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報
` =~=ê=É=É=ê===k=É=ï =ë=ä=É=í =í =É=ê

本期重點

19

1

<< 前往上一期  ｜本期(19) 發刊日期/2016年01月14日

生涯專論

[專論一] 論國內中學生的生涯適性輔導之困境
-從學生輔導法之推展談起

朱惠瓊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學生輔導法於立法院2014年完成修訂三讀通過，並大力於各個

校園單位普遍設立輔導專責單位，包含各縣市的學生輔導中心，且

在近5-6年內，台灣亦將增加八千名輔導教師，希望可以從106年8

月1日起逐步設置到位，盡量達成每校都有一位專輔教師，配合各

縣市所設的學生輔導中心之輔導人力，有效達成學生輔導工作。學

生輔導法法案規定，學生輔導工作分為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以

及處遇性輔導，確立校園三級輔導之法源依據，期待可以提升校園

輔導學生之系統機制，甚或是在不同學齡階段都可以達到有效的轉

介與銜接。

    青少年無論是國中或高中生都是處在生涯進路與抉擇的階段，

配合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推展，以所謂的適性輔導作為輔導工作

的指導方針，內容分別包含國高中學校學生生涯輔導、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實習扶助方案、產學攜手方案、技職教育宣導、國中畢業未

升學未就業青少年輔導以及提升國民素養為實施要項，就其推展要

項之精神以及學生輔導法在物力與人力上的要求與配置，皆處於為

中學生做最良善之考。然研究者透過實際現場的觀察，發現到國中

階段的適性輔導推展情形，卻有著許多窒礙難行的困境，茲說明如

下：

國中生涯輔導課程的推展，立意良好，全面落實有其困境。

    生涯輔導工作著重在以個人本位，協助學生透過一連串的試探

性課程，對工作世界的認識、對個人生涯決策與生涯態度具有養成

之歷程。國中生涯規劃課程安排的架構，是在現行的綜合活動課程

裡，融入生涯課程，難免壓縮原有的綜合輔導活動課程的活動安

排；又若依據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在使學生注重自我覺察、生涯覺

察及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並可以融入在各領域課程裡，然國中階

段之課程架構裡，要使所有科別之教師能夠將生涯發展教育課程的

精神，於非綜合活動課程裡教學實施，除須對生涯議題有相當之熟

悉度外，更要有課程教案設計之能力，此一部分為要使所有科別教

師兼具多項課程規畫能力，有其困難所在。簡單來說，課程時間與

課程規劃設計能力要有所增加或提升，是有現實上之限制。

生涯輔導課程的推展，容易流於僅就升學政策的宣導與說明。

    生涯輔導課程應該協助學生作全面性的生涯探索，然就目前教

育環境而言，受限於課程時間的安排，以及評估學生作迫切關注的

議題，升學政策的熟悉與理解即成為生涯輔導課程很重要的課程內

容之一。甚或是國中生雖有經過自我的生涯試探歷程，但最後仍是

聚焦於升學進路的選擇，失去生涯發展教育的精神與意義。應要親

師生明確知悉，生涯輔導的概念應落入只是”升學與就業的選擇”

，如此當然會造成僅就升學政策的宣導。

生涯輔導記錄手冊的推展，流於形式以及文書資料的整理。

　　生涯輔導記錄手冊內涵包括：學生的成長軌跡、各項心理測驗

結果、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生涯輔導紀錄等，生涯發展規劃書，

亦能夠幫助學生在進行生涯進路規劃時有更清晰、明確的步驟和方

式。但就輔導工作而言，要能夠讓手冊的內容不是僅有測驗的實施

以及資料的彙整，輔導教師需與每位學生進行個別輔導會談，加以

澄清其內涵，但就現行學生輔導法編制，學生輔導中心所派駐的心

理師或社工師以第三級的個案處遇為主，學校專輔教師需協助二級

個案管理，輔導專業人力平均需分配500位學生，要求學校專輔教師

作二級預防個案管理工作，並落實推動生涯輔導記錄手冊內容詳實

的輔導回饋，是屬理想化作法。以每位學生平均至少會談一次，加

上填寫生涯回饋紀錄而言，要1-2年內(即於八年級時)完成生涯輔

導記錄手冊的會談歷程，將佔據專輔教師所有的工作時間，尚且不

足。若又要求其他科別教師協助執行，其專業知能又尚待建立，造

成生涯輔導記錄手冊的理想，在實際執行上困難重重。

家長對於產學攜手方案與技職教育宣導的成就迷思。

　　現今的國中生其父母親輩的成長環境，多出生在升學考試掛帥

的50~60年代，總還是認為若能夠就讀一般高中，日後就讀一般大學

在生涯成就上較為優越。故期待子女能夠選讀普通高中與綜合大學

為主要首選，當面對產學攜手方案或者是技職教育宣導時，有時會

落入不是太為支持的態度，影響國中的生涯抉擇，忽視其個人生涯

興趣。甚有家長還停留在高中優於高職的錯誤迷思裡。這些都會是

影響到國中生選擇高中職就讀的意願選填。

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輔導的政策推展與宣導不易。

　　此方案主要是引進公私立機構的合作性概念為主的「少年On 

Light計畫」，特別加強照顧弱勢青少年，以支持性的多元職涯輔導

措施及社會關懷。執行方式主要會由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及企業

等多部門的資源力量，安排職業就業、生涯試探課程、個人自我探

索輔導、體驗教育等，提供青少年持續學習以及職場就業之準備，

以期幫助青少年瞭解自我。過程中會進行數個月的相關課程，計畫

目標會是希望能夠全面性的協助青少年生活適應職涯定向，但這過

程裡可觀察到這群弱勢青少年的最大需求會是在於職場就業之協

助，對於其他相關配套課程的實施，其影響性有限。而此方案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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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主要以社區非營利機構組織作為推展，但對象設定為國中畢

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此一族群已脫離國中學校，又未進入到高

中階段，無明確之管理或者是追蹤單位，加上個人資料保護法，國

中學校端無法提供此類學生的相關資訊，要如何對此族群宣導與招

募，為執行上之困難。

高中階段的學習扶助方案之推展，未有充裕之相關支應資源。

　　配合十二年國教以及社區化高中就近入學的概念，校園內學生

能力差異日趨明顯，學校針對個別學生的差異，應運用各種資源進

行差異化教學或補救教學，協助不同程度之學生能夠有效學習。針

對此一方案，原應該是針對學生的能力在不同科別有不同的能力程

度的課程編班教學，但身為現場教學的老師都能夠體認到，要能夠

做到科科都作能力編組教學，除非是小校少人之編制才有可行，因

其牽涉到教室空間、課務共同時間安排，例如2-3個班級共同上數學

課的時段，分成4-6小組進行，那麼教室空間與教師人力配置相對於

過往的大班教學將會是兩三倍的資源投入，這在現行體制與經費上

是無法確實執行的。

輔導專業人力工作權責劃分，缺乏與生涯輔導之配合。

　　就現行的輔導專業人力而論，主要是分為校園的專任輔導教

師、綜合輔導活動課教師以及駐校專業輔導人力(心理師或社工師)

。然就輔導人員配置的概念，多以三級預防的概念，作專輔教師與

心理師之間的工作權責劃分，而置生涯輔導於其體制外，視之為一

獨立的任務與工作內容，如此則必將增加輔導專業人力之工作負荷

量。

過多的文書評核工作，佔據輔導人力額外時間。

　　校園內因應評鑑制度以及所謂的工作績效評核，常常需要有各

式各樣的評鑑事務，若在輔導人力上，例如生涯發展教育、性別平

等、家庭教育、一般輔導、親職教育、生涯教育，甚或是特殊教育

的評鑑，校園教師需要花費許多時間來製作包裝精美的評鑑文件，

來說明各項業務的推展情形，然如此的評鑑工作卻造成與學生互動

的時間相形之下較為減少。而學生部分有時也會需要配合製作所謂

的生涯檔案，然就其最後使用生涯檔案作為升學考量者，卻是寥寥

無幾。

　　從基層現場觀察到上述的相關議題，整合過去經驗以及觀察現

象，雖然在短期之內考量經濟成本、人力配置以及政策的要求，要

達到全盤性的改變與檢討定有其阻礙之處，然個人認為在中學生的

生涯適性輔導上的困境，可進一步作下述之思考與調整。

一、生涯輔導課程與其他課程的整併與融入，包含生涯輔導記錄手

冊的實施與推展。

　　在課程安排與規劃上，首先九年一貫的課程裡，明確將生涯發

展教育各階段從小一到九年級應達成的能力指標列出，為使符應現

實大環境的需求，應將這些能力指標進一步與現實條件作結合做為

課程內容，例如興趣量表的結果與升學就業的測驗解釋與實施，應

該要再增加目前就業趨勢的要求與限制，包含國中畢業薪資、升遷

管道、工作條件限制、未來發展等，讓青少年可以有與現實接軌的

機會。

　　另生涯發展教育內涵有些能力指標與某些課程，例如公民、家

政、童軍等等有許多的重複，其他基本學科國文、數學、英文等也

有少許的課程議題類似，而校園內也欠缺這樣的跨領域間討論機

制，例如每學年開學時，跨領域代表討論整體課程規劃，避免課程

有重複上的狀況出現，那麼生涯輔導課程即可真的有效落實在各領

域當中。包含生涯輔導記錄手冊，可作重新檢核檢視，了解當中的

某些主題是否可在不同科別裡進行討論與課程教學，那麼就可以將

手冊內容作分散式的處理，例如多元智能能力的評估、家庭關係與

互動，都可融入在公民課程裡，這樣即可有效降低特定時間施測的

時間成本，避免增加輔導工作之額外負擔。

二、環境升學制度的確立，降低升學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干擾。

　　政策規劃者初期在改變升學制度採以多元入學的考量，本為青

少年的發展作更多彈性運用空間為出發點，然而根本的”升學導

向”之價值觀，仍深植民心，故從”多元”概念來確立升學制度當

下，應該要將現實環境民心需求與慣性也考量進去，並降低每年在

升學制度上的變異性，青少年才可從過往的經驗裡快速獲取自己的

未來進路做為參考，若每年都有新的升學政策變更，光是要理解這

些政策面的內涵，就需要花上許多時間，遑論是否真的理解，那這

樣也失去制度政策的美意了。

三、強化親師合作與家長對於技職教育宣導的接受度

　　就教育第一現場以及工作僱用關係，都非常清楚一技之長才是

就業的主要關鍵，學歷只是做為輔佐之用。不僅僅是在校園所舉辦

的親職教育講座上，適時的宣導目前教育與職場趨勢的變化，破除

講求”綜合大學”與”普通高中”為佳的概念，過往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概念早已過時，更多的是可以與企業界作合作，例如

從國中就可以有些企業的協助與更多的產學合作，甚或是透過企業

界對家長宣導，說明技職教育的優越，導正過往的升學迷思。當然

可以有些實質的數據，例如就業率、志願選填時某些公立高職學校

的入學百分比是優於普通高中的事實呈現，這些都會有助於家長對

於產學合作與技職教育的接受度。

四、編制或落實管理國中畢業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之追蹤管理機制

的相關人力。 

　　雖然目前台灣推行十二年國民教育，但高中階段並非義務教

育，並無有任何對於未就學者有任何的追蹤與強制性，然若要確實

掌控這群青少年的出路狀況，可考量比照類似特教系統的轉銜機

制，分屬通報社會局、勞工局與教育局等不同系統，務必將未滿十

八歲但未就學者的這個族群作確實掌控，重要關鍵就是要確認青少

年自國中畢業後的何去何從。建議輔導編制上可以針對此一部分增

設相關人力，例如納入社政機構的協助追蹤或者是作畢業追蹤流向

之人力配置，而非又再度將此業務回歸到輔導教師身上，獨立專責

的人員可追蹤，當然也可以協助青少年後續的生涯輔導工作，即可

提供中短期(半年到一年)完整之協助方案。

五、應用三級預防的概念，將生涯輔導與諮商落實融入校園輔導工

作內。

　　三級預防的初級預防概念，著重在預防，然往往談及輔導工作

時，往往都會是先入為主的認定是輔導室的工作，最多就是學務處

的配合，但在校園三級輔導概念裡，若能夠讓初級預防概念是落實

在一般教師的工作職責，例如導師可協助生涯發展的初步晤談，作

導生之管理與需進一步分作生涯輔導與諮商的篩選，科任教師可協

助學生發現自我興趣，並提供合宜的就業楷模，在過程裡發現需要

進一步澄清的個案予以轉介給輔導室。從校園內人人都為三級預防

概念裡重要的每一份子，那麼生涯輔導的基礎工作同樣也就可以被

校園不同專業給接納與被妥善分工。然而學校教師要能夠共同參

與，那麼就要回歸在教育學程的專業培訓課程裡，也要納入相關輔

導工作或者是生涯輔導的基本能力培養，如此教師具備相關知能才

可能會在教育現場實際運用，若是要在進入工作之後再額外辦理研

習或教育訓練，此一部分將會造成一般教師的工作負荷以及服務熱

忱耗損，對教師在輔導上的繼續教育是必要的，但基礎教育則建議

於教師養成階段即可完成。

六、整合各式評鑑，強化質性勝於量化文書之呈現。

　　評鑑制度一直都是第一線教師的重要議題，主管單位認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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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評鑑機制”以考核與監督校園相關事務工作被合宜或有效能

的執行，但目前評鑑機制，因應著不同業務歸屬不同主管單位所

轄，以致產生各種評鑑項目，例如生涯、性別、特教，苗栗縣更有

專輔教師的評鑑，這些大大小小的評鑑勞民傷財，為實際現場工作

帶來的實質助益也微乎其微。因此若能夠整併所有評鑑，或是削弱

評鑑時需要採用的書面或量化產能之評估，那麼才能讓校園教師回

歸正常教學與輔導，降低所謂的行政負荷，還時間於學生。

結語

    環境社會變遷，青少年的教育不再只是過往傳統的填鴨式教

學，為使青少年能夠在成長歷程裡有健全的身心發展，適性輔導是

重要的；為使能夠配合環境教育政策的改變，生涯適性輔導必要

的，因此落實生涯適性輔導，才能有效協助中學階段的青少年，然

教育現場的困境，應從第一線的親師生的心聲談起，針對其需求評

估與聆聽，擬定合宜的政策，才是最正確的。故學生輔導法的推行

勢必是可以為教育現場灌注很不同的活力，但更重要的是要將政策

與現實面加以對話與結合，以貼近最真實的教育現場，發揮最大的

效益。

[專論二] 外遇與修復：一個身體工作的介入方案

許皓宜 / 諮商心理師

　　根據我國內政部2012年的資料顯示：在2012年，台灣離婚夫妻

數總共有5萬7,077對—與2011年相較之下減少了百分之1.7，但與

亞洲其他國家相比，比例仍明顯偏高。我們雖然無法正確統計台灣

離婚夫妻的問題來源為何，但依據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在2009年

所發佈的婚姻諮詢服務情況顯示（聯合晚報，2009）：2009年前

去接受婚姻諮詢的1300名案主中，因配偶外遇前來接受諮詢者約

佔百分之40，因與配偶個性不合者約佔百分之30，遭受配偶婚姻

暴力者亦約佔百分之30。由此可見，「外遇」—已然成為影響台

灣夫妻婚姻關係的重要因素。至於「外遇」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

的？Brand、Markey、Mill與Hodges(2007)的研究發現，外遇的性別

發生機率已不似過去具有男高、女低之差異性，比例漸趨一致；但

發生外遇的原因卻可能存在性別差異，男性有較高的機率因為性的

愉悅或吸引力而發展出外遇關係，女性則多表達外遇與婚姻關係的

低滿意度具有相關；而何春蕤（1994）也曾提到，情慾會隨著身體

接觸的日漸熟悉而逐步消退，因此外遇似乎成為夫妻關係中難以避

免的重大考驗。顯示性與情慾、婚姻關係的質地乃外遇經驗中兩大

重要的環節。據此，筆者根據先前針對重複外遇經驗夫妻所進行之

深度訪談，所整理出的療癒因子，與國內瑜伽提斯協會創會理事長

唐幼馨合作設計為期10次的身體工作介入方案，並於網路上發佈徵

求伴侶雙方之任一方曾有過外遇經驗、且雙方均有意願參與外遇後

關係修復工作的參與者，期望透過具有治療性色彩的身體工作，協

助夫妻以非語言方式，重建外遇後的共同生活模式。

一、身體工作的理論基礎

    身體工作是透過他人的引導與互動來促使當事人產生意義的覺

察，在臨床實務工作中，「舞蹈治療」與身體工作的概念甚為相

關。其基本假設乃根基於：身、心、靈三者間是相互關聯的，因此

舞蹈治療可以同時成為身心衡鑑與介入模式之參考依據；舞蹈治療

定義為「藉由肢體的動作與表達，探索內在的心理歷程；因此舞蹈

本身不僅是藝術、更是治療，當舞蹈與治療相遇，身體即成為治療

的語言。」治療性的肢體律動可以協助案主覺察、表達內在的心理

狀態。本研究即以「肢體律動」的概念，為進行實務介入之基礎。

    舞蹈治療的整體目標有四，包括：(1)身體－心理的交互影響：

因動作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到個人的心理狀態，而當個人對於自我

身體印象產生改變時，人們也會開始用不同的方式來看待自己；因

此舞蹈治療強調身體與心理的統整與協調，達到健康的狀態。(2)

身體－動作反映人格：動作能夠反映出個人的人格狀態、以及內在

的防衛與緊張，因此身體本身是表達自我的重要媒介，人們亦能夠

從中促進自我成長、促進人格改變。(3)創造性藝術的治療性：動

作本身是一種直接的創造性藝術，因此透過個人在身體工作上的創

作，能夠表達自我並達到心靈療癒。(4)動作關係的建立：透過肢體

的互動，可傳遞出同理、支持、與陪伴，形成一個非語言的溝通管

道，在動態與接納的氛圍中進行治療，以促進改變。此外，舞蹈治

療有七項療癒功能，包括：(1)透過動作的變化增進全身協調，(2)

強化心肺功能，(3)促進感覺統合、傾聽內在聲音，(4)宣洩與表達

情緒，(5)加強自我概念與身體意象，(6)增加人際互動及社交能

力，(7)提供娛樂性治療活動。 

    根據上述，筆者認為，身體工作確有貼近內在自我、促進關係

互動，進一步達到情緒宣洩、關係同理、重建與修復之功能。對於

歷經外遇事件的夫妻而言，關係中隱晦的內在衝擊可能讓他們對外

遇事件難以言喻、或者一發言即面臨爭吵，身體工作的方法無疑是

給予一個破冰的機會，不僅藉由音樂放鬆彼此之間緊繃的氣氛，進

而藉由身體語言的交流，搭起夫妻兩人接觸的橋樑，讓夫妻藉由肢

體動作的過程更貼近自己的感覺、進而產生覺知，將原本主觀尚未

覺察到的衝動與情感失落放回意識層面，覺察到彼此在外遇事件中

的自我矛盾與衝突，以學習重視彼此的感受、衝突與情感，重新看

待自己、對待彼此，形成歷經婚變後，更能彼此了解、真誠以對的

婚姻關係。

二、身體工作介入方案之目標與內容

    在本次方案設計中，其目標分別如下：

1. 透過夫妻肢體互動的過程，使其更貼近自己的感覺，增進與拓

展自我了解。

2. 透過協助對方完成肢體動作，加強伴侶互動時間與品質，增進對

彼此的了解與親密度。 

3. 運用身體互動中產生的對自己與對方的覺知，將外遇事件前後，

未覺察的情緒(衝動、失落、憤怒等)，放回意識層面。

4. 在身體工作過程中，學習重視對方的感受、情感與價值觀，同理

彼此的內在衝突與困難，接受自己與對方的限制，並學習在衝突與

不完美中繼續扶持，完成共同的生活目標。

5. 經由身體互動，探索與試煉關係中的信任、開放與扶持，達   

到關係重建與修復之功能。

招式介紹

盤坐背對旋轉

    本動作為正式瑜珈動作前的暖身與呼吸。意在協助伴侶雙方感

覺對方呼吸的頻率、深淺，並試著調整自己的呼吸方式，儘量與對

方同步。當事人轉身後，背部乃靠著對方的肩膀，一手扶住自己的

膝蓋，一手扶著對方的膝蓋，形成一個相互依偎的狀態。許多伴侶

會在這旋轉過程中向對方撒嬌，因此本動作在伴侶身體工作中，扮

演一個很好的潤滑作用。

治療元素：覺察 同步 潤滑

背對伸展

    本動作乃背對背前傾、後仰伸展動作，用以培養對彼此的支持

與信賴。男女雙方因為身材差距，男生往往會擔心把女生壓垮，女

生則擔憂會從對方身上摔下來。因此，雙方在前傾、後仰的過程

中，要能放鬆地靠著對方、後倒者願意相信對方會撐住自己、前傾

者要能吃苦為扛住對方，才得以完成。

治療元素：信任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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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坐面對側彎

    本動作意在透過想像、嬉鬧、互扮鬼臉的過程，為兩人之間營

造出一些歡樂。伴侶雙方因為腰臥彈性不同，能延展到的程度也不

一，因此練習本動作時，常發生取笑對方延展性不佳或太佳的情

況。本動作透過嬉笑、玩鬧、打趣的過程，讓雙方卸下掩飾與客

套，真實地面對彼此，因為唯有真正親密的伴侶，才能放鬆不帶評

價、攻擊地，揶揄對方，感情因而更進一步。

治療元素：玩耍 歡樂 情趣

雙人聖人瑪里琪式

    本動作如同兩條蛇彼此盤旋，象徵著心理層面上，兩人的感情

如水乳交融，因著動作而感到親密。本動作在生理上，還有強化脊

椎彈性的保健功能。

治療元素：增進親密

雙人Ｃ字型

    本動作是訓練耐力與堅持度的肌力訓練，起握過程中，肚子會

極度痠痛，但是在艱辛的動作中，依然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堅持完

成動作。互相鼓勵打氣為完成動作的關鍵之一，兩人的腳踝緊緊相

靠，象徵著對彼此的同在與勉勵。

治療元素：堅持 鼓勵

雙人棒式

    在本動作中，男方肌力需有一定的強壯度，才能撐起上方的女

生；而女方也需主動出力維持住姿勢，不能完全依賴對方由下撐住

自己。本動作對於較沒有力量的男性或平時習慣依賴對方作主擔待

的女性而言，挑戰很大。因為伴侶二人其實都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一者由上、一者從下。雖然要從對方身上拿到助力，但自己還是要

能夠獨立。唯有兩人互相扶持、給出對等的力量，本動作才得以完

成。從動作中，伴侶雙方可以覺察彼此平日的互動模式、期待、與

各自在關係中扮演的角色。

治療元素：力量 支持 自倚 獨立

雙人倒Ｖ式

    本動作磨練彼此的信任度與協調度，強調一氣呵成。

 治療元素：信任 協調  

Ｗ式

    本動作培養彼此之間的默契，雙方能力要差不多，若在能力上

相距太大，另一方會感到沮喪。但動作中，雙方有各自的貢獻，如

同男女共同持佳，主外、主內，分工、同心。

治療元素：默契 分工 同心

雙人空中腳踏車

    本動作培養雙方的協調感與互相容讓配合的耐性。當腳掌相對

時，因為角度不協調，有些伴侶會有所爭執，互相指責。爭執或協

調的過程中，可以看出雙方性格的差異，如挑剔、隨性、完美求

全、得過且過。然而，婚姻如同腳踏車一樣，要一直在跌撞、失足

中，不斷騎下去。

治療元素：協調 配合 容忍 持久

雙人互相蹲站

    本動作培養彼此的協調力與肌耐力。向下深蹲的動作，獨立進

行就已殊為不易，更何況要配合對方，同步進行？一方的動作和肌

力狀況都會影響著另一方。故本動作考驗的乃伴侶雙方的合作關

係，兩人要如何用「經營」的態度，慢慢抓到彼此的平衡？蹲下起

立的過程，速度越慢，越困難。

治療元素：陪伴 經營 耐性 合作

雙人Ｖ式

    本動作從兩人貼近站立開始，慢慢滑開彼此，往外傾倒。站的

太近時，面對面的雙方往往會感覺到站不穩，甚至需要抓對方，才

能維持平衡。動作的難度在於：若兩人很久沒有擁抱或靠近彼此，

貼近之時即會感到怪異；一旦慢慢拉開時，會有如釋重負感。這樣

的感受，就原本為了更加親密而結合的伴侶而言，是相當矛盾的！

「靠近—拉開」的過程，其實檢視的是：兩人對親密度的感受是？

何以拉出距離可以製造出緩衝而感到自在？靠多近是舒服的？

治療元素：距離 檢視關係

雙人前彎旋轉

    本動作經由互相拉扯與對抗，協助對方伸展背部。若其中一方

柔軟度不夠，會因為拉扯過程而感到不適。唯有循序漸進，才能完

成動作，並在過程中看到彼此的進步、變化，感謝對方的協助。

治療元素：進步 改變

雙人孩童式

    本動作提供中場稍事休息。經過前面辛苦的練習，練習者於趴

臥休息中可以感受到輕鬆，並體會到休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在對方面前低頭並俯拜，有時會引起不自在感，本動作亦象徵著對

彼此的感謝與平等互重。

治療元素：休憩 橋梁 平等互重 感恩

雙人大休息式

    大休息式是深層意識的休息，用以平衡我們做瑜珈時得到與付

出的能量，整合所有姿勢得到的效果：放鬆身體、大腦、反射神

經、交感神經，連結身體與內在感受。因為手是能量最容易互通的

位置，故平躺休息時，可牽住對方的手或將手掌放在對方掌心。

治療元素：休息 自在 聯結

三、身體工作介入後的評估

    筆者同時接受過系統取向及客體關係取向的婚姻家庭治療，在

過去的婚姻治療經驗中，發現許多具有婚外情經驗的當事人，因想

要修復關係而來。這些夫妻不同於外遇後，認為婚外關係才是真

愛、或者堅持離婚的當事人，在婚姻受到痛苦與破壞的掙扎中，仍

然想要靠近彼此，但外遇問題又常在婚姻關係持續後被強迫性地談

論或重複發生。筆者認為，真正阻礙經歷外遇後夫妻重聚的重要因

素之一，乃是他們對於外遇可能重新發生的恐懼—而這種恐懼也確

實讓經驗婚外情的人們，害怕將自己的親密渴望重新交託給婚姻中

的伴侶，以免親密過後又是遭受背叛的惘然。但大多數夫妻在經歷

外遇事件後的修復歷程中，卻往往對這種恐懼感到難以啟齒，有「

擔心重提往事會影響夫妻感情」的為難。然而，在歷經10次的身體

工作後，筆者發現，身體的力量是較語言更為真實的—在身體工作

方案的進行中，夫妻們多發現在其中能對自己與對方的呼吸頻率深

淺有所覺察，並能敏感於彼此呼吸頻率的不協調；在身體工作者的

帶領中，這些非語言的不協調是令夫妻難以忍受的，也迫使他們將

那些在外遇風暴中壓抑進內心的痛苦情感，不得不透過身體接觸的

深刻體察、進一步在關係中表達出來。

    然而，前來參與身體工作的夫妻，由於先前已透過語言治療，

釐清彼此在生涯目標上以「和解」為共識，因此當壓抑的情感得以

表達出來，就有機會透過非語言的身體工作達到更快速的修通。因

此，參與的夫妻們多回饋，每次在身體工作課程結束後，彼此時而

溝通、時而爭吵、時而靜默，卻在一次次的身體推進與合作間，對

彼此的個性、價值觀有更多認識。

    整體來說，筆者認為身體工作對於夫妻外遇後關係修復的功能

在於：(1)透過身體的接觸與合作，彌補遭受背叛所感受到的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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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文化

期望裡，找到尋職心動力

林俊宏 / 擺渡系統設計營運長

    在工商心理學學域裡，工作動機是極為重要的議題。試圖解釋

著影響員工職場動力的因素與歷程。此亦為企業主常掛心的課題，

因員工動力不足將影響著工作表現，甚至引發離職傾向。過往有關

工作動機的理論相當豐富，如強調個體內在需求的階層理論、藉由

環境條件刺激來維持行為表現的增強論，以及重視個體認知歷程等

多元觀點的解釋性理論。該議題的實徵研究更不勝枚舉，可見個體

的職場行為動力長年被學術與應用所關注。然筆者認為動機源自個

體，工作動機理論除讓企業雇主能充分理解員工的心理動力外，更

應推向在職場中或初職的工作者們。當筆者在大學教學時，詢問學

生為何畢業後應該要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絕大多數不會被略過的

答案都是「薪水」，若持續追問為何需要有一份薪水，得到的答案

則相當迥異，如還學貸、出國進修、買手機、房租生活費用、成為

獨立的人等，這正凸顯著心理學特色之所在，也在在提醒職業輔導

必須貼近與同理被輔導者的獨特生命處境。

    筆者認為求職可視為一份工作，許多即將或正在面對求職活動

的求職者，卻找不著十足地行動動力。對此，或許我們可從期望來

理解與協助。依據Victor Vroom(1964) 在「工作與激勵」一書裡

提出期望理論 （expectancy theory），該理論是認知取向的重要

理論之一。他相信個體在行動上的選擇是基於覺得某一種選擇所可

能的回報，是值得努力的，同時也是可以得到的。該理論的內涵有

三，說明如下: 

(1)期望性:指努力與績效的關係。

(2)工具性:指績效與獎勵的關係。

(3)價值性:指獎勵與滿足個人需要的關係。

    如下圖所示，我們以一位正在修習某課程的學生為例，說明以

上三項內涵的關係是如何讓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 首先，期望性是

指學生相信自己認真投入課程裡，期末老師會給予他修習該課程好

成績。工具性則是指該學生也相信若該課程獲得好成績，對畢業後

的投入職場將具備職業優勢，並得到更好的工作條件與職業發展。

最後，價值性是指該學生認為擁有良好的工作條件與職業發展是可

以滿足個人的職涯發展需求。反之，假若學生覺得成績高低對未來

爭取一份工作並沒有太大幫助，便心態上只求過關，將個人的時間

與精力轉移至他處。此外，若學生並不覺得畢業後，必定需要進入

職場當個上班族，這些狀況都很難讓學生願意為該課程投入更多。

愛的痛苦；(2)透過呼吸與肢體的協調性，覺察彼此之間的差異與還

未表達的情感；(3)透過對另一半身體柔軟度的探索，體會對方在外

遇事件、工作與生活上的壓力。綜合而言，身體工作介入開啟夫妻

在外遇風暴後進行關係修復，建構共同生活的新視野。然而，本次

的介入性課程只為期10次，雖達啟蒙暖身之效，但強度與持久性尚

不足，若未來能以20次介入為一循環，結束後休息數周至數月，促

使夫妻有更長的反思空間，再進行下一輪介入。周而往返，或許將

收益更大。

    從期望論的內涵，我們也可用以理解求職活動的動力來源，筆

者提出三點可能的思考方向，供輔導人員及求職者在尋找職涯發展

動力之參考:

1.以終為始:

    職涯發展或求職活動，除思考自己當下的自我優勢外，以終為

始更是思考關鍵，協助被輔導者思考投入職場，可滿足個人的當下

及未來的何種需求，嘗試讓個體去建構工作對個人的目的與意義。

職業生涯的功能不單僅是維持個人生存需求外，更可能滿足個人心

理成就的滿足感及人脈關係等，但這有待被輔導者的主觀定義才真

能產生心理力量。

2.強化希望感:

    希望感為正向心理資本的要素之一，其內涵是當個人對當下及

未來有明確的目標後，接著學習達成目標所需的方法與途徑。因

此，在以被輔導者主觀建構出工作的意義與功能後，需引導對方設

定具體、具驅動力、可行、合理及有完成時限的目標。隨後，協助

個體接受系統化的職業訓練及求職活動所需具備的觀念及能力。將

有助於個人心理希望感的提升，也增強工具性的程度。

3.勇於相信期望:

    口足畫家謝坤山先生曾說：「你努力不見得會成功，但不努力

就絕對不會成功」。在求職活動中也是相同的道理，你必須先相信

行動的力量與可能。也許求職結果影響因素甚多，包含職缺、面試

官、企業文化等非個人可以掌握的因素。但應先理解被輔導者對求

職活動所採取的態度與行為意向。隨即再運用澄清、引導與面質等

輔導技巧來協助被輔導者對行動期望的自我察覺，協助建立被輔導

者相信個人行為的持續投入對結果是有助益，再行動中適當修正態

度及行為將帶來良好的求職結果。

    筆者盼運用本文除介紹認知取向的期望論外，更希望有助於輔

導人員或面對求職活動的朋友，可以思考個人求職活動的期望、工

具與價值關係，能加強彼此間的關聯性，找到持續尋職活動的心動

力。

生涯電影院

本期播放：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黃素菲 /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劇情簡介    

    賈維警官在西元1815年釋放已在牢獄中待了十九年，編號24601

的囚犯尚萬強。尚萬強努力從土倫前往第盧生活，他只為求得一個

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與一個足以溫飽的工作。但他這才發現，自己

早就遭到整個社會的遺忘。還好尚萬強遇到米里哀主教一番親切的

對待。但過著太久苦日子的尚萬強，竟起貪念偷走教堂的銀燭台而

遭逮捕，主教卻以德報怨說他沒偷東西，並請警察放他走，尚萬強

因而決定展開全新的人生。

    8年過後，1823年的濱海蒙特勒伊市，尚萬強卻違反假釋規定而

人間蒸發，他將主教的銀燭台變賣求現，而化身成蒙特勒伊市市長

與工廠老闆。手下女工芳婷遭領班開除，她因而拜託尚萬強幫忙，

但他卻因要事而無法予以協助。

    成為督察的警官賈維，在工廠巧遇改名為馬德藍的尚萬強。賈

維雖覺似曾相識，並未察覺他的真實身份。為支付女兒醫藥費的芳

婷，只好至紅燈區變賣首飾與秀髮求現，甚至淪於妓女賣身而與尋

芳客起了衝突，差點遭到賈維逮捕的她，為市長所救，冷眼旁觀的

尚萬強差點間接導致芳婷女兒病死，內疚不已的他因而幫助她們母

女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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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媽媽，養育孩子的慈愛養父？是神寵愛的子民？還是忠於自己

內在良心與美善的凡人？尚萬強的這些提問真是人生的終極提問。

我是誰？這樣一質問下去，最後尚萬強終於回到自己最深層的良心

深處：良心。最後他寬恕賈維，也寬恕了自己，在這樣的寬恕之

中，他獲得了永恆的平安與寧靜。尚萬強的人生算起來，只有悲，

沒有慘。

    賈維的人生註定是走不下去的，那個奴役犯人拉牽的峽灣波

濤，在片首就寓意深遠的埋下伏筆，賈維最後縱身躍入峽灣的波濤

裡，並不令人意外。第一次鏡頭讓賈維走在邊緣（Edge，邊緣，意

喻狹窄,難走，危險等），他信心滿滿，認定心中的法理信條就是

宇宙的真理，殊不知那只是人間設立的法律，這些隨著時代變動而

變動的法律標準，根本不是永恆的真理，只是社會文化暫時性的規

範，而他將自己侷限在這種律法的執法角色裡，以為自己就是真理

的執行者。

    一個相信世界只有黑白對立、非黑即白的簡單二分法的人，註

定要墜入痛苦的深淵。第二次鏡頭又讓他走在邊緣，這次他失去中

心點，因為絕對的黑白對錯，在尚萬強以愛寬恕而放他走時，賈維

的世界完全崩解，無以為繼，生命到此已經進入形式上的監牢了，

他最後終於以跳海自盡作為生命的終結。片中肉體被關19年的是尚

萬強，心中被長期禁制失去自由的其實是賈維。賈維剛好跟尚萬強

相反，賈維的人生算起來，只有慘，沒有悲。

法理情與情理法

    「法」是指人類的認知思想，也在探問真理是否存在。合法就

是合於合於自然法則的定律、定理，合於社會上的「正確」規範與

準則，對應的是真。「理」是指人的行為準則，或是人與人的對待

方法。合理就是合於因果關係的推論，合於情境或事件「邏輯」的

理性與信念，對應的是善。「情」是指人感受與情感的本質，也就

是慈悲、關愛、寬恕、原諒或是孟子的「仁」。合情就是合於「和

諧」本質的平靜與安寧，對應的是美。

    這部電影也可以用法理情或是真善美的角度來討論，賈維的角

色在主張「法」與「理」的原則，因為他一直都依賴著「正確」規

範與準則和「邏輯」的理性與信念，犯錯的就要受懲罰，逃脫的就

要抓回來，他僵硬而固執的執行著他認為的真理。尚萬強的角色是

在彰顯「情」的重要性，引發人性中「美」的本質，他展現出慈

悲、關愛、寬恕、原諒，並且獲得心中永恆的安寧與平靜。酒店夫

婦象徵的是在窮困、亂世之下，苟且營生的粗鄙世人，唯利是圖、

寡廉鮮恥、偷拐搶騙、無所不用其極，將人性中齷齰與骯髒展現到

淋漓盡致。既不合於情理法，也就沒有真善美了。

    尚萬強揹著受傷的馬律司逃難，經過下水道，泥濘不堪、濁水

惡臭、污泥滿身，也可以說是極具象徵意義：他要經過這些考驗與

過程，才能洗淨自己。其實整部電影都在描述尚萬強如何一次又一

次自我昇華、洗淨自己。第一次是他被神父寬恕之後仰天長嘯、發

誓要重新做人。接著是八年後做市長到處布施，具體表徵是救出被

壓在車輪下的車夫。第三次是在賈維以為自己錯怪市長還向尚萬強

致歉，但是尚萬強不能容忍為自己的私利而要無辜平民來替他頂

罪，於是來到法庭坦承自己就是犯人24601。然後贖回芳庭的女兒珂

賽特，尚萬強離群索居地照顧她撫養她，本來他捨不得珂賽特戀愛

而離開他，繼而他又要超越自己的自私，冒險營救馬律司成全珂賽

特的幸福。最後他徹底地、根本地原諒賈維，認為賈維只是在盡忠

職守、執行角色任務，完全對他不抱私怨，放他自由離去。最後，

雖然尚萬強在教堂孤獨面對自己（面對神），其實他應該是仰無愧

於天、俯不怍於地了。

    愛波寧和珂賽特這兩個女孩也是值得討論一下，愛波寧就是愛

上一個不愛她的人的典型，真是痛啊！還好片中的愛波寧算是大

氣，雖然在這對可惡的夫婦撫養之下，居然還能保有潔淨的心，沒

有被嫉妒或失落扭曲掉自己。相對之下珂賽特算是幸福的女人，雖

然童年很坎苛，但是從尚萬強救了她之後，她可以說過得幸福快樂

有如公主般的生活，跟馬律司一見鍾情、兩情相悅，最後以有情人

    年幼的珂賽特跟德納第夫婦住在蒙德勒伊市，這對夫婦疼愛親

生女兒愛波寧，卻虐待珂賽特。因緣際會之下，尚萬強答應芳婷會

好好照顧她的私生女珂賽特，並將她撫養長大，而尚萬強因不忍被

逮補落網的犯人是自己替身，不顧一切衝進法庭，並且承認他才是

真正的尚萬強，視對珂賽特的父愛勝過一切的尚萬強，帶著珂賽特

逃往巴黎，他們因而從此墜入流亡的生活。尚萬強答應瀕死的單親

媽媽，成為養育孩子的慈愛養父。

    本劇在最後尚萬強徹底地原諒賈維，以及珂賽特跟馬律司有情

人終成眷屬做結尾，算是喜劇收場。

導演、編劇2012年/美國/158分鐘

    本片由奧斯卡金獎導演湯姆霍伯(Tom Hooper)執導，湯姆霍伯

還執導過《王者之聲：宣戰時刻》(The King's Speech，2010)。

本片劇本改編自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同名小說，由Claude-

Michel Schonberg 根據雨果原著與Alain Boublil 所寫的法文版小

說改編成本片劇本。 

演員

    本片由休傑克曼、羅素克洛與安海瑟薇主演。他們和其他主

要演員的角色如下：休傑克曼(Hugh Jackman)飾演尚萬強(Jean 

Valjean) ，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飾演賈維(Javert)警官，安

海瑟薇(Anne Hathaway飾演工廠女工芳婷(Fantine)，亞曼達塞佛

瑞(Amanda Seyfried)飾演成年珂賽特(Cosette) ，伊莎貝爾艾倫

(Isabelle Allen)飾演小珂賽特(Young Cosette) ，薩夏拜倫柯恩

(Sacha Baron Cohen)飾演小珂賽特苛刻的養父德納第(Thenardier) 

，海倫娜波漢卡特(Helena Bonham Carter)飾演小珂賽特苛刻的

養母德納第夫人(Madame Thenardier)，莎曼沙巴克絲(Samantha 

Barks)飾演愛波寧(Eponine)。艾迪瑞德曼(Eddie Redmayne)飾演馬

律司(Marius) 

得獎記錄

    本片在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中榮獲8項提名，其中獲3個獎

項----最佳女配角：安•海瑟薇；最佳音響效果：安迪•納爾遜、

馬克•帕特森及西蒙•海耶斯；最佳化妝：莉莎•慧絲葛及茱莉•達妮

等。可惜其他5項入圍項目沒有獲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休•傑

克曼)、最佳歌曲(Suddenly)、最佳服裝(帕科•德爾加多)、最佳藝

術指導(Eve Stewart及安娜•林奇-羅賓遜)。

    本片也榮獲第66屆英國電影學院獎9項提名，榮獲四大獎

項，分別為-----最佳女配角：安•海瑟薇；最佳藝術指導：Eve 

Stewart、Anna Lynch-Robinson；最佳化妝：Lisa Westcott；最佳

音效：Simon Hayes、Andy Nelson、Jonathan Allen。

影片導讀：悲慘世界中的悲與慘

    本片以法國大革命為故事背景，故事主軸是破滅的夢想與得

不到的愛情、在生命熱情與犧牲之間的贖罪之路，呈現無盡的心

靈試煉。整片還有一個隱藏的主軸，是以愛去寬恕，以愛施予需

要的人。關於世界的悲慘，環境的惡劣，命運的不幸，遭遇的苦

痛.............。悲與慘是不一樣的，「悲」是非心，是慈的同

義，悲與慈兩個字，都是心的上面並列兩個字形，悲是心上面並列

兩個丰，慈是心上面並列兩個ㄠ；可是慘是心參、心三，三心兩

意、心意不定的意思。這部電影透過尚萬強，透過那群可愛的革命

青年，說的是人間天堂，人可以創造自己的天堂，擺脫外在環境的

桎硞，找到自己的安頓之道。這部電影張揚的是西方的文化核心，

典型的人定勝天，真愛無敵的文化與信仰上的傳統信念。

人最終要面對的只有自己

    關於男主角尚萬強，一直問我是誰？是一個偷麵包給快餓死的

外甥的罪犯？是偷救命恩人財務的壞蛋？還是洗面革心的正義市

長？還是見人壓在車下受苦、力挺相救的路人甲？或是答應瀕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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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前哨站

德霖技術學院的職涯輔導－適才適所就業順手

李秋菊 / 德霖技術學院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組組長

    本校辦學旨在為青年學子打造一條「學業」、「職業」與「志

業」三業合一的技職高速公路，培養學生專業知能，輔導學生做好

職涯準備，強化學生就業潛能，使其擁有永續就業的能力。亦即藉

由學校職涯和就業輔導的機制，讓每位學生在畢業之前清楚自己的

定向，並且透過實際的職場見習、企業參訪和鼓勵學生取得相關證

照，以培養出準備完成的「整裝待發」社會新鮮人。

    各學群擁有董事會雄厚的經營事業資源，遍及建築、金融、餐

旅、文化、教育等領域，以為推動產學實習合作之後盾，在相關企

業的配合下，保障學生充分落實校外實習，如台北101、台北凱撒、

墾丁凱撒、山芙蓉飯店、甲山林機構、甲桂林廣告公司等等。同時

更積極拓展全國產學合作，與國內知名企業合作如:晶華酒店、君

悅大飯店、台北W飯店、圓山大飯店、王品集團、海霸王餐廳、洋

蔥餐廳、台北健身院、東森山莊渡假村、統一超商、手信坊、丹堤

咖啡、嘉聯益科技、燿華電子、晟鈦公司、璟騰滾珠、義美聯合電

子、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台灣電路板協會…等上百

家企業。讓學生所學與產業需求一致，實行產學接軌，成為培育企

業幹部之搖籃。此外，在課程規劃與教學執行上，亦積極邀請業界

專家共同參與，進而提供學生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的機會。

(專欄協同編輯：吳淑禎副教授)

終成眷屬做浪漫的結尾，實在是片中最令人覺得不悲慘的人了。

    關於這部戲最重要的歌唱部份，實在是太厲害了。音樂劇比一

般電影的藝術表現難度更加繁複，音樂劇同時要顧慮劇情的發展與

音樂的張力，演員必須能夠恰如其分地掌握聲音表情，來詮釋劇中

角色的性格與情緒。其中扮演尚萬強的休傑克曼，確實比扮演賈維

的羅素克洛略勝一籌，羅素克洛演音樂劇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扮

演芳婷的安•海瑟薇，雖然戲份不多，表現得可圈可點，獲得最佳女

配角，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延伸思考

1.你認為和以片名要叫悲慘世界？

2.你認為悲慘指的是人？社會？還是命運？

3.片中的酒店老闆德納第夫婦，偷拐搶騙、無惡不作，你認為他們

也是悲慘的人嗎？

4.你對尚萬強的看法如何？你同意他什麼？不同意他什麼？

5.以你的觀點來看，為何賈維最後要縱身躍入峽灣的波濤裡？

6.如果你是珂賽特，你對那群捨身革命的年輕人，包括馬律斯，認

同還是覺得他們太傻？

7.如果你在這部片中要說出一個你相信的真理，你的觀點為何？

圖一  德霖技術學院發展學用無落差特色圖

    自92年1月1日起，本校連續10年獲青輔會評選，擔任職涯發展

資源中心—北區召集學校，肩負整合北區各校資源，建立區域內學

校資源整合及協調聯繫平台，成立專案工作團隊，推動職涯探索、

規劃職涯進路與課程學習地圖、建置學習歷程檔案等多項任務，旨

在提升青年就業力之三項基礎工程，並視各校需求提供諮詢服務，

發揮領導功能，加強大專校院職涯發展工作之資源整合及校際間橫

向聯繫合作機制，進而達成校際合作資源共享目標，有效提升職涯

輔導效能。期間並連續獲得青輔會評定為「績優」召集學校，更於

97年度擔任「資源中心召集學校」，年中考評榮獲第一名之肯定且

年年獲獎。

圖二 德霖技術學院連續10年獲評定「績優」召集學校

    為了培養有準備的社會新鮮人，以「無縫接軌」為目標，將職

涯輔導劃分成四期，大一新生是職涯探索期，重點在幫助學生做好

職業興趣的探索；大二是職涯學習期，希望落實學生就業的養成教

育；大三是職涯強化期，辦理系列的職涯輔導活動確定職涯進路；

大四為職涯確定期，使學生畢業後學用無落差的順利職場接軌。

    另外，藉由教育部U- CAN就業職能診斷平台，有效協助學生瞭

解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能更有目標、動機的加強其職場就業相關

職能；同時結合職業興趣探索及職能診斷，以貼近產業需求的職能

為依據，增加學生對職場的瞭解；並且透過職能自我評估，規劃自

我能力養成計畫，針對能力缺口進行學習，以具備正確的職場職

能，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至其執行策略具體做法則包括確立目標

適性學習、職涯捷徑馨巧幫手、學用加值就業加分等3項，茲依序

說明如下：

1.確立目標適性學習：

（1）針對二、三年級同學透過生涯興趣探索、UCAN職能診斷、養

成計畫等工具，協助學生瞭解自我特質，學習規劃書之指

導，確立目標、動機，積極強化就業職能。

（2）青年工作價值觀量表施測與解釋，進一步協助同學對各行各

業的了解，以做為未來踏入職場的依據。

2.職涯捷徑馨巧幫手：

（1）強化E化網路職涯輔導平台，提供就業與職涯資訊。

（2）落實UCAN診斷結果結合學習歷程檔案，提供同學於學習面的

應用。

（3）外聘職涯顧問及招募培訓本校各學系職涯導師與職涯（同

儕）志工，提供即時或線上之職涯諮詢服務。

3.學用加值就業加分：

（1）強化校友資料庫更新機制。

（2）依產業面及學生面調查意見回饋，聘請校友代表、產業代

表、學界代表參與課程規劃委員會，降低學生因沒有工作經

驗與專業能力尚有不足所導致不易就業的困境。

（3）組成職涯輔導顧問團，協助校內各學系規劃與執行職涯輔導

工作。輔以本校擔任大專校院職涯發展北區召集績優學校10

年的經驗與資源，提升職涯輔導效能。

    致力強化職輔功能，協助在學學生能夠瞭解所修讀科系之專業

職能與本身職場興趣、產業發展趨勢等三者之間的關連性，預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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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發展現況，回饋後進找到適才適所的工作；此外，更參照校友及

雇主回饋意見，以供學系檢視其應加強的方向，進而期許降低學用

落差，讓學生能適才適所、就業順手。

生涯鐘聲

「焦點解決卡」的研發與應用

宋珮綺 /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輔導教師

    藉由堅實的職場體驗，學生可以從實習中發現自己的優缺點，

學校同樣也能從學生實習經驗中發現問題，並立即修正調整。例如

原本在大三進行校外實習，因為發現休閒系實習一年後，必須重回

學校完成學業，期間無疑是再次與企業脫節，所以改成大三暑假到

隔年二月開學前實習八個月，之後在學校修業三、四個月就可以畢

業，無縫銜接就業職場。在學生職業興趣和定向明確時，會鼓勵學

生取得證照，暑假前徵詢學生意願，儘量透過產學合作媒合學生暑

期工讀，藉由「做中學」，讓學生「先求有再求好」，並取得廠商

的信賴。本校屬於技職體系，在實作、實習、參訪上十分用心，除

了工科比較不容易找實習廠商外，商、管學群與休閒餐旅學群都規

定大學四年中有一年一定要在校外企業實習。而為了強化學生具備

國際競爭力，本校更積極拓展海外實習，與日本阿蘇內牧溫泉VILLA 

PARK 渡假大飯店、銀水莊溫泉飯店、新加坡英寶曼機構簽訂建教

合作契約書，每年定期遴選優秀學生赴國外實習；再如陽昇高爾夫

球場、六福村等休閒產業也接受本校休閒系的實習生；又如南港園

區定期展覽也都邀請本校會展觀光系的學生協助會展工作進行。就

連科技產業比較不太可能接受學生長時間實習，學校也會和企業協

調，配合企業需要改成訂單式教學，一個星期在學校上兩天的課，

另外四天在企業上班，彼此都能受惠。

    為使學生及早認識職場，安排大二、大三進行企業參訪，清楚

自己所學和企業工作性質是否一致，若發現職場工作性質和個人職

業興趣有落差，就會輔導選修其他課程補強就業能力，方便未來的

發展。一般學生就讀的系所很多不是因為興趣，只是因為分數達到

或時下熱門就選填就讀，以休閒系為例，很多人都以為休閒就是很

輕鬆，後來才發現休閒系是「服務人家休閒」，是人家休閒你上

班、沒有周休二日，了解之後學生就會思考是否真有意願投入這個

產業，或者再做其他選擇。及至大三職涯強化期，則加強辦理就業

準備活動，輔導撰寫履歷自傳；到了大四職涯接軌期，則特別著重

在職前訓練，包括幫同學做履歷自傳健診，以及面對企業徵才時該

有的面試技巧研習等。各系科還會搭配就業導師，協助職涯輔導與

就業。此外，企業校園徵才提供學生與企業進行媒合，也是職涯無

縫接軌的重要一環，特定企業進行小規模的企業說明會，讓學生在

畢業前就可以確定雇主，尤其像休閒餐旅業都會有一年校外企業實

習的經驗，就業就更為順利。  

    除了就業，許多學生也想走研究或升學之路，本校屬於技職體

系，並不積極鼓勵畢業生直接讀研究所，也有學生在學期間積極讀

書，有實力可以考取台科大或北科大的研究所，對這樣的學生，不

僅老師會進行輔導，學校也會舉辦升學座談給予協助，當然本校也

會邀請畢業一年內的學長、姐回校分享他們升學、就業順利與挫敗

的案例作為借鏡，讓學生提前了解職場未來的趨勢。

    總之，本校針對學生職涯輔導，以職涯定向接軌順暢為宗旨，

隨時提供學生諮詢與建議，引導適性學習，以提升就業競爭力；主

動彙集求職準備、就業資訊，以促進職場能力加值；積極瞭解畢業

好就業力準備，讓同學在學期間即「從做中學」，並藉由「工作試

探」中，探索適性的職業，瞭解尋職時個人具備的優劣勢，以降低

因沒有社會、工作經驗與專業能力的困境，順利進入職場達成就業

無縫接軌的目標。

圖三 德霖技術學院職涯輔導分期圖

圖四 德霖技術學院推動務實致用的專業實務教學

前言:

     筆者在有機會與國中、國小的第一線教師接觸中，聽到很多老

師們會希望在自己的工作裡，能增進與學生溝通的能力與效能(尤其

是新手老師)，也希望能找到一個好方法可以在實務工作中能上手。

聽到這樣的聲音，中大壢中焦點解決中心在桃園區致力推廣焦點精

神已邁入第六年，去年焦點中心在許維素教授的指導下與全體成員

(中大壢中輔導室團隊及桃園區各高中職輔導教師共同組成)的努力

下，產出一套實用又富有教育價值的「焦點解決卡」，除了可運用

在協助學生晤談，也可運用於焦點解決技術的訓練，是一套實用又

精緻的卡片。

為什麼研發焦點卡及焦點卡的好用之處:

    會研發焦點卡在於可以是學習者進入焦點技術的一個簡單入

口，很多學習者，尤其是初學者，在學習一個新的技術時，都會擔

心如何上手如何使用，筆者以及焦點團隊在整理自己過去的學習經

驗，發現透過卡片有非常多的好處，重點整理出來提供學習者參考

1.透過卡片可以快速了解焦點解決諮商技術

    焦點解決技術是知易行難的技術，很多初學者在學習初，會覺

得焦點解決技術不過如此，但實際應用於晤談與諮商中，便會發現

要能熟練與適時應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練功就是一件重要

的事，透過焦點卡可以達到此一效果。

2.透過有趣的玩法，可以增進對焦點技術的印象

    焦點卡，生動又有趣的玩法，可以帶動成員參與感和提高學習

的興趣，學習者在團體互動過程中，會透過彼此的討論與澄清，更

清楚了解焦點的技術內容以及可以運用的時機，並加深對焦點重要

技術的印象。

3.透過焦點卡活動進行，可提高對當事人問題的覺察能力

    焦點卡在活動過程中，會和主角有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過程

中除了可以透過焦點卡更了解當事人的故事，另外，也會增進參與

者覺察能力，擔任主角的夥伴會因為其他成員給的回饋而增進對自

己問題的自我覺察，其他成員在透過活動時的技術運用，一方面能

體會何時使用各種焦點技術，另一方面對於個案概念化的理解以及

對當事人問題的覺察力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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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介紹:

    卡片進行的方式可以很多元，並沒有一定的規定與侷限，目的

是希望輔導教師或諮商師(心理師)在進行訓練時能透過各種活動方

式，除增進學習的興趣外，也能對焦點技術更熟悉。茲將團隊研發

出來的焦點解決卡進行方式做一介紹。

【玩法一】：技巧辨辨辨

1.拿出一副焦點卡，充分洗牌之後，讓每個成員都先抽一張卡。

2.抽完卡後，先讓一個成員唸出句子。

3.讓其他團體成員，快速判斷卡片上的句子，是屬於何種技巧。

(若對技巧的分辨有疑義，就馬上進行討論與澄清。)

4.練習一輪之後，進到分組搶答活動。

5.把所有的成員隨機分成2組。

6.由leader隨機抽卡(不能讓大家看到卡片的顏色)，唸出卡片上

的句子。

7.讓兩組成員搶答該句子是屬於何種技巧，優先舉手作答的成員，

答對該組得一分，答錯則由另一組作答。

8.最好技巧性地讓所有技巧都抽到至少一次，可以視成員的答對

率，決定要抽幾張卡，成員都能成功辨識卡片上的技巧，就可以

停止。

註：1.適用於焦點解決技巧學習之後的複習。

    2.對初學者建議使用3-4種技巧來練習即可。

    3.應視成員對焦點解決技巧的熟悉程度，選擇技巧種類數。

【玩法二】：選我選我（１０人以內，以團體方式進行）

1.由一位成員扮演當事人，團體內準備一副焦點解決卡，充分洗牌

後，平均分配到每位成員手上(當事人除外)。

2.當事人說出自己的困擾，每個人同時從自己手上選出一張覺得適

合問的卡片並輪流唸出手中卡片內容給當事人聽，由當事人憑直

覺挑出他想回答的問題，並說明選擇該張卡片的原因。

3.請當事人繼續敘說困擾內容一個段落後，每位成員須想像感受當

事人有可能想選擇的語句再選出1張手上的牌卡出牌，每位成員

讀出所出牌卡的內容，接著，請每位成員試著猜測指出當事人可

能會選擇的1張牌卡，再由當事人指出自己最想要的那張牌卡後

計分。(成員可慢慢思考不緊張，可理解當事人/成員選擇的想

法；跟手上有的符合可用的牌卡也有關；也可體驗到牌卡使用時

機/脈絡的重要)

4.未被選答的卡片，由成員自行收回，已回答的卡片，放到團體中

央。

5.活動約50分鐘結束，若當有成員先把牌丟完，活動即提前結束。

6.分享一：請手中卡片剩下最少的成員，分享剛剛選擇問句的過

程。

7.分享二：請手中卡片剩下最多的成員，分享活動中卡片丟不出去

的原因。

8.分享三：請當事人分享為何選擇這些卡片回答的原因。

註：當成員覺得手中的卡片問句不適合在此時拋出，可先行PASS，

等待下一輪。

【玩法三】：焦點地鼠機

使用時機建議：初階團體第二天最後綜合練習暖身

1.用一副焦點牌卡，發給每位成員3張不同技巧卡片。

2.Leader從剩餘的牌卡中挑選1張讀出其中內容(但不能讓其他成員

看到牌卡顏色)，成員從手牌中確認是否有相符合之技巧，如有

技巧相符合之牌卡則立刻站起，並向其他成員展示手上牌卡，答

對且最快站起者則擔任下一輪Leader。

3.如遇到覺得概念不清楚/混淆之牌卡，則停下來進行澄清討論。

4.所有成員玩完3輪後，將手上牌卡傳給右/左邊的成員，或重新發

牌。

註：本活動可協助成員再次澄清焦點各種技巧概念。

4.透過團體的討論，更釐清對焦點技術的了解

    在焦點技術中，最常被問到的是「奇蹟問句」該怎麼問?該在何

時問?有時和諮商情境有關，有時和當事人的問題有關，有時和歷程

有關，但在技術學習時的確很難馬上回答甚麼時候用，因此透過焦

點卡的進行，一方面能對技術有進一步了解，另一方面就是技術使

用的時機，透過焦點卡活動的進行，能更釐清這一點。學習上也會

更能進入狀況。

卡片介紹:

    以下針對焦點解決卡以及使用方法分別來做簡單的介紹。

一、卡片介紹

    本組卡片共86張，分成三個部分，其中包括1張卡片簡介、10張

技術說明卡、75張技術卡， 10張技術說明卡，分別介紹焦點解決的

10種技術，包括:正向開場、假設問句、奇蹟問句、例外問句、因應

問句、讚美技術、評量問句、關係問句、一般化技術、重新建構技

術等10個技術的摘要說明，而75張技術卡，則分別運用問句或描述

句來介紹各種技術的精要問法。每張卡片皆有兩面，在第一部份第

一張”卡片簡介”，第一面介紹焦點卡的設計精神、由來、包含技

術；第二面則是焦點中心簡介，簡要說明焦點中心成立的宗旨與使

命。第二部分在10張”技術說明卡”部分，卡片第一面是技術的摘

要介紹，卡片第二面則會呈現此項技術的相關圖樣(此圖樣特別請學

生繪製，圖片可愛貼心)，第三部分是75張技術卡，

    在75張技術卡中，第一項技術介紹的是「正向開場」，用深綠

色表示，共10張;第二項技術介紹的是「假設問句」，用橘色表示，

共7張; 第三項技術介紹的是「奇蹟問句」，用淺紫色表示，共2張; 

第四項技術介紹的是「例外問句」，用藍色表示，共7張; 第五項技

術介紹的是「因應問句」，用黃色表示，共7張; 第六項技術介紹的

是「讚美」，用粉紅色表示，共11張; 第七項技術介紹的是「評量

問句」，用草綠色表示，共9張; 第八項技術介紹的是「關係問句」

，用深紫色表示，共10張; 第九項技術介紹的是「一般化」，用淺

綠色表示，共6張; 第十項技術介紹的是「重新建構」，用膚色表

示，共6張。

圖一 圖二 焦點解決卡

圖三 圖四 卡片介紹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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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四】：焦點接龍（１０人內大團體）

1.由一位成員扮演當事人，團體內準備一副焦點解決卡，充分洗牌

後，平均分配到每位成員手上(當事人除外)。

2.當事人說出自己的困擾，只需說到一個小段落即可停止，其他成

員同時從自己手上選出一張覺得適合問的卡片，由當事人挑出具

有啟發性的問句來回答(若成員覺得手上的問句都不合適，也可

以pass換下一位)。

3.待繞過一圈，當事人繼續往下說困擾的內容，其他成員重複上述

步驟，進行問句的練習。

4.待繞過一圈，請還想再發問的其他成員繼續丟出問句來訪問當事

人，直到沒有問句可以派上用場即停止。

5.分享一：邀請當事人分享印象最深刻的三個問句及原因。

分享二：邀請提出問句的成員們輪流分享選擇問句過程中的考量

因素與感受

分享三：若有成員曾經PASS，邀請其分享提不出問句的考量因

素。

註：適用時機—探討不同技巧在整體晤談使用的脈絡

【玩法五】：焦點說書人

五個人一組，每人一副焦點卡。一位成員擔任說書人，其他人扮演

聆聽者。

1.說書人分享最近生活中的一件事。

 (閃亮時刻、略感困難的故事皆可，簡短的小事件為主)

2.說書人分享一小段故事後，暫停。此時四位聆聽者從焦點卡中挑

選一個很想要詢問說書人的問句。

(玩法A)

3.聆聽者將挑選出來的卡片背面朝上，交給說書人。說書人洗牌

後，將卡片攤開並唸出上面的句子。

4.說書人思考自己最有感覺，想要接續回答的一張卡片，決定後先

不公布。此時，聆聽者投票，猜測說書人最想回答的是哪一張。

5.說書人公布最想回答的焦點卡，此時說書人選擇的卡片出牌者加1

分，猜對者加1分；自己出的焦點卡有獲得投票者，每一票加1

分。

6.說書人回應剛剛選出的焦點卡後，接續原故事繼續分享。

7.重複2-6的步驟，再進行兩次(讓每人出過三次卡，自己出過的卡

片收回來放在旁邊，不能再出)。

8.分數最高者接受大家的讚美。

(玩法B)

3.聆聽者同時攤牌，數量最多的技巧，出牌者皆得1分。(例：出牌

者四人，三張讚美，一張一般化，則讚美的三位出牌者皆得一分)

4.說書人挑選最想要回答的一張卡片，該卡片出牌者得1分。

5.說書人回應剛剛選出的焦點卡後，接續原故事繼續分享。

6.重複2-5的步驟，再進行兩次(讓每人出過三次卡，自己出過的卡

片收回來放在旁邊，不能再出)。

7.分數最高者接受大家的讚美。

註：

1.因為是每人一副出卡，在出牌後的收卡的過程避免混到別人的卡

片。

2.可設計計分單，方便活動進行。

3.重點放在後面的討論，尤其是要請說故事的人說說在聽到成員回

應時的深刻感受，此過程可協助成員建立對問題的瞭解與說書人

脈絡的了解。

結語(小叮嚀):

    目前焦點中心團隊仍在進行玩法上的研發，玩法會陸續產出，

在活動玩法產出的過程中，筆者有幾項心得提供參考:

1.玩法目前仍在持續研發討論中，相信會不斷有新的玩法產出，每

位老師可以依自己的諮商風格做不同的變化，呈現屬於自己特色

的玩法，也可依自己諮商或團體的目的，融入玩法中。

2.本卡片目的是希望能引導使用者對於焦點技術的了解與精進，因

此，在活動進行中，使用者可多去體會被帶領者在選擇卡片背後

的想法，這個部分對於個案概念化以及被帶領者問題的脈絡會有

深刻的體會，也是另一種學習。

3.卡片的設計是提供學習者一個練習精進的機會，但切記不要太受

限於字句，練習者可以依實際狀況做彈性的用語調整，並體會在

使用上自己的感受，這是促使自己邁向下一步的重要過程。

生涯Do Go卡

『Do Go Card-謝謝你，我正在做的事』現實治療取向
青少年生涯自我探索卡使用初探-五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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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絕不是過去的受害者，除非你選擇如此」現實治療大師

Glasser曾經提出這樣的一段話，這句話帶著一股正向和積極的力

量，意味著"即便在處境不變的情況下，我們總有選擇行動的可能

性"。

    在教育體制的改革下，第一線教育人員、家長和學生成為牽一

髮動全身的個體，在這波教育改革中，我們除了因時制宜，往上

檢討教育體制是否符合時宜，是否能帶動國家基礎根本的向下紮

根，往下則是透過第一線的教師、輔導人員及家長等一起合作協助

每一位孩子適性發展，讓孩子在時勢中對未來有所盼望和帶著希

冀，抓回人生的主軸往前邁進。因應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推動下，生

涯自我探索的需求變得立即且重要，在協助孩子往外認識職業世界

的同時，學生的內在世界和渴望，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為了解

孩子的內在需求，協助孩子透過生涯諮詢的過程，讓自己的生涯抉

擇過程更能符應內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協助輔導老師和第一線教

師的生涯諮詢之用，我們試著運用現實治療法「需求是驅動行為的

核心」的這項觀點，讓孩子在有限的時間及空間裡，往內心世界望

一望自己的需求，並善用在學校的團體生活中，細細發覺自己的行

動，踏踏實實的帶著行動，以自己和社會的最大利益去滿足一己需

求之外，兼顧他人的需求之下選擇合宜的行動，漸進式的累積成功

經驗，以小成功的累積帶動大成功的展望，逐步完滿內心的渴望世

界，故本文針對「Do Go Card中的五大需求卡」在此做初步介紹和

說明。

一、現實治療取向之五大需求介紹：

    現實治療認為，人的五大基本需求，就像是車子的引擎般，驅

動人類的所有行為產生，是人類動機的基礎。也可說是，我們每個

行為都是在追求和嘗試同時滿足一個或多個需求，需求有跨文化的

共通性，且與馬斯洛的需求階層論有相當的差異性。現實治療中的

五大需求沒有階層之分，只有生理需求(生存)、心理需求(愛與歸

屬感、權力、自由、樂趣)的差異，而且現實治療認為人會因時、

因地、因對象在某個時期改變當下的需求程度。故五大需求分別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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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存需求：

生存需求是包含人類種族的繁衍及環境狀況，包含吃得飽、睡得

暖、衣食無虞和身體健康狀況，某種程度也延伸到安全感的需

求。

2.愛與歸屬感：

Glasser認為，人心的問題大多都出在關係的問題，他在「是你選

擇了憂鬱」這本書裡面曾表示若一個人無法有滿意的人際關係，

就容易與外界失聯，更難以有效的行為滿足自己的需求。

3.權力/自我價值感的需求：

權力/自我價值感是一種能肯定自我價值的自豪和確信，它並不是

一種競爭和輸贏的概念，而是「原來我可以做得到」的自我控制

感，這種自我勝任感不一定是外界可衡量或測驗出的。

4.自由需求：

自由需求是一種「我可以選擇」「我可以決定」的選擇權，在學

校場域，有限的環境中，學生能夠選擇以甚麼行為滿足自己的需

求，其實是更有內在控制的好感受。若學生像脫韁野馬，其實仍

不一定會感到自由的快樂！

5.樂趣需求：

樂趣需求是啟動一種內在酬賞的感受，也是維持個體繼續學習成

長的動力，會讓人願意持續某個行為的產生，並且願意付諸更

多，當一個人認為事情是有趣的，自然而然的往目標邁進。

二、五大需求卡使用介紹

1.五大需求探索：

「DoGo Card中第一套-五大需求卡」依據青少年的專注程度，高

雄市生涯發展教育課程組的教師群們從繁到簡修訂內容，五大需

求卡分別一種需求7張，共35張，邀請學生們挑選剩下自認最重

要的12張。

2.需求滿足程度：

依據剩下的12張，分別以五大需求做分類，了解需求程度及分布

情形。

例如圖示：

步驟一、請同學依據五大需求分類好，將號碼抄在格子上。

步驟二、將目前以滿足的需求，填滿。

步驟三、訪問及好奇學生想講的需求。

步驟四、邀請學生挑選澄清之後最主要的六張需求。

    過程中，教師可稍稍解釋五大需求代表的意義，並與目前學生

的學習目標或生活樣態做連結，與學生核對是否相同，再藉機協助

學生思考自己的需求程度和生活相關聯性。

3.落差中找行動：

    學生挑選六張需求卡後，教師可以好奇學生為何挑選這六

張、這六張對學生目前生活的影響、如果可以改變，想從哪個需

求開始改變。

    若學生挑選的需求卡是「未滿足的需求」，教師可以協助學

生思考該從哪裡著手，必要時也可以適時提供過來人或學長姐經

驗，供學生為落實行動的資料庫，也可以變成執行小計劃的選擇

之一。

4.滿足中找成功：

    若學生挑選的需求卡是「已滿足的需求」，則可以好奇學生

為何挑選已滿足的需求、了解已滿足需求對學生的重要性，並

且細緻地訪問學生當時能滿足需求的經驗是什麼？包含人、事、

時、地、物及發生場景和相關資源，有些資源指的是外在的誘因

和酬賞(外在)，或者因為重要他人的鼓勵而激發內在動力，某些

資源則指的是學生的特質和內心動力(內在)，透過當時成功經驗

的訪問，教師可適時鼓勵和肯定學生的作為，引發學生對複製成

功經驗的信心，並且累積相關的成功經驗。

    透過五大需求卡的探索及訪問，可初步了解學生目前生活樣

態，內在渴求的驅力，以及對目前生活的嚮往，也可以協助學生思

考「如何運用滿足需求的成功經驗，帶動實踐未滿足的需求」增加

學生的行動力以及信心。根據教師們的回饋，五大需求卡的探索往

往也與家庭動力、校園生活、同儕或手足的人際互動、學生內外在

資源有關，可基於需求的探索瞭解學生的生活經驗以及內在需求的

真實樣貌，透過牌卡的探索適時引導，可增進同理的關係，也有機

會互相分享，引導和分享學生訂定生活目標的方法。

    然而針對學生現況評估，以及促進學生做現實和落差之間的現

狀了解，協助學生增進行動力、目前資源和阻礙地翻轉，以及教導

學生小計劃的訂定，則在後面的Do Go Card使用文中慢慢一一做介

紹，期許我們的學子在生涯目標的訂定中，能夠有機會被懂得、被

了解和被欣賞，透過共融關係循序漸進的建立，我們衷心期盼能讓

學生們體會到自己在生活中仍然是有選擇的，而誰都不是過去的受

害者，我們的每一個明天，其實都始於腳下的今天！

最新碩博士論文點閱

運動國手生涯轉換歷程之研究

謝宜霖 /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所碩士
(指導教授 / 管貴貞 博士)

一、研究目的

    運動國手的生涯常如流星般稍縱即逝，但生命並不會停止不

前，反而不斷推擠向前，於是運動員的人生便需要轉個彎尋找出

口！在生涯轉換之際，開啟了自我冒險之旅，面對未知的未來，可

能是著急又害怕的窘境，究竟如何開啟人生新的一頁?

    從2000年至今，有不少臺灣優秀運動員在螢光幕前曝光極高，

例如跆拳道的陳詩欣和朱木炎；網壇的詹詠然、莊佳容與盧彥勳；

還有高爾夫球的曾雅妮等。不管是臺灣的職業選手或是運動國手在

螢光幕前，為國爭光奪下獎牌時往往是令人羨慕與讚嘆的，當獎牌

獎金在手、成為鎂光燈焦點，所有目光集中之際，多令人嚮往，但

背後練習之辛苦及封刀掛劍之心情是難以想像的。許多令人稱羨的

選手從小就開始辛苦的在運動基礎上紮根，背著多少的運動傷害，

憑著超人般的毅力和堅定的努力在眾多競賽中逐一脫穎而出，這不

是我們能想像和體會的，然而更殘酷的現實是優秀運動國手在體壇

能競賽的時間有限。運動員大多在22~30歲左右，因運動中的生理、

心理或社會層面等各種因素，致使運動員結束運動生涯，從運動生

涯領域中退休（王宗吉，2000；呂碧琴，1991；馬文山，2010；張

祐慈，2010）。一般運動員不能再當體育選手時，並非像一般人到

了退休年紀，可能有一筆積蓄可以安詳晚年，而是勢必要投入職場

工作，才能繼續維持生計問題，並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涯。

    運動員因長期擔任運動角色，在面臨要退休時，一方面因感到

運動身分的結束而傷心；另一方面對於要迎接新的未來感到恐懼，

對於運動員身分越高的角色認同，則有較多的適應問題，但歷經數

月後運動員各自會採取不同應對措施來面對這樣的混亂，重新找到

新的身分(Lally,2007)。最令人擔心的是運動員面臨結束多數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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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退休的問題意識，且沒有心理調適的行為（呂碧琴，1991），

而在轉換身分中，有的則因為過往的國手光環，影響了在職場上的

適應問題（陳志睿，2009）。許多研究中皆顯示從結束到迎接新的

未來，其內在情緒多少有些波動，甚至影響了自我身分的定義，有

的經歷這段歷程採取行動與心理調適，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點，有

的則反，因此研究者好奇，對於運動國手生涯結束到新身分的開

始，是否有不一樣的因應與內在感受，然而國手光環是否影響了職

場適應等問題。

    研究目的為：

(一)了解運動國手面對生涯轉換時之歷程。

(二)了解運動國手進入全新生涯後之歷程。

    研究問題為：

一、運動國手面對生涯轉換時的歷程為何？

（一）從運動生涯結束至生涯轉換時的情況與挑戰為何？

（二）從運動生涯結束至生涯轉換時其因應方式為何?

二、運動國手進入全新生涯後的歷程為何？

（一）運動國手進入全新職場後的相關經驗與挑戰為何?

（二）運動國手進入全新職場後的因應方式為何？

（三）運動國手進入全新職場後，個體對轉換後有何體悟?

二、文獻探討

    當運動員是自願結束運動生涯進而轉換時，因個體可預期，且

事先做規劃因此對心理的衝擊較小，自我調適的速度也比較快，相

對非自願型的轉換則調適過程較為緩慢，所以較難順利進行生涯轉

換（姚志憲，2012）。每個人對於退休的意義各有不同，有人可能

因從舊有的身份或角色轉換過程中，會因意識到失去而易引發傷痛

的歷程，重新定義運動身分與新生活身分的過程(Anderson et al., 

2011；Cosh et al., 2013)。有人因滿意其運動成績而轉換過程平

順，相反地，如果運動員對其運動成績失望，通常會經歷困難的轉

換過程(Fuller, 2014; Taylor, 2005 )。然而，運動員為運動生涯

結束的準備程度，將影響生涯轉換過程順利與否，亦即運動生涯結

束如預期與否，跟轉換品質是一致的，預先的退休計畫對轉換過程

有廣大與正面的影響，非預期性的運動生涯結束比較容易導致轉換

困難(Fuller, 2014; Tshube & Feltz, 2015)。

    運動員往往在生涯轉換過程中，較為緊張而無助感，係因面對

的困境有：1.單一路徑的生涯發展，形塑強烈的運動員角色認同，

以致於生涯探索上自我認同議題：「除了運動，我不知道能做甚

麼」；2.投注長時間與精力在運動訓練上，缺乏非運動經驗的發

展；3.在生涯阻隔的推拉力引發不同的情緒議題進而影響生涯探索

的發展，想要離開又離不開，由挫折、怨懟到讓自己沒有感覺，最

後消極的面對與接受等（黃盈傑，2010）。但更現實的問題是，許

多運動員在承擔家計、經濟、失業等壓力下，還沒有太多摸索的機

會，就必須去職場上工作了，而在工作中才開始去探索興趣、培養

相關技能，同時調整運動身份上的角色轉換，以及學習工作職場上

所需具備知能與應對進退（陳志睿，2009；徐碧君、黃杉楹和徐千

惠，2010；趙乃儀，2010）。

    運動員的生涯發展有些值得關注的議題，面對職場的運動員，

有的會展現運動家的精神，以毅力、吃苦耐勞、堅持、不服輸特質

克服，並以樂觀與正向的態度面對，發揮挫折容忍力、抗壓性和高

度學習力面對生涯轉換困境問題，甚至是過往球隊的自我紀律生活

方式，將此紀律模式帶進工作態度上面對挑戰（林文超，2013；陳

志睿，2009；趙乃儀，2010；劉虹慧，2014；）。更有研究指出，

運動員運用過往選手經驗幫助生涯轉換，如團體生活所培養的社交

技巧和人際關係與資源，獨立自主的能力，使他們突破職場中的各

種難關（張偉峰，2015）。故學生運動員在轉換過程中，一致經歷

了運動、學術、心理與社會心理上的轉變，且為了面對轉變上的需

要，運動員會尋求內部資源(例如：自我認知)與外部資源(例如：學

術上的適應性)以及應用調適策略(例如：尋求社會支持) (Brown, 

Fletcher, Henry, Borrie, Emmett, Buzza, & Wombwell, 2015)。

    彙整運動員生涯轉換相關研究中，漸漸進入運動員生涯的現象

場，看見運動員共有又獨特的轉折脈絡，不管是運動員的生涯轉換

相關研究，還是其他族群相關研究，顯示成功生涯轉換的重要因素

在於個體調適力，及對周遭與自身資源的運用，而差異於一般人的

生涯轉換多了一些自我反思、內在覺察與成長的整合脈絡，以及生

涯中因偶然事件的發生，產生一連串的生涯改變，這些差異可作為

研究者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詮釋學方法，立意抽樣方式邀請四位研究

對象接受二至三次的正式訪談，並透過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蒐集

運動國手的退役轉職的歷程。其文本資料係以詮釋學的整體與部分

概念，採用主題分析方式進行歸納與分析。

(一)研究對象

    為了蒐集到豐厚與鮮明完整的生涯轉換歷程，考量年齡越長對

於運動生涯結束到進入職場轉換經驗的記憶逐漸流失與片斷，故研

究對象設立年齡限制，得以近期記憶方便提取與回顧。研究對象的

邀請條件如下：1.在學生時期符合運動國手之身份，並曾代表中華

台北參加國際運動賽事。2.在大學或研究所仍就讀體育相關科系，

而在畢業後選擇非運動相關之全職工作一年半以上。3.研究對象年

齡須三十五歲以下。4.同意本研究於訪談過程中錄音並簽署訪談同

意書者。共計四位研究對象，三女一男、工作年資1.5年以上。

(二)研究工具

    研究過程中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協同分析者、

訪談大綱、訪談同意書、錄音設備、訪談紀錄表、檢核表、逐字稿

謄寫原則與保密同意書，共八種工具。

四、研究結果

    綜合本研究受訪者的生涯轉換整體歷程，從運動生涯的結束、

進入職涯前的際遇與準備直至進入職場，分別有三個轉捩點的歷

程，因此研究者將此運動國手生涯轉換歷程(如下圖)分為三個時

期，封刀掛劍期、蛹之生期與羽化期，同時依三個時期時的事件、

面對事件的因應方式與心境依經驗脈絡呈現，進一步說明如下：

圖一 運動國手生涯轉換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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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刀掛劍期：本研究受訪者面臨快畢業時，意識到自己即將面

臨人生出路的抉擇點，因為運動傷害、技術瓶頸與就業無保障等等

因素影響與考量後，決定結束體育選手之路，依照學長姊或教練的

建議修教育學程，準備當教練或體育老師。然運動國手從接觸體育

到大學甚至研究所畢業，動輒十年之有的時間與精力投注於此，甚

至體育就是生活，當要退休時，就好比把他們的習慣與生活抽離

了。大多受訪者意識到要結束選手生活時，會力拼最後一場賽事當

作自己的告別作，讓自己沒有遺憾的跟舞台說再見，同時收拾過往

的點點滴滴，賽後告訴自己已不再是選手，慢慢放下過去走向前；

有的則是因忙於教育學程課程等事務，漸漸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在心境部分，把最後一場賽事當做告別作，整頓心情以及過往的種

種，看著舞台會有許多情緒，用自己方式畫下完美句點，交織著複

雜心情，盡可能讓自己不要遺憾地離開，心中滿滿的回憶，難過、

不捨與遺憾翻攪著，但回顧體育人生時還是滿足地。

    蛹之生期：經歷實習與兼職教練過程中體會到，當體育老師和

教練有其現實，以及進一步思考此工作與自身適配性等問題，原想

這是未來出路的管道，但實際體驗後開始對未來感到茫茫然，要繼

續考試然後當老師或是等待當教練機會，抑或是乾脆轉換職業，但

轉職要做甚麼呢？在徬徨猶豫時，剛好人生偶然的際遇，新的職業

選擇機會出現，歷經一段時間的了解、分析與規劃後決定轉換，為

了因應一些職業專業需求，故須提前培訓職業的技能或知能，方能

進入職場工作，甚至職前的培訓僅是應徵工作的入門資格，還須經

歷應徵工作篩選過程，但也有的未必歷經培訓或應徵工作的過程，

而進入職場。在此階段對未來感到茫然時，有的事先採取行動先認

識職場工作，大部分是在新際遇的出現後，刺激他們開始蒐集就職

的相關條件、資訊並分析，進一步的培訓專業能力，遇到應徵的挑

戰時，則適時調整心態應對，或是充分準備應徵資料應對面試問

題。對未來感到茫然時，因未知而感到壓力大、焦慮與徬徨感，當

偶然際遇而人生有了新選擇時，雖然會猶豫但仍選擇給自己一次機

會嘗試看看。決定轉換時，因全新的工作領域跟體育無關，需一切

從零學起而感到辛苦。而面臨應徵時，不確定是否公司錄用你，感

到忐忑不安。

    羽化期：歷經蛹期的痛苦掙扎，及為自己奮力一戰的蛻變轉

化，接著掙脫蛹殼慢慢將翅膀撐開，等待多餘的液體排除與乾燥，

休息一段時間才能展翅翱翔，幻化另種美麗姿態，這就是羽化的過

程。受訪者進入職場就好比羽化的歷程，不論職前的培訓或進入職

場後的訓練，他們已開展不同人生樣貌，這時候他們還需要一些時

間適應，及面對職場的挑戰。經過職場的洗禮後，重新自我的認識

與整合，蛻下體育選手身分，將過往的經驗當作養分，不變的運動

家精神成就現在另一個新樣貌，開啟人生另一個舞台。其羽化過程

的因應，遇挑戰或挫折時，受訪者皆會適時動員資源協助自己渡過

難關，甚至在難關中體悟更多的道理，以致對自己有更深層的認識

與發現，視野的拓展、對自我有更多的關心與投注，以及對於未來

有更多的期待，這同時是他們轉換的心境與感想。

五、建議

(一)對體育相關科系之建議

    運用體育重視學長姊的制度，邀請畢業學長姐回母校分享生涯

經驗。增加在校選手就業資訊的多元性與興趣，及交流與傳承之契

機，形成資源或支持網絡模式。

(二)對諮商或職涯中心相關單位之建議

1.運用教練與選手緊密關係特性，搭起宣導生涯的合作橋樑。研

究者據運動國手多以參照教練建議的資訊來源模式，故建議職涯

中心可與系所或教練合作，將生涯職訓宣導的教育提供給教練，

再由教練傳遞給運動員。

2.運動員特殊的升學辦法與長期專注專項運動，導致學生與運動

員兩角色之間失去平衡外，同時探索其他角色的機會與經驗相對

較少，但額外打工經驗，增加就業的軟硬實力，及刺激思考生涯

問題，同時藉打工經驗促使運動國手身分轉換的調適問題等。故

建議諮商中心針對運動國手的團體諮商或個別諮商，可針對學生

與運動員角色間問題多做探討，促進運動國手對自身失去與獲得

的角色與力量做整合，增加對生涯議題的敏感度，協助反思生涯

轉換中可能的不足，以及如何補足的方式。

3.運動國手十幾年的運動生涯結束應予重視，並提供抒發管道。

(三)給現役選手或正經歷轉換之運動國手之建議

    尋找新的職涯或生涯方向是辛苦磨合的過程，就如同專項訓練

般，挑戰自己的極限，突破自己的障礙，超越許多的不可能，國手

已是一個成功的實例，不妨試試同樣的態度面對未來，在新的環境

給自己一些時間和心理空間補足能量，繼續下一個挑戰，如研究結

果中的國手們都有自己獨特資源可善用，花時間找到自己的獨特資

源善加利用，為自己邁開下一個里程碑。

   「這是一種如果不能忍受沉默，就等於失格的職業。」

    諮商師在做什麼？這一直是許多人會有的疑問。那小小的房間

裡，兩個素昧平生的人談起話來，靈魂裡彷彿有什麼在流動著，糾

結在一起的心情怎麼樣都無法化為明確的語言文字從嘴裡說出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從來沒有一本書能為我們說明諮商師這個職業，這當中其實有

相當難為的因素。這包括了對個案的承諾，以及對自我空間的保護

等原因 ，而在心理諮商中，「界線」一直相當重要，因此界線所帶

來的距離出現時，諮商師的工作便跟著模糊起來。市面上偶而也會

有蒐集案例發表成書的例子，但那往往是少數，而且裡面發生的故

事往往經過美化，很難表達出諮商室內有時驚心動魄的碰撞，和有

時劍拔弩張的對抗。於是乎，諮商師就像個謎，聽得見但碰不著。

心理治療的內容更像墜入五里霧，想像總是多於真實。

    作者最相葉月為了理解心理諮商的樣貌，花了7年時間研究採

訪，最終決定用半報導半自我揭露的方式來呈現日本心理諮商的現

況。如果個案是自己，那麼揭露出的資訊一定是最安全的吧！這本

書就是這樣的作品。「如果妳想採訪這個業界，必須先瞭解自己。

」最相葉月就這樣踏上了探索之旅，以一個學生兼記者的身份帶我

們親炙日本諮商及心理治療界的大師們，感受他們的風采。包括推

廣箱庭療法（沙遊）的榮格治療師河合隼雄，及創立風景構成法的

精神科醫師中井久夫。

    對於已經習慣使用語言來和個案工作的治療師們來說，一定會

被書中那種「不需要刻意言語化也能治癒」的方式感動。那透過「

意象」來取代言語和意識的療法，對許多人來說想必不會陌生，因

生涯快訊

（一）新書專欄：
《心理諮商師：拉開診療室的布簾，窺見心的療癒面貌》
鐘穎 / 高雄中學輔導主任

（圖片取自：雅虎奇摩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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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的是諮商師的在場與陪伴，而不是我們使用了什麼工具或技

法。只要我們能讓自己作為一個穩定的存在，案主就有機會靜靜地

讓自己沉浸入那言語到不了的地方。沉默的意義就在這裡，治療者

與求助者兩個人共同創造了一個安全的空間，在那裡，那些很難被

說出口的東西，沈澱，然後流敞出來。對於那些以言語來進行的治

療，在遇到沉默時往往容易失去線索，但這對箱庭療法反而是一種

契機，能夠瞭解言語穿透不了的世界。

    而在兩位大師的理念中，解釋也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欣賞，

以這種態度建立起的治療關係才可能創造必要的空間，讓病人慢慢

地從中復原。精神分析師們常犯的毛病是用專業術語包裹對病人的

認識。伊底帕斯情結、阻抗、行動化，但病人的內心究竟感受到了

什麼，卻仍然一片空白。治療師跟個案依然無法瞭解彼此，讓許多

只帶著「理智」在工作的分析師深感挫折。如果讓我解釋這個現

象，我會說它的無效其實肇因於治療者本身的分裂，分裂成理智的

與情感的，後者在治療中缺空了，因而一直未能與案主產生有意義

的連結，遑論療效。

    諮商與治療的關係如何區分？就作者而言，「諮商本來是心理

治療的一種，但就現況看來，心理治療卻包含在諮商當中。」這種

專業與非專業之間出現意義反轉的現象，不僅在日本，連臺灣也是

如此。心理治療可以說是更深入、更適用於醫療體系的專業用語，

諮商僅是治療的一個分支，由人本心理學家Rogers率先採用。但在

現實中，諮商的意涵逐漸擴大，適用對象則從病人延伸到一般的正

常人，治療反倒成了諮商的一個分支，較常用來專指精神分析或認

知行為理論的療法。其餘派別則因其人性觀更加重視治療關係的對

等，因此多選用中性的「諮商」一詞來代稱心理治療。

    本書亦詳盡地介紹了日本諮商的發展史，讓我們對鄰國日本的

諮商發展有更完整的瞭解。作為對照，我在此處簡短地補充臺灣諮

商史提供給各位讀者作為背景知識。

    臺灣與美國相同，諮商的起源都是從教育體系開始發展的。最

早使用輔導（guidance）一詞來稱呼。輔導工作的開創有兩個源

頭。首先是1950年代中期，國民學校（國小）惡性補習的風氣猖

獗，成為國小學童與家長的惡夢。另一方面，是因應1950年代的僑

生教育，協助其適應台灣社會與生活。當時「輔導」一詞，是被視

為一種「教育方法」來理解的，因而應被視為是「教育輔導」，而

非現今所認為的「心理輔導或諮商」。

    1957年，教育部送訓美國的教育人員回國，出版《輔導研究》

期刊，編輯《輔導小叢書》，並於隔年成立「中國輔導學會」（今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由蔣建白擔任首任理事長，成為引進與介

紹輔導理論的窗口。1960年，教育部指定國立華僑中學與省立台北

第二女中（今中山女高）實驗輔導制度與實施方法，展開了實驗與

試辦的工作。1965年，教育部延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來台協

助設計職業輔導計畫。同年，台灣師大、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也在

中國輔導學會的協助下開始實施輔導與測驗計畫，推廣相關設施。

此是台灣輔導活動的濫觴。

    此時期的政府在輔導工作的發展中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

色。1966年，師大首先設立輔導組，培養正規輔導人員。1968年增

設教育心理系，此外，1971年台灣省立教育學院（今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亦創立了輔導學系，連同師大教育系及政大教育系，此三校

四系成為台灣早期培養輔導人員的重要搖籃。諮商（counseling）

一詞也隨著學校輔導工作的擴展逐漸與輔導混用，並刺激著輔導人

員去想像一個更專業的角色認同。1999年，臺灣受到921大地震的影

響，心理健康的照護受到國人重視，國內的臨床心理與諮商輔導界

在多次折衷協商下，終於在2001年通過《心理師法》，並設置臨床心

理師與諮商心理師兩種專業證照，心理諮商與治療進入新的歷史。

    若以1957年《輔導研究》期刊的出版作為國內諮商工作的起源，

那麼台灣發展諮商至今已有58個年頭，近一甲子的歲月了。在這段不

算短的時間，從一開始政府的有意推動，由上而下地建立起輔導工作

制度，培養專業人員。到後來民間力量的蓬勃，漸由輔導轉型為諮商

（counseling），國內在治療理論的多元與實務力量的擴展之下，由

下而上倡議了心理師法的建立。在這段歷史中，許多前輩一邊引進國

外的理論，一邊摸索助人工作的本質，試圖為迷失的人類靈魂點亮心

燈。之中或許有過跟其他不同專業領域的爭執，但絕大多數從業者矢

志陪伴受苦者、探索心靈疆界的信念卻不曾改變。

    「心靈的疾病，或許就像在分不清上下左右的黑暗中，最後終於

找到的樓梯平台。蹲在這處平台的個案身邊，則永遠有治療師。他們

靜聽沉默，耐心等待個案再次開口。當個案終於起身時，他們也跟著

站起來。」

    最相葉月的後記在我心中低迴不已。

1）NCDA生涯實踐協會(Career Practitioner Institute)年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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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技巧與策略」研討會，地點在路易斯安那州紐澳良，目前已開放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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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者，講題內容包括︰「生涯對家庭的影響力」、「職場心理學：

一個新的挑戰性時代實踐思路」等等。詳細訊息請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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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nstitute#Presentation%20Series

2）美國生涯發展協會(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2016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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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鳥優惠將於明年2月1號截止，詳細訊息請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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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際教育與職業輔導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uidance)2016年度研討會：輔導公平促進：反思、行動與

影響

    國際教育與職業輔導協會將於2016年11月15號到18號舉辦年度研

討會：輔導公平促進：反思、行動與影響，地點在西班牙馬德里，詳

細資訊尚未發布，請密切注意本報消息。

（二）國外研討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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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一年一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期刊投稿已經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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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海報與報名資訊請注意學會網站資訊請參閱後方附件）

（三）國內研討會資訊

http://www.ncda.org/aws/NCDA/pt/sp/cpinstitute#Presentation%20Series
http://www.ncda.org/aws/NCDA/pt/sp/cpinstitute#Presentation%20Series
http://www.ncda.org/aws/NCDA/pt/sp/conference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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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屆兩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變遷與多元文化

脈絡中的學校生涯輔導與諮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將於2016年7月2日至7月5日舉辦「第三屆兩

岸四地學校輔導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變遷與多元文化脈絡中的學

校生涯輔導與諮商」系列活動，現已開放投稿與報名，投稿截止日

為2016年1月20日，相關資訊詳見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tcupsychocounsell2016/tou-

gao-zi-xun

上海師範大學范為橋教授一行人生職涯訪問團

    2015年12月11日至15日，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范為橋教授、朱

煒副教授及黃瓊翠講師展開為期5天的台灣生職涯訪問團。訪問團以

「上海學生職業生涯發展教育研究所」副所長范為橋教授為首，主要

以了解與交流台灣生涯、職涯輔導之發展實務為宗旨。

    本會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郭祥益老師撥出一天時間，與

到訪來賓分享交流，分享主題包括台灣生涯輔導體系的建構、高中生

涯規劃課程與配套。

    參訪行程緊湊而豐富，並受到各參訪單位熱情接待。受訪單位包

括：台師大學生輔導中心與就業輔導中心、台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張老師基金會、銘傳大學前程規劃處以及東吳大

學健康暨諮商中心等。 

    本會感謝所有受訪單位熱情參與、盛情款待，讓上海師大來賓們

收獲滿載、賓至如歸。

40位澳門青少年展開台灣生涯規劃之旅

    為促進澳門青少年開拓生涯視野，澳門江門青年會連續三年於聖

誕節期間帶領近40位師生來台考察。今年，該會副秘書長賴美菁小姐

親自拜訪本會理事長田秀蘭老師，委託本會協助規劃系列生涯課程。

經由本會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郭祥益老師引薦，邀請台北麗

山高中陳惠雯老師為遠道而來的青少年安排系列精彩課程。

    課程於2015年12月25日與26日舉辦，內容豐富多元，貼近青少年

的需求。25日課程結合生涯概念介紹與經驗分享，其中包括生涯與

興趣探索、價值觀探索、生命價值抉擇與討論等。陳惠雯老師特別

邀請麗山高中畢業校友林志穎同學與高中生談談自身的生涯探索經

驗，NGO藝術工作者林岳德先生則談論生涯價值得選擇，還有「滾出

趣」青年創業者許鈺瑄小姐分享創業的心路歷程。課程中有許多啟發

性的討論與互動，讓學生們收獲滿滿。

    26日活動交由「滾出趣團隊」帶領高中生到西門町街頭進行有趣

的創關冒險體驗活動，透過實地接觸與任務挑戰，啟動探索世界、探

索自我的學習，澳門的青少年們玩得盡興，也豐富了這趟學習之旅。

學會動態

活動預告

1.2016 APCDA年會即將於五月在台灣舉行，本會會員報名參加，將採

會員價優惠，詳情將於近日公佈於學會網站，歡迎大家一起報名。

2. 本學會 2016年會預定於5月22日(日)，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

辦，主題為「變動環境下的生涯發展與挑戰」  。活動議程與報名資訊

近期將公布於本會網站或寄發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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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例如11/10出刊，該期截稿日為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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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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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晴 （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學會網站：tcdca.heart.net.tw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tcupsychocounsell2016/tou-gao-zi-xun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tcupsychocounsell2016/tou-gao-zi-xun
tcdcanews%4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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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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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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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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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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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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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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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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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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February 
29 

Before 
April 18 

April 
19 and 
after 

Professional Member * $350 $370 $400 
Professional Non-Member $370 $390 $420 
Student/Retired Member or Presenter * $280 $300 $320 
Student/Retired Non-Member $300 $320 $340 
Vendor Table $530 $550 $580 
Optional Tours (each) $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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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M – 2 PM Optional Vocational Center Tour or College 

Career Center Tour and lunch 
 2 - 5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Thursday, May 19 8:30 - 9:30 Registration 

9:30 - 12:00 PM Keynote and Breakout Sessions 
Noon - 1PM Lunch (included in registration fee) 
1PM - 5:30 PM Breakout Sessions 
5:30 PM – 7:30 PM Reception (included in registration fee) 

Friday, May 20 9 AM – Noon Keynote and Breakout Sessions 
Noon – 1 PM Lunch (included in registration fee) 
1 PM – 4 PM Breakout Sessions 
4 PM – 5 PM Annual Meeting 

Saturday, May 21 9 AM– Noon Keynote and Breakout Sessions 
1 PM – 4 PM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Sunday, May 22 9 – 5  Optional Palace Museum Tour and lunch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AsiaPacificCD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