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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是近年來生涯輔導所關注的議題。本研究以
初顯成人為對象，探討其所知覺的生涯願景。第一年以焦點團體訪
談方式蒐集尚未就業或就業未滿五年者，探討其生涯發展經驗及面
對未來的想像、視野、態度、內涵，共訪談32名（男11，女21，平
均年齡22.4歲，標準差1.74）。訪談資料謄寫為逐字稿，並進行紮
根分析，最後得到現階段初顯成人所知覺得未來生涯願景，包括五
大核心內容：當下自我與個人未來、對未來工作世界的想像、原生
家庭與個人未來的關係、社會價值與個人的未來發展、面對未來的
行動策略。至於在生涯發展方面的共同特徵，透過跨案例的故事內
容分析，包括重新面對自我與外界的關聯、檢視家庭互動對個人未
來生涯規劃的影響、持續擴充對校園以外的適應知能、體會科技創
新意以及對人類關懷的連結等四大議題。
此外，本研究並持續第二年及第三年的研究。第二年以第一年所得
訪談實徵資料為基礎，理解東西方文化中所謂的未來想像及職場文
化，以建立未來願景態度量表(Visions About Future
Inventory)。此外亦探究生涯願景介於個人渾沌知覺與生涯調適及
生活滿意之間的中介或調節效果。第三年則根據前兩年之質性資料
、量化考驗結果，進一步探索及分析相關文獻，以發展生涯視野實
務課程方案，進行實驗研究，考驗所發展之生涯視野實務方案對初
顯成人的輔導效果。其中所發展之方案，將以研究者過去所發展的
意義提升模式(RAISE-up)為基礎，融入以希望為導向的概念。研究
者過去所發展之生涯意義提升模式(RAISE-up model)之中主要包括
關係建立(Relationship establishment)、覺察(Awareness)、頓悟
(Insight)、聚焦優勢 (Strength-focused)，以及未來行動計畫
(Extend to the future) 等五個階段。應用於本研究所發展之課程
當中，將與希望中心 (Hope-centered) 概念相結合。整個過程著重
個人置身於未來世界的自我反思、澄清，並發現優勢，分析未來動
向，運用資源，開展機會，並調整及掌握方向。期望藉此提升初顯
成人的生涯調適能力，並順利進入成年階段。

中文關鍵詞： 生涯願景、未來想想、紮根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emerging adults’
perception of career future vision. In the first year, we
interview college students and graduates aged from 18 to 27
in focused group. There were 3 to 6 persons in a group,
totally 32 interviewees.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transcribed and analyzed by grounded analysis. The results
come out with five core categories of career vision for the
emerged young adul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lf here and
now and the future self; imaging world of work;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uture self and the family of origin;
social value and personal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action for future. For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emerging
young adults personal and career life,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characteristics: connec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reflection of family of origin on self-development;
adaptability for the world of work; and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human concerns. For the future, we are
continu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 research. In the
second year, a Future Oriented Vision Scale (FOV) will b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interview data in the first year.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of FOV between perceptions of
career chaos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will be examined. In the third, we will develop a
curriculum program based on action oriented Hope-Centered
Career Program embedded in Life Design Model. The effect of
the curriculum program will be tested by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participants will be invited from the
university campus. In conclusion, we expected the program
could be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the emerging adult’s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英文關鍵詞： Career vision, Future imagination, Grouns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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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初顯成人的未來願景與生涯規劃—諮商方案的建構與驗證 

Emerging Adult’s Future Vision and Life Design 

 

 

第一年：初顯成人的未來願景與生涯進路：紮根分析研究  

 (Emerging Adults’ Visions about Futur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 Grounded Analysis) 

第二年：生涯願景量表之發展與其相關因素之探究 

 (The Development of Career Vision Inventory and Related Factors) 

第三年：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方案發展與實徵驗證 

 (Future Imaging and Career Path Exploration Program: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Test) 

 

 

 

壹、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與緣起 

 在台灣現階段的政經環境及教育制度改革過程中，「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已成為十分

響亮的名詞。不論是中學或高等教育，生涯規劃或職涯試探，均已成為重要的教育任務。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普通高中課程的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架構中，加深、加廣的選

修課程即包括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生命意義與生涯發展兩項與生涯輔導有直接密切相關之

課程。隨之而來，在大學端的師資培育及一般大學生的選修課程中，也都包括生涯發展與規

劃等課程。而這些生涯發展與規劃方面的課程都必須涵蓋面對未來世界的想像，並在這豐盛

願景之下探索生涯進路。  

 除此之外，在學生輔導或諮商中心、就業輔導中心，也都包括生涯輔導這些項目。這些

每年例行性的輔導活動在近日社會及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壓力下，更顯現出學生對未來願景

進行思考及想像的重要性。也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並且必需發展實務方案，以呼

應年輕人對未來願景及時間觀覺察的需求。 

 而在方案的發展方面，初顯成人面對的是不確定，其主觀知覺是混亂而覺得外界是難以

預期的。研究者近年針對混沌概念的研究，發現此一名詞雖然普遍於實務界應用，但並不理

解混沌的真意。混沌中的恆定、複雜中的系統、多變中的機緣，這些都是混沌理論應用於生

涯規劃過程時可以強調的重點。面對初顯成人階段的大學生，在輔導過程中應當協助其覺察

混沌當中的恆定、複雜，以及可能的機緣，以促進其關心未來、增加自信，並掌握未來。換

言之，Savickas 所強調的生涯調適概念，也自然呈現於未來傾向的輔導過程當中。 

 本研究呼應上述輔導實務需求，以初顯成人為對象，一方面理解其面對未來世界之觀點，

包括對未來世界想像的內涵、態度，以及個人想像自我於未來世界 (self-in-the-future) 的適應

及生活樣貌等。另方面亦發展具體之測量指標，協助其覺察自己面對未來世界的態度。此外，

也根據實務及理論概念發展相關之未來想像生涯輔導方案，以激發其對未來世界的創意與想

像，以提高其生涯調適，並面對未來職場世界的種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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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目的在： 

(1) 探究初顯成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與視野，並以紮根分析方式建立一綜合模式，以協

助輔導人員發展一系列促進學生對未來想像的生涯輔導策略。(進行中，詳本計畫內

文所附期中成果說明) 

(2) 發展生涯願景量表(Career Visions Inventory)，並進行信度及效度之驗證。同時也考

驗其介於個人混沌知覺與生涯調適生活滿意之間的中介或調節關係。 

(3) 發展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以增進初顯成人對未來的想像及創意，提升其

生涯調適，並進行未來進路之規劃。 

 上述三項研究目的，分別於三年內完成。第一年以焦點團體訪談方式蒐集 18-27 歲尚未

就業或就業未滿五年者，探討其生涯發展經驗及面對未來的想像、視野、態度、內涵。目前

已完成 32 名參與者共 8 場焦點團體訪談，並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建立假設性之初顯成人

生涯願景模式，未來半年計畫將持續研究，發展量表題庫，進行預試。第二年則以第一年所

得訪談實徵資料為基礎，理解東西方文化中所謂的未來想像及職場文化，以建立未來願景態

度量表(Visions About Future Inventory)。此外亦探究生涯願景介於個人混沌知覺與生涯調適

及生活滿意之間的中介或調節效果。第三年則根據前兩年之質性資料、量化考驗結果，進一

步探索及分析相關文獻，以發展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實務性課程，進行實驗研究，

考驗所發展之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實務課程對初顯成人的輔導效果。其中所發展之

方案，將以研究者過去所發展的意義提升模式(RAISE-up)為基礎架構，融入以希望為導向的

概念內涵。研究者過去所發展之生涯意義提升模式(RAISE-up model)之中主要包括關係建立

(Relationship establishment)、覺察(Awareness)、頓悟 (Insight)、聚焦優勢 (Strength-focused)，

以及未來行動計畫 (Extend to the future) 等五個階段。應用於本研究所發展之課程當中，將

與希望中心 (Hope-centered) 概念相結合。整個過程著重個人置身於未來世界的自我反思、

澄清，並發現優勢，分析未來動向，運用資源，開展機會，並調整及掌握方向。 

 

三、本研究之必要及重要性  
 在現代新興社會主流價值之下，輔導人員有必要探究初顯成人面對未來的就業觀點。近

年來，因應就業市場的困頓，大學端教育十分強調個人在多方面能力的培養，學生被鼓勵要

擁有多方面興趣及技能，以增加自己的就業廣度。因此，不論是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

或是相關執照考試所需具備的課程都成為學生重視的選項。但如何讓學生作正確的選擇，在

取得證照或能力之後，真的能維持興趣，並確實增加了自己的就業能力，成為社會價值主流

中名符其實的斜槓青年，則需要進一步思考。其中學生對個人的未來想像態度就十分重要，

究竟個人的未來傾向是樂觀積極或是悲觀無望，值得關心。透過增進學生對未來的樂觀態

度，促進其創意思考，掌握可得的機會，如此不但能增進其生涯調適能力，同時也能提升其

生活滿意度。 

就社會脈動趨勢而言，大學生具備多項技能是重要的，同時也有必要進行跨領域的學

習，但究竟要如何對就業市場各職業領域做正確的認識，則需要進一步探究。這部份則需要

發展一套以未來傾向為基礎的實務方案，以激發學生在放眼未來的視野之下適當地並且具動

力性地掌握現在及未來。因此，本研究擬採用混合研究方式，首先透過焦點團體質性訪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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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訪問正處於初顯成人階段的大學生及就業未滿五年的青年，探討其面對未來世界的想像及

願景。必要時徵詢專家意見，以提供未來發展實務方案時之參考。其次，建立適用於大學生

之生涯願景量表，探討生涯願景做為生涯混沌知覺與生涯調適及生活滿意度之間的中介作

用。最後，將發展實務性方案，用以提升處於初顯成人階段大學生之生涯願景，協助其釐清

對混沌生涯所感知到的複雜、恆定，並把握甚至製造可能的機緣，發展正向積極的未來。此

外，以下進一步回應第一年第一位審查委員之意見，補充說明本研究之重要性。 

(一) 未來願景不僅止於生涯關注，且關心個人對未來的想像 

 未來願景，不僅止於生涯調適量表所測量個人對未來的關心態度，且包括對未來的認知、

情意及行動。林偉文(2011)針對未來想像的歷程提出四個互動空間，包括探索未來、想像未

來、選擇未來及創建未來。探索未來，與個人的改變動機有關，而且能主動探究過去現在與

未來的關聯及可能性；想像未來，關乎個人的創造及思考空間，能想像未來的發展樣貌、問

題，及決決方案；選擇未來，對初顯成人而言，生涯決定是最貼近他們的經驗；創建未來，

最具體的理解方式，就是行動計畫，並實現理想。 

 將未來願景概念應用於生涯發展時，上述四個面向是彼此交織互動的，而互動結果可以

分別從認知、情意、行動三方面做說明。首先，在認知思考的特質上，是具有彈性的，必要

時能跳脫原有框架，發揮想像及創造力。其次，在情意方面，能關懷個人、社會、環境，甚

至全世界的未來發展及福祉。此外，也相信此時的努力及團隊合作是有可能改變未來的。最

後，在行動方面，與個人面對未來的選擇或決定有關。理想狀況下，個人總期待能有美好的

未來。決定歷程，除了對決定事項當中各種可能選項的探索之外，也包括個人對自我的了解

與價值澄清。除此之外，也必須能敏銳地覺察各個選項對未來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而決定歷

程中，必要時也能調整自己的認知思考方式，以便能與外界做適當的溝通，甚至行銷自我，

將潛在價值或個人優勢呈現出來，完成未來計畫。 

 Savickas 與 Porfeli (2012)生涯調適中所提及的生涯關注，主要是關心自己的未來，是一

種態度，並無進一步深入個人對未來的具體認知內容、對社會價值的關心情意、對未來規劃

的行動策略，或是時間觀的概念。本研究所擬發展之生涯願景量表，將以第一年的訪談紮根

分析所得結果為基礎，並參考時間觀文獻，探究涉世未深的初顯成人屬性特質，以進一步發

展量表，並根據其需求發展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面對社會經濟發展不甚穩定的今

日，我們有必要針對這群生涯正在起步階段的初顯成人進行了解與輔導。Savickas 的生涯調

適概念主要在更新過去 Super (1957) 所提的生涯成熟概念，強調調適更重於發展任務的完

成。本研究所擬進行之未來想像及生涯願景概念，更進一步從認知、情意及行動策略觀點激

發初顯成人的想像及創意，並進行生涯規劃。 

(二) 發展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的必要性 

 研究者過去研究成果中所呈現的生命意義提升模式，重點為諮商歷程架構，在整個助人

過程中，歷經關係的建立(R)、增進個人自我覺察(A)、催化個人的洞察頓悟(I)、接納並強化

個人優勢(S)，進而延伸到未來的行動計畫(E)，因此稱之為 RAISE-up 意義提升模式。此架

構應用於不同諮商目標內涵及不同族群對象時必須做適當的方案調整及規劃。最初此方案係

以中年女性為對象，以敘事諮商為架構，從過去生活帶回現在，由個人生命主題發現生命經

驗所涵蓋的意義，並擁抱個人優勢，延續晤談過程中生命主題經驗所激發出的正向力量，以

規劃並享受未來有意義的（退休前後晚年）生活。之後以稍為年輕的成人為對象，由於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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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經歷的生命歷程大致屬建立階段，因此以混沌概念融入此一 RAISE-up 諮商架構，介入之

重點在覺察及頓悟個人生命經驗中的一致性、恆定性，並掌握混沌中的機緣。今本研究計畫

以涉世未深的初顯成人為對象，係因科技時代鉅變之下因應年輕人之需求，提供其適當的生

涯處遇，更需要將方案內容進行調整，意義提升的諮商架構不變，但其內涵須針對參與者性

質屬性做適當調整。因此，融入行動取向之希望中心生涯概念，期待所建立的未來願景及生

涯進路探索方案能提升初顯成人對生活及工作的滿意。不論是以中年女性為主，以經歷了一

段工作經驗之後的成人為主，或是以初顯成人為對象，此一模式或任何模式在最後階段一定

會展望未來，並期待輔導效果能延伸至未來。但本研究所指未來並非僅止於晤談結束前（於

最後階段）帶領個案規劃未來行動，而是在整個方案內涵就含融未來想像及生涯願景概念，

引導學生擴展未來視野，激發想像，發揮創意，以面對科技快速進展時代，積極開展滿意生

涯。 

貳、相關之文獻探討及評述 

一、初顯成人階段的概念及相關議題 

 近十年來，因高等教育的發達，多數大學畢業生畢業後並不直接進入職場，而選擇繼續

報考研究所。從過去高職畢業直接就業，到現階段延後就業時間，以至凸顯出人生發展的另

一個獨立階段。這獨立階段，不像青春期的晚期，也不像成年人的初期，而係心理學界逐漸

認可的初顯成人期（emerging adult）。在發展心理學中，已經初步界定為介於 18 至 27 歲

之間 (Arnett, 2000, 2014)。處於這階段的年輕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結婚生子的平均年

齡也逐漸提高，與教育及婚姻相關職業決定、生涯規劃，也都在逐漸定向，此一定向的歷程，

就學術而言是所謂的自我統整 (self-identity formatting)，就實務而論，則類似於所謂的破繭

而出，值得關注。 

 Arnett (2004) 認為處於初顯成人階段的年輕人，有五項特徵：(1) 不斷詢問「我，究竟

是誰」的問題，也就是所謂自我統整的探索；(2)面臨許多的不確定，尤其是在戀愛、職業、

居住所在地等等；(3) 自我關注，也就是較關心自己而較不會輕易承諾他人，或是願意承擔

責任；(4) 確實會覺得自己是處於夾縫之間的，既不像成人，又不是小孩；(5) 充滿機遇及

選擇，因為許多的不確定，也形成處處逢生的情形，端看個人如何把握，如何延伸。若能夠

洞察自我，敏感於機會的浮現，則處於初顯成人階段的年輕人，是可以激發潛能、開展積極

未來的。總之，這一階段的年輕人對於「我是誰？」以及「什麼樣的職業/伴侶是適合我的？」

總還不確定，或是抱著有許多可能性的態度。 

 在亞洲文化中，日本學者也普遍將初顯成人獨立成為一個階段(Sugiura, 2004)，認為從

大學剛畢業邁入社會者視為是處在初顯成人階段。主要係因為他們正處於經濟來源、工作變

化，及生活模式的改變及適應階段。在這當中，有六項因素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包括來自師

長及同儕的影響、畢業成績或學校表現、人際關係、環境上的改變(包括搬家)、個人心理強

度，以及可能出現的疾病。對於這些變化，初顯成人須學習適應。 

 在台灣，程景琳、廖小雯、林書萱 (2010) 以大學樣本進行調查，發現也有高達 67.1% 的

大學生認為自己以經不是青少年，但也還不是成人。許晨韋(2014)也曾經以初顯成人為對

象，探討待業者的生涯調適歷程，發現待業中的初顯成人有明顯的壓力來源，而這些壓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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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確實也能透過適當覺察而與個人的內外相關資源維持平衡，包括尊重自己、尋求支持包

容、允許心理上的自主，以及獲得家人的肯定等等。顯見初顯成人在正式進入職業認定並穩

定就業的階段前，是需要適當的心理及生涯調適輔導的。本研究擬以此階段的年輕人為對

象，探究他們在破繭過程的特徵，包括內在的自我認定、對外在的職場世界的認知，以及個

人處於混沌與秩序之間的覺察及頓悟。同時也綜合後現代取向生涯諮商中的希望中心生涯諮

商 (Hope-centered Career Counseling, Niles, In, & Amundson, 2014)、混沌概念 (Chaos Theory, 

Pryor & Bright, 2004)，以及意義提升生活設計 (RAISE-up life Design, Tien, 2015) 方案中的

元素，發展適合初顯成人的生涯方案，增進其未來視野，並協助其建立正向之未來願景。 

 

二、時間觀與生涯願景 (Time Perspective and Career Vision) 

 未來，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早在 1980 年代美國心理學家雜誌就出版專刊，討論未來

的我這個議題。所謂「未來的我」(Possible Self) 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未來可能會成為什麼樣

子的看法(Markus & Nurius, 1986)。希望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害怕自己變得如何、對未來

有什麼目標、期望、擔心、或害怕，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的，由這些個人對自己未來的想法，

可看出目前行為的一些動機。如果一個人對未來沒有任何期待，或是對自己的未來持負面看

法，例如覺得自己將來一定是窮困潦倒，靠父母或配偶度日，則目前也不會有什麼積極的求

進行為；如果覺得未來的自己是有成就的，可能是某企業的主管或大老闆，則至少也會投注

些努力，讓自己具備成功的條件。依照 Markus 與 Nurius (1986)實徵研究所使用的架構，未

來我大致可分為六個方面：(1)一般的自我觀念，例如聰明的或笨拙的；(2)身體外觀方面的

自我，例如亭亭玉立的或滿臉皺紋的；(3)生活風格方面，例如忙碌的或是常常喝酒的；(4)

一般的能力，例如修理電器或懂得音樂等等；(5)未來可能從事的職業類型；以及(6)別人可

能對我會有什麼樣的看法。而在各方面對自我的陳述，有些可以是正面的，有些是負面的，

有些則可以是中性的。 

 生涯願景，涵蓋個人對未來的希望感 (sense of hope) 以及對未來所懷抱的正向樂觀

(optimism)或悲觀(pessimism)態度。Fenivra, Sgaramella, Ferrari, Nota, 以及 Santilli (2016)認

為個人所抱持的生涯願景與其生活滿意度以及生涯調適之間是有正向關係的。相關研究顯示

在個人自我統整的形成 (Identity Formation)方面，男生對未來的想像，偏向學校、職業、政

治、金錢等議題；女生則偏向思考人際方面的議題 (Bosma, 1992)。這概念應用於生涯輔導

當中，有助於我們了解青少年或初顯成人面對未來的希望感或是樂觀積極態度，也有助於初

顯成人對未來就業市場的預測，進而影響其生涯目標的訂定。  

 而未來傾向思考(Future-oriented thinking)則會影響個人的情緒及行動。積極正向的未來

傾向思考使個人較具有彈性，也較能增廣個人的因應視野，從不同角度發展解決策略，面對

所遭遇的難題(Aspinwall, 2005)。未來傾向思考，則包括三個要素：動機、計畫、評估。這

三個要素，均與其個人的興趣發展有關。在動機部份，個人是受什麼所吸引而會覺得想走某

條路線；計畫部份，與個人對未來自己所感興趣的規劃細節有關，這部份也會與個人的價值

觀念及問題解決能力有關。但，若是計畫內容若與個人興趣有關，則解決問題的動力或能力

也越強。評估，則與個人對自己興趣所能延伸的程度有關。個人對某些事務感興趣，但對該

事務更深的任務內容，可能興趣較淡。例如有些高中學生偏好擔任旅遊或空姐業務，但若是

看得長遠，則偏向不能接受其間長期的空中服務或是不規律的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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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觀，是指個人對時間所抱持的觀感，Savickas (1991) 認為時間觀說明了個人在面對

過去、現在、未來所做描述時的心智圖像。其中涵蓋了對過去的反思以及對未來的希望及目

標設定。Mello 及 Worrell (2015) 主張時間觀包括認知及動機層面，且每個人的狀況殊異。 

首先，在認知方面的差異導致個人時間觀點不同，面對未來走出不同的方向並表現出不同的

行為。其次，時間觀涵蓋過去、現在、未來三種不同的時間軸向，欲了解個人的時間觀，則

三方面均須顧及。Zimbardo 與 Boyd (1999) 的研究也指出，同樣重視過去、現在、未來的

個人，其健康行為表現也較佳。第三，個人對時間觀知覺的差異，除了之前提及的認知因素

外，與個人的學習經驗有關。個人所接觸的社會情境脈絡不同，包括學校、家庭、社區等等，

這些學習經驗形成時間觀的另一個多元向度，包括個人對時間觀的態度(attitude)、傾向

(orientation)、關聯(relation)、頻率(frequency)，以及意義(meaning)。在態度方面，包括面對

過去的正向或負向觀感，對現在的享樂或宿命態度，以及對未來的希望甚至是超未來的經

驗，這些態度可以由 Zimbardo 及 Boyd (1999)所發展的時間觀量表測得。時間觀傾向，則

包括前述的過去、現在、未來三個軸向。時間關聯，是指個人能將過去或現在某些行為聯結

到未來的發展。有些人或在現在，不會多想未來；有些人則會遠觀此時行為對未來的影響，

並洞察此時如何的行為有益於未來目標的達成。時間觀頻率，是指個人多半時後對過去、現

在、未來想法的出現情形。有些人從不多想未來，有些人經常緬懷過去。Mello, Worrell 與 

Andretta (2009) 發現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每天都會想到現在及未來，大概有一半的人每天都

會想到過去。他們同時也發現每天或每週都會思考過去的人，成績表現也比較好。本研究所

關心的議題，是初顯成人對未來的想像，期待多思考未來的人，能有較適當的調適及滿意生

活。最後，時間意義，是指個人如何定義自己的過去、現在、未來，當中涵蓋個人的情緒及

關係層面，例如個人對某個時期的生活意義感受，這部分確實與個人所接觸的社會情境脈絡

有關。反觀國內初顯成人所處社會情境及世界變動快速，個人所持時間觀點與其生涯願景會

有直接關聯。在第二年所欲建立的生涯願景量表，將融入時間觀概念，協助初顯成人覺察個

人對過去經驗的意義理解(積極或消極)，並聯結到此時的態度(當下個人條件及社會價值人文

關懷)，以規劃未來(職場分析及目標行動策略)。 

 

三、行動取向之希望中心生涯方案 (Action-oriented Hope-Centered Career Program) 

 希望感理論，早期是正向心理學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主要係由Snyder (1994) 所提出，

其內容包括三個重要成份的互動歷程：(1)目標；(2)方法；(3)意志力。希望感越高的人，目

標越是明確；越能想到多種策略或方法達到目標；若遇有挫折，也越能以其意志力找到替代

方案，解決問題，達到目標。在這互動當中，個人是個重要的機制。 

 而應用於生涯諮商中，以希望為中心的動力取向生涯諮商方案，係Niles, Amundson與

Neault (2011)所發展出的生涯諮商方案。他們認為在現代社會，人們在職場上幾乎每天都會

面臨種種挑戰，我們需具備高度的覺察能力，並培養創意視野，增進個人的生涯調適能力。

他們引用心流(career flow)的概念，以河川流水來比喻個人的工作步調。有時緩慢，有時急

速，有時穩定靜止，有時又激起浪花。職場中，有時任務是容易的，有時是具挑戰性的；有

時是單調無趣的，有時又讓人不勝負荷。然而，如何讓自己調整到能夠掌握而又享受的喜悅

步調(enjoyable rate)，形成十分順暢的心流，則需要學習。他們以心流概念為架構，發展出

行動取向的希望中心生涯方案，用以協助個案有效處理自己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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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而言，行動取向的希望中心生涯方案包括六個要素。首先是(1)希望，其次依序為(2)

自我反思；(3)自我澄清；(4)營造願景；(5)目標設定，以及(6)實踐與調適。希望感，是一種

促發個人採取行動的定錨 (anchor)，有個想要達成的願望，同時也認為是有希望可得的，則

個人容易採取行動。至於如何判定一個人是否認為自己是有希望感的，則可以觀察個人的思

考機制(agency thinking)，思考徑路(pathway thinking)，以及是否有設定目標 (goal) 這三個

重點(Snyder, 2002)。在網目標邁進的過程中遇到阻礙，個人須具被一定程度的彈性以面對挫

折，這時希望感能具有調節作用，使個人適度開放自我，改變自我，並接納各種的訊息及可

能性，繼續朝目標邁進。若不抱持希望態度，則一切中止。因此，前述的思考機制、思考路

徑，以及目標設定，三者缺一不可。 

 自我反思與自我澄清，需要個人有意識地詢問自己，並清楚自己所處情境。更明白的說，

是反問自己，在某情況下的自己，究竟是在想什麼，或自己的行為表現及內在想法究竟是什

麼，又為什麼？此處須注意，澄清不僅只於對個人的興趣能力及價值信念，也包括個人所處

的情境以及外在的環境世界。營造願景，是透過腦力激盪想像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並設想各

種可能性所形成的結果是否為自己所期待的。一旦腦中浮現所期待的結果時，再繼續自問，

哪一種結果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在澄清自己的結果預期之後，則需要採取行動，蒐集相關

資訊，讓自己更熟悉未來願景，如此，在能夠掌握的情況下，也方能設定可達成的目標，並

實踐願景。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發現彈性及改變的重要性。小小的改變及調整，

有助於個人因應並掌握外在的變化及挑戰，這也是生涯調適所強調的自信及掌握。 

 Niles (2011) 認為希望中心生涯諮商模式當中所涵蓋的行為及態度，有助於個人自我調

整並營造出心流的境界，例如其中的彈性與改變。彈性，有助於個人抱持開放態度，接納各

種與個人願景相關的資訊，同時也有助於適度修正所設定的目標，使目標更具體更可得。改

變，則是指個人願意作適度調整，接納並扮演新的角色或放棄某些與目標並不直接相關的角

色(Herr, Cramer, & Niles, 2004)。這些調整或改變，能带領個人順暢地處於工作職場，如此

不論是在與他人互動、與環境互動，甚至是與個人內在自我的互動，便能達成和諧順暢的境

界。Botelho (2011) 則認為此一模式也適合應用於在職的工作者。 

 綜而言之，希望感理應是任何人都可以擁有的動力來源。希望模式中，包括個人機制，

以及朝目標邁進的過程。簡而言之，也就是人(mechanism)，走在朝目標(goal)邁進的路上

(pathway)，這路上，有著足夠的精力(energy; empowerment)，也堅信有多種方法能解決各種

困境。在往前的路上，這自我機制經常能鼓勵自己：「我能做到的，沒有問的。」或是「我

會繼續努力的。」至於如此的概念如何應用在現階段初顯成人，則須有具體的方案呈現。 

 研究者嘗試融合不同取向之概念，包括未來取向視野 (Future oriented vision)、時間觀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混沌(chaos)、希望(hope-centered)、系統(systemic approach)、調適

(career adaptability)等概念，腦力激盪出以下具體方案內容之反思提問，供本研究第三年實

務方案內容參考。研究進行後，擬持續以第一年訪談及第二年之探究分析出可能的概念，融

入以 Niles 等人發展的希望中心生涯方案並以生活設計模式架構設計出確切的課程方案內

容。 

 回想在過去經驗裡，你覺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受到某個人所肯定的？請舉出至少三

個人對你所做的肯定或稱讚，以及肯定或稱讚的內容。 (優勢，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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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機會，你覺得可以做些什麼，讓自己所處的學校團體氣氛更為溫暖？(賦權，

empower) 

 你在讀書、休閒(社團)的時間安排方面如何？怎麼樣的時間分配情況是讓你覺得舒

適自在而且能達到平衡的？(時間管理，time management) 

 在長期以來所學習或即將學習的課程中，有哪三門課是你覺得與自己未來的實際生

活是有關係的？ (學習上的承諾，commitment to learning) 

 在你的同儕中，有誰是特別認真於學習的嗎？他對你的學習態度，有何影響？ (學

習上的承諾，commitment to learning) 

 你相信有人在任何時候都會是百分之百的真誠嗎？若答案為否定，那麼你覺得我們

可以說謊嗎？什麼時候可以說謊呢？當有人以謊言對待你，你會如何反應？(機及的

價值觀，positive value) 

 在學校或工作職場裡，什麼叫做所謂的「受歡迎」？受歡迎，有什麼好？或是什麼

不好？ (人際能力，social competence) 

 在與同學或朋友相處的經驗中，你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摩擦或意見不合的時候？後來

是如何處理的呢？(人際能力，social competence) 

 你相信自己能夠成為引領自我的最他人選嗎？要如何才能成為引領自我的領導者？

(積極的自我認同，positive identity)  

 面對未來，你最擔心的，是什麼？(積極的自我認同，positive identity) 

 未來若能夠完成一件事，只此一件，那會是什麼事？(積極的自我認同，positive 

identity) 

 你何時知道自己的人生應該有個目標？這目標是什麼呢？(積極的自我認同，positive 

identity) 

 若 50 年後，世人要提供一個特別的日子感謝你的貢獻，定為假日，你覺得這日子應

該命名為何？(contribution) 

 

四、混沌理論在生涯諮商中的應用 

混沌理論起源自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此一名詞，他們認為一隻巴西翩翩起舞的蝴蝶

也可以引發德州的龍捲風」。James Gleick 在 1987 年出版「混沌理論：新科學的誕生」之

後，更是帶動了混沌理論研究的風潮 (Trygestad, 1997)。混沌理論分為兩個派別 (Griffiths, 

Hart, & Blair, 1991)，其一認為混沌現象出現於秩序之前，是相呼應而非相排斥的；其二認

為混沌狀態當中，其實就隱藏著秩序，並沒有先後之別。但不論如何，混沌狀態是非線性的，

是隨機的；是不可預測的，而且也是自然而一定會存在的現象。 

本世紀澳洲的 Pryor 以及 Bright (2003)嘗試將複雜的動力系統概念應用於個人的生涯

發展行為中。在這複雜的發展動力系統當中，個人不論是與他人，與環境，甚至是與自己的

關係，都可能讓個人覺得是凌亂的。試想個人的生涯發展過程，在探索階段所面臨的不確定

(uncertainty)、在面臨抉擇時的難以決定(career difficulty)、在面對衝突時的平衡問題(conflict 

and balance)、在感覺無力的時候找不到向前的動力(career energy)，甚至覺得無意義。但這

些看似毫無關係的或是很微小的變化卻可能帶來很大的變化。所以個人所處的生涯發展動力

系統中，某個小的變化，都可能帶來巨大或重要的改變。個人平日不經意的機緣巧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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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enstance)，也都可能影響他一輩子的生涯發展。 

由於 Savickas (1996)強調在面對完整且又複雜的個案時，我們可以協助個案發現自己的

優勢，藉由自己的種種優勢及潛能發揮而改變環境，讓社會因改造而更有進步。混沌理論

(Pryor & Bright, 2003)則強調在複雜的改變環境之中順應這些變化，並抽理出邏輯性的秩序

及因應之道。這混沌取向的生涯諮商(Chaos Approach of Career Counseling) 包括四個重要的

特質：複雜、改變、建構、機會。首先，在複雜性方面，混沌理論所討論的複雜性包括個人

所有的經驗，特別是其主觀及客觀情境對生涯所形成的潛在影響。其次，在改變方面，是指

個人在做決定或採取行動時所呈現的功能，而這功能更強調個人的內在動力、與他人或環境

的互動，以及適應問題。第三，在建構方面，偏重個人所知覺並建構出的經驗，而且這些經

驗及知覺是獨特的，有意義的，能讓他們更清楚自己所處的世界。最後是機會，在個人發展

過程中的種種故事裡，這些不可預期、非計畫性的偶發機會經常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甚至

具有極高的決定性，決定了個人往後的發展。 

 

五、生命意義及相關研究 

在概念上，生命的意義，有重要的三個成分：其一是目的感 (sense of purpose)，所做的

事情是有清楚的目的的；其二，是重要的 (significance)，所做的事情對個人而言，視覺得有

其重要性的；其三，則包含較複雜的成份，是有其綜合整體性的 (comprehensive)內涵的，

Heintzelman 與 King (2014) 認為有意義的生命具有其規律性，預知性，或是有其值得信賴

的關係。當一個人覺得生活中所從事的任務有其目的、超越了瑣碎，而且也絕非一片混亂 

(chaos)，那麼生命就會是有意義的。 

直到現在，我們也還是不停地在討論 Frankl (1984) 所提出的存在真空 (Existential 

vacuum) 概念。而 Yalom (1980) 所提出的無意義 (meaninglessness) 也被認為是存在主義所

主張的四大基本關注之一。Baumeister 與 Vohs (2002)試圖由四個需求來探尋生命的意義：

目的、價值、效能、以及自我價值感。若這四個需求能得到滿足，則生命的意義感也能隨之

出現。而有關「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若能代之以「如何追尋生命意義？」此一

問題，則個人在面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時，生命無意義的感覺也會隨之降低些。而西方存在主

義所談論的無意義，事實上也是從反向角度來思索其正向意義。正因為無意義，更激發出意

義的必要性，即使個人主觀定義之意義不同。正因為死亡為必然現象，我們也有必要討論存

在的意義，正反之間，太多需要討論的現象﹗ 

至於「如何追尋生命意義？」有些研究顯示適當的社會互動關係是可以增加生活的意義

的 (Williams, 2012; Stillman et al., 2009)。Hicks, Trent, Davis 與 King (2012) 甚至認為在實驗

室裡提供個人正向經驗，也能促進個人的生活意義感受。當一個人心情好的時候，會覺得自

己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在認知方面，有意義的人，生活內涵有其規律，不會是一片混亂。 

綜合而言，生涯是一種使命，而非職業。生涯規劃是協助個人找到人生目標，而非僅止

於找到個人所偏愛的工作。生涯發展，並不是直線性的，也並非僅止於是在直線上來來回回。

也許會是平面的，甚或是立體的。想想個人的心靈地圖，不論是哪個方向，這促使個人往前

繼續的，也許就是個人內心所聽到的聲音，是個人天命(destiny)對自己的召喚(calling)，而隨

著這內心召喚而走向天命的過程，就是個人生涯意義(career/life meaning)的形塑歷程。本研

究以初顯成人為對象，在忙著成長的過程中，不見得會關心生命意義的問題。但在面對未來，

http://psycnet.apa.org/journals/amp/69/6/561.html#c155
http://psycnet.apa.org/journals/amp/69/6/561.html#c139
http://psycnet.apa.org/journals/amp/69/6/561.html#c56


10 

 

仍須有長遠觀點，遇見未來，工作終究是一份職志，如何的志業是可以長遠的，需要探索，

需要體會。在本研究所擬發展的方案中，仍將納入生命意義於生涯規劃方案中，以穩固生命

意義於方案中的願景要素內。 

 

六、生命意義提昇模式 (RAISE-up model)  

生活設計模式(Life Design)，緣起於歐洲，是由一群探究生涯諮商之研究者及實務工作

者為試圖擴展生涯層面所涵蓋的意義而將生涯規劃議題逐漸轉型為個人整體生活設計(Life 

Design)的概念，目的在強調個人在主動塑造其生涯風格及生命意義的重要性(Nota & Rossier, 

2015)。就其概念而言，此生涯-生活風格諮商模式適用於不同年齡階段，但也必須隨著不同

年齡階段而強調不同的任務內容。研究者過去以中年女性為對象所建構的「生涯-生活風格

諮商模式」(RAISE-up model, Tien et al., 2015)，目的在協助中年女性建構並提升其生涯-生活

風格，此乃經過一連串敘事訪談及紮根分析方式所建立(Tien, et al., 2015)。而此「生命意義

提昇模式」 (Life meaning RAISE-up model)或稱之為「生涯-生活風格諮商模式」 (Career/Life 

Design model)，目的就在提升個人生命意義。 

此一模式立基於Guichard (2005; 2012) 以及 Savickas等人 (2009) 所討論的生涯生活設

計(Life Design)概念，並融入華人所習慣之人際文化。訪談過程以敘事取向模式進行，分析

方式則採紮根分析。所得對話資料在進行逐字稿紮根分析後，提出五個階段之生涯-生活風

格諮商模式：(1) 諮商關係之建立(Relationship establish)；(2) 生命主題之覺察(Awareness)；

(3) 生活-生命意義的理解與轉化(Insight)；(4) 個人優勢力量之聚焦(Strength-focused)；以及 

(5) 未來生涯-生活之規劃 (Extend to the future)。取其各階段英譯字母，簡稱為RAISE模式。

五個階段所包含的十四項技巧為：場面結構化、開啟生命故事、追溯生命故事、深入故事脈

絡、建構生命意義、個人特質的再現、人際脈絡的正向轉化、貴人資源的連結與強化、生命

主題的正向詮釋、凸顯內在興趣與動力、行動的召喚、人際與內在資源轉化與未來生涯的連

結、建構行動方案、正向意義的賦予。 

各項技巧所涵蓋的內容則包含：生命故事與情緒的準備、重新檢核情緒狀態、劇本角色

的建構、生命故事的探索、劇本劇情的形塑、深化生命故事內涵、生命故事主題的凸顯、主

題情緒的理解、深化事件對生命影響的洞察、催化對生命意義的理解、探索個人特質、探索

因應困境模式、人際脈絡省思、貴人資源的連結、貴人資源的強化、生命故事主題的再次凸

顯與詮釋、個人內在興趣的探索、未來生活安排與規劃、未來生活省思、探索人際脈絡影響、

生活狀態的探索與連結、強化個人內在力量、故事意義與生命經驗的串連、生命主題延伸至

未來規劃、催化對未來生活的省思、鼓勵與肯定未來生涯發展，詳如表 1。表 1 並針對本研

究第一年前半年所得結果，增列該模式面對初顯成人時可以參考的處遇任務內涵，具體內含

將持續於後半年及未來一年進行更新。整個模式尚須要進一步的實徵驗證，方能說明其面對

台灣當前初顯成人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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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意義提昇之「生涯-生活風格諮商模式」(RAISE-up model) 五階段模式 

階段 使用技術 
任務內涵 

(針對中年女性) 

任務內涵 

(針對初顯成人，暫擬) 

1.關係建立  

(Relationship) 
場面結構化 

a. 生命故事與情緒的準備 

b. 重新檢核情緒狀態 

 

暖身活動—希望的營造 

2.生命主題覺察 

(生命故事的開展)  

(Awareness) 

(1) 開啟生命故事  劇本角色的建構 
a. 覺察當下自我與未來

生涯的關聯 

(2) 追溯生命故事  生命故事之探索 
b. 探討原生家庭與未來

我的關聯 

3.意義的理解與轉

化 (Insight) 

(1) 深入故事脈絡    劇本劇情的形塑  

(2) 建構生命意義 

a. 深化生命故事內涵 

b. 生命故事主題的凸顯 

c. 主題情緒的理解 

d. 洞察事件對生命影響的 

 e. 催化對生命意義的理解 

a. 想像未來職業結構 

b. 理解社會主流價值的

意義與個人之關聯 

c. 想像個人在未來的生

涯/生活風格 

d. 理解個人所重視的生

命意義 

4.聚焦優勢力量 

 

(Strength-focused) 

(1) 個人特質的再現 
a. 探索個人特質 

b. 探索因應困境模式 

 

 

 

a. 發掘並接納個人優勢 

b. 善用機緣並呈現個人

優勢 

c. 陶冶個人對社會及他

人的人文關懷 

d. 思考個人創新或創業

之潛在能力 

 

(2) 人際脈絡的正向

轉化 
 人際脈絡省思 

(3) 貴人資源的連結

與強化 
a. 貴人資源的連結 

b. 貴人資源的強化 

(4) 生命主題的正向

詮釋 

  生命故事主題的再次凸顯

與詮釋 

(5) 凸顯內在興趣與

動力 
個人內在興趣的探索 

5.未來生涯規劃 

 

(Extend to the 

future) 

(1) 行動的召喚 
a. 未來生活安排與規劃 

b. 未來生活省思 

a. 發展面對未來之行動

策略 

b. 再次檢視個人時間觀

與目標設定之關係 

c. 嚐試新的行為並體驗

不同經驗 

d. 統整與結束活動 

(2) 人際與內在資源

轉化與未來生涯

的連結 

a. 探索人際脈絡影響 

b. 生活狀態的探索與連結 

c. 強化個人內在力量 

(3) 建構行動方案 

a. 故事意義與生命經驗的串

連 

b. 生命主題延伸至未來規劃 

c. 催化對未來生活的省思 

(4) 正向意義的賦予 鼓勵與肯定未來生涯發展  

註：因本項計畫已進行半年，僅根據目前所得研究發現，針對初顯成人需求而暫時擬訂第三

年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所涵蓋的任務內涵，具體內容將根據第一年成果及相關文獻

進行調整或重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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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各個階段的技巧及任務，係以個別取向應用時為主。應用於初顯成人時，以過去兩

年生涯混沌研究經驗，研究者認為以課程或小團體方式進行較為恰當。主要因為初顯成人生

活歷練不夠，尚未深刻體會聲或中的複雜，以及變化中的秩序，更難以掌握或製造可能出現

的機緣。以初顯成人為主的課程設計中，可以涵蓋類似於表一中的歷程，並針對各項技巧做

修潤，透過年輕人小組討論中的激盪，激發出對未來的希望感，並具體遠觀未來，營造願景。 

根據第一年研究目前所得研究結果，此項方案架構依舊可維持五個階段的架構，但各階

段所擬完成之任務需做調整，例如，從第二階段，生命主題的覺察部份，就可以開始思考個

人過往故事經驗所萃取之主題與現在及未來生涯的關聯。 

 

参、第一年研究方法之執行報告 

綜合而言，本研究計畫第一年目的在探討初顯成人的未來願景，包括對未來自我的看法

是懷有希望的、樂觀的，或負向的，此外也探討其未來傾向思考的內涵，並透過分析形成架

構。第二年發展生涯遠景量表，並探討初顯成人之生涯願景與混沌概念、生涯調適、生活滿

意之間的關係。第三年則根據第一年及第二年結果發展以未來傾向為導向的生涯願景及意義

提升課程，並考驗其實施效果。以下說明第一年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選取與設計 

本研究第一年主要目的在探究初顯成人所知覺到的未來世界，藉由半結構式的焦點團

體訪談方式，激發其想像力，體認未來世界的樣貌。所邀請之初顯成人年齡從十八歲至二

十七歲不等，在職業方面，以尚未就業者為主，已就業者，不特定哪些職業類別，但以不

超過連續在同一機構工作五年以上之就業經驗為主，主要係因固定於同一機構就業滿五年

之後，大致上已穩定而不至於渾然不明。訪談過程由參與者之現況經驗逐漸带入對未來想

像，再進入個人於未來世界中的因應特質與技能。 

分析方法部份，本研究選取紮根分析取向。紮根分析能將分析結果建立階層模式或歷

程模式，由下而上理解初顯成人面對未來的想像，發展出初顯成人對未來世界的視野架構、

內涵，及態度。分析結果能夠形成一假設性的理論模式，用以說明現階段初顯成人所知覺

到的未來世界，甚至是現代初顯成人的未來時間觀點。此一假設理論模式的建立，將有助

於之後第二年計畫中「生涯願景量表」的發展。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第一年共邀請 32 位初顯成人接受「焦點團體」訪談，目前已完成八場焦點團體

訪談，共 32 位參與者，年齡介於 20 至 27 歲之間（M =22.4 ，SD =1.74），男性 11 名、女

性 21 名。包括大學生 16 人、研究生 6 人、已就業 9 人及待業中 1 人。研究參與者詳細之

年齡、性別、職業等背景資料，如表 2。 

 

表 2 「未來想像與生涯專題研究」受訪者資料總表 

代號 
年

齡 
性別 身分 科系／職業 

所屬
Holland 

職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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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25 男 研究生 設計研究所碩四 藝術型 

A02 23 女 研究生 管理研究所碩一 企業型 

A03 23 女 研究生 教育相關研究所碩二 社會型 

A04 21 女 大學生 教育相關學系大四 社會型 

A05 21 男 大學生 工商管理學系大四 企業型 

A06 23 男 在職者 助理工程師 實用型 

A07 23 女 在職者 保險業務 企業型 

A08 23 女 在職者 前端工程師 實用型 

A09 22 女 大學生 資料管理相關學程大四 研究型 

A10 23 女 在職者 公務員（收發單位） 事務型 

A11 21 女 大學生 經濟系大四 企業型 

A12 22 女 在職者 記者 社會型 

A13 21 男 大學生 歷史系大四 藝術型 

A14 23 男 大學生 統計學系大四 事務型 

A15 24 女 待業中 待業中（教育相關學系畢業） 社會型 

A16 25 女 在職者 藥學系研究助理 事務型 

A17 20 女 大學生 國文系大三 藝術型 

A18 21 女 大學生 教育相關學系大四 社會型 

A19 20 男 大學生 英語學系大三 藝術型 

A20 27 男 研究生 應用力學研究所碩四 實用型 

A21 25 女 研究生 教育相關學系研究所碩三 社會型 

A22 21 男 大學生 工業管理系大三 企業型 

A23 22 男 大學生 機電系大三 實用型 

A24 23 男 在職者 軟體資訊公司產品經理 企業型 

A25 24 男 在職者 前端工程師 實用型 

A26 24 女 研究生 心理學研究所碩二 社會型 

A27 20 女 大學生 國文系大三 藝術型 

A28 21 女 大學生 外交系大四 企業型 

A29 20 女 大學生 法律系大二 企業型 

A30 21 女 大學生 歷史系大三 藝術型 

A31 21 女 大學生 歷史系大三 藝術型 

A32 23 女 在職者 歷史專任教師（教研所休學） 藝術型 

 

三、研究工具 

（一）研究小組 

 本研究小組包含計劃主持人及一位研究助理，研究助理畢業於心理系，曾修習研究方

法或質性研究等課程，具備質性研究經驗或能力，並有參與類似之研究計畫研究之經驗，

能勝任本研究之分析工作。 

本研究訪談由計劃主持人進行，研究助理擔任觀察角色。此外，計劃主持人也提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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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助理資料分析方法之訓練，使其具有足夠之質性研究概念，以利進行研究分析。 

（二）研究邀請函 

 研究邀請函內容包括說明研究主題與研究者身份、研究欲邀請之參與者性質、訪談方

式、所需的時間、錄音與保密的原則等。參與者在經過簡單電話、信件聯絡後，研究團隊

藉由研究參與者之回答篩選出對研究有高度動機、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有興趣者。研究邀請

函如附件一。 

（三）參與研究同意書 

 為兼顧研究倫理議題，保障接受訪談之研究參與者的權益，每位受訪者在接受訪談之

前會填寫參與研究同意書。同意書中說明研究目的、進行錄音之必要性、錄音稿的謄寫以

及資料保密與限制等。接受訪談者在針對部份話題，有拒絕回答或拒絕錄音的權力，研究

結束後亦可選擇收回錄音檔或交由研究者於研究結束後銷毀。目前已完八場訪談，共計 32

位訪談人資料。研究同意書如附件二。 

（四）訪談大綱 

 第一年焦點團體訪談之主要目的在探究初顯成人對未來生涯視野的觀點。焦點團體訪

談大綱採半結構型式，重視訪談過程中成員彼此之間的想法激盪，內容可分為四個部份。

第一部份為暖身問題，從暖身問候進入目前現況。第二部份針對為未來世界的想像，從一

般人所認為的未來進入受訪者個人的主觀未來。第三部份則進入較深入的個人心理層面，

分享與個人未來世界想像相關的心理因素，包括個人特質、理想願景、優勢能力，以及個

人所重視的核心價值。第四部份則為結束問題，針對訪談歷程做摘述、整理。訪談大綱如

附件三。 

（五）生活滿意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生活滿意量表」為 Diener, Emmons, Larsen, 與 Griffin (1985)所發展，共 5 個題項，

為 7 點量尺。經田秀蘭(2007) 翻譯修訂後，以上述同樣 725 位成人為對象所求得的內部一

致性係數為.89。在效度方面，與上述相同模式，以家庭及工作之間的衝突及因應為自變項，

探究這些因素對主動成長及生活滿意的影響時，其因果模式是得到支持的，足見有不錯的效

度。這 5 個題目在網路上也應用的十分普遍，在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正向心

理學研究中心有提供全量表。(附件四第二部份 10-14 題) 

（六）生涯混沌知覺量表 

 在初顯成人生涯混沌知覺方面，擬採用研究者於前期專案研究計畫所發展出之生涯混沌

知覺量表。該量表分為三個分量表：複雜性、恆定性、機緣巧合。對複雜性的覺察有助於隔

人釐清自我，讓思考不治過於單純；恆定性則是指複雜混亂當中，自有其一再重覆的型態出

現；機緣巧合，則主張個人需敏感於混沌中非預期性的機會，並把握善用之，甚至持續為自

己營造機會。該量表三個分量表各 12 題，合計共 36 題，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

為.80, .74, .86，全量表 = .87。效度考驗，經 SEM 分析也支持其因素結構內涵。(附件五) 

（七）生涯調適量表（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 CAAS） 

 生涯調適量表為 Savickas 與 Porfeli（2012）所發展，共 24 個題項，分為 4 個分量表：

生涯關注（Concern）、生涯控制（Control）、生涯好奇（Curiosity）、生涯自信（Confidence），

採 5 點量尺。田秀蘭（2010）翻譯修訂後，以 493 位成人（男性 180 人，女性 313 人）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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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所求得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96，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介於 .89 至 .91，顯

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在效度方面，此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適合度考驗得

到標準至中上的結果，顯示其因果模式得到支持（Tien,et al.,2012）。（附件六） 

（八）生命意義量表(Meaning of Life Questionnaire, MLQ)： 

「生命意義」量表為 Steger, Frazier, Oishi,以及 Kaler (2006)等人所編製，共十題，本量

表在網路上可取得相當國家語言版本，作者也十分歡迎提供非營利之研究使用(MLQ –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Steger, Frazier, Oishi, Kaler, 2006; 2017/12/31 取自以下網址）。

本研究所使用之中文版本，取自網址如下：

http://www.michaelfsteger.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MLQ-Chinese_traditional.pdf 。

信、效度轉為中文版本後，研究者目前仍在考驗中。（附件七） 

以上第五項至第八項幾分量表在第一年由受訪之參與者於訪談後進行填寫，內容僅供了

解參與者在這幾個向度上的狀況，供第二年量表發展之參考，並不做統計比較分析。 

（九）訪談札記表 

訪談員於訪談結束後，記錄訪談過程中的重要觀察，包括對於受訪者的整體印象、受

訪者的重要非口語訊息、與受訪者互動時的感受、訪談中之重要或有意義之事件、以及訪

談員的個人心得與覺察，詳見附件八。 

（十）逐字稿謄寫保密同意書 

 本研究的錄音檔交由謄稿員負責謄寫，為確保謄稿品質與保密倫理，研究者事先請謄

稿員簽署「逐字稿謄寫保密同意書」，詳見附件九。逐字稿謄寫完畢後，研究助理亦針對

逐字稿作內容核對與必要修正。 

 

四、實施程序 

 本研究首先進行研究參與者之邀請與聯繫之工作，並安排適當時間面對面與參與者說

明研究過程，並填寫研究參與同意書，再進行參與焦點團體訪談。訪談地點為臺灣師大心

輔系團體輔導室或小型會議室。訪談由本研究計畫主持人進行，研究助理負責文字記錄與

行政流程安排。在研究參與者的邀請方面，以紙本邀請函或網絡宣傳方式徵求有意願之

18-27 歲大學以上、就業未滿五年之成人。團體的組成，來自不同科系或工作性質之領域，

目的在刺激不同領域學習及工作者的思考，藉由個人經驗及觀點之分享以激發更豐富的未

來思考及觀點。  

 訪談開始前，研究者首先針對研究目的、進行方式、錄音以及資料保密與限制等進行

說明，並邀請研究參與者填寫參與研究同意書，接著進行訪談。訪談結束後，參與者填寫

生活滿意量表、生涯混沌知覺量表、生涯調適量表、生命意義量表，統計結果將做為第二

年發展「生涯願景量表」之資料參考。本研究贈予每位研究參與者超商禮卷作為訪談小禮

物以示感謝。本研究於 107 年 10/11、10/13、10/17、10/18、10/31、11/22（兩場）、11/30

分別進行八場焦點團體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90-120 分鐘，共 32 名成人參與。目前已完

成八場逐字稿謄寫，並進行資料分析工作。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第一年所進行之焦點團體訪談，所得資料以紮根分析(Grounded theory method, 

http://www.michaelfsteger.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MLQ-Chinese_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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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uss & Corbin, 1990；Frontman & Kunkel, 1994)方式進行分析。具體之分析方式包括五個

步驟：(1)檢核所謄寫之逐字稿；(2)分辨逐字稿當中與研究主題相關及無關之資料；(3)開放

編碼：進行有意義單元(meaning units)之編碼；(4)主軸編碼：進一步將類似的意義單元歸納

為概念類別(conceptual categories)；(5)核心編碼：依各項概念類別之間的關係做更進一步之

比較與歸類，以形成階層性分類架構。本研究根據八場焦點團體訪談共 32 位受訪者所提供

之內容，進行紮根分析之開放編碼、主軸編碼、核心編碼幾個階段後，完成一初顯成人生

涯願景之形塑因素假設理論模式，用以說明現階段初顯成人對未來世界的初步視野架構、

內涵，及態度。此一假設理論模式的建立，將應用於之後第二年計畫中「生涯願景量表」

的發展。 

 

肆、第一年期中研究成果報告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初顯成人所知覺到的未來世界，研究過程中邀請 32 位參與者進行焦

點團體訪談，前後共八場，每場 3-6 人不等。綜觀這些訪談分析結果，發現這群初顯成人

在看待未來時，一方面有個別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有共同的特徵。在特質方面，在學業

或職場上碰到阻礙時，願意給自己一段時間休息，再重新出發。若發現所學並非自己志趣，

也可能放棄學業而自行創業，且小有成就。但也有些對自我信心較低的初出社會年輕人，

在面對未來時，也許很清楚自己不要什麼，不喜歡什麼，但卻無法釐清自己真正要的是什

麼。在原生家庭與個人發展之間的關係方面，除一般所認為的保護及支持之外，多數年輕

人知覺到的仍以限制及妥協較多。例如，經濟仍舊是個負擔，有家庭支持的同學，可能都

出國了，唯獨自己需要與不甚喜愛的工作妥協，先賺些創業或進修的基金，也因此出現了

工作不滿一年也無所謂的心態。當然，也有先找份與本科相關的薪水養活自己，進而發現

工作忙碌但報酬不佳，且又非個人志趣所在，因而會有不滿一年即離職的情形。整體而言，

這群即將畢業，或畢業也尚未穩定就業的初顯成人，其面對未來的知覺樣貌以及形塑其面

對未來之生涯願景相關因素，可分由個別差異、共同特徵、生涯願景的形塑因素等幾個部

份做說明。 

一、第一部份─初顯成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及知覺樣貌 

 誠如之前所言，初顯成人尚未穩定就業，對自我的職業認定可能還在嘗試當中，在追

求認定的過程裡，其心理特質如何？以下舉本研究中接受訪談的八位研究參與者為例，呈

現其面對未來的想像與生涯願景。參與者匿名與代號依序為小聰（A01）、欣欣（A02）、

萱萱（A12）、明毅（A14）、鈞鈞（A20）、小豪（A22）、瑩瑩（A27）、筱儀（A30）。 

（一）小聰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未來生涯就是一場冒險需隨時準備妥當 

小聰，男，25 歲，自香港來台求學，目前已經來臺灣大約六年，目前就讀設計學系碩

士第四年，在攻讀設計系碩士的過程中，小聰發現研究所的課程與想像有落差，認為研究

所所學廣泛不夠深入，課程偏重理論而非實務。同時，小聰在一間新創公司擔任設計師一

職，生活重心主要放在工作上。考量台灣的就業市場與設計環境，小聰的未來規劃偏向繼

續留在臺灣工作。面對未來世界，小聰認為活著就是一種冒險，隨時為未來做一些準備，

但無法預測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只能到時候才面對它，然後想辦法去應對它。 

（二）欣欣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未來生涯靠自己多方爭取機會以累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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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女，23 歲，自社會學系畢業，目前就讀管理研究所一年級。大學時，對於科系

的未來發展有點迷茫，但因為本身做了多嘗試，像是交換學生、輔修學程、通識課、實習，

而發現自己對於團隊合作、問題解決有興趣。為了累積自身管理領域的相關知識與技能，

她決定攻讀研究所。面對未來的工作，欣欣認為機會得自己去爭取，像是藉由實習等方式

累積能力，因為研究所的學歷不代表能力，她未來計劃先投入顧問業，以期為企業解決問

題。 

（三）萱萱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未來工作不是人生全部，應同時發展興趣 

萱萱，女，22 歲，今年從外文系畢業，現在為獨立工作者，工作內容以文字撰寫及文

化調查為主，但生活模式尚未穩定，每月的工作量起起伏伏，目前正在努力開發自己的評

論或是報導，終極目標是想要藉由故事創作為社會帶來好的影響力。萱萱大學時期參與各

式活動，像是服務性社團、校刊社、新聞翻譯等等，但她認為自己目前沒有一個非常專精

的技能，所以正在探索自己未來的可能性，嘗試過程中曾感到挫折與焦慮，但依舊鼓勵自

己往前邁進。面對未來，萱萱表示自己想先努力做到眼前可以看到的目標，同時，她認為

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應該保留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  

（四）明毅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面對未來應努力準備就緒以把握即將來臨的機會 

明毅，男，23 歲，目前就讀於統計學系，雙主修經濟與大數據分析，同時在管理顧問

公司實習，所以對管顧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未來打算往管顧業發展，但是明毅並沒有把管

顧業作為畢生的職業。明毅在求學期間經歷很多的轉換與自我探索的過程，原本讀外語相

關學系，後來轉到統計系，也雙主修經濟與資工，然而，縱使明毅橫跨人文學院與理工學

院，他依舊對大學教育感到很失望，因為課程的內容無法滿足他的需求，自己總是需要尋

找校外資源。因此，明毅期許自己在十年、二十年之後投入教育相關的產業，改善大學教

育制度，讓台灣的大學教育可以變得更好。面對未來，明毅期許自己在做每一件事情時都

能準備到最好，這樣的話，不管未來有任何機會來臨，他都能有足夠的信心把握。 

（五）鈞鈞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未來無法預期，只能做出當下最好的決定 

鈞鈞，男，27 歲，目前就讀於理工相關研究所，期間曾休學兩年至新創公司工作，復

學之後並不打算完成碩士學位，因為發現自己志不在此，目前正準備申請去美國留學修讀

資訊相關的領域。鈞鈞表示自己一路以來就是一個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人，高中照分數

填志願進入環境工程相關學系，大學時跟隨系上風氣考取碩士，但總是發現自己對所學一

點興趣都沒有，直到碩班決定休學加入新創公司，他才在工作的過程漸漸找到自己的興趣，

也確立自己想要出國留學的目標。復學之後，他藉由修課、自學累積自己的實力，一步一

步完成留學的夢想。鈞鈞計劃未來會在美國工作三到五年，然後再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貢獻

回台灣。面對未來，鈞鈞認為人生每個階段都會發生改變，自己能做好的，就是在當下做

出一個目前覺得最好的決定。 

（六）小豪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未來生涯倚靠團隊力量去創造更多可能性 

小豪，男，21 歲，讀於科技大學工業管理學系，雙主修財經學程，同時，小豪一直有

在接觸家教的工作，但考量到收入與人力的不足，他現在自己創了一個家教團隊。在經營

家教團隊的過程，小豪發現未來的可能性，計劃製作一個 APP 用來建立家長或是學生的家

教媒合系統，他畢業後也有考慮繼續在教育領域耕耘。面對未來，小豪表示自己想要先完

成現在的學業，等五年後，評估看自己的能力與人脈，再進一步規劃家教團隊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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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小豪正有計劃地進行儲蓄以累積財富，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出國學習。 

（七）瑩瑩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未來生涯需努力累積成果以獲得家人的認同 

瑩瑩，女，20 歲，目前就讀於國文系，夢想成為廣播人員、主持人或是演藝人員，但

因為夢想沒有得到家人的支持，使得瑩瑩在自己的夢想與家人的期待間拉扯，她因為不想

讓家人擔心，所以修習教程來維持表象，然後瞞著家人私底下去完成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為了硬撐那個表象，瑩瑩覺得自己損失很多時間而沒辦法真的做想做的事情，而瑩瑩目前

也正努力地透過家教來存錢，目的是希望畢業後可以經濟獨立，減少家人的經濟開銷以及

家人對她的擔心，這樣她才能更專心地去完成自己的夢想。面對未來，瑩瑩目前打算畢業

後爭取上通告的機會，以累積自己的經驗，希望能夠累積一些成果來得到家人的認同。 

（八）筱儀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未來生涯應勇敢抓取機會以實現理想 

筱儀，女，21 歲，目前就讀於歷史系，同時自主修讀法律系相關課程，筱儀對自己的

未來有清晰的想像，她正準考取科法所，希望未來成為一名人權律師。筱儀自幼便懷抱著

改變社會的理想，她自高中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也因而休學、重考，進入大學之後，筱

儀參與各式校園議題，致力於爭取學生權益，但與校方溝通的過程讓她感到身心俱疲。另

一方面，筱儀對於社會、政治相關議題也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她重視媒體素養、台灣的

政治民主，未來她希望能夠深入社會底層，用自己的專業為市井小民發聲。面對未來，筱

儀認為機會不是只給準備好的人，就算自己沒有準備好，她也要勇敢去抓取機會，因為她

相信每個人都是在假裝堅強的過程中學習真正的勇敢。  

 

二、第二部份─由跨案例分析探究初顯成人之共同特徵 
雖然八位故事各有其特色，然而在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之描述內容，針對 32 位參與者

之未來的想像與生涯願景進行嘗試性跨案例分析，可發現初顯成人於現階段所浮現的共同

特徵，大致區分為個人因素、職場適應、家庭互動、科技發展等四個不同面向： 

（一）從實務經驗中重新面對自我與外界的關聯 

初顯成人普遍對於自己的興趣與能力不夠了解，他們興趣廣泛，但通常沒有特別突出

的愛好與明確的未來目標，為此，有人感到挫折、自我懷疑，也有人以平常心看待，選擇

隨遇而安。同時，他們積極探索自己的可能性，藉由實習、參與社團、雙主修來摸索自身

的興趣，有人甚至選擇休學，讓自己離開校園環境一段時間，去體驗職場文化、接觸社會

環境以釐清自己的價值觀與未來願景。 

（二）家庭互動影響個人對未來的規劃 

初顯成人的生涯願景容易受到家庭因素影響，包括家人的看法、經濟狀況、家庭背景。

他們參考家人的意見也在乎家人對自己的期待，當自己的理想與家人期待衝突時，內心容

易產生矛盾與掙扎。另一方面，初顯成人普遍尚未完全經濟獨立，仰賴家庭經濟支援的同

時，可能也因此限縮他們未來的發展，擁有理想抱負卻沒有辦法馬上付諸實現。初顯成人

的職業選擇容易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他們參考父母的職業與工作觀念，且若家庭曾發生

重大變故，對初顯成人來的職業選擇也可能有關鍵影響。 

（三）在校園或工作圍牆之外擴充適應未來的知能 

初顯成人對於職場的需求與環境了解有限，他們不確定自己的所學如何應用於職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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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不確定進入職場後，自己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工作摸式。同時，初顯成人的前幾份

工作與大學本科系所學不見得直接相關，比起選擇原科系常見的職涯導向，他們更希望能

在工作中進一步探索自己的興趣，並藉由自學補足自己所缺少的實力。初顯成人的工作態

度不追求長久的僱傭關係，薪水高低也非優先考量，他們更希望自己能在工作中學習，摸

索自己的興趣並挑戰自己的能力。在校園之外或工作之餘積極進修相關課程或進入網路平

台自行學習，是現今初顯成人的另類文化。 

（四）科技發展進步的同時應展現創意以及對人類的關心 

因應人工智慧快速發展，初顯成人傾向以正面態度看待，他們認為單一重複性的工作

容易被自動化的機器取代，但需要高階思考的工作，在可見的未來還不會被取代。而且他

們相信部份工作被取代的同時，一定也會有新的需求產生，所以並不擔心自己的競爭力因

此下降。同時，他們相信人工智慧的發展，對社會是一種助力而非阻力，他們預期醫療品

質、生活機能會有大幅提升，人們也將有更多的心力關注自我的發展。面對未來科技，需

要積極培養個人的創造力，也需重視對人類福祉的關心。這也呼應了李開復（2017）所言，

人工智慧 AI 時代的來臨，在許多工作被取代的同時，人類未來能做的，只剩兩件事：其一

是創造力的工作，其二則是有愛心的工作。初顯成人對創意及愛心的體會及涵養，需及早

形成。 

 

三、第三部份─初顯成人生涯願景形塑因素分析 

本研究針對訪談內容進行紮根分析，萃取研究參與者對於未來世界的認知、態度，並

提出未來生涯願景之假設模式並做討論（如圖 1）。分析結果將初顯成人的生涯願景分為五

個核心編碼：當下自我與個人未來、原生家庭與個人未來、未來的工作世界、社會價值與

個人未來、面對未來的行動策略；十七個主軸編碼碼：客觀個人條件、自我覺察的心理歷

程、家人意見、家人職業、家庭觀念、家庭經濟條件、與家人的關係、工作觀、職場結構

認識、在職場面臨的侷限、客觀工作條件、社會因素、未來觀、自我探索的具體行動、進

職場前的準備、把握可能的機緣、未來需要的資源。分析範例請詳見附件十，以下摘要其

重點與內涵（如表 2）： 

（一）當下自我與個人未來的關聯 

初顯成人對未來的想像，主要與自我有關，從對客觀個人條件的理解出發，包含自己心

理素質、個性、興趣、能力、學歷，例如：「我覺得未來很難想像，因為自己的興趣太過廣

泛」、「我不擔心未來，因為我勇於接受挑戰」；另外，自我察覺的心理歷程也會激發出初

顯成人對未來的想像，例如：「面臨大學畢業之際，我開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未來是什麼」。 

（二）家庭互動與個人未來的關係 

初顯成人對未來的想像，深受家庭因素影響，包括家人的意見、家人的職業、家庭觀念、

家庭的經濟條件、與家人的關係，都是他們建構未來想像的重要參考，例如：「因為我爸媽

都是公務員，所以我未來也會希望找一份比較安穩的工作」（家人的職業）、「我本來有想

出國留學，但感覺家理負擔不起」（家庭的經濟條件）。 

（三）未來的工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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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顯成人對未來的想像與職場之間存在強烈的聯想，進而影響其思想與行為。初顯成

人漸漸發展出自己的工作觀，建構出自己對職場的想像，例如：「我覺得工作的目的是讓

自己在過程中學習成長」、「我相信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未來的意義」。同時，

初顯成人對職場結構有進一步的認識，包含認識職場的方式、對職場的認知，例如：「我

平時會藉由參與活動、比賽來了解自己有興趣的產業」、「我覺得企業非常看重員工的學

歷」。另一方面，初顯成人也發現自己在職場面臨的侷限，包含個人能力的表現、外在制

度的限制，例如：「我覺得很挫折，因為家長會質疑你是否有能力把班級帶好」、「剛畢

業就只能做公司最低階的工作，感覺就是在打雜」。最後，客觀的外在條件也會影響他們

的生涯決策，包含產業發展、地理位置、氣候等，例如某位外籍生提及：「因為自己國家

不注重設計產業，所以未來決定留在台灣發展」。 

（四）社會價值與個人未來 

初顯成人對未來的想像會將社會的情境變化納入，社會主流價值對他們的未來視野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例如：「因為同學都在準備研究所，那我也一起準備好了」、「我覺得自己

只是去從事我有興趣的事情，但身邊每個人都說我是一個奇怪的人」；同時，初顯成人漸漸

發展出自己的未來觀，形成他們對未來世界的想像，例如：「我相信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它未來的意義」。 

（五）面對未來的行動策略 

初顯成人會透過具體行為進行自我探索，以拓展自己的未來視野，例如：「我藉由實

習來探索自己的興趣與未來就業方向」；同時，他們開始為進入職場做準備，包含人脈建

立、能力培養、專業深化、資訊蒐集，資本累積，例如：「我會主動累積人脈以方便未來

找工作」（建立人脈）、「我覺得研究所所學與未來工作不見得有關係」（專業深化）。

另一方面，初顯成人把握可能出現的機緣，以主動地尋求未來可能的機會，例如：「我在

一次與他人偶然的談話中得到了一個工作機會」。最後，未來需要的資源也是初顯成人關

注的議題，他們希望尋求政府與學校資源的支持，例如：「我覺得政府提供的創業基金不

夠充足」、「我覺得台灣的學術與產業間存在巨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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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初顯成人生涯願景形塑因素階層圖 

 

 

表 2 初顯成人生涯願景之編碼與內涵 

核心編碼 主軸編碼 所涵蓋之概念 

1. 當下自我與個人未來

的關聯 

(1) 個人客觀條件 心理特質、個性、興趣、專長與未來決定 

(2) 自我覺察 面對未來生涯議題的心理歷程 

2. 未來的工作世界 

(1) 工作觀 工作的意義、工作的選擇、工作的態度 

(2) 職場結構認識 認識職場的方式、對未來職場結構的認知 

(3) 在職場面臨的侷限 個人能力的表現、外在制度的限制 

(4) 客觀工作條件 產業發展、地理位置、氣候、多元文化情境 

3. 原生家庭與個人未來

的關聯 

(1) 家人的意見 父母的建議、親戚對個人未來的看法 

(2) 家人的職業 
家庭背景、父母或親戚的職業類別及工作性

質對個人選擇的影響 

(3) 家庭觀念 婚姻、生育、居住形式 

(4) 家庭的經濟條件 家庭的財務狀況、金錢觀與個人的未來發展 

(5) 與家人的關係 溝通、情感支持與未來的發展 

4. 社會價值與個人未來 

(1) 社會因素 同儕發展、學長姐意見、社會主流價值 

(2) 未來觀 
個人未來展望、社會發展情境、世界無邊 

科技發達、人文關懷 

5. 面對未來的行動策略 

(1) 深度自我探索 探索未來自我的具體行動 

(2) 進入職場前的準備 
人脈建立、能力培養、專業深化、資訊蒐集

的方法、對訊息的掌握、資本累積 

(3) 把握可能的機緣 貴人、機遇、開放並敏感於各種機會 

(4) 未來需要的資源 政府資源、學校社區及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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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部份─生涯願景量表之題庫建立 

根據紮根分析結果以及觀察所得階層模式中之重要概念，並參考相關文獻內容，本研

究進一步將初顯成人對未來世界的視野架構、內涵、及態度之分析結果，進行「生涯願景

量表」之題庫建立。依據表 2 之結果，「初顯成人生涯願景形塑因素」主要有五個核心編

碼，分別是：「當下自我與個人未來」、「原生家庭與個人未來」、「未來的工作世界」、

「社會價值與個人未來」及「面對未來的行動策略」，此五個核心編碼作為五個分量表，

題庫內容將融入時間觀概念，必要時增加第六個分量表（時間觀）。估計這些生涯願景形

塑因素有助於了解初顯成人在面對未來願景的樂觀、悲觀，及希望態度。預試量表架構與

題目範例如表 3，詳細題庫仍在建立過程中。 

 

表 3「生涯願景量表」預試量表架構與題目範例 

 

分量表 向度 題目範例 

當下自我與個人未來 個人客觀條件 我會以樂觀的心態解決未來遇到的困難。 

 自我覺察 我會反思自己真正想要的未來自我樣貌。 

未來的工作世界 

工作觀 薪水高低是我選擇工作的主要考量。 

職場結構認識 我會藉由參與活動來多了解自己有興趣的產業。 

面臨的職場侷限 我覺得剛畢業的新鮮人只能做比較低階的工作。 

客觀工作條件 我會考量國家產業發展的方向以選擇未來工作 

原生家庭與個人未來 家人的意見 家人的意見對我的未來規劃有決定性的影響。 

 家人的職業 我傾向選擇與家人職業相似的工作。 

 家庭觀念 我喜歡小孩，但害怕沒有經濟能力扶養。 

 
家庭的經濟條件 我相信自己能很快實現經濟獨立。 

與家人的關係 我的理想沒有得到家人完全的支持。 

社會價值與個人未來 未來觀 我相信未來是一個尊重多元的社會。 

 社會因素 我覺得社會主流價值是職涯選擇的重要參考。 

面對未來的行動策略 自我探索 我會藉由參與社團盡可能地去探索自己的興趣。 

 進職場前的準備 我會主動建立創業所需要的人脈。 

 把握可能的機緣 我曾因為跟別人的談話而得到工作(實習)機會。 

 
未來需要的資源 

我覺得台灣的學術與產業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

差，而且這情形不會有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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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二年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第二年研究目的在根據第一年之分析結果發展未來傾向之「生涯願景量表」，並探討個

人生涯願景與生涯混沌知覺、生涯調適、生活滿意之間的關係。在未來傾向「生涯願景量表」

的發展方面，將以第一年紮根分析結果做為編擬試題的架構依據，並以所得階層模式或歷程

模式中之重要概念為基礎，檢視所謄寫之逐字稿語句意義，編擬試題，同時也參考相關文獻

概念以及目前一般大學生實際狀況編擬量表試題，依量表發展模式進行預試及信、效度考驗。 

 在生涯願景、混沌知覺、生涯調適與生活滿意之間的關係方面，其假設模式如圖 2。根

據之前文獻探討結果，我們主張生涯願景對大學生混沌知覺與生涯調適及生活滿意之間是具

有中介效果的。對未來願景懷抱樂觀及希望，其生涯調適及生涯滿意也較正向(Ginevra, 

Sgaramella, Ferrari, Nota, Santalli, & Soresi, 2016)，在東方台灣是否也如此，須進一步考驗。

本研究認為在覺察生涯複雜、恆定，與機會之後，適當的願景想像，能鼓舞個人的生涯調適

及生活滿意度。 

  

 

 
圖 2  生涯調適、混沌知覺、生涯願景與生活滿意之間的關係模式 

  

 

二、研究參與者 

 在生涯願景量表的發展方面，擬邀請 150 名 18 至 27 歲學生或甫入社會之初顯成人為對

象，進行預試階段之試題分析。信、效度的考驗方面，擬另邀請約 60 名，進行重測信度及

內部一致性係數之分析。效度考驗，一方面邀請三名專家對各分量表題目內容進行意義檢

視；同時也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確認各分量表試題內涵確實屬於其所在之分量表架構內。

 

生活滿意 

 

生涯調適 

 

背景因素 

混沌知覺 

 

生涯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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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究初顯成人生涯願景與其生涯發展過程中其他相關因素的關係方面，研究者擬邀請約

400 名 18 歲至 27 歲初顯成人為研究對象，進行資料之蒐集。 

三、研究工具 

1. 生活滿意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生活滿意量表」為 Diener, Emmons, Larsen, 與 Griffin (1985)所發展，共 5 個題項，

為 7 點量尺。經田秀蘭(2007) 翻譯修訂後，以上述同樣 725 位成人為對象所求得的內部一

致性係數為.89。在效度方面，與上述相同模式，以家庭及工作之間的衝突及因應為自變項，

探究這些因素對主動成長及生活滿意的影響時，其因果模式是得到支持的，足見有不錯的效

度。這 5 個題目在網路上也應用的十分普遍，在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正向心

理學研究中心有提供全量表。(附件七第二部份 10-14 題) 

2. 生涯混沌知覺量表 

 在初顯成人生涯混沌知覺方面，擬採用研究者於前期專案研究計畫所發展出之生涯混沌

知覺量表。該量表分為三個分量表：複雜性、恆定性、機緣巧合。對複雜性的覺察有助於隔

人釐清自我，讓思考不治過於單純；恆定性則是指複雜混亂當中，自有其一再重覆的型態出

現；機緣巧合，則主張個人需敏感於混沌中非預期性的機會，並把握善用之，甚至持續為自

己營造機會。該量表三個分量表各 12 題，合計共 36 題，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

為.80, .74, .86，全量表 = .87。效度考驗，經 SEM 分析也支持其結構內涵。(附件八) 

3. 生涯調適量表（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 CAAS） 

 「生涯調適量表」為 Savickas 與 Porfeli （2012）所發展，共 24 個題項，分為 4 個分

量表：生涯關注（Concern），生涯控制（Control），生涯好奇（Curiosity），與生涯自信

（Confidence），採 5 點量尺。田秀蘭（2010）翻譯修訂後，以 493 位成人（男性 180 人，

女性 313 人）為研究對象，所求得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96，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

介於 .89 至 .91，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在效度方面，此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

析模式適合度考驗得到標準至中上的結果，顯示其因果模式得到支持，且內容效度也經專家

審查。（附件九） 

 

四、實施程序 

(一）量表發展階段 

1. 邀請研究參與者 

在量表發展階段，包括預試及信、效度考驗部分，將於校園中或進修部經許可後張貼公

告，或於適當網版進行邀請及參與者招募。有意願協助填寫量表者，經說明之後，於線上填

寫量表。因係單純之無記名量表填寫，因此無須簽署知後同意書。若其希望能得到結果解釋

者，或參與相關之回餽贈禮活動，則可留下聯絡方式，以便提供個人所得測驗分數結果及意

義。此外，進行重測信度之參與者，因留有姓名或 ID 也需填寫知後同意書。 

2. 進行預試及信效度考驗 

預試量表之發展，透過第一年訪談資料建立題庫，同時亦參考相關文獻概念。刪題標準

詳資料分析部分之說明。信度及效度考驗所使用之種類，亦詳資料分析部分之說明。 

(二）相關假設模式之驗證階段 

假設模式驗證之實施程序，包括邀請研究參與者協助填寫相關量表、資料整理，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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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等，其間進行之程序與量表發展階段相似。仍注意研究倫理，請研究參與者於填寫量

表時詳讀知後同意書(問卷研究部份），但無須簽名繳回。同樣，若其希望能得到結果解釋，

或參與相關之回餽贈禮活動，則可留下聯絡方式，以便提供個人所得測驗分數結果及意義。 

 

五、資料分析 

針對本階段研究在未來傾向生涯願景量表的發展部份，將以項目分析檢驗各題項的平均

數、標準差、並計算各題項與各個分量表總分之相關係數，以刪除不適當的題目，必要時進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刪除在所屬因素上因素負荷量過低之題項。信度資料以 Cronbach係數

及重測信度報導；效度分析方面，由專家協助進行內容效度之評定。 

本階段第二個研究目的，亦即各研究究變項彼此關係模式的驗證方面，針對初步提出之

假設模式的驗證，將以回歸分析或結構方程模型(SEM)進行驗證。對於各研究變項在不同背

景變項上的差異，則以單因子或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方式(ANOVA)進行差異顯著性考驗。 

柒、第三年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第三年研究目的在進一步以準實驗設計方式考驗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的實施

效果。此一行動取向之希望中心生涯方案是融入意義提升模式的，大致分為團體課程進行之

初的關係建立、覺察、頓悟，及聚焦優勢階段，最後再進到實踐與調適，並連結到未來。控

制組則提供一般性的生涯自我探索課程。在課程的實施效果方面，將以生涯調適量表、生涯

混沌知覺量表，生活滿意量表，以及生命意義量表做前後測，比較實驗組及控制組的後測分

數。此外，亦進行後的追蹤訪談或開放式問卷調查，以了解其參與課程後的具體感受。除此

之外，部份課程教材內容的活動單，也將視情況進行分析，以補充說明實驗課程的實施效果。 

二、研究參與者 

第三年研究之參與者以大學以上初顯成人為主，年齡在 18 歲至 27 歲，不限性別及居住

地區。預計以 70-100 名為原則，初步規劃以大學校園內選修生涯發展與規劃或生涯輔導相

關課程學生為對象，其中一班以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為主要教材內容，另一班控制

組則進行其原有之生涯探索課程，每組分別約 30-50 人左右。在接受邀請，同意參與本項課

程之前亦再次做說明，並簽署知後同意書(附件二-1)。於研究過程中，若遇中途退出亦可停

止研究的參與，無須填寫後測量表或接受追蹤訪談。 

三、研究工具 

1. 實驗組方案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 (Action oriented Hope-Centered RAISE-up 

career model)：  

 研究者過去所發展之意義提昇生涯諮商模式包括五個步驟：(1) 諮商關係之建立

(Relationship establish)；(2) 生命主題之覺察(Awareness)；(3) 生活-生命意義的理解與轉化

(Insight)；(4) 個人優勢力量之聚焦(Strength-focused)；以及 (5) 未來生涯-生活之規劃 

(Extend to the future)。此一假設模式係研究者過去一系列研究(Tien, 2011; Tien, Wang, Chu, 

Huang, 2012; Tien, et al., 2015) 所發展出來。在本研究中，將以此模式融入行動取向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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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生涯輔導元素，並形成一套適用於初顯成人之生涯課程。希望中心生涯方案包括六項元

素： (1)希望，其次依序為(2)自我反思；(3)自我澄清；(4)營造願景；(5)目標設定，以及(6)

實踐與調適。本階段參考前兩年之研究結果，發展適用於初顯成人(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

之生涯輔導課程教材，以協助其擴展未來視野，建構生涯願景，進而能調適自我，滿意於自

己的未來。 

 具體而言，根據第一年前半年資料分析結果，方案內涵可包括表 1 所呈現之希望營造、

覺察當下自我與未來之關聯、探討原生家庭與個人未來規劃之相關、想像未來職業結構、理

解社會主流價值對個人的影響、想像個人未來之生活風格、理解自己所重視的生命意義、發

掘優勢、善用機緣、陶冶人文素養及利他關懷、激發個人創新創業之潛能、檢視目標並訂定

行動策略等等。所有內容將依適當邏輯及完整的分析結果，並配合第二年研究及相關文獻

(Ackerman, 2004; Niles, Amundson, & Neault, 2011)再進行妥適安排。相關課程內容背景，將

以台灣現階段初顯成人所處文化為基礎。 

 綜觀本方案的課程所涵蓋內容，除傳統的個人特質、風格、興趣、技能等方面的探究外，

也加入心流經驗的體驗及反思，在價值觀的澄清方面，強調是處身於工作世界中的價值體

認。在面對未來傾向的引導過程中，也期望能激發其採取行動的動機，並引發情緒動力，採

取行動。此外，透過合於現實的想像，引導其創發未來種種可能，並實踐之。 

 控制組班級則以其原所進行之生涯探索課程為素材。一般而言，生涯發展與輔導課程包

括自我探索、工作世界探索，以及決策技巧的學習為主，最後部份，則增加履歷及自傳的撰

寫及練習。  

2. 生活滿意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生活滿意量表」為 Diener, Emmons, Larsen, 與 Griffin (1985)所發展，共 5 個題項，

為 7 點量尺。經田秀蘭(2007) 翻譯修訂後，以上述同樣 725 位成人為對象所求得的內部一

致性係數為.89。在效度方面，與上述相同模式，以家庭及工作之間的衝突及因應為自變項，

探究這些因素對主動成長及生活滿意的影響時，其因果模式是得到支持的，足見有不錯的效

度。這 5 個題目在網路上也應用的十分普遍，在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正向心

理學研究中心有提供全量表。(附件四第二部份 10-14 題) 

3. 生涯混沌知覺量表 

 在初顯成人生涯混沌知覺方面，擬採用研究者於前期專案研究計畫所發展出之生涯混沌

知覺量表。該量表分為三個分量表：複雜性、恆定性、機緣巧合。對複雜性的覺察有助於隔

人釐清自我，讓思考不治過於單純；恆定性則是指複雜混亂當中，自有其一再重覆的型態出

現；機緣巧合，則主張個人需敏感於混沌中非預期性的機會，並把握善用之，甚至持續為自

己營造機會。該量表三個分量表各 12 題，合計共 36 題，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

為.80, .74, .86，全量表 = .87。效度考驗，經 SEM 分析也支持其結構內涵。(附件五) 

4. 生涯調適量表（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 CAAS） 

 「生涯調適量表」為 Savickas 與 Porfeli （2012）所發展，共 24 個題項，分為 4 個分

量表：生涯關注（Concern），生涯控制（Control），生涯好奇（Curiosity），與生涯自信

（Confidence），採 5 點量尺。田秀蘭（2010）翻譯修訂後，以 493 位成人（男性 180 人，

女性 313 人）為研究對象，所求得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96，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

介於 .89 至 .91，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在效度方面，此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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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式適合度考驗得到標準至中上的結果，顯示其因果模式得到支持，且內容效度也經專家

審查。（附錄六） 

5. 「生命意義」量表(Meaning of Life Questionnaire, MLQ)： 

「生命意義」量表為 Steger, Frazier, Oishi,以及 Kaler (2006)等人所編製，共十題，本量

表在網路上可取得相當國家語言版本，作者也十分歡迎提供非營利之研究使用(MLQ –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Steger, Frazier, Oishi, Kaler, 2006; 2017/12/31 取自以下網址）。

本研究所使用之中文版本，取自網址如下：

http://www.michaelfsteger.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MLQ-Chinese_traditional.pdf 。其

中文版本之。其信、效度轉為中文版本後，研究者目前仍在考驗中。（附件七） 

6. 追蹤訪談之半結構式大綱 

針對參與方案的研究參與者，擬進行追蹤訪談，並由碩士班研究生擔任訪談員。對於無

法接受追蹤訪談之參與者，以電話訪談或 skype 訪談方式進行，或以開放式問卷方式進行。 

 

四、實施程序 

1. 研究參與者之邀請 

本研究邀請有意願參與之學生(含大學部及研究所碩士班未滿 27 歲)參與實驗研究。基

本上研究者於大學院校擔任生涯課程，於實驗階段授課兩個班級，兩個班級均為生涯發展相

關課程，學生來自各不同學系。在研究期間，一個班級以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課程

為主，另一班級以傳統的生涯課程為主，比較兩組學生在後測上的學習差異情形。所有同意

參與之學生須簽署同意書，並於課程開始前及結束後進行量表填寫。結束後實驗組進行追蹤

訪談或完成開放式問卷，控制組則無。  

2. 於課程開始前完成實驗方案的設計 

本課程將於第二年結束時完成初步架構，並於第三年前半年完成詳細內容設計，方能在

一般大學之第二學期完成實驗處理。實驗方案及控制組所實施的課程內容，詳如研究工具一

節所述。 

3. 實驗組及對照組兩組同時進行課程 

 課程之進行，於原安排教室進行。每節課 50 分鐘，預計共 18 週，去除假日、期初、期

末，計 13-15 週完成。兩組教師均為本研究計畫主持人，以主持人之研究經歷，也將盡可能

排出影響課程進行的干擾因素。例如，盡可能讓兩個班級均排在上午課程，兩個班級儘可能

皆來自於不同學院不同科系，且性別比例也僅可能接近。無法控制之情形，則進可能以統計

考驗方式去除之（如共變量）。 

4. 後測及追蹤訪談 

兩個班級在結束當週進行後測，並於一至二週後進行追縱訪談，目的在了解參與者對接

受實驗處遇後的主觀感受。訪談時間約 30 分鐘，訪談內容大致包括印象最深刻之處、最有

幫助的活動、參與活動期間對未來思考上的認知及情意變化。待訪談結束後，晤談及訪談錄

音均邀請大學部工讀生協助謄稿，以進行後續分析。謄稿之工讀生需填寫保密同意書(附件

九)，謄稿結果由專任助理進行正確性檢核。  

 

五、資料分析  

http://www.michaelfsteger.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MLQ-Chinese_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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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變數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擬以共變數分析方式考驗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探索方案的實施效果。 

2. 質性資料之分析 

   本年度研究擬以內容分析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分析文本為追蹤訪談的資料以及歷次課

程中的相關活動單內容，目的在補足共變數分析所得資料，說明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探索方

案的實施效果。  

捌、綜合三年研究需注意之研究倫理議題 

本研究在計畫完成後將送台灣師大倫理委員會進行微小風險類別之審查。三年計畫之相

關研究倫理議題，包括第一年的訪談、第二年的問卷施測，以及第三年的實驗處理，這些安

排或設計與個人切身經驗有關，因此需注意個人參與後的利益及風險因子。具體之做法，基

本上會與參與者詳盡說明處遇方式及可能之利益及風險，並經過本人同意後簽署繳交知後同

意書。第二年之問卷調查研究，採不記名方式填寫問卷，因此備有知後同意書，但並無須繳

回。若參與者期待知道參考性之結果，或參與重測者，則須繳回同意書。 

除此之外，研究者會注意參與者所提議題的保密問題以及相關之人、事、物的隱密性問

題，同時也注意潛在之傷害性議題，若提及過去之傷痛經驗，無法繼續，則停止研究，並轉

介其適當之機構及人員。 

玖、預計可能遭遇的問題及解決途徑 

 未來想像與生涯願景，在近幾年課綱修改過程中教育界認為學生所必須知道的。而經濟

發展持續疲備，年輕人需具備更豐富的想像力，甚至開展未來的職場創意，經營創業。本研

究目的在提升初顯成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催化其創意，將原本的不可能改變為可能。研究

過程著重訪談員在訪談過程的談話技巧，但也可能遭遇有些參與者有意願參與研究，但表達

過於內斂而致訪談內容不夠豐富的情形。這時可能是訪談員問話方式不夠細膩或不夠尊重，

讓受訪參與者無法自然表露自我。避免此情形之出現，訪談之前即進行訓練及演練。研究過

程中，若遇有此情形，在例行的同儕督導過程裡，將進行討論及角色扮演，讓訪談之研究助

理彼此都更能熟悉適當的問話技巧，例如問開放式問句，或是問之前先作情緒反映。必要時，

增加行前之訓練時數。 

 此外，本研究進行係以團隊方式完成，尤其是在訪談工作方面，需足夠之專任及兼任助

理。除專任助理外，須具備專業能力的本科或相關科系研究生擔任兼任助理，協助訪談及資

料分析工作。且透過研究團隊腦力激盪，讓量表的內涵及題目 (含質性追蹤訪談題目) 的設

計更為周延。由於通過之第一年計畫經費有限，無法另聘訪談員並舉辦訓練，因此八次焦點

團體均由研究計畫主持人自行帶領。未來兩年計畫，在施測方面，採線上方式完成。第三年

之實驗方案，也將由主持人自行帶領完成。 

拾、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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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行為期三年，第一年探究初顯成人對未來生涯願景的知覺，釐清個人所重視

的任務及相關因素；自八月一日計畫開始至今（2018/12/31）五個月中，已完成八份焦點團

體訪談之逐字稿，並進行紮根理論資料分析，建立初顯成人所知覺之未來生涯願景假設模

式，預計於明年二月建立「生涯願景量表」之完整題庫，並進行預試，刪除不適當之試題。

第二年發展以未來為導向的生涯願景量表並探討其與生涯混沌、生涯調適及生活滿意之間

的關係；第三年則以第一年所建立的紮根理論分析假設模式為主要內涵元素，參考希望取

向及意義提升模式(RAISE-up model)之架構，設計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考驗此一方

案對初顯成人未來之生涯願景、生命意義、生涯混沌知覺，及生活滿意度的實施效果。未

來兩年之研究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第二年： 

1. 發展「生涯願景量表」，進行信度、效度考驗。 

2. 驗證生涯願景及其他相關因素關係之假設模式。 

第三年： 

1. 融入行動取向希望中心生涯概念於生命意義提升模式(Chaos-embedded in RAISE-up 

model)之中，並建構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 

2. 考驗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對初顯成人而言的實施效果。 

 

    第二年之研究，將發展生涯願景量表，並探討其與相關生涯變項之間的關係，尤其是

介於生涯混沌知覺及生涯意義或生涯調適之間的中介作用。第三年則以準實驗設計考驗以

希望為中心的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方案實施效果。預計未來能配合過往相關研究以及

個人在教學實務、社區服務之經驗，進行整合，供相關單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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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 

 

我的未來世界 
夢幻 奇蹟 平凡 踏實 

我們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是如何呢？ 

我們有可能在虛幻與現實之間築夢？ 

期待我們能有傾聽與交流的機會！ 
 

    在多樣的生命經驗裡，我們期待能有交流的機會，分享您對未來的想像，也更豐富您對

未來的生涯視野！此刻我們正進行一項科技部補助的專題研究，主題是關於個人對未來世界

的想像與生涯進路探索。過程中，我們將以小團體談方式進行經驗上的交流，期待您在回顧

個人生涯經驗的同時，也能豐富對未來的想像與規劃。 

    若您願意參與本研究，我們將安排一次約 90-120 分鐘的 3-6 人小團體訪談，訪談過

程會錄音，結束後我們會給予您一份小禮物作為參與研究的謝禮。對於研究所應顧及之倫理

議題，我們會負起保密及相關責任。研究結果會以整體的分析為原則，請您放心。我們共計

約邀請 40 位年齡 18-27 歲（尚未就業或就業未滿五年者）的有意願者進行訪談。竭誠地

邀請您!  

若您願意，請於 107 年   月   日前填寫簡單的報名資訊，並勾選方便參與訪談的時

段，之後會將有負責人與您連絡。期待您的參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研究計畫主持人：田秀蘭教授 

聯絡地址：ntnuepc522@gmail.com 

聯絡電話：(02)7734-377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想要報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年齡：______歲 

服務單位與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 

方便訪談的時間： 

 

 

 

附錄二 參與研究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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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究同意書 (參與者版本) 

 

   歡迎您參與「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專題研究」研究。以下為關於參與本研究之說明，請

您仔細閱讀，有疑問之處可提出討論。最後在同意參與後於適當處勾選並簽名。  

 

□ 我願意參與本研究的第一年小團體訪談部分。 

 

您的生涯經驗分享將帶給我們豐富的研究資料，對此我們由衷感激。以下是關於本研究

訪談部分的說明。 

■ 進行訪談之訪談員及督導 

本次與您晤談之心理師為             ，曾受過相關專業訓練，並同時接受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田秀蘭教授之督導。 

■ 訪談內容 

本研究將以 3-6 人的小團體方式進行訪談，我們與訪談前、後會請您填寫一些簡短量

表，並與您共同討論您在生涯方面所關心的主題，必要實會提供相關資訊。研究結束

後，您可收到一份研究成果摘要。 

■ 錄音與資料應用 

訪談過程會錄音，並謄寫成文字檔案，以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對您的個人資料我們

會負起保密的責任，所有的研究內容都將以匿名的方式處理，無須擔心有人會辨識出

您的資料。 

 

□ 我願意參與本研究的第二年問卷(量表)調查部分。 

■ 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量表)，目的在探討一般成人生涯發展過程中的相關因素。 

■ 您可以選擇於問卷填寫結束，研究人員在計分後告知您個人結果，並做解釋。 

■ 保密與限制 

訪談員在訪談過程中所獲得的資訊會予以保密，沒有您的同意不會對他人透露。但為

確保您的最大利益，保密有其限制，如督導及部分進行資料分析之團隊成員；所提資

訊牽涉自我傷害、傷害他人、觸犯法律或法庭要求等，不在保密範圍內。 

 

□ 我願意參與本研究的第三年實驗課程方案研究部分。 

■ 本課程目的在增進您的生涯探索，或生涯視野，並營造生涯願景 

■ 在實驗方案結束後，將填寫相關量表，並接受一次個別訪談 

■ 錄音與資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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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願意參與本項研究，請在下列適當空格內勾選並簽名。感謝您對本項研究的協助。 

 

 

 

 

 

 

 

 

 

本人同意參與「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專題研究」之焦點團體訪談(第一年)。 

本人同意參與「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專題研究」之問卷填寫(第二年)，並想知

道我的結果分析說明。 

本人同意參與「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專題研究」之課程實施研究(第三年)。            

研究結束後請提供一份研究成果摘要，郵寄至： 

郵寄地址：                                           

E-Mail  ：                                            

聯絡電話：                                           

同意人：              (正楷簽名) 

訪談員：                       

時  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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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專題研究』訪談大綱 

 

一、目前現況： 

1. 請簡單分享您目前的生活狀況？學業及打工生活等等。 

2. 你是如何進入這份工作/目前所就讀科系的？ 

3. 你喜歡目前所做的工作/所就讀的科系嗎？ 

4. 承上題，跟大學/高中時所想像的狀況有何相同或不同情形？ 

5. 大學期間是否曾經轉換學校或科系？若有，轉換科系或學校的經驗如何？那時你如何想

像轉系或轉學後的生活？ 

 

二、對未來生活的想像： 

6. 一般人或一些專家是如何認定他們所認為的未來世界？ 

7. 你能否談談在你心中所想像的未來世界？ 

8. 未來世界的工作結構會變得如何？各個行業領域的變化又如何？ 

9. 很多人擔心 AI 會取代許多人力工作，關於這點，你的想法如何？ 

10. 若我們肯定未來世界是充滿希望的，你覺得那會是個如何的世界？ 

11. 你可以想像未來也會跟現在有很大的差別？會如何的不一樣呢？  

12. 處在未來的工作世界裡，你所想像的工作環境會是如何的？與兩三年前或多年前的想像

有何不同嗎？ 

 

三、與未來想像相關的個人因素： 

13. 面對未來，你覺得自己是個正向樂觀的人嗎？怎麼說呢？ 

14. 若未來世界是充滿能量的，你覺得自己的能量來源會是什麼？ 

15. 若個人的夢想是能夠實現的，你會期望自己有如何的夢想？ 

16. 承上第 15 題，你覺得自己具備哪些因素使得夢想得以實現？例如，你個人內在的價值

信念、興趣、能力、優勢等等？ 

17. 面對未來，可曾經有過任何的規畫或安排？你又會如何把握一些可能的緣份與機會？ 

18. 特質可以改變嗎？若答案是肯定的，面對未來職場世界，你想具備哪些特質？ 

19. 面對未來，你覺得自己還需要培養的能力包括哪些？ 

20. 面對未來，你希望學校或社區、政府相關部門能提供你的資源或協助會是些什麼？ 

 

四、結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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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個人主動成長與生活及工作滿意量表 

個人主動成長與生活及工作滿意量表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 性別：□(1)男    □(2)女 

2. 實足年齡：__________歲 

3.  學歷：□(1)國中   □(2)高中、職    □(3)五專   □(4)大學   

          □(5)四技、二專   □(6)碩士  □(7)博士   □(8)其他________ 

4. 您的工作職稱/目前就讀學校系級是：學校____________；_____學系；     年級 

5. 請您勾選您目前工作/就讀系所屬於哪個類別: (單選)  

□ (1)技術、機械、體力(例如：電機、汽車修護、工業設計、廚師、維修等) 

□ (2)研究、分析(例如：醫師、研發工程師、藥劑師、牙醫、資訊程式設計、  

市調分析等) 

□ (3)藝術(例如：音樂、攝影、建築、動畫設計、服裝設計、畫家、美容等) 

□ (4)社會、服務(例如：護理人員、教師、秘書、社工、幼教、兒童福利等) 

□ (5)管理、政治(例如：經理、主管、業務代表、銷售業、旅遊業、律師、 

房仲業者等) 

□ (6)事務(例如會計、出納、金融業員、圖書館員、公務員、行政工作者、 

保險業者等) 

□ (7)其他＿＿＿＿＿＿＿ 

7. 目前居住地區是： 

□(1)台灣北部(宜蘭、基隆、台北、桃園、新竹)    

□(2)台灣南部(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3)台灣中部(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4)台灣東部及離島(花蓮、台東、離島地區)    

塡答說明： 

    個人基本資料提供本研究各項資料統計分析之基礎，煩請您依個人狀況詳細塡

答各項基本資料。所塡之基本資料，均只提供本研究用途使用，請您放心塡答。 

親愛的朋友，您好：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您對生活或工作的滿意情形，請您仔細閱讀各題項敘

述，主觀判斷您認為，然後在題項後，圈選出適當的數字。您所填寫的資料僅供

學術研究之用，不會對外公開或做其他用途，請您放心填寫。研究團隊感謝您的

協助！敬祝您 

順心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田秀蘭教授暨研究小組敬上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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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目前的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且與配偶同住     □(3)同居      □(4)分居       

□(5)因工作分開兩地居住    □(6)喪偶    □(7)離婚  □(8)其他：__________ 

 

 

【第二部份：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 

 在以下的敘述句中，請根據您所認為與您現階段生活狀況符合的程度勾選出適當的 

數字。“ 1 ”代表很不符合現階段狀況，“ 6 ”代表十分符合您現階段的狀況。 

 

                                                     很不             十分                                                 

符合             符合 

1. 在生命中，我知道如何針對我想改變的地方做改變。…… 1 2 3 4 5 6 

2. 我知道我的人生會朝哪一個方向發展。…………………… 1 2 3 4 5 6 

3. 如果我想改變生命中自己的某些部分，我會主動展開這個

改變過程。………………………………...…………........ … 1 2 3 4 5 6 

4. 我可以選擇我在團體中想扮演的角色。…………………... 1 2 3 4 5 6 

5. 我知道自己要怎麼做，才能達到目標。…………………… 1 2 3 4 5 6 

       

6. 我有個具體的計畫來幫助自己達到目標。……………….. 1 2 3 4 5 6 

7. 我能主宰自己的生命。…………………………………. … 1 2 3 4 5 6 

8. 我知道自己可以爲世界帶來什麼獨特的貢獻。…………. 1 2 3 4 5 6 

9. 我有個計畫能讓我的生活更加平衡。…………………….. 1 2 3 4 5 6 

10. 在很多方面，我的生活是接近於理想的。…………………. 1 2 3 4 5 6 

       

11. 我的生活情況是很棒的。…………………………………. 1 2 3 4 5 6 

12.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自己的生活。…………………….. 1 2 3 4 5 6 

13. 截至目前為止，我的生活能讓我得到我想獲得的重要物。 1 2 3 4 5 6 

14. 如果我的生活能重新來過，我幾乎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1 2 3 4 5 6 

15. 我工作中有些情況仍需要改善。………………………… 

 

1 

 

2 

 

3 

 

4 

 

5 

 

6 

 

16. 對我而言，工作就是我的興趣。………………………… 1 2 3 4 5 6 

17. 我的工作很有趣，不會覺得無聊。…………………….. 1 2 3 4 5 6 

18. 我對工作的喜愛更甚於對休閒時刻的喜愛……………… 1 2 3 4 5 6 

19. 我經常對工作感到厭倦。………………………………… 1 2 3 4 5 6 

20. 我覺得我的工作內容十分無趣。………………………… 

 

1 

 

2 

 

3 

 

4 

 

5 

 

6 

 

21. 我對目前的工作感到十分滿意。………………………… 1 2 3 4 5 6 

22. 很多時候我需要強迫自己去工作。……………………… 1 2 3 4 5 6 

23. 我覺得我比大部分人覺得工作是快樂的。………………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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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             十分                                                 

符合             符合 

24. 多半時候我是很熱愛我的工作的。……………………… 1 2 3 4 5 6 

25. 我的工作很無趣。………………………………………… 1 2 3 4 5 6 

26. 我能在工作中找到真正的快樂。………………………… 1 2 3 4 5 6 

27. 我不會考慮更換到其他領域的工作。……………………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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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生涯混沌態度量表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份量表目的在幫助您了解自己對生涯不確定、未定向狀態的想法與態度。量表共有

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這些資料對本研究而言相當重要，目的在作研究分析之

用。第二部分請依照題目的描述，考量您的狀況，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1 到 6 點，圈

選適合您的數字，如下圖： 

 

 

 

 

 

 

 

 

 

作答完畢後，請檢查是否有遺漏的地方。謝謝您的合作！ 

一、 

題

號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原生家庭經驗深深影響我的決定。 1 2 3 4 5 6 

2 我會在順應家人和做自己之間思索不已。 1 2 3 4 5 6 

3 我常擔心自己的表現是否能符合父母的期待。 1 2 3 4 5 6 

4 要讓家人理解我的選擇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 1 2 3 4 5 6 

例題： 

 

 

 

 

 

考量您的狀況，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如果您覺得自己非常喜歡拆解東西，請圈選 6。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題目 

我想要找父母也認同的工作。  1   2  3  4  5  6 

生涯混沌態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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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環境的不穩定，讓家人對我生涯選擇干涉更多。 1 2 3 4 5 6 

6 我的身體健康狀況影響著我的生涯選擇。 1 2 3 4 5 6 

7 思考未來時，我會評估健康是否受到影響。 1 2 3 4 5 6 

8 要在經濟不穩定狀況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困難的。 1 2 3 4 5 6 

9 我常擔心自己的表現是否能符合父母的期待。 1 2 3 4 5 6 

10 有時我不得不跟著大家的步伐前進。 1 2 3 4 5 6 

11 我會在滿足社會期待與做自己之間猶豫不決。 1 2 3 4 5 6 

12 對於無法改變的外在環境，我常感到無力。 1 2 3 4 5 6 

 

二、 

題
號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每次遇到人生的困境，我都選擇類似的方法處理。 1 2 3 4 5 6 

2 我覺察到自己都用同樣的方式來面對生涯瓶頸。 1 2 3 4 5 6 

3 我發現有些應對事情的方式重複發生在我的生命中。 1 2 3 4 5 6 

4 同樣的問題總是困擾著我。 1 2 3 4 5 6 

5 
我相信自己具備的正向特質能幫助我面對未來生涯的變

動。 
1 2 3 4 5 6 

6 無論發生什麼事，我總是可以重頭再開始。 1 2 3 4 5 6 

7 我會停下來整理自己的過去，從中找到前進的力量。 1 2 3 4 5 6 

8 我相信自己有辦法能夠突破現況。 1 2 3 4 5 6 

9 我經常傾聽自己真實的渴望，找到想要的未來。 1 2 3 4 5 6 

10 我一直在追尋自我價值感。 1 2 3 4 5 6 

11 我不斷在尋找自己與眾不同之處。 1 2 3 4 5 6 

12 我渴望在人群中可以被看見。 1 2 3 4 5 6 

 

三、 

題
號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生命中的某件事對我有著重要的影響。 1 2 3 4 5 6 

2 有些機緣事件是可以預先規劃的。 1 2 3 4 5 6 

3 在我的生命中曾經有貴人出現幫助了我。 1 2 3 4 5 6 

4 我相信生命中的突發事件不是危機而是新的可能。 1 2 3 4 5 6 

5 我認為生命出現的轉折可以帶來機會。 1 2 3 4 5 6 

6 有些事情不如預期，但總是有其他路可走。 1 2 3 4 5 6 

7 有時不如預期的挫折帶給我成長與契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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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相信機緣有時候是靠自己創造的。 1 2 3 4 5 6 

9 過去生命中的意外事件，幫助我重新思考、整理自己。 1 2 3 4 5 6 

10 因為某次偶然發生的事情，改變了我對生命的看法。 1 2 3 4 5 6 

11 我會隨時調整自己來應對生命中的意外事件。 1 2 3 4 5 6 

12 某些重要事件的發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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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生涯調適量表 

 

 

 

 

 

 

 

 

 

 

 

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 生涯調適量表 

 

5 = 總能如此 

4 = 經常如此 

3 = 普通如此 

2 = 有時如此 

1 = 從未如此 

                                            1   2   3   4    5 

生涯關注 Concern 

1. 我會思考自己的未來。 .......................................... □   □   □   □   □ 

2. 我知道今日的選擇將會造就我的未來 .................. □   □   □   □   □ 

3. 我會為未來進行準備。 .......................................... □   □   □   □   □ 

4. 我清楚自己必須要選擇的教育和職業項目。 ...... □   □   □   □   □ 

5. 我會對如何完成目標進行規劃。 .......................... □   □   □   □   □ 

6. 我會關心自己的未來生涯。 .................................. □   □   □   □   □ 

 

生涯控制 Control 

1. 我能保持樂觀。 ...................................................... □   □   □   □   □                                 

2. 我自己做決定。 ...................................................... □   □   □   □   □ 

3. 我能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 □   □   □   □   □ 

4. 我能維護自己的信念。 .......................................... □   □   □   □   □ 

5. 我能依靠自己。 ...................................................... □   □   □   □   □ 

6. 我會做一些對自己是好的事情。 .......................... □   □   □   □   □ 

 

生涯好奇 Curiosity 

1. 我會探索週遭的環境。 .......................................... □   □   □   □   □ 

親愛的朋友，您好：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您對管理工作變遷、發展中的任務、與工作中經歷的創傷

所具備的心理面向，請您仔細閱讀各題項敘述，主觀判斷您認為，然後在題項後，圈

選出適當的數字。您所填寫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不會對外公開或做其他用途，

請您放心填寫。研究團隊感謝您的協助！敬祝您 

順心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田秀蘭教授暨研究小組敬上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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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會尋求自我成長的機會。 .................................. □   □   □   □   □ 

3. 在做決定之前，我會探究不同的選項。 .............. □   □   □   □   □ 

4. 我會觀察不同的做事方法。 .................................. □   □   □   □   □ 

5. 對於我有的疑問，我會深入探究。 ...................... □   □   □   □   □ 

6. 對於新的機會，我會抱持好奇的態度。 .............. □   □   □   □   □ 

 

生涯自信 Confidence 

1. 我能有效能地完成任務。 ...................................... □   □   □   □   □ 

2. 我會小心翼翼地把事情做好。 .............................. □   □   □   □   □ 

3. 我會學習新的技能。 .............................................. □   □   □   □   □ 

4. 我能激發自己的能力。 .......................................... □   □   □   □   □ 

5. 我會想辦法克服阻礙。 .......................................... □   □   □   □   □ 

6. 我會想辦法解決問題。 .......................................... □   □   □   □   □ 

 

 

來源: 

田秀蘭（2010）。華人生涯調適之實徵研究─相關因素及諮商方案之發展與驗證。行政院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結案報告（NSC97-2410-H-003-081-S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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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生命意義問卷 

 

生命意義問卷 

引導語： 

請仔細思考一下, 是什麼讓您感到您的生命和存在是重要並有意義的。完全不同意請填1，

完全同意請填 7。 

 

1. 我明白我生命的意義。 

2. 我正在尋找能讓我生活感到有意義的東西。 

3. 我總是在尋求, 以便找到我生活的目的。  

4. 我生活有一個明確的目的。 

5. 我心中有數是什麼讓我的生活有意義。  

6. 我已經發現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生活目的。  

7. 我一直在尋找某些可以讓我的生命感到重要的東西。 

8. 我在為我的生活尋找一個目的或者使命。 

9. 我的生活沒有明確的目的。 

10. 我正在尋找生命的意義。 

 

(MLQ –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 

http://www.michaelfsteger.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MLQ-Chinese_traditional.pdf, 

2014/12/22) 

 

 

 

 

 

 

 

 

 

 

 

 

 

 

 

 

 

 

 

 

http://www.michaelfsteger.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MLQ-Chinese_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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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訪談札記表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專題研究』訪談札記表 

 

訪談員： 代  號： 訪談日期、時間： 

 

受 
 
 

訪 
 
 

者 

姓    名 代    碼 訪談地點：  

  訪談結構圖： 

       
  

  

  

  

訪談過程中重要事件： 

 

訪談員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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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逐字稿謄寫保密同意書 

逐字稿謄寫保密同意書 

 

我 _______________ 協助師大心輔系田秀蘭教授謄寫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專題研究』

訪談錄音檔，為保障研究參與者的權益，我願意遵守下列約定： 

 

1. 在謄寫錄音檔，我願意盡我責任保管好錄音檔，任何人不得隨意取得或聽取其內容。 

2. 在謄寫錄音檔時，我會使用耳機，並注意不會讓旁人知曉錄音內容。 

3. 關於謄寫逐字稿文件或是電腦檔，我會確保在謄寫這段期間，不會讓任何人透過各種方

式閱讀到。 

4. 對於訪談錄音內容，站在專業倫理立場，我願意不在任何場合、與任何人討論或提及有

關錄音內容。 

5. 在謄寫逐字稿後，我會把有關原始錄音帶全部交還研究者保管；若為 MP3 錄音檔我會從

我的電腦上完全刪除(包括資源回收桶）。 

6. 謄寫完畢的逐字稿文件，我將寄至 ntnuepc522@gmail.com，並且會在收到負責人員的刪

除通知後，確保將逐字稿從電腦完全刪除(包括資源回收桶）。 

7. 謄稿相關費用將在我寄出逐字稿文件後，由負責人員處理請款事宜。 

其他未盡之處，我將與研究者討論，以保護研究參與者權益為最大準則來遵循，以 

確實協助研究者做到保密之責。 

 

 

謄寫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約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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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紮根分析範例 

第一場焦點團體訪談之紮根分析 

編號 逐字稿 開放編碼 主軸編碼 核心編碼 

A04-4 
我們很多學長姐未來會從事這個領域的，滿受限

的，就是會再專攻這個領域比較少。 

因學長姐的職涯發展

而影響未來的工作選

擇 

社會因素 

社會價值

與個人未

來 

A04-4 

我自己會往傳播或旅遊相關走，因為我自己對這兩

個最有興趣。我還在思索會是哪一個比較確定，我

只能確定我未來不想走辦公室，不太能確定我到底

可以走哪一個方向。 

反思自己的個性與興

趣所在 
自我覺察 

當下自我

與個人未

來 

A03-7 

研究所第一年的時候會思考，自己在念研究所之

後，自己的實力有沒有明顯的提升？或者，自己在

人力市場有沒有變得更有競爭力一些？就會有一些

這樣的疑惑。 

擔心自己的實力不

足，而找不到理想的工

作 

自我覺察 

當下自我

與個人未

來 

A03-7 

這學期我修了一些課，像是親子關係促進方案設

計，還有親子教育的課程，我覺得跟我以後走的職

涯方向比較相近，然後會比較注重於說，怎麼樣去

培養這方面的專業能力。 

實務課程有助於培養

未來工作所需的專業

能力 

進入職場的準

備 

面對未來

的行動策

略 

A03-8 

只看著一個目標一直往前走的感覺非常好，就是你

把自己的渾身力氣和能量使用在這條路上的時候，

就能實現更多東西。 

全神貫注地朝著未來

的目標前進 
個人客觀條件 

當下自我

與個人未

來 

A02-2 

我修了很多通識課，然後，也去聽朋友系上的課，

後來我就修企管的學程，發現自己對這塊還滿有興

趣的，加上後來大三、大四有去新創公司實習，這

有兩份實習讓我發現自己其實滿喜歡做一些團隊合

作，尤其是解決問題方面的。 

透過修課或是實習來

探索自己的興趣與未

來的就業方向 

進入職場的準

備 

面對未來

的行動策

略 

A01-9 

香港是一個很商業的社會，主要都是那種可能比較

大的品牌或是廣告類，然後他們的限制會比較多。

臺灣地方比較大，然後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特色，在

地的品牌也比較多。 

國家產業發展的方向

是選擇工作的重要考

量 

客觀工作條件 
未來的 

工作世界 

A01-1

7 

因為對我來說那個類型都很像，那個領域(設計與應

用心理)其實都有互相接觸到，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

自己看看應用心理相關的書。 

透過自學來精進自己

的實力 

進入職場的準

備 

面對未來

的行動策

略 

A04-8 

老師變得比較少，那就代表我們的選修跟必修有一

點難修，就是選修有點快變必修的感覺，有開就一

定要選，不然你可能變成不能畢業，這種尷尬的窘

境。雖然我今天想要多方發展，但就是會有一點受

限。 

大學修課制度不夠完

善使得所學內容不夠

深入，導致自己未來發

展有侷限 

面臨的職場侷

限 

未來的 

工作世界 

A03-4

1 

在未來愈來愈多元的情況下，為什麼不能夠把你最

大的熱情、最大的愛好的一個領域，而且是你最擅

長的東西，把它作為你將來的職業去發展，就是三

條線是一致的時候，你的障礙會比較少一些，而且

你做起來會比較開心一些。 

將自己興趣當作未來

的工作 
工作觀 

未來的 

工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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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4

2 

這個社會有沒有一種匹配到你愛好的崗位、職位

在？如果沒有，就可能需要.你自己去創造，或是說

你去找一些比較相近的東西去協商，這種感覺。 

創造出自己想做的工

作 

職場結構的認

識 

未來的 

工作世界 

A03-5

3 

我忽然間意識到我自己的熱情是放在比較實務方面

的工作，而且我覺得念完博士之後，你可能會在一

個學術圈子裡，然後你可能會在一個大學校園裡，

但我覺得家庭教育這方面的影響力，不單是要在校

園裡面去啟作用、發揮它的價值，應該要在整個社

會上去做出一個推廣。 

了解自己的所學所能

應用的範疇 
自我覺察 

當下自我

與個人未

來 

A04-3

9 

我覺得現在就是盡量充實自己吧，盡量累積自己的

能力，讓自己的未來不管是準備哪一樣工作，都可

以是我不感到後悔的決定。 

為了不夠自己的未來

後悔，所以努力充實自

己的能力 

進入職場的準

備 

面對未來

的行動策

略 

A01-6

0 

我覺得就是整個環境，臺灣比香港好是因為現實的

問題，在講求成本的香港，如果開一間店，然後它

的租金或者成本會比較高，可是相對在臺灣就比較

低，所以大家會比較多願意花比較多閒下來的錢，

可以花在設計上面，可是如果在香港的話，大家就

沒辦法。 

根據自己對就業環境

的了解，來評估未來的

工作地點 

職場結構的認

識 

未來的 

工作世界 

A04-4

6 

但漸漸地，很多現實的因素跑進來，覺得自己的思

維跟思緒，跟我自己看到的某些從事藝術創作者的

人，我跟他們的風格差異很大，我沒有辦法像他們

一樣有這麼多變、多元、天馬行空，就是他們好像

也不會思考太多的限制或因素，但我就是會想太

多，反而就會覺得做出來的成果沒有他們好。 

藉由與相關領域的人

交流，釐清自己的興趣

與未來就業的可能性 

自我探索 

面對未來

的行動策

略 

A01-6

3 

我覺得大部份的時間都是自己在限制自己，好像我

們念什麼科系，可能出去了，如果不做那件事情，

就覺得自己好像浪費了之前的時間或者什麼，可是

我會覺得都是因為有那一些才會有今天的你，可以

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現在的作品之後也會有

用阿，所以就是不好說。所以就很多時候都沒有在

限制自己，重點我覺得有興趣就可以試試看，或是

多學一些吧。 

科系可能會限制未來

發展的可能性/願意去

嘗試自己有興趣的事

情 

工作觀 
未來的 

工作世界 

A02-2

8 

我覺得就是靠自己去爭取實習，因為你研究所出

來，這個學歷不代表你的能力，如果將來進實務界，

有些可能不一定會看研究所的學歷，所以我覺得我

在這時候，就是要想辦法自己去增值，不然你進研

究所讀，跟大學比起來可能為也沒什麼差異。 

學歷不一定會為未來

的工作增值 
工作觀 

未來的 

工作世界 

A02-3

4 

網路上有很多平台，從上面就可找到各種各樣的資

源，包括曾經去那間公司工作的人的心得等等，所

以其實自己如果多做資料，也可以從這些來評估

說，自己將來其實比較適合哪些工作。 

藉由網路上的資料，來

評估自己所需的就業

條件 

進入職場的準

備 

面對未來

的行動策

略 

A01-6

9 

我覺得與不同領域交流的機會其實滿重要的，可是

現在其實都要靠自己去找，可能你參加什麼社團

阿，或是出去那些什麼座談會阿，或是講座才能認

識到其他的人，我覺得安排那種不同的人見面是滿

有趣的。 

藉由參與課外活動來

建立人脈有益於自己

連結未來的工作機會 

把握可能的機

緣 

面對未來

的行動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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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5

7 

就算你有興趣，你也不知道(職場)真實發生的情況

是什麼，所以希望可以多辦一些相關的講座，雖然

學校之前有辦，但講的其實不會講到真的很隱密的

事情，我覺得可以有名額限制，然後真的講深入一

點，然後時間久一點，讓我們可以真的知道，你進

入那一個職場可能真的面臨會是什麼事情，那如果

你進去了，你怎麼跳出來，還是就是你可以做到什

麼，這個對於還沒有真的深入的人，會還滿想要知

道的吧！ 

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

資源協助進一步了解

職場 

未來需要的資

源 

面對未來

的行動策

略 

A03-7

2 

因為我有加在大陸那邊加一些群組，他會有一些 HR

在裡面 Po一些招外籍教師的信息什麼的，然後因為

他們有 Requirement 那種條列的，包括你的 Salary

這種，然後我就舉一些具體的例子跟他講說：「那

你看這樣子，我覺得你的能力就是很匹配這樣子

的，然後你就可以按照他給的薪水算一下」，就是

類似這種，然後他就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了解不同公司的徵才

條件，以便自己順利找

到工作 

職場結構的認

識 

未來的 

工作世界 

A04-6

1 

我朋友的姐姐反而是因為飲食方面，不然他原本也

是會一直想要在上海待下去，但因為身體出了狀

況，因為上海的飲食會太油、太重，就導致一個月

都在拉肚子，發現不行了，他待不下去，就還是回

來，雖然各方面是有符合他的需求，但是，這意外

的狀況還是導致他覺得待在臺灣好了。 

未來的生活(工作)環

境是選擇工作的重要

考量 

客觀工作條件 
未來的 

工作世界 

A03-7

9 

總體來說我會比較還是滿嚮往有挑戰的環境，或者

說促使自己不斷地從舒適圈裡面走出來，然後，不

論如何，我覺得都會慢慢地往自己的目標方向走，

我會有這種願景在。 

總使未來有很多困

難，還是勇於接受挑戰 
未來觀 

社會價值

與個人未

來 

A04-6

5 
我覺得面對未來要抱持憂患意識，精進自我。 

不斷地精進自我去克

服之後的困難 
未來觀 

社會價值

與個人未

來 

A01-7

6 

冒險，這種東西就要你事前要有一些考慮，然後也

有要做一些準備，可是它會發生什麼事情，你永遠

不知道，你只能到時候才面對它，然後想辦法去應

對它。 

隨時準備好迎接未來

的挑戰 
未來觀 

社會價值

與個人未

來 

A02-4

2 

我想要忠於自己，就是每一步都去做自己當下想做

的事情，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就是太多選擇，然後

太多旁人會給你一些很多意見，我們都一定多少會

被影響，可是我希望自己可以愈來愈堅定自己的路。 

不會受旁人的意見影

響自己未來所選擇的

道路 

社會因素 

社會價值

與個人未

來 

A03-8

2 

因為我在臺灣認識了一幫很好的朋友，然後，我就

會想到其實也是可以留在臺灣工作，然後，就是感

覺就是這個關係也會對我有一些影響，就是我會考

慮到，如果留在臺灣可能會從事一些不一樣的工作

或者是可能相似的，但是有不同的工作生態這樣，

然後就覺得這(朋友)也是影響我考慮的一個因素。 

人際關係是影響選擇

工作的重要因素 
工作觀 

未來的 

工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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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報告 
                                                      

 2019年 5 月 21-25 日 

 

報告人姓名 

 

   

 田秀蘭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時間 

會議 

     地點 

2019. 5. 21-27 

 

越南胡志明市RMIT大學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MOST 107-2410-H-003 -039  

 

會議 

名稱 

亞太生涯發展年度會議 

Asia 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Global Conference 

發表 

論文 

題目 

 

Personal Strength and Career Future Vis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2019年亞太生涯發展學術會議出席會議心得報告 

 

田秀蘭 

 

一、參加會議經過 

 亞太生涯發展學會（Asia-Pa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以下稱 APCDA）

今年在越南胡志明市的 RMIT大學舉辦。RMIT 是澳洲設在越南的分校，屬全英文之國

際學校，學費對當地人而言是相當昂貴的。該校除了一般的大學、碩士、博士學程之外，

也開設進入大學之前的英語先修班，一方面補充英文能力的必備基礎，另方面也準備大

學的申請。去年 APCDA在北京舉行，因為地緣關係，所以大會參與人數相當豐富。今

年在越南胡志明市，出乎筆者預料之外，人數也超過預期，顯見胡志明市已經相當進步，

大家有意前來造訪。會議期程由 5/21 至 5/25。筆者出席其中 5/21-23三天會議。其中

於 5/21 參與會前餐敘、歷屆主席會議、5/22 的研究報告，並主持一場研究報告，以及

5/23 的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年度會議。整體而言，大會參與者來自 22個

國家，會議形式包括專題演講、主題論壇、分組研究報告、壁報展示及討論、以及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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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委員會的討論會議。 

 筆者發表的論壇，主題為「初顯成人的個人優勢與生涯展望」（Personal Strength and 

Career Future Vision for College Student 第），重點在強調現代年輕人在就業機會少之又

少的時代，如何覺察個人優勢並擴展個人的未來生涯視野。此研究為科技部補助研究

計畫中的第一年研究成果。 

 來自台灣的同行者，包括師培學院的吳淑禎老師、清華大學的朱惠瓊老師以及該

校的兩名研究生。每位出席者均有研究報告，包括口頭及壁報發表。此外，企業界的

陳若玲老師也協助大會主持好幾個研究發表。 

 

二、與會心得 

(一) 會前會  

 如同往例，大會前一天晚上有會員的晚餐聚會，今年的出席人數多於以往，雖然

傍晚滂沱大雨，但也擋不了大家想要一嚐越南美食的慾望。當然，更重要的是老朋友

的年度聚會。筆者與同行的三位老師及同學一起來到會場，註冊，並出席了餐會。APCDA

歷年來，在韓國、夏威夷、日本、台灣、菲律賓、北京舉行，今年第七屆在越南，筆

者擔任該學會的第二任主席，也因此每年均有出席年會。此次出乎筆者意料之外的，

是參與會議的人越來越多，且來自 22個不同國家。會場在 RMIT 國際學校，是澳洲墨

爾本皇家科技學院設在越南的分校，設備十分新穎、舒適。整個越南胡志明市，物價

相對於台灣，便宜許多。生活水平則並不一致，交通處處雍塞，顯然是較不方便的。 

(二) 工作坊訓練 

 5/21 的會前工作坊包括美國生涯發展學會（NCDA）的生涯諮詢師訓練課程，三位

講師均獲有 NCDA 認證的生涯發展師證照（CDF）。NCDA的生涯發展師（CDP, CDA）

訓練課程包括三到五個不同等級，從生涯發展專業，到生涯指導教師，到生涯發展訓

練講師、專家等，各個層級的訓練課程均有十分明朗的系統，當然，學費也十分昂貴。 

 另一場工作坊為香港 Alvin Leung梁湘明教授所主持的 CLAP（Career and Life 

Adventure Planning）青少年生涯生活冒險計畫課程，此方案由香港賽馬會所贊助，為

期五年，今年已是最後一年。此次會議除梁老師的會前工作坊以及會議中的專題報告

之外，該研究團隊也有相當多的成員出席，並有多場研究及實務成果的發表。 

 會後也有一場工作坊，由 Mary McMahon 主持，主題為系統取向的生涯輔導。Mary 

曾在去年接受筆者邀請，前來台灣參與本校頂尖大學計畫所舉辦的跨國生涯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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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系師生也受惠良多。 

(三) 專題演講 

 5/22 一早有梁湘明老師的專題演講，香港賽馬會所贊助的這項青年冒險生涯及生

活計畫，除了針對學校學生進行生涯課程的設計及輔導之外，有另一組方案是專門針

對社區青少年，且不少青少年是輟學在家或是在街頭遊蕩的。這些輔導的社工，深入

青少年家庭，很多時後是被拒絕或是信任感不夠的。報告中，不乏輟學青少年最後轉

而主動向社工表達想要回學校念書的意念。對於學生為何不想念書，在社區在家裡混

上個一年半載，繼而想回學校念書或想再學一技之長的情形，頗值得進一步思考，看

應當如何縮短時間，或是檢討學生之所以不想念書的理由。畢竟，學校教育的使命之

一，是要留住每個學生，讓每個學生找到自己的優勢，發揮所長。 

 第二場專題，是由越南當地的勞動部人力需求及市場資訊研究室的副主任 Tuan 

Anh Tran 所主講，主題為「工業 4.0時代的越南未來發展」。他以越南語進行報告，

大會備有及席翻譯，整體而言，就翻譯內容而言還算精彩。與會者對整個越南的人力

資源發展有不少的認識。 

(四) 主題論壇及研究報告 

 筆者的報告，在下午，主題為「初顯成人的個人優勢與生涯展望」 “Personal Strength 

and Career Future Vis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參與的會員，包括澳洲、香港、美國、馬

來西亞、大陸、菲律賓、台灣等，以及越南當地學者，由於主題係以初顯成人為主，

大家皆有興趣於這 4.0工業時代年輕人的步伐是否更趨於不太一致，有些年輕人容易迷

失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及真正的理想，以致於會有所謂的 GAP year 間隔年的概

念，會允許自己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並不一定要做滿一年。也許因為自己的第一

份工作並非理想。連帶著的，就是需要培養另一項專長，也因此出現所謂的斜槓青年

概念。 

 吳淑禎老師報告的主題，以職業學校生涯規劃科教師的輔導活動實施策略，與會

者有不少來自大陸的老師們，他們對大學或高中的生涯實務工作感興趣。大陸近年來

的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牽動了整個生涯規劃的發展，不論是在高中或大學，學生的生

涯輔導工作均受到重視。 

 澳洲的 Mary McMahon、加拿大的 Nancy Arthur及 Roberta Neault 三位學者兼實務

工作者，編撰了一本生涯專書，Career Theories and Models at Work: Ideas for Practice。

這本專書總共包括 43章，強調理論、實務、研究彼此之間的關聯，其中也包括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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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後現代思潮興盛後的幾個重要取向，也包括在內，例如混沌取向、系統取向、

接納承諾取向（ACT），甚至詩詞創意寫作模式（Poetic creativity career writing method）

也都有介紹。除此之外，不同族群的生涯輔導，包括兒童，也涵蓋在內。大會為了這

本書，也開了一場論壇，強調這些議題在生涯輔導工作中的重要性。 

(五)書籍與相關生涯資訊展售 

今年年會中所邀請的出版公司，當然不例外，有 Kuder 公司的長期贊助。在推銷

產品之於，他們也提供了實務性的產品展示，包括壓力球的使用。此外，也有相當的質

性評估產品，例如排卡的運用或桌遊的活動等等。這些排卡編製精美，在價錢方面也十

分昂貴。這些出版公司在現場提供了優惠的購書方案，同時也親自協助參與的夥伴進行

評估示範。 

(六) 其他重要活動 

1. 會前餐會 

大會每年會在會議開始前一天晚間準備精美的招待餐會 (welcome party)。今年也

不例外，大家在會場酒店附近的越南道地餐館嚐到了越南河粉。而久未碰面的會員們也

都齊聚一堂，聊聊一年來的變化。出乎筆者意料之外的，是有相當多的新面孔。同樣是

東方面孔，但不談中文。同樣是亞洲，但也含蓋許多的東方差異。這經驗很不同於前往

美國開會的經驗。我們在同樣的東方環境中體驗國際與個別差異。同樣於以往，在餐會

活動結束後，幾位歷任理事長另外開會，討論關於 APCDA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來年

的重要活動議題。  

2. 各項工作委員會的討論 

APCDA 今年同樣利用中午時間召開各委員會的工作會議。在 APCDA 中，包括法

規政策委員會、會員招募及組織委員會、電子報工作任務小組、各種獎學金或理事長候

選人提名委員會、學術活動規劃委員會、公共關係委員會，以及研究委員會。筆者擔任

其研究委員會的小組召集人。此次會議，持續去年的議題，期待能有跨國的合作，包括

來自新加坡、韓國、菲律賓、澳洲的幾位學者將持續就生涯混沌此一概念進行後續研究。 

三、建議 

在筆者幾個歷年來所參與的研討會當中，APCDA是個小而美的會議，也比較有機

會積極參與，作為核心幕僚。過去成立之初，會議不達 100人，今年第七屆，已經超過

230 人，並且有多未來自加拿大及美國英國學者及實務人員。當中也不乏 NCDA 的積

極參與者，諸如澳洲的 Mary McMahon, 加拿大的 Nancy Arthur。創辦之初的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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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hoon Ahn 以及 Marilyn Maze 更是每年均熱心義務協助年會活動。透過每年的參

與，大家的互動，除了在一年一度的 APCDA會議外，也延續到 NCDA, APA, IAEVG, 以

及相關的學術會議及期刊發表活動。期待台灣能有更多的學者積極參與此項活動。 

 

四、活動照片剪影 

     

   台灣 

          2019 台灣團隊                        主持吳淑禎老師的研究發表 

    

  朱惠瓊老師的壁報發表          大會提供的餐點之一（特產越南河粉） 

 

   

今年盛會的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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