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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灣之光 在哪裡? 



林育群- 

全球百萬粉絲擁戴的台灣男孩 

吳寶春- 

 2010年第一屆世界麵包大賽金牌 

吳季剛- 

愛玩洋娃娃的新銳設計師 

 

你認為決定他們成就的關鍵是什麼？ 



從自己的生涯談起….. 

你滿意自己的生活嗎 

你滿意自己的工作嗎? 

滿意什麼地方? 

不滿意什麼地方? 

如果讓你重新選擇，你會選擇什麼? 

 



問問自己一個問題！ 

什麼是生涯? 

什麼又是生涯發展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的謬誤 

生涯＝職涯? 

生涯發展教育的對象是學生?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的終極目標就是分辨出
誰應該（適合）讀高中；誰應該（適合）
讀高職？ 

生涯發展教育強調升學第一，其他都是其
次……? 

生涯發展教育是國中階段學習的附屬品！ 

生涯發展教育＝技藝教育 



來一顆「現形」藥丸吧！ 

從拆解我們的「框框」開始生涯發展教育 

跳脫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信念、價值和觀念
… 

你的「框框」告訴你，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只
是學生現階段學習歷程的一部份，你會輕鬆
看待生涯發展教育；若是你的「框框」告訴
你，國中生涯發展教育是一個人一輩子生涯
發展的決定時期，你的觀點又會完全不同。 

改變思維的「框框」可能需要好幾個世代，
但是，也可以一夕成真，也許就在聽完演講
之後…… 



生涯的定義 

Super認為：生涯係指個人生活中各種事件
的統合；涵蓋人一生中各種職業和生活所
扮演的角色。 

楊朝祥認為：生涯是一個人在其職前、職
業及退休後的生命歷程中，所擁有的各種
重要職位、角色的總和。 

廣義的生涯包括生活角色與職業角色。 

領悟生活、生命與生涯的息息相關後，可
以定義，生涯就是生命意義實踐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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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定義 

美國聯邦政府對生涯發展教育的定義 
  生涯發展教育是提供一個完整經驗的學習，使每一個

透過這些經驗學到如何準備及投入即將成為他(她)人
生一部份的「工作」。其具體的目標有： 
 增進學校與整體社會之間的關係。 

 使學校的課程與人們社會生活的需求更為相關。 

 提供每個小孩所需的諮商與輔導，以促進生涯發
展。 

 使教育的觀念從學校延伸到工作場所與社區。  

 培養更具彈性的知識、技能及態度，以因應社區
快速變遷的需要。 

 消除職業導向的教育與普通及學術教育之間的鴻
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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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1/15） 

Ginzberg,Ginsloerg, Axelrad, & Herma 

（1951）生涯發展理論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  

Swain的生涯金三角理論  

Krumboltz (1996)的社會學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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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2/15） 

Ginzberg等人的生涯發展理論 

  將個人的生涯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幻想期 

十歲以前。兒
童在四、五歲
時遂漸表現出
對職業的興趣，
模仿成人社會
中若干職業行
為 

指十一歲至十
八歲的青少年
時期。以個人
能力為核心，
開始瞭解職業
價值及統整有
關資料。 

十九歲以後。
根據前一時期
統整結果，開
始進行試探活
動，以獲得具
體經驗，做為
未來朝向目標 

試驗期 實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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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3/15）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從生活廣度與生
活空間探討生涯發展。 

維持期 

建立期 

探索期 

成長期 

衰退期 

14歲以前 

15-24歲 

25-44歲 
45-64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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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4/15）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 

 

 

成長期 

14歲以前 

開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他的
需要，並且經由現實環境而不斷嚐
試錯誤。 
10歲 以 前 ：以自己「需求」為主。 
13、4歲 ：以自己「能力」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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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5/15）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 

 

 

探索期 

15-24歲 

藉由學校的活動，社團、休閒活動
或打工機會等，對自己的能力及角
色作一番探索，因此，在做職業選
擇時會較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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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6/15）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 

 

 

建立期 

25-44歲 

經由上一階段的探索，已逐漸能在
自己的事業生涯中，確定一屬於自
己的位置，並努力去保有這個位置，
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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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7/15）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 

 

 

維持期 

45-64歲 

此時期的成人仍舊希望能維持前一
階段固定下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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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8/15）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 

 

 

衰退期 

65歲以上 

由於生理及心智上的機能日漸衰
退，一個人逐漸由一積極參與的角
色而漸退至觀察者的角色，亦即所
謂的退休狀態。 



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9/15） 

發展階段 發展任務 

成長期 

0-14歲 

1.經與重要他人的認同結果發展自我概念。 

2.好奇和幻想為此一時期最主要的特質。 

3.隨年齡增長，興趣與能力亦逐漸重要。 

4.發展對工作世界的正確態度，試圖了解工作的意義。 

探索期 

15-24歲 

1.在學校、休閒活動及各種工作經驗中，進行自我檢討，
角色試探及職業探索。 

2.此時對於職業偏好會分成三個階段：具體化、特殊化、
付諸行動實現。 

建立期 
25-44歲 

1.尋獲適當的職業領域，逐步建立穩固的地位。 

2.職位、工作可能變遷，但職業不會改變。 

維持期 

45-64歲 

1.接受自身條件的限制，並且會專注於自己的工作。 

2.面對訓練新人及面對世代衝擊等挑戰。 

3.維持在專業領域中既有的地位和成就。 

衰退期 

65歲以後 

1.身心狀況衰退，工作時數減少或停止。 

2.嘗試在生活中發展新的角色，如義工等。 



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10/15）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 

資料來源：http://hope.nyc.gov.tw/career.php?mod=15&cid=4&id=40&ms=1 



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11/15） 

資料來源：http://hope.nyc.gov.tw/career.php?mod=15&cid=4&id=40&ms=1 



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12/15） 

試試看分析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涯角色狀況 

資料來源：http://hope.nyc.gov.tw/career.php?mod=15&id=31&m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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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13/15） 

Swain的生涯金三角理論 

 一個規範性的生涯計劃模式，應該包括三個重

點： 

•個人特質的澄清與瞭解； 

•工作資訊的提供； 

•個人與環境關係的協調。 

如果這當中有一個環節尚未釐清，或是有所缺

乏，可能就會造成生涯決定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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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14/15） 

Swain的生涯金三角理論 
   

 

資料來源：http://hope.nyc.gov.tw/career.php?mod=15&cid=1&id=33&ms=1 



生涯發展教育之相關理論（15/15） 

Krumboltz (1996)的社會學習論 

 主張個人的人格與行為主要受到學習經驗
影響。 

 認為影響個人生涯決定歷程的因素包括遺
傳天賦與特殊能力、環境條件與事件、學
習經驗與完成各種任務的技能。 

 一個人的學習經驗愈多，做出良好生涯決
定的機會就愈大，社會學習理論強調「自
我與環境的學習更勝於做選擇」。  

 生涯發展的關鍵能力：求知慾、保持好奇、
具有彈性、堅持到底與敢於冒險。 



從生涯發展的理論中我們得到了… 

生涯發展是一種循序漸進而不可逆的過程。 

自我概念的形成受到成人的影響。 

成長過程中，對環境的認同會影響個人角色的發展
和角色間的協調。 

對未來職業的選擇受到興趣、人格特質及社會因素
的影響。 

生涯發展包括生活角色與職業角色。 

生涯發展需要培養適應未來世界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的實施對象包括學生、老師與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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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內涵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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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目標 

生涯發展教育是透過一系列有關生
涯發展的學習活動，來幫助同學們
從多元角度認識自己，並學會運用
資訊，習得未來生活及工作所需的
各項能力，為將來的生涯發展作準
備，替未來作出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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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重要性（1/3） 

協助學生發展自我形象、瞭解工作意

義及培養對工作世界的正確態度。 

輔導成長中的青少年藉由就學期間及

各種學習經驗進行自我檢討、角色試

探及職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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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之重要性（2/3） 

生涯發展教育旨在幫助一個人具備工作所需的適應技
巧，使他們能在社會變遷當中所從事的工作(包括有
酬和無酬)成為個人整體生活型態的一部份，並能在
其中展現其意義和收獲。 

基礎的讀、說、寫、 
 算等能力 
在工作場所中具生產 
 性的工作習慣  
使一個人想要工作的 
 正確工作價值觀  
生涯發展決策技巧 
了解自我、教育及職 
 業機會的技巧  

適應的技巧 

謀職、受雇及繼續工 
 作的技巧  
充分自由選擇教育與 
 職業的技巧  
在工作場所展現個人 
 人性化自我的技巧  
有效運用休閒時間以 
 顯現工作意義的技巧  
 



生涯發展教育之重要性（3/3） 

對學生而言 

 不可錯過的生涯成長關鍵期。 

 解決學生生涯困境。 

 培養適應未來的能力。 

對教師而言 

 增加教育效能讓學生學習變的更有意義。 

 擴展教學的多元目標。 

對社會而言 

 促進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 

 學有所用、發揮所長，形成社會安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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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撰寫 



生涯發展教育作業流程 

 
」 

 

1.計畫應包含計畫名稱、目的、   

  辦理單位、辦理期程、實施對 

  象、組織執掌、課程規劃、實 

  施進度、經費等。 

2.可融入各領域課程、運用彈性 

  學習節數、選修課程及相關活 

  動等方式進行教學。 

組織(參考) 

召 集 人：校長 

副召集人：教務主任 

執行秘書：輔導主任   

組      別：行政組                     

               活動組 

               教學組 

（在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生涯
發展教育議題課程小組」） 

 

結束 

形式審查原則 

1.整體之配合性 

2.課程規劃之適切性 

3.教學計畫之可行性 

4.申請設備之迫切性 

5.申請經費之合理性 

計畫執行過程記錄及成果蒐集 

實質評鑑標準 

1.學校生涯發展教育計畫符合程 

  度 

2.學際實際運作資源分配情形 

3.學校課程規劃內涵 

1.學校辦理成果展分享 

2.追踪關懷學生升學就業情形 

 
   

1.檢討辦理形式、內涵以符合生   

  涯發展教育核心理念 

2.辦理經驗的資源整合分享 

通過 

執行「生涯發教育計畫」 

不通過 
呈報縣市政府 

審查 

擬定生涯發展教育計畫 

開始 

評鑑「生涯發展教
育計畫」 

通過 

不通過 

生涯發展教育成效 

年度檢討以做為修正依據 

成立「生涯發展教育工
作執行委員會」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撰寫（1/13） 



計畫撰寫說明-1 

計畫名稱 
由各校依據情況自訂 
ex:「彩繪亮麗人生」、「生涯方向盤」、「生涯夢工廠」 、 「彩繪
青春夢想起飛」 

目    的 
學校推展生涯發展教育之理念及教學之主要依
據，宜參酌各校特色撰寫。 

辦理單位 
含指導單位（教育部）、主辦單位（○○縣政
府教育局）及承辦單位（ ○○縣立○○國民
中學），學校斟酌現況自行填列 

辦理期程 
各校依實際狀況自訂，原則上一個計畫辦理期
程以一學年度為宜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撰寫（2/13） 



組織職掌 
（建議參考） 

1.成立「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 
2.執掌 
 (1)召集人：校長 
 (2)副召集人：教務主任 
 (3)執行秘書：輔導主任 

3.組織 
 (1)行政組：承辦處室主導，並納入相關行政人員 

 (2)教學組：結合課發會下設之「生涯發展教育議題
課程小組」，並將教學組長納入  

 (3)活動組：納入輔導組長及訓育組長  

實施對象 99學年度全體學生 
僅以部分學生為實施對象，請敘明理由及實施對象產生方式 

計畫撰寫說明-2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撰寫（3/13） 



現行國中辦理的概況（11/14） 

實施進
度 

七年級至九年級規劃不同重點、主題及教學內容 
七年級（自我覺察與探索 、生涯覺察與試探 ） 
八年級（生涯覺察與試探 ） 
九年級（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 ） 

應秉持九年一貫課程之精神，審慎思考辦理之方
式，並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建置符合學生需要、
社區特色及教師專長之課程，協助學生注重自我
覺察、生涯覺察及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 

課程規劃 

計畫撰寫說明-3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撰寫（4/13） 



計畫撰寫說明-4 

1.依課程規劃實際需要合理編列，由各縣市政府審查通
過後，函報教育部申請補助 

2. 基本補助：每校2萬元、每班3千元外，增列交通車、
教材編印費；並以八年級班級數為限，每班增加補助
3千元 

   ★20,000元+全校班級數*3,000元＋八年級辦理社區   

       高職參訪活動班級數*3,000元 

3.全縣（市）性教師研習、觀摩參訪、工作研討等生涯
發展教育推動相關活動，由縣（市）政府研擬計畫及
經費概算，函報教育部申請補助。  

獎   勵 各縣市政府依承辦、參與之程度，給予適當獎勵，
以提昇教師士氣 

經   費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撰寫（5/13）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審查原則-1 

一、計畫完整性 

  （一）計畫目的與生涯發展教育理念相符，係指學校推展  

        生涯發展教育理念及教學之主要依據，須參酌各校  

        特色撰寫。 

  （二）以全校學生為生涯發展教育實施對象，如僅以部      

        學生為實施對象，須敘明理由及實施對象產生方式。 

  （三）學校成立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須以校長 

        為召集人，並設副召集人（教務主任）、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及各工作小組（如行政組、教學組、 

        活動組等），並敘明相關人員及組別工作職掌。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撰寫（6/13）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審查原則-2 

一、計畫完整性 

  （四）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課程小 

        組」規劃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領域課程計畫，依 

        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能力 

        指標及學習內容，並配合各領域之內容與進度， 

        完成課程計畫。 

  （五）學校依各年級生涯發展教育重要內涵，架構生涯 

        發展教育活動，並運用彈性學習時數、選修課程 

        系統規劃全校或全年級活動（全學年活動時程規 

        劃及分項活動計畫），及規劃辦理八年級全體學 

        生社區高職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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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審查原則-3 

一、計畫完整性 

  （六）學校能善用校內外相關資源，含師資、物力資源 

        分析及運用規劃進行生涯發展教育課程。  

  （七）參考「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實施主題及方式一 

        覽表」，規劃各年級的生涯發展教育主題、實施 

        方式及內容，並明列實施時間。 

  （八）學校能規劃建置及充實學生生涯檔案，並有完善 

        生涯檔案建置及應用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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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審查原則-4 

 二、經費合理性 

  （一）經費編列符合學校課程、活動需求及教育 

        部相關規定，補助項目及支用符合「教育 

        部補助各縣市政府推動國中技藝教育相關 

        經費作業原則 

  （二）經費總額符合學校基本補助：每校2萬元、 

        每班3千元；另八年級每班增加補助3千元 

        辦理社區高職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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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審查原則-5 

 三、計畫效益性 

    學校辦理生涯發展教育預期成效及檢核機制， 

    須包含質的成效、量的成效及計畫實施成效檢 

    核方式說明及相關表件。 

 四、創意特色 

    學校能依學校區域背景發展生涯發展教育特色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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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審查原則-6 

 五、審查結果勾選原則  

   （一）90分以上表計畫通過並建議增加活動經 

         費。 

   （二）80-89分表計畫通過。 

   （三）70-79分表修正後通過。 

   （四）70分表修正後通過惟列入優先輔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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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申請計畫審查評分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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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申請計畫審查評分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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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灣之光 在這裡!!! 



我真心希望天下父母當你發現孩
子有特殊才藝與興趣時，請尊重
他們並且給予鼓勵 。 

                    ～陳美雲 



人類基本的智慧（Gardner，1983） 

  內省 
Intrapersonal 

語文 
Linguistic 

  邏輯 
     Logical- 

mathematical 

人際 
Interpersonal 

音樂 
Musical 

肢體 
Body- 

kinesthetic 

空間 
Spatial 

智慧 
Intelligence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教育的目
的，是為了孩子的一生，而不只是
為他們短暫的學校生涯而已。             

               ～ Charles  Hendy  



把每個孩子 

  當作人才來培養！ 



 

幫不了一切的孩子？ 

卻可以幫孩子的一切！ 

如何解決紛擾不斷的升學問題與 

為牢不破的社會價值？ 

真的很難！ 

期許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一起 

勉力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