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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
生涯原鄉人 ｜生涯專論 ｜求職文化 ｜生涯電影院：為愛朗讀
生涯前哨站：輔仁大學 ｜生涯鐘聲 ｜生涯快訊 ｜生涯DO GO卡 ｜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匠般講求精準和正確的操作程序」，這也像極了他老師傅般的工作

生涯原鄉人

特質。
陳老師1993年在大考中心完成了「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

生涯原鄉人--紀念陳清平老師
區雅倫 / 前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研究員

表」的編製，1994年繼續完成學類圖興趣扇型角度研究。1995年起
陳老師多次到北中南東區對高中宣導「興趣量表的解釋與應用」
。1999年他以大考中心數據完成｢Holland類型論的空間構成分析研

興趣量表研發者陳清平博士，已於2015年9月30日安息主懷。

究」博士論文，論文中對Holland六個類型的假設考驗，學類圖與

多年來在陳清平老師的指導與協助下，大考中心無償獲得他精

一致性和區分值的關係等有重要研究貢獻。1999年與2001年陳老師

心的研究成果，讓興趣量表協助多數高中生進行生涯探索。特別在

兩度到北京與桂林交流興趣量表編製經驗。2001年陳清平與多位高

他生病的這兩年，每日所寄望的，乃驗證興趣量表三度空間作圖，

中輔導教師完成興趣量表兩碼解釋文字撰寫工作，並更新「大學入

與趕緊開發新版的興趣量表，只因目前版本十年不動，逐漸脫離現

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使用手冊」，稱為2001年版。而後陳老師繼續

代學子的需求，他多麼期望能即時補強，但盼望的心願卻只能在空

參加「興趣量表2007年版」的修訂工作，而這個版本的198題，卽是

谷徘徊………

他2001年的作品。2010年他也參與了「大學學系探索量表的編製研

在只論期刊點數升等的學術環境，或計算薪資多少的價值觀
下，像陳老師這種研究者已是少數。我身為他的長期合作夥伴，經
常聆聽他描述自己成長故事與對Holland理論的著迷，在此願以弟子
的心情，回憶我心目中的導師，記起他在研究上的點點滴滴。
陳老師年少畢業於花蓮師專，擔任教職後考上在彰化的台灣省

究」。綜括上述研究工作，他是興趣量表平地起的推手與長期維護
者，沒有陳老師，就沒有今天的大考中心興趣量表。
他在「歸向原鄉 活像自己」一文中寫到：「一朵是玫瑰的玫瑰
才是玫瑰，萬物都有一個天生的使命，－－完成原本的自己。玫瑰
不會用天堂鳥的模樣完成自己，即使天堂鳥是七彩奪目的。當一個

立教育學院(彰化師大的前身) 輔導系，當時該系有多位留美輔導

人能夠以自身原本的面目去生活的時候，生命自身的完成就是一種

教授，如林幸台教授等，帶回最現代的輔導理論，開啟了陳老師的

至高的樂趣與圓滿，並由此彰顯蘊藏於內在的生命目的與價值」。

生涯輔導大窗，再加上陳老師邏輯能力甚強，從蘋果第一代電腦開

陳老師在助人專業上不像一般的諮商師，語言不犀利，反應不敏

始使用，使他成為第一位撰寫測驗解釋電腦系統的輔導老師。他先

捷。但他以「玫瑰就是玫瑰」般地活出自己的模樣，用獨特思考方

在蘆洲徐匯中學擔任輔導教師與教務主任，後轉任建國高中輔導教

式來觀察人的內心世界，更對測驗分數有著極高的敏感度。在研究

師，並在職考上台灣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即是生涯輔導

世界裡，他握著測驗數字，為每位學生素描畫像。他常說自己的外

系統的開發。

語能力不好，沒有能力博覽期刊群書，但卻可與大師有英雄所見略

有人認為程式設計沒什麼了不起，會寫的人千千萬萬，但陳老

同的研究觀點，這樣另類的智慧應來自兢兢業業的思索。他的一輩

師是以心理輔導與人格心理學的專業背景來撰寫系統程式，等於同

子就是研究分析，他的熱情在於讓學生看到真正的自己，讓學子們

時掌握系統需求與系統開發兩大脈絡，這樣的人才的確很少很少…

個個能編織自己的夢想。

，他自行開發的第一支測驗解釋系統是基氏人格測驗，他花了數年

若您下次有機會使用興趣量表，不妨靜下片刻感念這位無私的

研究基氏測驗分數的切點與解釋文字，精雕細琢每一段分數帶的文

研究者，他一生心力為「人與環境」理論付出，創作了「生涯原

字差異，讓受測者心領神會的了解自己的特質。我也是因為這一系

鄉」，自己也張開翅膀，背著希望，成為真正的生涯原鄉人。

統，認識到陳老師的學養與功力。
1991年我被李崇道主任派去美國ACT受訓兩個月，回來開始規
劃大考中心生涯輔導工具，興趣量表就是開發的第一砲，大考中心
當時沒有相關研究人才，必須倚仗學者專家。我推薦學界早具份量
的金樹人與林幸台教授團隊，陳老師也在其中，他在研發團隊中負
責撰寫題目、統計分析與解釋系統。許多題目是陳老師的作品，大
家耳熟能詳的生涯錦囊就是他的創意，興趣量表的撰題工作與考試
命題非常相似，看似容易，但題目要通過統計檢驗卻是困難重重，
非得具深厚寫作涵養與生活經驗方可達成。他寫過一道「社會型」
特質的題目：「總是先擱下自己的事，去幫別人的忙」，淺顯易懂
卻能畫龍點睛，也是他助人特質的自我描述；另一題是｢做事像木

蔡娜惠 / PAC測驗出版社
台灣最重要的專業心理測驗「生涯興趣量表」作者之一陳清平
老師於2015年9月30日病逝於榮總。懷念起陳老師過世前3個月來到
公司，一進門就說：「醫生說我只剩下3個月性命」，我記得當時的
驚訝，因為陳老師氣色精神體態都不錯的，無奈仍不敵病魔。過去
一年總有企業總經理好友來信尋求「留住老闆愛將」的方法，幫助
員工的深度自我了解，以便可以在原來岡位上適性發展。在陳老師
體力允許的狀態下，安排了員工個人及企業總經理一對一諮詢，陳
老師用「生涯興趣量表」、「華格納人格量表」、「生涯信念檢核
表」，三個測評工具宏觀一人的性向、特質，解構他的職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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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于最適切的建議，我非常榮幸有機會跟陳老師共事，看到陳老師
是如何解釋HOLLAND，以及對生涯興趣量表的每一道題目的掌握、

二、生涯目的感的發展與特性
目的感是如何產生的？透過研究彙整(Bronk, 2014; Bronk,

分數的意涵，那份專注，好迷人。我們將帶著陳老師以及眾多作者

2012; Dik, et al., 2011)，目的感的發展包括以下幾個特性:(1)

的期待，繼續秉持測驗倫理及專業，使測驗結果的輔導應用幫助更

雖然目的感是成人時期的一個特性目的感的發展特性不是靜態的，

多人。

它是被發現的，也是可以培養、培育的，和學習的。(2) 目的感的
發展有生理層面的考量。兒童時期由於認知能力還沒有得到充足的
發展，的確較難發展出追尋目的感的行動與承諾。但隨著認知的發

生涯專論
青少年正向靈性生涯發展：生涯目的感的概念與實作
王玉珍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從事生涯諮商輔導工作多年，發現生涯輔導愈早開始愈好，若
從青少年時期或者更小階段就開始重視，往下紮根，奠定基礎，部

展與成熟，大約在青少年階段，目的感就開始發展。(3) 環境與經
驗因素是目的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層面，特別是學校環境對於
促發目的感具有相當影響力，特別是多樣化活動的設計、教師開放
的態度、引導和敏於回饋的能力以及同儕影響等。對於提升學生的
正向靈性發展，學校的確有相當可為的空間，也責無旁貸。因此透
過學校輔導機制，思考如何培育青少年的目的感，可說是現今輔導
實務工作中一個很有意義的新方向。

份成人後的生涯議題也不致於發生或者如此困擾。國內目前青少年

並不是每位青少年都說得出自己心中的願景或志向。即便心中

階段生涯輔導工作，日趨獲得重視，但在方向上，卻仍以生涯選擇

有所感受或想法，這些來自內心的聲音，可能受到社會文化的價值

的輔導為主。在方法上，多以傳統評量工具，協助學生探索如何與

觀、或者父母的影響等，未必有個很好的機會把它看清楚、聽清

外在環境有所適配。因應變化如此快速而混沌的現代社會，生涯輔

楚。生涯輔導與諮商的用意即在於是不是可以透過經驗，透過觀

導與諮商，面臨需要不同的策略和作法的挑戰。在後現代思潮、社

察，透過學習，讓青少年有願景形成的機會，然後，是不是有機會

會建構主義及正向心理學的影響下，生涯輔導開始朝著促進正向青

可以好好的傾聽這些聲音，接觸它、甚至回應它。換句話說，生涯

少年生涯發展來思考，不只要協助青少年做出適當的生涯抉擇，更

輔導的用在於幫助生涯目的感現身和培育。

著重靈性層面的發展，強調思考未來有意義的人生方向與目的，思
考整合生活與生涯，正向靈性的青少年生涯發展，近年已引起國內

三、生涯目的感的現身與培育: 從優勢中心觀點出發

外的重視(Damon, 2008; Duffy & Dik, 2013; 劉淑慧、陳弈靜、盧

提升生涯目的感，正是促進青少年正向生涯發展中一個相當具

麗瓊、盧怡任、敬世龍，2014)，本文將介紹其概念當中生涯目的感

有意義的方向。對未來產生有意義的願景，是相當主觀、個人化的

(career purpose)的意涵與實作。

經驗，而其發展也並非是突然產生或強加就可以，從兒童或青少年
時期就開始思考、關注進而培育，不僅能幫助青少年引導他們開展

一、生涯目的感的意涵

未來，這個過程同時也是自我認同形塑的過程，在探索人生目標的

從國內學習環境來看，國中生多半仍受升學導向的影響，學業

同時，他們也在思考甚麼能讓他們生活得更有意義和滿足(Bundick

成就幾乎是衡量其自我價值與自我概念的唯一標準。有些來自國中

& Tirri, 2014)。因此目的感之旅，是尋求方向的過程，也是意義

青少年的聲音，像是「父母老師都要我努力念書、一直念書，但讀

感和自我逐漸現身的過程，能讓青少年生活更為幸福與滿足。許多

書到底要做甚麼？」，或是「父母說努力讀書，就可以考上一所好

研究認為，讓目的感現身，可以透過有意義的問話，幫助青少年思

的高中、再努力一下就能考上好的大學，那，接下來然後呢？」，

考自身有意義的目的，包括像是「你生活中最重視的是甚麼？未來

抑或「我不喜歡讀書，我還有未來嗎？」、「我想做的和父母想的

你覺得最理想的生活樣貌是甚麼？你的志向是甚麼？這個志向對社

不一樣，那我還可以心存盼望嗎？」，這些聲音其實都顯現出青少

會的助益是甚麼？」當她們說出目標時，我們可以鼓勵她們探索背

年缺乏具有意義之目標與方向，或者，有些方向和盼望還沒有一個

後的原因，並討論如何形成未來計畫和目標，以及思考這些目標與

好的機會好好關注、讓它滋長、創造。這些方向或願景或許生澀、

它生活其他方面的連結。另外，一個值得試探的作法是從優勢中心

或許稚嫩，但卻可能是開啟其往前的一個動力，也是形塑自我概念

的概念出發。

與自我價值的重要機會。
生涯目的感是甚麼?來自史丹福大學的研究團隊，認為生涯

人們發展優勢，作為一種能量，來達到基本心理需求，包括歸

目的感是指: 從自己獨特的興趣、特質與能力出發，了解到這個

屬感、滿足、能力、感受到安全、自主，並從中找到人生的意義感

興趣、特質與能力能從甚麼工作來達到服務世界的需求，而在運

與目的感。--Richard M. Ryan & Edward L. Deci(2000)

用與實踐的過程中，感到喜悅與滿足的感覺( Damon, 2008)，另
外，Fine(2003)的定義則是「你所做的能與你是誰有所呼應，而且

所謂「優勢」 ( strength ) 是指在文化脈絡的考量下，個人

能連結到超越個人以外的世界(p.259)」，他進一步提到｢我們每個

所感受到的快樂、滿足感受，成長性的，意義感以及能從逆境中存

人都有獨特的目的，這個目的能說明我是誰、為甚麼在這兒、我為

活與成長的一種正向力量，它可能包含正向特質、思緒與行動、正

什麼活著。這個獨特的目的或者說是人生的使命，每個人都有其獨

向資源以及復原力(王玉珍，2011; Jones-Smith, 2014)。Seligman

特性。然而發現這個使命是最艱困的任務，而幫助人們去發現這個

等人(2005)認為優勢之所重要，是因為人們能透過使用及發揮優

靈性層面，是生涯發展領域的重要責任。(p.258)」。

勢，來建構愉悅和有意義的生活，換句話說，有意義的生活來自於

從這些定義來看，目的感接近華人所說的「使命」或「職志」

發展與實踐自我的優勢。因為優勢中心的概念認為為滿足有意義的

(金樹人，2011)，亦可說是一種具有個人意義，並能連結到利他助

生活必須透過優勢力量的發展、發揮，因此，正向的生涯發展歷

人感受的一種的生涯願景或志向。許多研究發現青少年目的感能增

程，可視為是一個發揮優勢、活出生命意義的歷程，與過去靜態適

進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幸福感、希望感以及自我認同等(如Bronk &

配概念的主張較為不同。但優勢中心的觀點十分廣泛，就生涯目的

Finch, 2010)，可說是青少年正向發展相當重要的指標。換句話

感的培育上，本文僅就生涯的層面提出以下的概念與作法: 搧風點

說，生涯目的感是結合個人意義和利他助人的生涯願景或志向，對

火---探索和青少年的獨特志趣；覺知自己的優勢特質；以及彩繪生

青少年而言是一種指引的力量，引導青少年去發展進而實踐，在這

涯願景並賦予意義。

個過程中能增進自我認同、生活滿意以及希望感。

1.搧風點火---探索和青少年的獨特志趣
在探究青少年獨特興趣熱情做法上，在過去經常使用測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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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幫忙，但測驗的限制在於，其中既定的分類與內容很容易就稀釋

的志趣，進而追尋具有意義的未來生涯方向。這個過程，彷彿就是

了個人的獨特性，所謂的適配也容易導致個人偏向尋求一個既定的

埋下一個希望的種子，透過這個種子的力量，引導孩子往對自己有

答案，而非去開創、探索或者建構一個個人偏好且具有意義的生

意義的方向而去，它可以說是一個正向希望的力量，它也更是一個

涯。Savickas(2005)認為增進工作生活的意義的方式可以透過具體

開展行動的力量。(參考文獻略)

的提問和反思個人的生涯故事。他和Hartung(2012)設計「我的生涯
故事」(My Career Story)工作書，設計從說自己的故事、聽自己的

求職文化

故事以及實踐自己的故事等三部份，其中，在說自己的故事方面鼓
勵探索：「誰是你的偶像？崇拜此偶像的三個理由是？你喜歡看的
雜誌或電視節目是？你喜歡當中的甚麼？你最喜歡的故事是？」。
他們提醒諮商員特別去傾聽學生說出這些答案的理由。舉例來說，
假如一位同學的偶像是吳寶春先生，理由是因為可以「創造｣出好吃
的麵包，這時我們先不用對號入座，認為學生未來就是要當廚師，
朝個那個抉擇來作，而是，把焦點轉到「創造、產出」的這個要

學校與職場沒教的就業學分(9)
打造具吸引力的履歷表-履歷表的型式與結構
呂亮震 / 輔仁大學工商心理學博士
/ 擺渡系統設計有限公司執行長、職涯設計師
一般來說，履歷表可以分成制式履歷表以及自製履歷表；前者

素，我們可以問：「那個創造對你而言像是甚麼？回想看看，生活

如各家人力銀行的線上履歷、就業博覽會現場要求填寫的求職資料

中有哪些跟創造有關的經驗呢？回想看看誰跟你說過你有創意？是

表等，某些較具規模的中大型企業也經常要求應徵者到該公司官網

甚麼時候？那次是怎樣的經驗呢？」。仔細傾聽出孩子的熱情與興

下載求職履歷表，並規定僅能以該公司專屬的履歷表應徵，此種書

趣，生命中對其有意義的、重要的、有興趣的”火花”，就能從這

面應徵格式均屬於制式履歷表，在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也稱此為傳記

個提問的過程中逐漸展現。這些火花是培育目的感的基礎，透過讓

式履歷表，準備此類履歷表有一個需要特別提醒的是，業主所提供

孩子覺知自己的火花是甚麼，從旁支持、給予信心，讓此火花不斷

的履歷格式中每個欄位均有其所代表的意義，筆者甚至曾經聽過有

展現，就能幫助他們培育出目的感(Damon, 2008; Bronk, 2014)。

些公司第一個關卡即由工讀生針對所有求職者寄來的履歷表進行篩
選，而其篩選的第一個標準就是淘汰內容未填寫完整的履歷表，因

2.覺知並豐厚自己的優勢特質
過去以來諮商輔導多偏向問題導向，以評估和診斷個人問題、

此，若是鎖定此類要求應徵者繳交制式履歷表的企業為就業目標的
話，詳實填寫每個欄位才是上策。

概念化和處遇為準則，或許也與我們的國情文化有關，對許多學子

相較於上述制式履歷表的就是自己設計撰寫的自製履歷表，對

而言，說出自己的缺點似乎是說出自己優勢來得容易的多，重視自

求職者而言，此種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將與企業溝通的主導權

己哪些地方不足，加以改善，甚至放大缺點、覺得自己不好的地方

拿回自己手上，而非被迫遷就業主所要求填寫的欄位，因此若是有

有很多等等。實施青少年優勢力量表(王玉珍，2012)，可以幫助學

心，一旦在求學過程中確立了未來可能的就業方向，就可以有計畫

生聚焦於自己明顯的優勢，像是創造力等等。諮商員可以問，你覺

的透過多元方式設計自己的學涯歷程，在準備進入職場之前即可留

得自己是這樣的人嗎?你能不能告訴我你一個跟創造力有關故事?還

下相當可觀的足跡，也能在自己設計的履歷表中呈現這些足跡與未

有其它的嗎?更進一步透過問話與敘說，來豐厚這些優勢。敘說這

來擬應徵工作之間的相關性；即便是即將面臨就業關卡的準社會新

些優勢的過程，是另一個體驗自己的過程，也透過這個過程，過去

鮮人，仍然可以參照前文曾經提過的知彼、知己及媒合三要素，先

朝向缺陷傾斜的自我也能整合、平衡，朝向一個統整、接納自己的

好好了解你想應徵工作的勝任條件，仔細盤點自己過往學涯歷程中

人。

的種種歷鍊，再將兩者的契合性適當的呈現在履歷表的內容中，一
樣可以打動招募人員的心；由於此種履歷表必須針對特定應徵工作

3.彩繪生涯願景並賦予意義
說夢想和未來的理想生活，是很開心的事情，在那開心的氛圍

職務而準備，雖然頗耗費心力，但是若能有效突顯自己的職場優勢
及與應徵工作的契合性，進而增加獲得面試邀請的機會那就值得

中，有著建立希望感以及和自己內心的需求接觸這樣的重要意義。

了；而此精心打造的自製履歷表除了可在應徵時連同人力銀行制式

在培育生涯目的感的方向上，不只是說夢想，還要進一步引導學生

履歷表寄出外，也可以在面試時主動提供給面試官，展現良好第一

去思考，這個願景對自己的意義是甚麼?有甚麼重要性?對家人的意

印象。

義是甚麼?有什麼重要性?對社會可以產生哪些貢獻，帶來哪些不同?

此外，就履歷表的形式結構來看，台灣公司慣用的形式主要由

有甚麼重要性? 很多學生說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就是對他人及社

個人學經歷資料以及自傳兩大部分，而外商公司所使用的履歷表則

會的貢獻，但透過這些問題幫助他們開始去思考，也讓他們覺得這

由表頭信(Cover letter)及個人資歷所組成，中國的企業則以呈現

些願景可以幫助到別人或者為他人帶來利益，或者不可或缺，透過

個人基本資料的簡歷為主，無須附上自傳，近年來雖常聽說一些中

這些思考，這個夢想的質量就會很不同。興趣熱情和建構有意義的

國企業也希望求職者繳交自傳，但整體來說仍不普遍；此外，內容

目標二者很重要，可視為相互的過程，不管是從願景中幫孩子看見

結構的部分無論中外皆有三種常見的類型：首先是強調求職者學經

其興趣熱情或意義，或者從興趣熱情中建構願景，都是介入過程中

歷資料序列的年序式，亦即將學經歷的資料依年份按順序呈現，此

必要的，同時更需透過鼓勵實踐、了解自身優勢，來增進信心與希

種也是目前最常被使用的類型；第二種為強調過往工作經歷中所擔

望感，讓火花發光發熱。

負的職責為基礎的功能式，此類型通常被已具職場經驗的工作者所

學者說目的感導向的輔導方案應該要有較為長期、整體的規

採用，社會新鮮人因為尚未有足具代表性的工作資歷，因此少有人

畫，不應該是一堂課或是一間教室的做法。上述的概念與作法實可

採用此方式撰寫，不過，若能提早進行有目的性的學涯歷程設計的

以整合成一系列學校學習、輔導與諮商等經驗，若能形成一個整體

話，在社團活動或是工讀經歷中即可留下承擔過各種職責的足跡，

的學校輔導方針或方向，那就太好了。

仍然可用此類型撰寫具有專業能力特色的履歷表；第三種則是結合
年序式與功能式的綜合式履歷表，此種履歷表比較適合資歷豐富的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國中生的生涯輔導工作備受重視，學校端
投入的心力頗多，成果也相當不錯，但生涯輔導不能僅著眼於國中
階段升學或就業的選擇輔導，應該更從一生的整體觀點、個人內在
而外的獨特觀點，來思考推動國內的生涯諮商工作。生涯目的感的

工作者，特別是職涯歷程中若曾經轉換過跑道的人以此種方式撰寫
履歷表，通常可以收到不錯的效果。
下次筆者將以常用的年序式履歷表為基礎，逐一為各位解開履
歷表的神秘面紗，敬請期待。

概念，建議我們輔導與諮商人員要培養、促發青少年思考自己內心

3

麼做才對?」她在思索何以本來對的，後來卻錯了。漢娜似乎完全不

生涯電影院

能理解法律的思辨脈絡，她以為法官在批判她不該這麼做事情，她
只是一個要找份工作維生的人，她忖著似乎不該去應徵這個工作，

本期播放：為愛朗讀（The Reader）

她並不知道她被指控殺人。法官問的是「殺人的行為事實」以便決

黃素菲 /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定是否定罪，漢娜給出的卻是人的處境，與一個人的有限性。行為
上她殺了人，但是她卻沒有殺人的動機或意圖，這樣她算不算殺人

劇情簡介
這部電影的德文原著書名是Der Vorleser，英文片名是The
reader，中文直譯應該是「朗讀者」，片商卻定名「為愛朗讀」，
其實限縮了讓觀眾思索的空間。朗讀者是為誰朗讀？為文盲朗讀？
為納粹劊子手朗讀？為我所愛朗讀？為罪責與贖罪朗讀？
故事講述一名於1950年代的德國少年麥可•伯格（Michael
Berg）和一名中年女子漢娜•舒密士（Hannah Schmitz）展開一段忘
年戀，男主角麥克總是不斷想起那棟房子，當他上了台階、扭動門
把，屋裡有漢娜在等著他。漢娜總是這麼說：「先唸書給我聽！」
，而麥克就會為她朗讀自己學校的課本，告訴她關於荷馬、西塞羅
和海明威的故事，於是麥克的朗讀越唸越多，好讓自己可以在日暮
時刻與她共枕。但是，就在那個夏季的午後，漢娜就神秘地消失無

犯？一般凡人有能力不只是盡力做好工作職責，還要跳脫到洛克「
天賦人權」的位置，去思考工作的對錯嗎？這也是一種職業道德與
普世道德孰重孰輕的提問？
麥克的班上同學義憤填膺的說：「這只是冰山一角，還不知道
有多少集中營裡的猶太人就這樣被德國人殺害了，給我一把槍，我
會把那些人都殺了」，是這樣嗎？對、錯、好、壞這麼簡單嗎？顯
然這位同學在見習過程中，跟大多數後來的觀點一樣，明顯會斥責
那些執法的德國人是劊子手。我並不是說漢娜的行為是對的，我
只是在想人在江湖，如果放回當時的情境脈絡，有多少人能力排眾
議、違抗軍令、甘冒不諱，作出釋放囚犯的行為?
無法逃離的生命現場
其他犯人指稱漢娜是主管，報告是漢娜寫的，法官要漢娜的筆

蹤、不告而別。
多年後再度見到漢娜，竟是在法庭裡，正在法律系就讀的麥克
一眼就認出了她的背影，她由於在戰爭後期中擔任一個集中營警衛
時的行為成為一名因戰爭犯罪受審的被告。她的堅持抗議觸怒了法
官，她的坦誠有罪也惹火了其他被告。麥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漢娜
徒勞地為自己辯護，最後當漢娜麻木的眼神終於望向了麥克時，他
才終於明白，一直有一個隱藏在漢娜內心深處多年的秘密：我不識
字，我是文盲。這個秘密足以推翻對她的指控。但麥可一時的猶豫

跡作為比對證據，漢娜不惜招供認罪，只為了掩蓋自己是文盲的事
實。做文盲，比做罪犯更加丟臉嗎？洩露自己是文盲比坦承自己是
個罪犯更加可怕嗎？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麥克跟老師說我有一
個證據可以使其中一個罪犯減刑，老師說：「把它公諸法庭是你的
道德責任」，麥克深知這條對罪犯有利的證據卻正是罪犯想要保有
的隱私，因為漢娜覺得自卑，老師逼問何以沒去跟罪犯討論，又麥
可觸及自己的隱私。終究麥克還是沒有現身，他在去探視被收押的
漢娜的下雪天中，選擇折返，也是逃離自己的生命現場。

鑄就了兩人終身的遺憾。

這個折返與逃離，切斷他和漢娜的連結，保住了麥克的現實人
導演、編劇、演員與得獎記錄2009年/120分鐘/美國
「為愛朗讀」(The reader)是電影劇作家David Hare改寫
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原著小說《我願意為妳朗讀》(Der
Vorleser)而改編的電影。導演是Stephen Daldry，主要演員是
凱特．溫斯蕾(Kate Winslet)飾演漢娜，雷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飾演麥克，少年麥克由David Kross飾演。
「為愛朗讀」於2007年9月電影於德國開始製作，並於2008年12
月10日首次在部分地區上映。這是兩名製片人安東尼•明格拉和薛
尼•波勒的最後一套製作的電影，因為兩人在電影上映前已逝世。
獲得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五項提名：最佳女主角凱特•溫絲蕾，
最佳攝影Roger Deakins和Chris Menges，最佳導演史蒂芬•戴爾
卓，最佳影片薛尼•波勒, 安東尼•明格拉, Redmond Morris, Donna
Gigliotti，最佳改編劇本。最後由凱特•溫絲蕾獲頒最佳女主角

生，不必袒露自己年少時的畸戀。這個折返與逃離也使得漢娜被判
終身監禁，而麥克的心也終身監禁，跟妻子離婚，跟女兒疏遠，無
法溫暖，也無法再去愛人。這種幽閉，使得書房的窗戶不是用來流
通室內和外界之用，而是把外面紛擾的大千世界鑲在窗框子裡，掛
在牆上僅供觀賞。
為了秘密背叛自己
即使麥克一直寄錄音帶給獄中的漢娜，在漢娜終於學會識字之
後，卻仍然不願（敢）回信給漢娜，使得漢娜掉入絕望的深淵。在
漢娜服刑20年後獲得假釋時，麥克終於去探視漢娜問她：「妳常常
想起以前的事情嗎？」漢娜以為是他們在一起的那個夏天，麥克問
的卻是集中營的事情，這一問就顯露兩人的差距。漢娜毫不在乎
集中營的經歷，也不在乎因掩飾文盲而入獄，而在乎麥克為她朗讀
所形成賴以為生的精神支柱，麥克只看到漢娜的集中營、文盲和服
刑，卻一再迴避那個夏天的事實。

獎。
獲得金球獎最佳導演、最佳電影、最佳畫面、最佳女配角等，
四項提名。最後由凱特•溫絲蕾獲頒最佳女配角獎。

麥克好奇的問：「妳學到什麼？」麥克的意思是問漢娜為了隱
藏文盲而在獄中被監禁20年的感受，漢娜不假思索回答：「我學會
識字」，簡單，直間，乾脆。最後麥克像在處理一件事情那樣說下
週見，隨即跨步離開，沒有一個擁抱。漢娜在出獄前夜在囚房上吊

影片導讀

自殺，她沒有準備，應該說沒有意願要出去面對以前「因為不識字

人的處境與有限性
在奧茲維茲集中營擔任守衛，漢娜的工作必須挑選出部份女士
出去，以便空出位子給新來的人，法官問他：「你就這樣指著你、
你、你……把這些人送進毒氣室」，漢娜反問法官：「換做是你，
你會怎麼做？」法官又問犯人教堂著火了，為什麼不開門？漢娜
說：「原因很明顯，因為我們是警衛，警衛要看守犯人，不能讓犯
人逃跑」。這裡同樣涉及到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問題。在當時「
不能讓犯人逃跑」成為那一群女獄吏的正確行為，依據的是「恪遵
指示、盡忠職守」脈絡，換個時空，法官認為漢娜「把人送進毒氣
室」、「把人反鎖教堂導致死傷」是殺人行為，依據的是天賦人權
中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

法官在說：「你的證詞指出你有殺人行為」他在收集證據，而
漢娜在說：「我那時必須這樣做才是盡責，不然你告訴我，我該怎

為恥的社會」，現在因為「與她過去相戀為恥」的麥克。
兩個都是為了秘密而背叛自己的人，漢娜的秘密是文盲的自
卑，而麥克的秘密是曾經有一段不倫戀情。漢娜為自己的秘密被判
終身監禁，麥克也為自己的秘密陷入無形的心理的牢籠。
真相難以啟齒嗎?
何以麥克一直對於少年時期與漢娜有過一段情難以啟齒？這就
像漢娜對於自己是個文盲自卑而不能啟齒一般。那一直深埋在心裡
深處的秘密，有如腐蝕的傷口，經常使人隱隱作痛，不管是自卑、
罪惡感、不該說卻說了、不該做卻做了、或是該做該說卻沒說沒
做…….都像腐蝕劑一般，腐壞自己和身邊的人。
為了讓想藏住的不要洩漏出來，我們會去防衛，為了害怕真相
暴露，我們會說謊，甚至成為割裂狀態。我們常常為了要擺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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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所以一心努力追求成功，所以也就常常為了所錯過的生活而感
到悲痛，為了整個生命的姍姍來遲、後到晚來而感傷。或者是感傷
自己在中學階段學業一直殿後，或者難過大學時，在教室像鴨子聽
雷，或者悲痛研究所時，看paper有如天書。漫長的人生過程，總
是錯過跟大家一樣的時機，總是被拒於千里之外，即便現在我們可
能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自己，甚至因為一直努力急起直追而小有成
就，我們可能還在等著中學就在等待的那個時刻：「你們看吧，我
會讓們跌破眼鏡的」，中學時期的「你們」是父母、老師，現在的
「你們」是同儕、圈內人。
生命「事件」留下來的「識見」
麥克終於在漢娜逝去之後，依著漢娜的遺願，將錫罐中的錢帶
去給寫書的作者，那是第一次，麥克在陌生人面前說出自己與漢娜
的故事，或許在陌生面前稍微容易一些。最後，麥克終於帶著女兒

因為金融海嘯造成的失業問題，引起政府各部會的高度緊張，

到漢娜的墳前，娓娓敘說著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遭遇，相信這

反應在大學體制，是「方案1-1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會化解掉長久以來橫在麥克與女兒之間無形的高牆。

的產生（2009年4月-2011年9月），以及教育部越來越重視大學畢

記憶總是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架設橋樑，是對過去生命經驗與當
下經驗的雙重視野的觀察，並且不斷來回穿梭期間，記憶使得過去
與現在難分難解。我們的生活層層疊疊，新的一層緊挨著舊的一

業生的就業狀況，期待社會新鮮人能順利進入職場，以降低逐漸攀
升的失業率。
輔仁大學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本組於2012年11月更名，原

層，以至於我們總是在新鮮的遭遇中，碰觸到老舊的傷痕，過去既

為就業輔導組）也在當時開始注意起青年的就業問題，反思過去提

非完美無缺，也不是功成身退，而是以一種稍有不同、又似曾相似

供的服務多偏向於就業資訊的提供，然時下的年輕人儼然已是就業

的面貌，活生生的重現於眼前。如果我們勇敢的、或清明的面對現

市場的弱勢族群，組織需要更多生涯輔導的經營策略導入。時值輔

在的困難，如果我們對於過去的生命故事目明耳清，那就全盤接收

仁大學人才測評發展與職場健康研究中心（ADHC）王思峰老師及資

了過去的生命「事件」留下來的「識見」。

管系吳濟聰老師正合作開發生涯與就業協助系統（CVHS），職輔組

旁觀者可能認為，對於過去只能超然觀察，對於現實才能切身

於2009年正式加入CVHS的研發團隊，扮演實做與田野調查的角色，

參與，事實卻不是如此。說自己的故事使麥克回到過去，不是為了

將田野實做的資料回饋給ADHC，由ADHC進行研究，經由吳濟聰老師

流連常駐，而是為了重新出發。麥克的生命故事自然而然的讓人明

帶領資訊人員，設計成為可以普及使用的線上系統，形成良性協助

白，人所要逃避的不是過去，而是要逃避現在與未來。

互進的循環系統，也使CVHS系統得以逐年改版、更新。而職輔組也
承襲CVHS建置的基礎概念，調整經營方向，轉型為以輔導為首，提
供教育及就業資訊服務的職涯單位。

延伸思考
1.法官對漢娜說：「你的證詞指出你有殺人行為」，而漢娜說：「
我那時必須這樣做才是盡責，不然你告訴我，我該怎麼做才對?」

二、經營方針
輔仁大學屬綜合性大學，共計11個學院及進修部，學院、學

你的答案是什麼？

系、學程屬性多元，各有特色與發展架構。本校亦為天主教大學，

2.你認為漢娜算是殺人嗎？行為上她殺了人，但是她卻沒有殺人的

重視人本價值與學生自主學習理念，故本組轉型後，以「探索導向

動機或意圖，這樣她算不算殺人犯？

職涯學習與發展」為宗旨，將學生的職涯發展區分為三個時期：就

3.做文盲，比做罪犯更加丟臉嗎？洩露自己是文盲比坦承自己是個

業探索期、就業前置期、就業準備期。並針對三個發展時期，分別

罪犯更加可怕嗎？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設計多元系列職涯活動，建立不同學習管道，促使學生瞭解個人職

4.麥克跟老師說我有一個證據可以使其中一個罪犯減刑，老師說：

涯選擇，協助學生拓展職涯發展藍圖，建構職涯學習歷程，以別於

「把它公諸法庭是你的道德責任」，如果你是麥克，你會公開這個

過去以職業為導向之職涯輔導方式。

祕密嗎？
5.何以麥克一直對於少年時期與漢娜有過一段情難以啟齒？他怕什
麼？姊弟戀？社會上眾口悠悠？
6.漢娜的秘密是文盲的自卑，而麥克的秘密是曾經有一段不倫戀
情，兩個都是為了秘密而背叛自己的人。你覺得哪一個祕密比較
沉重？
7.片中男女主角因為朗讀故事而締結一段生命因緣，你曾經領略過
故事的魔力嗎？幾歲？哪個故事？

生涯前哨站

(專欄協同編輯：吳淑禎副教授)

輔仁大學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工作介紹
鄭光育 / 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組長
一、轉型背景與發展脈絡
2008年金融海嘯，對台灣的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造成相當大的
衝擊，2009年全國失業率高達5.85％，失業率較2008年上升1.71個
百分點，全年平均失業人數63萬9千人，創下歷年新高紀錄。而大
專以上失業率更是在2006年時，超越全國失業率，成為備受重視的
議題。

I.學生就業探索期：
旨在於協助學生探索其職涯發展方向，為大學四年之學習歷
程奠定學習規劃的基礎。
本組以CVHS作為協助學生探索職涯發展方向的主要協助工具，與
校內「大學入門」課程合作，從大一開始，即建立學生在職涯發
展上的概念，並協助學生瞭解個人特質與探索系所未來的職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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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進一步拓展職涯空間。系統內涵：「生涯探索」、「能耐發

生涯鐘聲

展」、「學職轉換」與「生涯世界」四個模組，分別提供學生大
一至大四各階段職涯探索所需，並透過職業資訊及輔導機制，協
助學生依據系統使用結果，評估自我職涯發展狀態，同時擬定可
能的職涯發展目標，針對未來目標進行專業能耐的加強。

無法停止的執著—強迫症(下)
宋珮綺 /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歷高中輔導教師

CVHS系統平台網址：http://www.cvhs.fju.edu.tw/cvhs2014/。

（續17期電子報－無法停止的執著－強迫症上篇）

CVHS資訊網網址：http://eao.dsa.fju.edu.tw/CVHS/。

八、治療方式

II. 學生就業前置期：

會從兩方面著手，一是藥物治療，一是心理治療。

在醫學與心理報告中已經證明強迫症是可以治癒的，通常醫師
旨在協助學生於就學期間了解與學習職場所需知能，發展各
式多元學習管道，包括「產業學講堂」、「能力養成工作坊」、

1.藥物治療

「產業參訪」、「產業實習」、學生種子團體「產學特派員」、
「就業資訊」。

許多臨床研究證實所有對強迫症有效的的藥物都對大腦複
合胺(serotouin)神經傳遞系統有很強的作用，強迫症與單一神

A.「產業學講堂」：以學生為主體空間，透過各行各業各領域

經傳遞系統特別有關。另外具有影響血清性效果的藥物可以減少

業師與前輩們的職涯歷程與人生體悟，協助學生認識職場生態

強迫症的症狀。這些藥物包括某些抗鬱劑，例如Anafranil（三

與瞭解職業發展路徑，並提供學生一個與業師、前輩對話的空

環抗鬱劑）, Prozac（百憂解）, Luvox, Zoloft等，亦可併用

間，鼓勵學生積極朝向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前行。

其他藥物增加治療效果；另外抗憂鬱劑特別是三環類的氯丙咪

B.「能力培養工作坊」：創意工作坊為本組協助學生能力養成

（clomipramine）對治療強迫症療效良好，可考慮列為抗強迫症

的一種工作坊形式活動，以結合講座與實作體驗方式進行，邀

藥。

請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分享業界趨勢並提供產品設計指導，冀
期透過作品商品化的過程，學生有機會學習成本估價、市場區
隔、行銷策略等職場常用能力，同時提升學生對職場現況的了

2.心理治療
在心理治療方面，曾運用過的有精神分析治療、現實治療、

解，強化職涯準備度，發展多元化職涯路徑。

認知行為治療，短期心理諮商模式治療，而其中以認知行為治療

C.「產業參訪」：每年舉辦一次大規模全校性產業參訪，開放

法最具療效。行為治療法中又以實境暴露（exposure in-vivo）

各科系學生參與，使學生有機會藉由校級參訪接觸非本系專業

與防止最為有效，所謂實境暴露是指讓患者暴露在會讓個案產生

的產業。各院、系所則針對各自專業，深入專業領域進行專業

極大焦慮與衝動的情境中，例如：病患害怕被泥巴污染，那就請

性參訪。藉由產業參訪，本校學子能實際接觸業界，了解目前

病患去玩泥巴，事後幾個小時都不準洗手，一開始，病患可能會

各產業現況，讓本校學生更能為未來就業作準備。

產生極大的焦慮與衝動，覺得手很髒，想要趕快找地方洗手，但

D.「產業實習」：為鼓勵學生提前體驗職場，使學生有足夠的

是，經過反覆和有系統的暴露在焦慮之下，病患會開始產生自我

資源瞭解職場樣貌，以確認其職涯發展方向，故積極與企業合

控制意識，不去洗手其實不會有不良的後果產生，漸漸會覺得不

作，提供實習機會於校內同學。另各院、系所亦針對其專長領

一定非做這些強迫性動作不可。

域與業界合作，協助學生針對專業部分做更深入的實務工作學

另外一種是思想暫停式或思想轉移法。就是一旦思想不能自

習。。

控，就以其他事情來代替及阻止思想，如刻意思考或做些其他不

E.「產學特派員」：產學特派員為組內培育之學生種子團體，

煩惱的事來轉移集中力，中斷強迫思考。

透過任務執行的方式，培育學生具備企劃、簡報、行銷、團隊

從學習理論觀點來看，強迫意念是激發焦慮刺激和該意念間

合作、領導及活動辦理等能力。

建立了條件聯繫的結果，因為病人學會藉著強迫性行為來減低強

F.「 就業資訊」：透過輔仁大學「悠職網」，提供就業資

迫性思想所帶來的焦慮，這種解脫感更加強了強迫性行為。如此

訊，協助學生瞭解畢業後學長姐的就業路徑、就業市場現況、

強迫性行為緊隨在強迫性思考之後，不斷重覆出現，成為一種（

職缺訊息，並提供職涯準備秘笈，協助學生進一步認識自己未

學習來的）習慣。

來將投入的職場樣貌，以及瞭解所需具備職能。
3.其他治療
III. 學生就業準備期：

（1）外科治療：有資料顯示有人曾以外科手術破壞頑固強迫症

旨在協助學生順利從學校轉銜至職場，進而發展「企業共融」、

患者腦部的某些部位，

「就業講座」、「職場轉銜工作坊」等學習管道。

如扣帶回、框葉、額葉內下側等，獲得一定的療效（何志培，民

A.「企業共融」：邀請企業針對企業文化、產業趨勢、職務規

89）。在甲型腦炎流行的年代裡，強迫症狀的發生率較高，顯示

劃、業務屬性、用人條件、升遷及福利做深入說明，協助學生

其發生可能有器質性因素。動物實驗發現，扣帶回的電刺激可以

更加深入瞭解企業，對焦求職準備方向。

促發刻板行為；回切斷數治療頑固性強迫症也取得一定療效；顯

B.「就業講座」：為啟發同學的學習動機及職涯規劃意識，策

示扣帶回活動過度和強迫症的發生有關；但是並沒有在強迫症患

勵其提前體驗職場，預為培養優越職能，拓展畢業後的就業機

者身上找到扣帶回的結構或功能改變的直接證據了，畢竟手術是

會，針對求職面對之問題提供相關講座，如，履歷製作、職場

破壞性的，考慮用此治療方式需要再三考慮。

倫理等。

（2）生理回饋治療：（輔助治療）

C.「職場轉銜工作坊」：以工作坊形式，提供學生實際演練求

生理回饋治療是利用電子儀器設備直接測量患者的某些身體

職場境的機會，加強求職技巧，包括：進入職場前的角色轉

功能，如皮膚溫度、心跳、血壓、肌肉電位、腦波等，而用數目

換、求職儀態與穿著、履歷自傳面試技巧、職場禮儀、職場高

字顯現並回饋給病人知道，透過病人自我學習，學會如何去控制

效習慣等，以提升同學職涯準備度。

身體的這些功能而達到治療的目的。生理回饋治療法也可以配合
減敏感法或洪水法來治療強迫症；另外生理回饋治療可以幫助
病患學習放鬆，並增強行為治療的效果，可作為強迫症治療的
輔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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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團體治療及家族治療：
家庭治療是藥物和認知行為治療的重要輔佐工具，其中以多

家人的陪伴提供病患支持，有時也可協助病人中斷思考，學習自
我控制能力。

家庭支持性團體心理治療較有效。這是由家人和病患共同參與，

及早發現可以及早治療強迫症，如早期發現兒童有強迫的行

為瞭解強迫症家屬在一定時間內組成的團體。在團體中，提供家

為出現，可以及早找醫療單位治療，大約三分之二患者的病情在

屬與病患更多相處的機會，學習對強迫症更多了解，分享相似的

一年內會好轉，但是大部分人的狀況起起伏伏，需要有長期抗戰

經驗，並討論不同的問題解決方法。若有需要，也可以做個別家

的準備。協助病患精神狀態輕鬆與愉快，可以避免發病的機率。

庭治療，治療者可促使家人與病患一起努力以改善互動關係，減
少衝突，維持家庭生活。藉著溝通的改善及建立彼此瞭解，更可
減少強迫症狀。

3.家屬如何與強迫症患者相處
身為病患的家屬，第一步就是學習了解與接受強迫症，充分
瞭解強迫症，家庭關係可以改善，也可讓病人的強迫症狀減輕。

九、心理衛生教育
除了上述的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外，我們在學校從事輔導工

復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對病患有適當而切合實際的期望。大
部份的病患仍維持正常的工作、社交等功能，當您對於強迫症懂

作，可以算是第一線，除了會接觸學生之外，也是家長與學生、學

得越多就越能幫助病患。他是一種腦部生化不平衡的疾病，並不

生與醫生、家長與醫生之間的橋樑，因此學校教師或輔導人員應該

是一種性格的疾病。當您對強迫症的了解愈多，就能夠以疾病的

以更積極更適當的方式介入，對學生與家長的衛生教育就不可少，

模式（而非認為個性使然）來看待病人的不合理的行為，而不應

相形之下也變得相當重要，必須讓家長了解如何與患有強迫症的學

在言行上增加病患的壓力，病患也會有被支持的感覺。正向的家

生相處，家長如何做好心理準備等，另外協助學生如何學習自我治

庭關係會增強其他治療的效果（例如，藥物、行為治療等）。

療與照顧也是重要的課題。為讓讀者對強迫症有更多的認識，筆者
歸納整理台北市立療養院網路資料及胡東霞翻譯等文章，希望提供
患者及家屬參考，減少彼此的衝突與不適；資料整理如下：

4.心理醫師專訪
為了解強迫症的治療與相關資料，特別走訪新園心理諮商所
吳國慶所長(前桃園療養院心理師)，訪問內容整理如下：

1.強迫症患者如何自我照顧與治療

強迫症患者在桃療的門診率約5﹪，在求診病患中以成人居

適當處理自己的害怕與焦慮是可以讓行為治療更有效。這裡

多，兒童或青少年相當少；有的強迫症病患因為併發有憂鬱症或

要強調的是四個步驟：重新認識、重新歸因、轉移注意力、重新

其他精神疾病症狀而前來求醫，一般以併發憂鬱症較多，有少數

評價，分別說明如下：

會轉成精神分裂症；強迫症目前桃療的治療做法是以心理治療為

【步驟一】重新認識

主，藥物治療為輔，藥物目前主要是偏向憂鬱症的用藥，心理治

第一步就是學習「認清」強迫症的想法與行動。覺察並瞭解自

療以認知行為治療為主，並輔以團體治療，在認知行為治療方面

己的困擾是來自強迫性想法或行為。不管他們有多干擾，都要學

主要以思考中斷法及重新歸因法來協助病患減低強迫思想與強迫

習控制自己不對強迫性想法作反應。目標是控制對強迫症狀的反

行為的困擾，有時會運用行為治療法中的洪水法等，治療效果方

應，而不是去控制強迫思考或衝動。

面，因為強迫思想較難改變，部分病患相當配合，效果不錯，但

【步驟二】重新歸因

也有少部分病患效果沒有明顯提升。不過，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仍

對自己說：「這不是我，這是強迫症在作祟！」強迫性想法

是相當重要的概念。

是無意義的，那是腦部錯誤的訊息。強迫想法的源頭是來自腦部
生化的不平衡。雖然無法馬上有大的改變，但一定要記住：「可

十.案例分析與治療

以不必馬上對強迫症狀做反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學習將強迫
想法、感覺擺一邊，忽略這些衝動，然後做其他的事。
【步驟三】轉移注意力

【案例】
小康，現年24歲，17歲發病以來，就待在家中，沒有工作也沒

轉移注意力是要將注意力轉移開強迫症狀，即使是幾分鐘也

繼續升學。他是一個相當追求盡善盡美的人，小康陳述父母對他要

行。首先選擇某些特定的行為來取代強迫性洗手或檢查。最好是

求很高，希望他能夠有優秀的學科表現，為了達到父母的期望，他

從事自己的嗜好活動，例如：散步、運動、聽音樂、讀書、玩籃

每天花相當多的精力在準備考試上，為了有好的表現，個案幾乎從

球等。

未遺漏課本上的任何內容，他一定要熟識到倒背如流他才能安心去

將成功的轉移注意力的行為記錄下來也是很重要的，你可以

考試。他的成績一直都很優秀，高三模擬考一直都保持第一名，但

回溯去看何種行為對於你轉移注意力最有幫助。只記錄成功的經

是在一次考試時，他發現自己準備未達完美的標準，範圍多到他沒

驗，而不紀錄失敗的經驗。你必須學習自己支持自己，給自己一

辦法全部複習，恐懼他的地位受到威脅，於是他逃避考試，從此就

些鼓勵，這對自信心的增強有很大的幫助。

未再到學校就學。

【步驟四】重新評價

小康從小爸爸教育他們，家裡的沙發必須要換上乾淨的衣服才

前三個步驟是利用既有強迫症的知識，來幫助自己釐清強迫

能坐，摸到髒東西一定要洗手，因為可能會有細菌，地上一有髒東

症是一個身體的疾病，也就是腦部生化的不平衡，而不去接受強

西，爸爸一定馬上清乾淨。東西掉到地上不能吃，到外面不可以摸

迫思考的驅迫，同時轉移注意力在有建設性的行為上。接著在行

狗……因此個案養成相當愛乾淨的習慣。

為治療之前，「重新評價」那些強迫性想法與衝動，建立新的認

初期的症狀與憂鬱症沒兩樣，經醫院診斷也證明是憂鬱症，後

知。等到經過適當的訓練之後，就可以及時地將強迫性想法與衝

來小康一再不同於平常的行為讓家人覺得奇怪，會一再的求證家人

動的價值降低。

剛剛有沒有把拿在手上的杯子打破，剛剛洗衣服的過程有沒有碰到
不乾淨的東西，一個問題至少要問十次以上，而且問話的內容相當

2.家人該如何配合醫生的治療：

精確，例如：「你剛剛在十一點左右的時候有沒有把你手上紅色的

強迫症的治療除了藥物與心理治療外，家人對於強迫症患者

杯子摔落在地上？」一個字一個字的唸出來，如果家人回應太快，

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治療角色，家庭的支持是復健的關鍵，強迫

他會認為剛剛的思緒已被打亂，必須重來一次。甚至開始懷疑已經

症的症狀不只困擾患者，同時也會干擾與他生活的家人，因此家

有碎玻璃掉進他的衣櫥裡，他一遍一遍的翻箱倒櫃的尋找玻璃，並

人也需要充分了解什麼是強迫症，鼓勵病患要持續接受治療。有

大掃除，所有的衣服都要重新洗一次，洗完後仍不安心，乾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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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掉。小康每次一進房間，一定要重複關門三次，鎖門五次，並仔
細檢查窗戶有沒有漏洞，雖然他知道這樣的行為沒有意義，但是他

二、公共電視：醫療先知，「打開身心靈門窗」系列，「身不由
主—強迫症」。

仍然必須要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個案去年參加一個宗教團體，儀式中傳授一套冥想靜坐的功
法，並告訴教友，洩漏功法的話，會下地獄，自始對個案開始相當
的困擾，他每次只要坐下來，就懷疑自己洩漏功法的秘密，滿腦子
都是自己洩漏功法的下場，一再的沉在下地獄的恐懼中，因為恐懼
脾氣暴躁。
強迫症的個案有特點，就是凡事想得特別嚴重，特別恐懼發生
不幸的推論，時時感到罪惡感。因此，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應該
要幫助個案了解事情不是絕對二元論的、對事情的看法不要太過鑽
牛角尖，並不會真的有不幸的事發生。
(愛在心裡口難開的電影劇照)
依據以上小康的狀況分析如下：
1.症狀：
強迫思想：
（1）懷疑已經有碎玻璃掉進他的衣櫥裡，他一遍一遍的翻箱倒
櫃的尋找玻璃，並大掃除，所有的衣服都要重新洗一次，洗完後
仍不安心，乾脆全部丟掉。
（2）他每次只要坐下來，就懷疑自己洩漏功法的秘密，滿腦子
都是自己洩漏功法的下場，一再的沉在下地獄的恐懼中，因為恐

肆、結語
本文是以學校輔導工作者的角色出發，用簡易的方式從定義、
症狀、流行率、診斷標準、病因病理、治療方式等方面來介紹強迫
症。在蒐集的資料中發現，強迫症是可以治療的，透過以心理治療
為主，藥物治療為輔，會有一定的療效。期望透過從這樣整體的觀
點，能對強迫症有更清楚的了解並提供從事實務工作者一個參考的
方向。

懼脾氣暴躁。
強迫行為：

生涯Do Go卡

（1）個案幾乎從未遺漏課本上的任何內容，他一定要熟識到倒
背如流他才能安心去考試。
（2）會一再的求證家人剛剛有沒有把拿在手上的杯子打破，剛
剛洗衣服的過程有沒有碰到不乾淨的東西，一個問題至少要問十

Do Go Card現實治療取向青少年生涯自我探索卡
－運用於青少年自我統合使用方法初探

次以上。

黃之盈 / 台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輔導教師
莊詩芸 /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輔導教師

（3）每次一進房間，一定要重複關門三次，鎖門五次，並仔細

一、緣起：

檢查窗戶有沒有漏洞。
2.病因或病理：

高雄市生涯發展教育中心課程組於青少年階段生涯規劃的投入
不遺餘力，且於近幾年開發了現場教師好用的媒材，我們試圖以學

（1）父母對他要求很高

者Swain提出的生涯金三角模式中的「自我」為探索主軸，發展了

（2）從小爸爸教育他們，家裡的沙發必須要換上乾淨的衣服才

結合"生涯興趣量表"和"多元性向測驗"的「群科ID卡」，以及運用

能坐，摸到髒東西一定要洗手，因為可能會有細菌，地上一有髒

心理治療學派-現實治療法發展出「Do Go Card-謝謝你我正在做的

東西，爸爸一定馬上清乾淨。東西掉到地上不能吃，到外面不可

事」，身為Do Go Card發想者的我，以及Do Go Card統籌編輯的詩

以摸狗……因此個案養成相當愛乾淨的習慣。

芸老師，我們目前都在國中教育現場任教，深感十二年國民教育推

3.治療：運用認知行為治療

動之後，學生於國中階段生涯探索的需求增加且被重視，現場教師
們也亟需方法回應學生生涯探索需求，故我們期待能以具體的媒

參、相關影片
一、電影：愛在心裡口難開

材，協助教師迅速協助及回應學生需求，並給予適切的建議。
由於青少年階段處於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階段中的「自我統合

電影「愛在心裡口難開」(as good as it gets) ─ 這部影片是描

與角色混淆」時期，若發展良好可達到自我統合*(青少年可將自己

述男主角尤道（傑克尼克遜飾，如圖一）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尤

的多個層面更加認識且統整起來)的任務，但若發展不佳，則會出現

道是一位暢銷愛情小說作家，卻患有強迫症，他常因為自己的特殊

角色混淆的不協調不一致狀態，學者Marcia在1980年延續Erikson的

想法與習慣並堅持而為而與人起衝突，他十分自豪，常輕蔑、拒

理論，提出自我統合的兩種類型四種狀態：定向型、未定型、迷失

絕、冒犯、以及傷害他人，可是卻也因而被所有的人討厭造成人際

型、早閉型四種狀態。而Do Go Card內容物則是依照現實治療取向

關係的不良。他因為潔癖而與他人刻意保持距離，會不停的洗手（

的W(你想要什麼？)D(你在做什麼？)E(這樣做有用嗎？)P(訂定小計

尤其碰到髒的東西，如鄰居的小狗），肥皂用過就丟；每次關門一

畫增加實踐的承諾)流程，設計出「五大需求卡」、「目標澄清卡」

定要重複七次鎖門的動作才安心，走路是踩著碎步、小心翼翼的繞

、「現狀評估卡」、「POWER加值卡」、「資源阻礙卡」、圓夢計畫

過每一處不完整的路面，在紐約這樣的城市需要花上相當多的時間

本等內容物，期許老師們可以依照學生需求挑選搭配使用。

來避免採到地面的縫隙，當他發現他與別人的相處產生挫折時，
他馬上是使用強迫思考和行為來處理這些情緒，內心隱含著極度不

故此篇我們希望以Macia生涯定向的四種學生生涯定向狀態為主

安，他對於讓他感到挫折的人，會使用言語上的攻擊來對待，最後

軸，撰文說明「Do Go Card」和「群科ID卡」的基本搭配使用法，

在女主角有耐心的支持與協助下，有了不同的改變。外表冷酷的尤

期盼能夠給予老師們一些使用上的方向感，和實際具體的建議。

道，其實有著一顆善良的心，在一次因緣際會中，討厭狗的尤道為

一、定向型(identity achievement)

鄰居（同志藝術家）代為照顧愛狗，在朝夕相處的情況下，尤道開

有些青少年對於未來已下定決心，而且有強烈的承諾者，例

始發現狗狗通人性可愛的一面，並和狗狗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狗狗

如：對於藝術有興趣的Ａ同學或餐飲有興趣的Ｂ生，對於職業定

也開始改變尤道一些強迫行為。

向較明確，或者已決定要上高中自然組的Ｃ同學，對於這類型的

8

學生，我們可以跳過「目標澄清卡」，直接運用「資源阻礙卡」

ｖ生涯快訊

以及「現況評估卡」，協助該生對於目標設定，拉出阻力和助
力，幫助學生看清楚目前的現況，並邀請學生在30項資源阻礙卡
的檢核後，決定放大哪些資源，或減少哪些阻礙，例如：該生如
果最主要的阻礙有「時間不夠用」、「事情排不出先後順序」，

（一）新書專欄：
《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
鐘穎 / 高雄中學輔導主任

教師可協助學生檢核該生的日常時間分配，以及作息，並鼓勵學
生作時間的管控，生涯晤談的方向也會較聚焦在時間管理。
二、未定型(identity moratorium)
若青少年對於未來目標三心兩意，可能因為父母態度、同儕
影響、自知能力不足而不斷變動，例如：A同學發現其他同學都
有參加技藝班，所以不管自己是否有興趣，也想參加家政科的技

（圖片取自：臺灣商務印書館）

藝班；B同學對於父母意見因反對而反對，因為唱反調而不顧父
母忠實的建議，C同學則視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對未來茫然。教

在精神疾病的診斷中素有聖經地位的DSM（精神疾病診斷準則）

師可選擇使用五大需求卡，剩下12張，了解學生五大需求的排序

在眾人企盼下更新為第五版。這本被稱為DSM-5的小冊子立馬成為

程度，並依照五大需求卡了解學生更深層的需求後，再運用多元

心理治療圈的時尚產品，編制該手冊的美國精神醫學會也因此大賺

性向測驗結果以及生涯興趣量表結果的「群科ID卡」，幫學生聚

一筆。

焦合適於哪個學群，綜合這兩者的結果，運用目標澄清卡，協助
學生先設定一個短期的小目標，晤談方向和目標是：1.協助學

然而令人憂心的是，過往DSM-IV（沒有錯，第四版確實是用羅

生增加對自我的認識；2.協助學生設定一個小目標並增加承諾

馬數字IV來表義四，第五版則又莫名其妙地改成了阿拉伯數字5）裡

感；3.督促這個小目標的實踐並建立成功經驗。

許多的疾病已在藥廠的廣告下，成功地為大眾及醫師洗腦，造成許
多濫診的情況。藥廠大發利市，因為他透過DSM的模糊字眼成功地將

三、迷失型(identity diffusion)

精神藥物打入正常民眾的市場，讓原本就不完美的人感覺自己一定

若青少年對於現實環境，沒有認真思考過且覺得隨波逐流，

生病了。然而這個浮濫的情況並未因DSM-5的出版而改善，反而有加

採取「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那對於此青少年來說，也許其

劇的現象。本書即是由DSM-IV編修小組的主持人Allen Frances博士

他的議題佔據了這個青少年的心思，讓青少年將自己的需求擺得

這些年來美國社會對DSM的濫用所寫就的嚴厲批判。

很後面，對於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或無所適從，建議可使用五大
需求卡，並依照需求的向度，協助學生思考目前的議題是什麼，

人類歷經千百年來的磨難與挑戰，其心理在本質上應該是穩定

例如：A同學的家人常因為彼此的衝突，而把他的事情變成戰

的，然而因為精神疾病的定義寬鬆，卻反讓精神疾病大流行起來。

場，例如他在學校教作業的狀況差，父親就會拿此當作攻擊母親

如果回顧精神疾病在美國的歷史更可以發現，隨著風尚的改變，不

的話題，並時時挑剔母親，A同學常覺得自己不做不錯，不要製

同的精神疾病的確診率也會有明顯的變化。而其主因就在於大藥廠

造家裡的紛爭，往往將自己的需求擺在後頭，且以父母親的和樂

煽動了這些疾病，這不僅讓應該得到治療的人失去更好的機會，也

為己任，此時這位青少年的目光完全被家庭吸引，且這正是阻礙

讓不應該治療的人承受污名化及藥物的嚴重副作用。從過去的狂舞

青少年自我認同的要件，故建議以五大需求卡為入口，協助學生

症（1300-1700）、神經衰弱症（1800-1900）、歇斯底里/轉化症

一一探索家庭關係，適時慢慢在引導到生涯議題。

（1800-1900）、多重人格疾患（1900-1990）等，到DSM-IV出版後
出現的三波假流行病：注意力缺失、自閉症與成人雙極性疾患。這

四、早閉型(identity foreclosure)
此類青少年還沒經過統合的危機經驗，一切以父母的意見為

些疾病顯然帶有時代的特徵，早期從患者的刻意配合以獲取醫師的
關注，到近來大藥廠的強力行銷，這些假的流行病之所以能成為潮

意見，從小就被父母決定，這類青少年有時候對於生涯非常篤

流，往往是透過社會風氣的炒作。Allen Frances在書中形容了藥廠

定，另一類青少年則是有點哀怨，在動力上較為薄弱，此類青少

如何透過各種手段滲透醫界，以及美國精神醫學會在這場戰爭中的

年則可以全部依照「五大需求卡」→「目標澄清卡」→「現狀評

失能。美國之所以會成為全球最大的藥物使用國與此脫不了干係。

估卡」→「資源阻礙卡」→「POWER加值卡」→「立定一個小計
畫」的程序，協助青少年在生活中多增加自己決定的掌控感，以

特別是這些診斷背後往往有極大的利益，一方面誘使藥廠洗腦

及讓孩子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涯路徑，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或如

式的行銷，一方面也使消費者藉此獲取教育或財務上的利益。這些

果其他的願望和夢想是否要妥協變成休閒，或是兼顧父母意見和

福利加強了民眾就診的動機，確診人數的增加也會壯大這些病患權

自己心願，教師可在過程中適時給予青少年鼓勵和建議，讓青少

益團體的隊伍。亞斯伯格症的濫用使它從無人知曉的疾病變成主

年對於自己的生活價值感及滿足感提升。

流，此情況不論在美國、臺灣都是如此。考試時間的延長、特殊
考場的設置、教師的額外課輔，凡此種種，都使部分家長刻意扭

雖然在Marcia的觀點，青少年定向型屬成功統合外，其餘的迷失

曲孩子的身心狀況，以獲取晉身好高中及好大學的額外機會。有經

型、未定型和早閉型皆屬於失敗統合，且須更多的引導和介入，

驗的教師心知肚明，但教育診斷扣緊精神診斷的結果，豢養出一批

我們希望青少年能夠在輔導老師的輔導之下，能夠多以「為自己

以此為樂的精神科醫師。他們隨意開出診斷書換取病患的信任以及

的選擇負責的態度」往目標實踐暨邁進，並建立成功經驗，對自

公部門、私團體邀約演講、開設個案工作坊的機會，並趁此打出知

己更有信心！

名度。然而本應把關的美國精神醫學會卻未嚴格控管成員的自私行
為，同樣的情況，臺灣何嘗不是如此？

我們更期許導師和輔導教師們在協助國中階段青少年生涯規
劃的路途中，能以Do Go Card更有效的結合學生需求，了解學生

作者指出，藥廠用以行銷的經費是研發的兩倍以上，而事實

自我內外在資源，更納入學生親友建議，並搭配群科ID卡的測驗

上，1980年代，DSM第三版出版之後，對精神疾病的診斷並沒有什麼

結果，以及師長的觀察和職業試探的結果，以更符合學生需求的

進展，而從1990年代開始，精神疾病的治療也沒有什麼突破，因此

建議，引領學生更有效的進行生涯自我探索及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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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需要典範轉移。頻繁地更動診斷標準根本上缺乏實證研究來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支持。DSM的信效度一直有許多問題，需要有經驗的專科醫師長時間
的傾聽並蒐集夠多證據才能做出高品質的診斷。新疾病的出現更是
需要科學證據，在evidence-based（循證應用）已經是心理學界共
識的情況下，DSM-5竟又在缺乏實證的基礎下新創出許多新的疾病，
因此引來許多批判的聲浪。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1）亞太生涯發展協會(APCDA) 2016年年會—發現臺灣之美
亞太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6年5月19至21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

DSM-5創造出的新疾病有下列幾項（中文譯名有不同處依臺灣
精神醫學會之翻譯修改）可能將在日後造成流行：一、侵擾性情緒
失調症（DMDD），此症幾乎可使所有孩童都變成病患，只要他發脾
氣，不論什麼原因（即使只是他感到不安、迷惑卻難以表達）都可
以將他視為罹患DMDD。二、輕型認知障礙症（MND）此病原是要提
早發現失智症的病患，但由於缺乏有效藥物可治療，即使早期發現
也沒有意義，反將正常的老人健忘視為疾病。三、BED（嗜食症）
，它的診斷標準太過寬鬆，連續三個月、每週暴飲暴食一次就算符
合。四、哀悼變成了憂鬱，這原先是DSM-IV的例外，現在卻將正常

行一年一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期刊投稿截止日為2015年11月30
日，請各位把握機會。亞太生涯發展協會成立於2009年，致力於促
進亞太地區生涯發展學術交流與專業涵養，目前在澳洲、加拿大、
中國、印尼、日本、韓國等15個國家皆有分會，每年將選定一國家
舉行研討會。除了學術研討外，在精彩豐富的觀光行程中與來自各
國的生涯發展從業人員交流，獲得第一手訊息更是一大亮點。本
次臺灣年會將邀請前NCDA主席Berry Chung與澳門大學金樹人教授擔
任主題演講者。敬請鎖定本學會電子報，掌握年會最新消息，再次
發現臺灣之美。（活動海報與徵稿說明請參閱後方附件）

的哀悼現象納入憂鬱症範疇。五、行為成癮概念的出現讓熱情成為
疾病，即使目前僅有賭博及網路成癮兩項，卻令人憂心很快將發展
出其他種類的成癮。

2）龍華科技大學「求職煉金術」生涯發展工作坊
龍華科技大學將於2015年11月18至12月9日每週三下午3點至5點舉行
一系列的生涯發展工作坊。主題包括探索職涯價值、人格特質與職

精神疾病確實存在著，而這些病患也確實需要藥物的輔助來進
行治療。但伴隨著DSM的成功，「正常」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

涯適配度、面試實境演練等。活動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test01.kktix.cc/events/career3

正常已經成為一種「不正常」。它所帶來的資源錯置將會使我們更
加難以面對個人的喜怒哀樂，甚至把本應屬於外在環境的責任歸咎
給個人。它讓大眾信以為有病的不是家庭、社會、教育或媒體，而
是我們自己。這點尤其不利於兒童，因為在面對情緒時，他們還不
熟悉語言文字和其他替代方法的使用，成人的輕忽反讓他們以為自
己是不正常的，標籤化、藥物的開立及其副作用將影響他們一輩子
的自我認同。

3）南台科技大學「生涯奇幻之旅─生涯探索工作坊」
南台科技大學於11/22(六) 10:00-16:00(提供午餐)舉辦生涯探索工
作坊，利用一天的時光，透過牌卡、團體互動的方式，探索自己的
生涯方向。想要更了解自己生涯中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嗎？ 想要
有機會聽聽別的同學對生涯的想像並且找到共鳴嗎？ 歡迎報名參
加，11/20報名截止，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news.stust.edu.tw/id/37127

把表現情緒的權力還給人類，因為情感的起伏高低本是再正常
不過的事。「人非草木，豈能無情？」哀慟、憤怒、沮喪和熱情並
不是一種詛咒，而是我們身為人最基本的樣貌和特質。若我們不能
多加警惕，企圖讓人不得哭笑又哭笑不得的DSM-5，必將一步步侵蝕

（四）訪學，給自己的生涯一個改變的機會
宮火良 / 河南大學教育科學院副教授

上天賦予人類的尊貴。

2012年，我們單位出臺了一項大膽的舉措：資助年輕教師赴境
外訪學一年以提升其專業知能、促進對外合作與交流。那時的自己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１）中亞特蘭大生涯諮商協會(MACCA)年度研討會

並未意識到這一舉措對自己會有怎樣的影響。
序曲：剩下的二十年該怎麼度過？

中亞特蘭大生涯諮商協會將於2015年12月2號至4號於賓州蘭開斯特

因為身處高校，科研對教師的重要性一直在被放大，所以常以

舉行年度研討會。本次研討會主題為「使改變發生」。將邀請Mark

自己擁有的科研能力和成果而沾沾自喜。所以，當自己帶了兩年的

Savickas以數位化時代的生涯建構、流體化社會的生涯建構做為

碩士研究生哭哭啼啼地找到自己說想要換導師（指導教授，也就是

開、閉幕演講。另邀請Lindsay Pollack、Mary Jacobson、Michael

我）時，我的心情應該用震怒來形容。當我強壓怒火詢問原因時，

Fowlin等人主持研討會。研討會資訊請參考網站：

她告訴我選擇讀心理諮詢方向的研究生就是想要學一些實用的諮詢

http://macca.net/?page_id=87

技術而不是去做枯燥而艱深的研究。其實，她不是第一個向我表達
過此類想法的學生，只不過她是第一個如此激烈直白表達的。為了

２）NCDA生涯實踐協會年度研討會

不想成為被學生炒魷魚的研究生導師，我開始第一次認真考慮是否

NCDA生涯實踐者協會將於2016年2月19號，舉辦「生涯發展實踐的實

要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涯路徑。身為心理諮詢方向的研究生導師，除

用技巧與策略」研討會，地點在路易斯安那州紐澳良，目前已開放

了會做研究之外，是否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需要自己和學生一起分

線上報名。將邀請David Blustein、Rich Feller等人為本次研討會

享？

的主講者，講題內容包括︰「生涯對家庭的影響力」、「職場心理

時隔不久，又一件讓我覺得很難過很沒面子的事情發生了。某

學：一個新的挑戰性時代實踐思路」等等。詳細訊息請參考網站：

天下午兒子從幼稚園放學回家，注意到他情緒異常低落，害怕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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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情一直寫在臉上。他開始害怕一個人呆在屋子的任何一個角

cpinstitute#Presentation%20Series

落，哪怕開著燈也不行。反覆告訴我們他腦子裡總是想起一些害怕
的事情，如果問是什麼事情，他又說不清楚。我和我太太有些慌

３）美國生涯發展協會2016年會

了，打電話給幼稚園的老師，老師說孩子在幼稚園表現很正常，

美國生涯發展協會將於2016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芝加哥舉辦年會，

如果說有什麼刺激的話，可能是這幾天有播放安全教育方面的影片

早鳥優惠將於明年2月1號截止，詳細訊息請參考網站：

給孩子看，並承諾會特別關注孩子在幼稚園的表現。我們循著這條

http://www.ncda.org/aws/NCDA/pt/sp/conference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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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問兒子，是否在害怕影片中的東西，孩子說不是。這種狀況一

答辯形式、程式和大陸不同，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能看到一份或幾

直持續，在幼稚園表現正常，在家表現異常。後來發展到他必須循

份畢業論文口試通告。通告上呈現的形形色色的論文題目（以質性

著家裡地板磚的鋪設，向前走過三格然後再退回一格才能感覺好一

研究居多）讓我對質性研究更多了幾分好奇。所以在我訪學的第二

些。這個舉動讓我們感覺很惱火、很焦慮（因為我和太太都學過心

個學期，就毅然選擇旁聽田秀蘭教授主講的《高等質性研究與資料

理學專業）。這時就發現自己有多麼對不起心理諮詢方向導師這個

分析》。在課堂上，無論是田秀蘭教授的旁徵博引和精彩點評，還

稱謂。嘗試了許多方法：斥責、恐嚇、改變不當認知……，效果都

是各位碩博班同學彼此間的分享與啟發，都向我展示了一副色彩紛

很差，後來，誤打誤撞，讓他談在幼稚園時是怎麼過的，他說每次

呈、內容豐富的質性研究畫卷，讓我體驗到了不一樣的研究路線，

想到不開心的事情時就讓自己想高興的事情或者是做老師安排的事

也讓我領悟了“做諮商就等於在做質性研究”這句話的真諦。研

情。所以我們也開始改變態度讓他在家做類似的動作。慢慢地，兒

究，也可以是有血有肉的。

子又變回了正常的樣子。這件事前後持續了近兩個星期，對我們來
講特別煎熬。想要學習一些諮詢技術的念頭從未有過得強烈。

如果有人要問我訪學的收穫有哪些，有一點是我一定要提的：
我不再害怕面對心理諮詢這個領域。從本科的學前教育到碩士的管

這些事情匯總在一起，帶給我的影響是，我開始放下各種研究

理再到博士的心理，自己從沒有系統學過心理學專業的課程，面對

工作，專門思考今後的生涯走向。因為還不到四十歲，也就意味著

心理諮詢這個領域時，面對學生問到心理諮詢相關問題時，內心總

在退休前（我們是60歲退休）至少有二十年的時光需要度過。這二

是怯怯的，這種感覺伴隨了很久。訪學這一年，師大心輔系的各位

十年該怎麼度過？一直做這些在我遇到難題時什麼忙也幫不上的研

老師給了我很好地滋養，無論是課上的精闢見解，還是課下的答疑

究嗎？如果放棄這些的話，也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強項，那在高校

解惑，讓我的專業知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對相關機構的參訪，各

又何以立足？要彌補自身專業知能的短板，訪學顯然是一條最優的

種資料、資訊的分享，以及各種主題的學術講座，對我而言均是很

路徑。現在想來，真的很感謝單位制定的政策。

棒的經歷。因為有旁聽林家興教授的《變態心理學專題研究》，所

接下來的事情就變得比較簡單，選擇訪學的單位就好。在這方

以在林老師的推薦下有幸到松德醫院見習兩個月，這更是我難忘而

面，北京大學的錢銘怡老師給了我很好的指點，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又寶貴的經歷。所有這些經歷也好，學習也好，都讓我心中的心理

心理與輔導學系成為了我的首選，那裡雲集了大量優秀的心理諮詢

諮詢意象逐漸地從模糊到清晰，膽怯也漸漸地化為勇氣。

大師。各種申請，各種手續，一切塵埃落定。
尾聲：調適、再出發
訪學進行時：在臺灣的這一年

2015年8月31日，帶著滿滿的收穫和不捨，從臺北到桃園，然後

2014年9月1日，終於踏上了臺灣的土地，心裡有滿滿的喜悅和

飛機落地，電話也適時響起。單位專門安排有同事來接機，內心暖

期待，也有一些忐忑和壓力。我們單位這兩年先後出去訪學有近二

暖的。在回開封的路上，同事不停地向我詢問在臺灣的見聞感受。

十人，大家都選擇的是美國、英國等，唯獨我選擇的是臺灣（因為

聊著聊著，我才意識到自己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很多：說話比以前更

是單位資助，所以不需要通過任何英語水準測試，出境門檻極低）

貼心柔和，會更多講謝謝……。回到家，開始通過line給臺灣的師

。當時大家對我的選擇都不理解，覺得我英語水準又不差，研究做

長和友人發送平安消息。看到長長的列表，很開心！看著每個名

得也不錯。所以我一直告誡自己，一定要珍惜這一年的時光，向他

字，一段段的記憶就會浮現在眼前，恍如昨天。

們證明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和其他人相比，工作過的人再回到學習的環境有一個非常明顯

坐在領導的面前彙報自己的訪學經歷，內心滿是自信，因為這
一年沒有辜負對自己的承諾，儘管仍有遺憾。

的優勢就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因為不存在語言障礙，所以

要調適嗎？原以為不用，結果發現還是要的。訪學帶給自己的

自己很快就融入了師大的學習氛圍之中。雖然訪學在名義上屬於合

不只是專業知能的改變，改變的還有眼界、思維方式、甚至生活習

作交流，但我一直把自己定位於學習者的角色。我訪學的合作導師

慣。應該也談不上孰優孰劣吧，內心安適就好。

是許維素教授，需要我仰望的存在，但她總是能很好地配合我的步

在訪學結束之前，自己曾對今後的生涯有過憧憬和設想。回來

調和感受，給我提供了大量的學習資源與指導。正是從她那裡，我

後才發現，生涯發展不只是個人的事情，也要考慮周圍環境的條件

開始正式系統瞭解焦點解決短期治療，也由此正式拉開了我在臺灣

和要求。“盡人事，聽天命”，說的大抵如此吧。如果說在訪學之

學習的序幕。不得不說，師大心輔系學生的專業培養還是蠻有特色

前，自己是站在一個生涯的岔路口，一片迷茫的話，至少現在知道

的。從課程表單即可看出，可供心理諮詢專業學生選修的科目種

自己該走向何方，該怎麼向這個方向堅持走下去，甚至約略知道該

類繁多且實務類課程的比重較大，即使課堂上也以技術演練、情

如何引領他人向這個方向前行。

景模擬居多。這讓習慣於“理論式課堂”、習慣於在課堂上扮演“

一年，對於人生而言雖然不算太長，但當它滿載著回憶、收

沉默學生”的我剛開始難以適應，但隨著一點點的嘗試，慢慢發覺

穫、喜悅時，在個人的生涯發展中，就成為了無法忽視的存在。臺

這樣的演練更能讓自己體悟書本知識是怎樣與實踐對接的。對於心

灣的訪學之旅，對我而言，正是如此。

理諮詢這一實踐性和操作性較強的領域而言，行為演練在專業訓練
中更有其獨特的價值。一年的學習，不僅讓我接受、喜歡這類課堂
模式，更積累了大量的訓練素材和經驗，這是我在訪學中的一大收
穫。
在自己最初的訪學計畫中，科研是被我刻意忽略掉的一塊，因
為之前的經驗讓自己無法看到它的實際意義。在訪學之初，我也是
這麼做的，甚至故意不選研究方法類的課程去聽。但某位老師（不
確定是哪位老師講的了）講的一句話讓我開始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她說:”做諮商就等於在做質性研究。”在大陸，心理學研究主要走
量化路線。實驗，尤其是認知神經科學的實驗是首選，再不濟也要
考察一下多個變數間的相關關係，在部分研究者那裡甚至到了“無
量化，不研究”的地步。所以在我的觀念裡，質性研究是個較為陌
生（因為不需要熟悉）的概念。那位老師的話讓我有了想要瞭解質

（五）一個難得的實習：
金華國中心理與生涯探索社的帶領經驗
張芯瑜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四年級
台北市金華國中所開辦的社團活動相當豐富多元，2015年2月，
金華國中輔導室張鎮遠及蘇麗君老師開辦了心理與生涯探索社，由
我們來自台北教育大學正修習生涯規劃研討課程的大三共12位同
學，和他們一起來規劃、設計及帶領這一個新興的社團。對我們而
言，這個的經驗，源自於修習生涯規劃研討課堂的實習要求，卻也
開啟了我們與這群青少年接觸的難忘之旅。

性研究的念頭。由於臺灣高校碩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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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團隊

第四堂

社會心理學

1.教室中設計將椅子全部面向教室後方，只有一
張是面向講台，在不告知學生的情況下，讓學生
進入教室後自由選擇椅子坐下，最後再訪問選擇
坐唯一一張面向講台椅子的學生。
2.學生分三組閱讀3個社會事件(旁觀者效應-去
個人化、bbs真實事件-匿名效果、網友集資冰桶
運動-從眾)，並討論將之演出來，並一一解釋其
中的社會心理學現象及專有名詞。

第五堂

情緒

1.運用各色色紙小組分享對顏色所聯想到的事物
和情緒。
2.各組派學生上台分享在小組中體驗到的，將情
緒具體化並學習接納自己的狀態。

第六堂

人格心理學： 1.擺放許多卡通人物圖卡，讓學生自由挑選覺得
特質
可以代表自己的圖卡，幫助學生將自我的特質形
象化、具體化。
2.由老師5人身上分別貼滿由人格五項度所改寫
之特質便利貼，並講解何謂人格五項度？五項度
之細項。
3.學生依照自己手中拿的卡通人物加上與自我的
連結，去撕下覺得符合自己的特質貼在自己身
上，最後拿取同向度多得成小組進行分享。
4.各組用一個動作雕像表現該向度，再次體驗這
個特質向度。

第七堂

生涯實作應
用：生涯平
衡單

1.在生涯平衡單上頭列下自己未來理想的三個職
業;並搭配能力強項表選出自己擁有的能力
2.由-5~5分來自評，將自己擁有的能力強項去
對應未來理想職業的適配性，-5為最不適，5為
最適合。
3.最後計算總分，看自己哪一個理想職業的得
分最高，讓學生覺察字的能力強項並與未來夢
想做連結

第八堂

生涯實作應
用：價值觀

1.分為四組，每一組學生有配一個拍賣官(老師
飾)進行價值拍賣會。
2.每個學生擁有100萬，先在價值觀列表中分別標
示出會花多少錢來買下該特質。
3.由拍賣官一一地進行拍賣，通過學生對不同價
值觀給予的價格進行拍賣標價，了解自己的生活
目標和意義，使人在面對決定時有較明確的選擇

第九堂

生涯實作應
1.承上一週的價值拍賣會，設計職業學習單，讓
用：價值觀與 學生比對該職業會需要哪些價值觀，將價值觀與
職業選擇
職業連結，給予學生一個對未來的想像和參考。

第十堂

生涯進路:諮商 1.通過心理諮商職業的介紹，讓學生對心理諮商
師是什麼？
的工作內容有簡單的了解
2.設計簡單的諮商技巧情境讓學生扮演諮商師體
驗諮商過程，對技巧有所體驗(眼神、傾聽、語
氣、真誠的態度)。

1.團隊成員
國北教大心理與諮商系修習過生涯諮商、助人工作與技巧、生涯
規劃與研討之大三學生12位、督導學姊2位、指導王玉珍老師、金
華國中輔導室張鎮遠及蘇麗君老師。

2.團隊形式
(1)共11週社團課，每一堂45分鐘。12位實習學生兩人一組負責認
領2堂授課，每次上課會由金華國中老師、指導老師、督導學姊在
教室後做觀摩並填寫評分回饋表。
(2)行前會議：每週課前開一次行前會由當週課程負責人講解課程
內容、需要團隊人手支援的部分。
(3)課後督導會議：由金華國中老師、督導學姊、實習團隊針對當
天課程做檢討，並由下一週課程負責人簡述下次上課內容。
(4)實習團隊彼此看重團隊合作精神，每堂課雖是2位學生負責，
但其餘10位同學仍都要到場觀摩、協助課堂進行。
課程設計
1.課程對象
金華國中二年級學生共23位（同學們自由報名，初次就有23位
同學來參加這個社團，可見有興趣的同學還不少）。
2.課程發想概念
金華國中為台北市相當重視升學率的學校，針對國中二年級的
學生，我們考量可能除了面對到升學的壓力外，他們正處於自我認
同與自我混淆的階段，可增加自我及生涯探索的課程，幫助學生對
自己有更多的覺察及認識，能從社團課中學到的不只是簡單的心理
學，也可以幫助他們多一點生涯的探索。因此課程共包括三部分，
分別是基本心理學知識、生涯實作體驗以及生涯進路介紹等。

第十一堂 結束，也是新 簡單的做課程回顧，每個學員及老師背後貼一張
的開始
白紙，彼此寫下想對對方說的話，觀賞課程花絮
影片，最後圍成一個圈牽起手向上舉代表課程圓
滿結束。

實習經驗點滴與心得
今年的3月13到6月12日，這將近三個月的時間，讓我們國北教

3.課程大綱內容

大的生涯實習團隊進到了金華國中，為校園中的社團-心理探索社
課程主題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相見歡

內容設計

擔任社團老師，也是頭一次金華國中提供給我們國北教大的合作機

1.學生與實習團隊相互認識。
2.介紹這個社團課的性質、目的、上課方式，讓
學生對我們要進行的活動有基本的認識。
3.透過賓果遊戲認識彼此：每個人發下4*4的賓果
單，一個號碼會對應一個問題，團體裡面第一個
人喊號碼，同時也要請團體內的另外一個成員回
答你所對應號碼的問題，連線成四條即成賓果。

會。我們實習團隊包含兩位金華國中的負責老師、國北教大生涯規

認識心理學： 1.何謂心理學？瞭解學生對心理學的認識，給予
普通心理學、 他們對心理學正確了解。
認知心理學
2.心理學簡介-心理學的起源與歷史。
3.普通心理學、認知心理學幾個經典實驗得呈
現：視/聽錯覺、看不見的猩猩、學習記憶的小
技巧、TAT。
發展心理學

1.設計課前學習單。
2.講授發展定義、皮亞傑認知發展論、Vykotsky
理論、古典/操作制約、依附。
3.遊戲搶答方式考驗學生學習成果。

劃研討課同時也是我們實習團隊的指導老師、兩位督導學姊、十二
位修習過生涯諮商、助人技巧、生涯規劃研討課的大三學生。在社
團課開始前我們開了兩次的會議，一次是與金華國中張鎮遠老師與
蘇麗君老師相互認識，並瞭解校方及實習團隊彼此的期待：另一次
會議是我們與督導的學姊開會討論社團整學期的課程大綱，在每一
次社團課結束後，實習團隊就與督導學姊以及金華國中負責老師開
近一小時的檢討會議，看見學生的學習成效、課程負責人的回饋與
建議、團隊合作的進步等等做討論。
在金華11週的實習下來收穫非常的多，每一次社課前的開會、
社課後的檢討，都是為了可以把我們想帶給他們的東西，用最適合
他們的方法讓他們吸收、有所收穫。當然在這過程中都很感謝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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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金華國中的兩位輔導老師、以及碩班的兩位學姊，都會給予我
們很多物質上、技術上的幫助，讓我們感覺到自己不是被丟到一個
不熟悉的地方自己打拼，而是處處都能感受到所有人的幫助。
說真的這堂課真的很硬，每一次輪到自己要帶社課都覺得有
很多壓力，但讓我覺得最感動也最可貴的就是我們的組員，每次社
課都會盡可能出席，即使不是自己要帶領，也會過來互相幫忙，減
輕主要帶領者的負擔。雖然是分成11堂課，每堂課由兩個人負責上
課，但感覺起來都是大家一起幫忙，一起上課。且大家的臨機應變
能力都相當好，即使主要帶領者出了點差錯都可以自動幫忙修正，
一路下來要是沒這些組員們，真的無法想像這段日子該怎麼撐過
去。
我們可以說是這社團的開路先鋒，包含老師在內，大家都沒有先
例可以參考，都是互相給予建議，互相摸索才得以撐過這段時間。
我自己是覺得以第一次來說大家都做得很好了，當然有更多地方是
可以做得更好的。這當中的收穫真的太多太多了，不過最令人開心
的，莫過於社員們喜歡我們的課程，臉上所露出的那些喜悅的表情
吧!

（實習學生 / 邱泓霖）
在金華國中帶領心理探索社的實習絕對算是大學生活中的一大

挑戰。要與國中生去互動，對我自己來說是種前所未有的考驗，況
且整個社團就是由我們這十二位同學夥伴來籌畫，所有的課程設
計、教案、活動方案都由我們自己一手包辦。我覺得透過金華的社
團帶領, 自己不論是組織能力、表達應變能力，真的都大大增進了
功力。在學期初，每到週五(實習時間)其實我就會開始緊張，因為
擔心自己要主帶的課程或是擔任協同領導者會不會表現不夠好，不
過後來我發現，只要自己在事前已經充足準備過了，在當下就是盡
力不要想太多去發揮就對了。漸漸地，我變得開始享受這樣的過
程，每週五的實習已經變成我的一種習慣，常常我反而變很期待每
週這樣短短與社團成員還有團隊夥伴相處的時光。透過這項實習，
我真的發現有太多東西，真的是沒辦法在教室內、書本中就輕易學
到的，學習再多的教學理論，真的都不如去實務現場親身經驗，這
樣的學習是非常深刻又有效果的！這學期的金華實習帶給我好大的
成長與力量，我其實也從這樣的歷程裡得到很多動力還有信心，真
的很棒！

（實習學生 / 黃宇樸）

各委員會會務報告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專業訓練委員會
1.本委員會原計畫舉辦會員「訓練需求調查咖啡論館」活動，考
量需動員之人力龐大，故正構思替代方式。
2.本會將協助2016年的年會專題演講與工作坊之籌備工作。
（二）專業認證委員會
1.本委員會依循NCDA建議，PAC將原名CDF正式更名為CDA。本會擬
同步修訂CDA認證辦法、認證程序與準則。
2.本會擬發展華人生涯發展專業人員(PCDC³)課程主題與認證標

結語
回顧一開始金華國中與我們實習團隊合作的目標與期待，我們
團隊中的很多人一開始對國中這個族群有很多好奇，而在整個實習
結束時，我們團隊花了一點時間會心，分享彼此的收穫和感謝，發
現真的從這群國中生身上學習很多，大概也代表真的滿足了我們對
國中族群的好奇心吧！因為社團帶領為每週一次，而每一週完後我
們總是透過檢討與建議來修正我們自己，我們學著從國中生的年齡
去發想可能的興趣和想法，模擬學生會有的反應。從教學方法到團
隊合作，我們每一週都做改正，教學方法融合師長給予的經驗與我
們想冒險的嘗試，而團隊合作是我們發現在社團帶領上最需要看重
的，當我們團隊的凝聚力、互助精神提升後，確實更快速的感染學
生，帶動整個課堂上的氣氛，這比只有老師一人站在台上要照顧到
每個學生來的有效果。
附錄、社團花絮

準，將於理監事會議提案討論。
（三）專業資源委員會
1.本委員會考量學會網站與形象、品牌連結之問題，經專業資源
組、專業研究組、專業認證組與訓練組多方討論後，決定購買
tcdca.org 及 tcdca.com 之網域。歡迎大家多多推廣，
網址如下：http://www.tcdca.org/
（四）研究委員會
1.本委員會每週持續更新本會網站，使網站內容更為充實。
2.本會之生涯電子報定期發刊，感謝黃素菲、呂亮震、吳淑禎、
宋珮綺、鐘穎與郭祥益等老師們定期提供專欄稿件。
（五）組織發展委員會
1.本委員會聘請陳若玲老師出任組織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協助
推廣會務與招募會員。
（六）國際交流委員會
1.本委員會成立APCDA 2016工作小組，將展開相關籌備工
作。APCDA 2016預計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辦(5月18-21日)，屆
時歡迎本會會員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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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兩岸交流委員會
1.本委員會將於12月10日接待上海師範大學范為橋老師一行八
人，參訪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八）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
1.本委員會準備開始印製職群適配卡，定價250元。
(1) 本會將以利潤(100元)3:7方式回饋給學會與研發者，另外
要簽教師授權書給學會；學會則與出版商簽訂契約，契約內容
會儘快給學會參酌，再行簽定。
(2) 本會建議利潤總數固定時間一起給學會，學會再分配給研
發者。
(3) 本會目前確定會先預購400份給高職各校。
(4) 本會將給學會20份作為參考，另外給研發者。
2.本會之生涯DO GO卡(財產權屬於教育局)，大致完成，在估價
中，預估在650元以上。
(1) 本會將以利潤3:7方式回饋給學會與研發者，另外要簽教師
授權書給教育局與學會；學會則與出版商簽訂契約。
(2) 本會另外尚需與教育局簽訂契約，並回饋給教育局一些數
量(廠商直接回饋，並精算回饋數量)，本案比較複雜。
(3) 本會建議利潤總數固定時間一起給學會，學會再分配給研
發者。
3.高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有「改變卡」，財產權為教育局所屬，
委託我們學會發行，廠商印製3000分，回饋給教育局2000份，售
價由60元提高為220元，其中20元將交給學會，本案學會也要分別
與教育局和廠商簽契約，與生涯DO GO卡類似。
4.本會舉辦全國高中生涯工作坊(高中職生涯規劃教師)與導師
(高中職導師)生涯操作手冊：10/22日、10/23日於北區成功高
中；10/30日於南區高雄女中以及中區台中家商，圓滿落幕。
5.本會將舉辦全國高中生涯檔案電子化工作坊：11/20於北區淡江
大學；11/27日於南區成功大學；12/4於日中區亞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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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以及相關新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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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截稿日為出刊前一個月的
20日(例如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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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欲加入會員者，請填寫後方「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會員報名表」，
寄到 tcdcaservice@gmail.com，或傳真至02-2341-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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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單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版權所有
發行人：田秀蘭
主編：王玉珍、田秀蘭、金樹人 （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編輯：伍凌、林欣儀、馬安妮、曾晴 （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學會網站：tcdca.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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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入會申請表
網 站 ： http://tcdca.heart.net.tw/
email： tcdcaservice@gmail.com
傳 真 ： 2341-3865
會 址 ： 106 台 北 市 大 安 區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162 號 教 育 大 樓 522 室

*編號

*入會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名稱

通訊地址

□□□

電子郵件

填
日

表
期

單

位

電

話

傳

真

年

月

日

推薦人
職稱

單 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姓名

職

稱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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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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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1.學校/學生與教職員
□2.社區一般民眾
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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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
及繳費

備註

□待審

□已審

□通過

□不通過

1. 本 表 填 寫 完 畢 請 以 郵 寄 、 傳 真 至 台 灣 生 涯 發 展 與 諮 詢 學 會 或 mail 的 方 式 傳 送 至
tcdcaservice@gmail.com。
2. 申請資料將由理事會議審查，審查通過後始成為正式會員。經本會審查通過後將 MAIL 通知申
請者。
3. 收到「入會通知書」後請至郵局繳費，入會費 1,500 元，常年會費 3,000 元。劃撥繳費後請將您
的收據傳真或 MAIL 至學會，並註明您的姓名，並自行保留收據以備查。
【郵政劃撥：50251389；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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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網 站 ： http://tcdca.heart.net.tw/
email： tcdcaservice@gmail.com
傳 真 ： 2341-3865
會 址 ： 106 台 北 市 大 安 區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162 號 教 育 大 樓 522 室

*編號

*入會日期

姓名

性 別

學歷

年
□男

月

日

□女

□1.博士 □2.碩士 □3.學士 □4.專科 □5.高中（職）

身份證
字 號
生 日

年

月

日

（□畢業 □肄業）

經歷
畢（肄）業校系（科）所
專業訓練
服務單位

職稱

□1.諮商輔導
□2.社會工作
□3.就業服務
□1.諮商輔導
專長 □2.社會工作
□3.就業服務
□1.學校/學生與教職員
服務對象 □2.社區一般民眾
□3.公私立機構/企業/員工
興趣

□4.人力媒合/人力仲介/人力資源
□5.職業訓練
□6.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4.人力媒合/人力仲介/人力資源
□5.職業訓練
□6.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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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

永久 □□□

電話 （家）
（手機）

通訊地址
目前 □□□

傳真

E-mail
審查情形

審查
及繳費

備註

推薦人
□待審

□已審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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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至郵局繳費，入會費 1,000 元(學生 500 元，贊助會員新台幣 1,000 元)，常
年會費 1,500 元（學生會員 500 元，贊助會員新台幣 1,500 元）(學生身份認定以當年有效學生證件
為憑)。劃撥繳費後請將您的收據傳真或 MAIL 至學會，並註明您的姓名，並自行保留收據以備查。
【郵政劃撥：50251389；戶名：台灣生涯發展與諮詢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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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siaPacificCDA.org

2016 Annual Conference

Career Counseling Best
Practic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romoting
Inclusiveness

May 19 - 21, 2016

Taipei, Taiwan

12 CEU Clock Hours Available
APCDA invites you to attend th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here all presentations will be in English. The
audience will consist of delegates from many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as elsewhere.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networking, sharing among practitioners, and identifying new resources.
Breakout sessions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tracks:

 Serving School Populations (K-12)
 Serving College Students
 Serving Working or Job Seeking Adults
 Research on Career Issues
The audience will include career and school counselors, counselor educators, workforce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s at all age levels and in all
settings (schoo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overnment, military, business, agency, corrections, and private practice).
Some assistance with translation will be provided, but delegates are encouraged to bring their own translators.

Keynote Speakers:
Multicultural and Gender Issues in Career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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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isdom of Traditional Eastern Cultures

by Shuh-Ren Jin, Ph.D., professor at Macau University, and past-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Association in Taiwan.

Hope Centered Career Development in Action

Spencer G. Niles, Ph.D., is Dean an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and a past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ptional Tours

1. On Wednesday, we will offer two simultaneous tours
– one to a vocational school and one to a college
to learn about local career counseling practices.
2. On Sunday, after the conference, you are invited to
tour the Palace Museum with an English-speaking
guide

Call for Programs

The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a presentation for this
conference is November 30, 2015.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a Call for Programs.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Professional Member *
Professional Non-Member
Student/Retired Member or Presenter *
Student/Retired Non-Member
Vendor Table
Optional Tours (each)

Until
February
29
$350
$370
$280
$300
$530
$75

Before
April 18
$370
$390
$300
$320
$550
$75

April
19 and
after
$400
$420
$320
$340
$580

CEU Clock Hours Available

Our annual conference is an opportunity for network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earn 12 CEU Clock
Hours from the US NBCC.

Schedule

Wednesday, May18

Thursday, May 19

Friday, May 20

Saturday, May 21
Sunday, May 22

9 AM – 2 PM
2-5
8:30 - 9:30
9:30 - 12:00 PM
Noon - 1PM
1PM - 5:30 PM
5:30 PM – 7:30 PM
9 AM – Noon
Noon – 1 PM
1 PM – 4 PM
4 PM – 5 PM
9 AM– Noon
1 PM – 4 PM
9–5

Optional Vocational Center Tour or College
Career Center Tour and lunc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Registration
Keynote and Breakout Sessions
Lunch (included in registration fee)
Breakout Sessions
Reception (included in registration fee)
Keynote and Breakout Sessions
Lunch (included in registration fee)
Breakout Sessions
Annual Meeting
Keynote and Breakout Session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ptional Palace Museum Tour and lunch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AsiaPacificCDA.org

www.AsiaPacificCDA.org

Call for Programs

2016 Annual Conference
Career Counseling Best Practic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romoting Inclusiveness
May 18 - 22, 2016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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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adline for proposals: November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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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mission Instructions:

Submissions should be emailed to Info@AsiaPacificCDA.org as a document attachment in outline form.
Your certification of attendance (item 7 below) should be copied into the email so that your name on the
email indicates your agreement.

All Proposals Must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Title: (100 characters or less)
2. Program Abstract: (100 words or less for the conference program)
3. Detailed Description: (300 words or less)
4. Presenter Contact Information:
a. Name, title, institution/organization
b. Address, city, state, postal code, country
c. Phone
d. Email
d. Bio: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presenter's professional history, 100 words or less
e. Photo
Please include this information for each presenter.
5. Program Length: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a. Poster
b. 20 minute research summary
c. 40 minute presentation
6. Topic category: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a. Career planning, development, or job placement in a school setting (elementary or secondary)
b. Career planning, development, or job placement in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setting
c. Career planning, development, job placement, or coaching with adults
d. Labor market, workforce, and economic changes anticipated in the future
e. International careers
f. Research summary
f. Other – please specify
7. Certification of attendance:
(Copy this section to the email when you submit your proposal, and “sign” the email with your name, to
indicate your acceptance of these terms.)
•
•
•
•

I understand that I, and all other presenters, must register for the 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pay the appropriate conference fee(s) by Monday, April 18, 2016.
I understand that I will furnish handouts if I am selected. I understand and commit to present the topic
which I have submitted.
Should my content include resources which are available for sale, I understand I cannot sell items during
a presentation and only by the purchase of a vendor table am I entitled to sell resources.
I understand and adhere to all of the above and should I not adhere to any portion of this statement
APCDA has the right to cancel my program immediately.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proposal!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Monday, November 30,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