結業證書，得於五年內待

補足工作年資時再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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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重大違反相關法律及本會專業倫理守則之紀錄。 

（三） 須接受過完整之生涯發展課程訓練者。所稱「完整之生涯發展課

程訓練」，係指參與並完成符合美國 NCDA（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名下之生涯發展課程，其中包含使用
NCDA CDA正版教材，並由具 CDI認證之師資授課。 

一、 申請費用： 

本會會員新臺幣 2,500元，非會員新臺幣 3,000元。經本會受理
審查之申請案件，不論通過與否均不予退費。 

第五條 申請生涯發展講師（CDI）課程審查者，該課程須符合下列標準： 

一、 目標：該課程以講授生涯發展諮詢師（CDA）課程之講師人才
訓練為目標。 

二、 內容：該課程內容包含生涯發展諮詢師（CDA） 進階職能、講
授職能與督導職能。 

三、 時數：至少 20小時。 

四、 學員：參訓學員報名前需已獲得生涯發展諮詢師（CDA）證書。 

五、 費用：本會會員新臺幣 5,000元，非會員新臺幣 6,000元。 

 

第六條 申請生涯發展諮詢講師（CDI）認證者，須符合下列標準：  

一、 申請資格： 

（一） 基本資格：參與並完成符合美國 NCDA（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名下之生涯發展課程，或本會審查通
過之本會審查通過之生涯發展諮詢師（CDA）  （Career 
Development Advisor）課程內容，並獲得 NCDA CDA生涯發展
諮詢師證書者。 

（二） 學業能力：生涯發展專業能力 

1. 擁有生涯或職涯之諮商與諮詢等領域的碩士以上學位，且： 

（1） 修習生涯發展及職業評估類課程。 

（2） 1.5 年以上以生涯發展為主的實習／練習課程教授之資
歷（講授、受訓、教材製作、實習）；或 3年以上提供生
涯發展服務之經驗（協助個人或團體完成生涯規劃及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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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受僱機會）。 

（3） 講學及／或出版與生涯發展有關的書籍／教材。 

2. 擁有心理學、人力資源發展、勞動關係、員工協助或教育學碩
士以上學位，且： 

（1） 3 年以上以生涯發展為主的實習／練習課程教授之資歷
（講授、受訓、教材製作、實習）；或 6年以上提供生涯
發展服務之經驗（協助個人或團體完成生涯規劃及尋求

受僱機會）。 

（2） 近期內曾接受與生涯發展有關的在職進修教育。 

（3） 講學及／或出版與生涯發展有關的書籍／教材。 

3. 無上述學位教育背景者，但具有生涯發展講師（CDI）候選人
資格，並擁有廣泛的生涯發展背景、訓練知識、專業能力及資

歷，下列經驗： 

（1） 6 年以上以生涯發展為主的實習／練習課程教授之資歷
（講授、受訓、教材製作、實習）；或 12 年以上提供生
涯發展服務之經驗（協助個人或團體完成生涯規劃及尋

求受僱機會）。 

（2） 近期內曾接受與生涯發展有關的在職進修教育。 

（3） 講學及／或出版與生涯發展有關的書籍／教材。 

（三） 授課能力：訓練專業能力，需符合下列四項條件中的任一項： 

1. 曾經在大學或獨立學院講授與生涯發展有關的顧問教育課程。 

2. 曾經在大學或獨立學院講授生涯發展課程。 

3. 曾經在學校、企業或政府單位主持具備深度及廣度的生涯發展
人員訓練活動。 

4. 擁有 6年以上成人教育／訓練經驗。 

（四） 須為現職之生涯、職涯、就業、人力資源等相關之工作者，至少

3年以上。 

（五） 無重大違反相關法律及本會專業倫理守則之紀錄。 

（六） 須接受過完整之生涯發展課程訓練，並已有充分之生涯諮商實務

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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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項所稱「完整之生涯發展課程訓練」，係指參與並完成經本會
審查通過之生涯發展諮詢師（CDA）完整課程，並獲得 NCDA 
CDA生涯發展諮詢師證書者。並且完成經本會審查通過生涯發
展講師（CDI）完整課程者。 

2. 本項所稱「充分之生涯諮商實務經驗者」，係指從事過一對一生
涯個案服務至少三十小時，且接受一對一個別督導八小時以

上，且領有證書者。 

二、 申請費用： 

本會會員新臺幣 2,500元，非會員新臺幣 3,000元。經本會受理
審查之申請案件，不論通過與否均不予退費。 

第七條 本會認證之生涯發展諮詢師（CDA）、生涯發展講師（CDI）應遵守本
會倫理守則。若有違反專業倫理情事，經本會專業倫理委員會審理調查

決議成立時，生涯發展諮詢師（CDA）、生涯發展講師（CDI）資格即
應撤銷。 

第八條 生涯發展諮詢師（CDA）、生涯發展講師（CDI）資格認證作業由本會
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辦理，依本辦法完成審查程序，經理事會通過者得

認證為生涯發展諮詢師（CDA）、生涯發展講師（CDI），經當事人同意
後得公告於本會網頁。 

第九條 生涯發展諮詢師（CDA）、生涯發展講師（CDI）每三年應向本會辦理
換證，換證日前三年期間應參與生涯發展諮詢師（CDA）、生涯發展講
師（CDI）繼續教育及實務工作累計時數 45 小時以上，並繳交換證費
用。 

一、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時數計算如下： 

(一)擔任訓練者 

1.開發和教授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會、公會、財團法人基金會、
政府機關舉辦之生涯專業相關課程，擔任授課者，每小時算 1 小
時，認證期間以 30 小時為上限。申請文件以機構所核發的函件，
其包括授課者姓名、課程名稱、課程時數、課程日期和機構聯繫資

訊。 

2.講授生涯相關推廣課程，每小時算 1小時，認證期間以 30小時為上
限。申請文件以機構所核發的函件，其包括授課者姓名、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課程日期和機構聯繫資訊。 

3.在國內外擔任相關生涯發展諮詢師督導者：每小時算 1小時，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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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以 30 小時為上限。申請文件以機構所核發的函件，其包括督
導者姓名、督導時數、督導日期和機構聯繫資訊。 

 (二)參加訓練者 

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會、公會、財團法人基金會、政府機關
舉辦之生涯專業相關課程，參加者，每小時算 1小時，認證期間
以 30小時為上限。申請文件以機構所核發的函件，其包括授課者
姓名、課程名稱、課程時數、課程日期和機構聯繫資訊。 

2.在國內外大學進修專業相關課程：每學分算 15小時；認證期間以
30小時為上限。申請文件以學校成績單為主。 

3.國內外各類學術研討會，參加者每小時算 1小時，擔任特別演講者，
每小時算 1小時，認證期間以 30小時為上限。以實際發表時間計
算之，不包括休息、午餐…等時間。申請文件以機構所核發的函件，

其包括姓名、主題、日期和期間。 

4.參加網路生涯繼續教育，以能與授課者互動為主，每小時算 1小時，
超過 10小時者，以認證期間以 30小時為上限申請文件以機構所核
發的函件，其包括姓名、主題、日期和期間。 

     (三)發表/出版生涯發展有關論文/雜誌/書籍/教材 

1.國內外公開徵求論文及各類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
第一作者算 4小時，其他作者算 1小時，超過 10 篇已發表的論文，
以 10小時計。 

1.在國內外各類生涯專業人員具審查機制之相關期刊雜誌發表有關生
涯原著論文/圖書章節：每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算 4 小時，第
二作者，算 3小時，其他作者算 1小時；超過 10篇已發表的論文，
以 10篇計。 

2.在國內外出版各類生涯發展專業圖書/教材，每本以 10 小時計；超
過 5本，以 5本計。 

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得由台灣生涯發展學會辦理認證。 

二、換證費用 
    本會會員新臺幣 3,000元，非會員新臺幣 3,600元。經本會受理審
查之申請案件，不論通過與否均不予退費。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會專業訓練認證委員會擬訂，並經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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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說明一、申請生涯發展諮詢師（CDA）認證，應同時繳交下列文件之影本： 

1. 申請書 
2. NCDA CDA（Career Development Advisor）課程研習證明 
3. 生涯、職涯、就業、人力資源等相關機構開立之實際從事生涯相關工作年資
與時數證明 

 
說明二、申請生涯發展講師（CDFI）認證，應同時繳交下列文件之影本： 

1. 申請書 
2. NCDA CDA（Career Development Advisor）證書 
3. CDI（Career Development Instructor）課程研習證明 
4. 充分之生涯諮商實務經驗者之時數證明 
5. 生涯、職涯、就業、人力資源等相關機構開立之實際從事生涯相關工作年資
與時數證明 

	CDA	

CDI	

(取得 CDI後，成為 CDA培訓課程講師程) 

(待審查) 

(待審查)	

取得 CDI後，成為 CDA培訓課程講師程(待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