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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適性輔導趨勢 
國中學校應有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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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孩子覺得我可以 

台東寶桑國中楊惠如老師： 

「只要孩子覺得『我可以』，PR35的學
生也可以得到成就感。」全國科展第
二名 

台東寶桑國小廖翠娟老師： 

「我們的孩子用行動證明自己可以。」
MOD英語讀者劇場南區冠軍、全國總
決賽亞軍 



十二年國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宣導手冊.pdf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架構 



• 國中學生處於生涯發展成長期及探索期，應
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及外界工作世界進行初
步探索與了解，俾利於完成國中教育後進行
升學、就業之進路抉擇，以適應未來生涯之

需求。 

國中與高中職

學生生涯輔導

實施方案  

•第4面向：適性輔導、國民素質 

•第13方案：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 

•第17方案：國中及高中職學生生涯輔導 

工作要項 

• 整合學生學習記錄，進行生涯輔導 

•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 完成生涯發展規劃書 

具體策略 

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引導多元適性發展 



成就每一個「什麼樣的」孩子？ 

 何謂「現代公民素養」 ？ 

 何謂「多元適性發展」 ？ 
 

「如何」成就每一個孩子？ 

 何謂「適性輔導」 ？ 

 何謂「生涯輔導」 ？ 

 何謂「生涯發展教育」 ？ 

具體行動策略的思考 



您的主張或期待： 

每一個有所成就的孩子，會是什麼模樣？ 

 

 

「如何」成就每一個「這樣的」孩子？ 

成就每一個孩子 



那些年，我們一起努力培育的孩子 



我國九年一貫課程十大基本能力 

那些年，我們曾經期待培育的孩子 



心理與教育學者期待培育的孩子 

全人發展&全人健康 



適性輔導 

生涯輔導 

生涯發展教育 

引導多元適性發展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當前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將「
學生適性輔導」視為重要關鍵。  

所謂「學生適性輔導工作」，就是透過學校
生涯發展教育、技藝教育課程、生涯規劃課
程及生涯輔導工作等，讓學生能夠瞭解自身
的能力、性向、興趣等特性，並能充分瞭解
職業世界的資訊，藉以進行適性的未來進路
選擇。  

 

那麼， 
什麼是適性輔導？ 



http://stv.moe.edu.tw/?cat=79451&channel=1


學生適性輔導之訓委會觀點 

 一、瞭解生涯發展的意義： 
 目的為喚起學生對生涯發展歷程的瞭解與接納。 

 二、探索與認識自我： 
 目的在加強自我瞭解，探索自我變化，進而更能接納自我。 

 三、認識教育與職業環境： 
 目的在進一步探索與個人特質相關的各項環境與資訊。 

 四、培養生涯規劃與決策能力： 
 目的在培養學生熟悉抉擇技巧。 

 五、進行生涯準備與生涯發展： 
 目的在培養生涯發展上所需各種態度或能力，以確實執行所擬
定之生涯計畫。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架構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教 育部「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由學生、家長、輔導教師及導師
在國中三年間一同填寫，協助學生了
解自我學習歷程，進行進 路選擇。 

 內容包含：自我認識、職業與我、性 
向測驗、興趣測驗、其它測驗、我的
學習表現、我的經歷、生涯試探活動
紀錄、參與各項競賽成果、行為表現
獎懲紀錄、服務學習紀錄、生涯輔導
紀錄、生涯諮詢紀 錄、家長的話、國
中技藝教育課程十三職群與相關性向
測驗、興趣測驗之對應分析等。 

 

適性輔導方案/國中生涯輔導手冊101-104.pdf










適性輔導= 生涯輔導 

那麼，什麼是生涯輔導？ 



生涯輔導的理論基礎 

I:/生涯諮商/R.html
I:/生涯諮商/I.html
I:/生涯諮商/A.html
I:/生涯諮商/S.html
I:/生涯諮商/E.html
I:/生涯諮商/C.html


Super生命-生涯發展 



圖：生涯發展拱門模型 

資料來源：Super (1990:206) 



我是誰？ 

我在哪裡？ 

我往何處去？ 我如何到達？ 

生涯探索       生涯選擇與決定      生涯規劃 

自我探索與自我認定 
是生涯發展的起點 



Parsons選擇職業三步驟 

 第一步是獲得有關自我的知識自我探索 
 自我瞭解的內容需包括性向、成就、興趣、價值觀和人格特
質等項。 

 第二步是獲得有關職業的知識職業探索 
 有關工作世界的知識，包括三個層面:(1)資訊的類型，如對
職業的描述、工作條件、或薪水等，(2)職業分類系統，以
某種分類系統歸納千萬種職業，(3)職業所要求的特質和因
素。 

 第三步是整合自我與工作世界的知識生涯決定 
 將所蒐集到的有關自我和職業的資訊加以統整，以進行真確
且適切的推論，做成有效的生涯選擇。  



生涯決定金三角 



Holland生涯類型模式 



事務型 

企業型 

實用型 

研究型 

藝術型 

社會型 



聽聽他們怎麼說？ 

古又文：生命是艱難的，要一直與它搏鬥 

許芳宜 ：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吳寶春：隨時在準備自己 

沈芯菱：為弱勢孩子發聲 

古又文：生命是艱難的，要一直與它搏鬥-1.mp4
[ 聯合報六十週年] 台灣的力量：許芳宜，來自台灣的瑪莎葛蘭姆傳人.mp4
【商業周刊】從不識字到成為世界冠軍 吳寶春靠筆記實現夢想.mp4
Keep Walking Fund - 沈芯菱(Shen Hsin-Ling).mp4
古又文：生命是艱難的，要一直與它搏鬥-1.mp4
[ 聯合報六十週年] 台灣的力量：許芳宜，來自台灣的瑪莎葛蘭姆傳人.mp4
[ 聯合報六十週年] 台灣的力量：許芳宜，來自台灣的瑪莎葛蘭姆傳人.mp4
[ 聯合報六十週年] 台灣的力量：許芳宜，來自台灣的瑪莎葛蘭姆傳人.mp4
[ 聯合報六十週年] 台灣的力量：許芳宜，來自台灣的瑪莎葛蘭姆傳人.mp4
[ 聯合報六十週年] 台灣的力量：許芳宜，來自台灣的瑪莎葛蘭姆傳人.mp4
【商業周刊】從不識字到成為世界冠軍 吳寶春靠筆記實現夢想.mp4
20111228-公視晚間新聞-22歲沈芯菱做公益10年.mp4
20111228-公視晚間新聞-22歲沈芯菱做公益10年.mp4


我國大考中心工作世界地圖 

http://bigbee.heart.net.tw/career_edu/map.html


適性輔導，還可以做些什麼？ 



引導多元適性發展 

如何發現與培育孩子的「多元智能」 ？ 

 

 

 

如何設計「適性輔導」活動，激發或強化孩
子的「多元智能」 ？ 

 

 



如何激發孩子的優勢能力？ 

Gardner多元智能理論 



智能  定義  關聯職業 

語文智能  

(Linguistic)  

有效地運用口語或文字的能力。包括把語法、

語音、語義和語用等向度結合並運用自如的能

力。  

演說家、政治家、作家、

詩人、劇作家、編輯或

記者 

邏輯數學智能 

(Logical-Mathematical) 

有效地運用數字和推理的能力。包括對邏輯的

方式和關係、陳述和命題、功能及其他相關的

抽象概念的敏感性。 

數學家、稅務會計、統

計學家、科學家、電腦

程式設計員或邏輯學家 

音樂智能  

(Musical) 

察覺、辨別、改變和表達音樂的能力。包括對

節奏、音調、旋律或音色的敏感性。  

音樂評論家、作曲家、

音樂演奏家 

空間智能  

(Spatial) 

準確地感覺視覺空間，並把知覺到的表現出來。

包括對色彩、線條、形狀、型態、空間及它們

之間的關係的敏感性。 

室內設計師、建築師、

工程師、美術家或發明

家 

身體動覺智能  

(Kinesthetic)  

善於運用整個身體來表達想法和感覺，以及運

用雙手靈巧地生產或改造事物。包括特殊的身

體技巧，如協調、平衡、敏捷、力道、彈性和

速度，以及本體感覺的、觸覺的和由觸覺引發

的能力。  

演員、運動員和舞者 

工匠、雕塑家、機械師

或外科醫師 



知己(內省)智能  

(Intrapersonal)  

有自知之明，並據此做出適當行為的能力。

包括對自己相當了解，意識到自己的內在情

緒、意向、動機、脾氣和欲求，以及自律、

自知和自尊的能力。  

心理學家、哲學家  

知人(人際)智能  

(Interpersonal)  

察覺並區分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及感覺

的能力。包括對臉部表情、聲音和動作的敏

感性，辨別不同人際關係的暗示，以及對這

些暗示做出適當反應的能力。 

教師、社會工作者、心

理輔導員、銷售人員 

知天(自然)智能  

(Naturalist)  

自然智能的獨特之處是強調「人和環境的互

動」，能了解、欣賞大自然的奧妙，與之和

諧而快樂地共存、共榮。  

公園解說員、星象觀測

員、農夫、生物學家及

環境生態學家、環保人

士  

知道(存在)智能  

(Existential)  

了解人生的意義，掌握生命的價值，常思索

存在的問題或宇宙的本質，並且沒有疑惑；

有明確的生活目標，並能以泰然的態度面對

生死和宇宙的變化。 

哲學家、宗教家  



社會認知取向生涯發展模式 
 

 

 

 

 

 

 

 

 

 

成功經驗 

替代經驗 

口語說服 

情緒喚起 

 

自我效能 

結果預期 

 興趣 
意圖/參與

活動目標 

活動選擇

與實踐 

成就表現/ 

目標達成 

自我應驗的預言：相信我能，我就一定能！ 



“相信”每個人都具
有自我實現的潛能，
就是 “Empowerment” 

人的自我實現潛能，
如同植物的向光性。 

每個人都期待一盞引
領潛能充分開展與自
我實現的光。 

教育無他，相信、愛
與肯定而已。 

 

 

引爆自我實現的潛能 



學校教育體系結合正式、非正式和潛在課程，提
供學生多元化的生涯發展教育活動，增進學生體
驗、實踐和省思的機會，引導學生探索其生涯興
趣、性向能力和個人特質等。 

這些多元化的生涯發展教育活動，應有助於學生
探索與培養藝術、社會、企業、事務、實用或研
究等生涯興趣，以及增進視覺、音樂、人際、內
省、體能、語文、或數學等多元智能。 

促使學生從循序漸進的體驗性學習活動中，累積
成功經驗，強化對於一項或多項優勢能力的信心，
以作為個人未來生涯發展的基礎。 

適性輔導之我見 



因應適性輔導趨勢， 
校長應有哪些作為？ 



生涯發展教育 
創造無限可能 



 生涯教育(career education)是指以一系列在教育情
境中所設計的活動，致力於協助個人獲得有關自我和工
作的知識，能應用選擇、規劃、準備工作或生活型態的
技巧，使工作在其生命中具有意義、且令人滿意。 

 主要焦點在於將學校中所學的學科，和探索自我與未來
職場的活動相連結，協助學生瞭解學科教育的內容和機
會，和未來的工作選擇與工作適應間的關係。 

 為中、小學至大學院校學生所設計的生涯發展活動，提
供包括生涯覺察、生涯探索、生涯決定、生涯規劃、生
涯準備（如找工作、求職面試）等不同階段的生涯技能 。 

 

生涯教育  



各國生涯教育課程 

 美國: Career Development (Guidance Curriculum)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 Program 

          Career & Technical Education (CTE) 

 英國:Careers Education and Guidance  

             (National Framework)  

 加拿大: Guidance & Career Education (Ontario) 

                Health & Career Education 8 & 9 (BC)  

                Planning 10 (Curriculum) 

 澳洲: Career Education  (National Framework) 

           Australian Blueprint for Career Development  



生涯教育的新趨勢 

 生涯教育致力於引爆學生的潛能 
 Empowerment不僅是「賦予權力」或「增加能力」的概念，
而是「我相信你有能力，藉由更多機制的協助，引發更多的能
力」「引爆」學生的潛能。 

 引導學生尋找個人內在的資源、長處和正向資產， 「引爆」內
在能量。 

 生涯教育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就業力    Employability 

 必備技能 Essential Skills 

 基礎技能 Fundamental Skills 

 核心職能 Core Competencies 

 關鍵職能 Key Competencies 

 



2007 2008 

http://www.careeronestop.org/TridionMultimedia/flyer pyramid matrixfinal_tcm24-1828.pdf


現代公民素養：OECD關鍵知能架構 

 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自1997年啟動
一項跨國性的「知能之界定與選擇」(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DeSeCo)方案，致力於探討
哪些「知能」是個人邁向整體的成功和負責任生活所
必須具備，以面對現在和未來之挑戰。 

 OECD於2003年完成DeSeCo報告書《成功生活和完善
社會所需之關鍵知能》(Key Competencies for Successful 

Life and a Well-Functioning Society)，歸納足以促使個
人成功參與各類工作職場和當代民主社會的數項關鍵
知能，涵蓋了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
(attitudes)和價值(values)。 

 

 



第一類 

• 自主地行動(Act autonomously) 

• 增強個人以有意義和負責任的方式來管理其生活，
以有效能地參與生活之不同層面。 

第二類 

• 與異質性團體互動(Interact in heterogeneous 

groups) 
• 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與他人協同合作、及管理與
化解衝突。 

第三類 

• 互動地運用工具(Use tools interactively) 

• 互動式地運用語言、符號和文件（如PISA的閱讀和
數學素養），知識和資訊（如PISA的科學素養），
和科技 。 

現代公民素養： OECD關鍵知能架構 



關鍵知能項目 內涵描述 

1 語文素養 

(literacy) 

能於日常活動中了解和應用文書資訊的能力，以
達成個人目標，並發展個人之知識和潛能。 

2 共通技能 

(generic skills) 

是指獨立於特定學科之外或可廣泛應用於各學科
領域，具有普世性價值的職能，包括：表達溝通、
問題解決、推理力、領導力、創造力、團隊合作
和終身學習能力等。 

3 態度/個人知能 

(attitudes/personal competencies) 

好奇心、學習動機、誠實、熱忱、自我肯定、信
實、責任心，和積極進取等。 

4 社會或人際知能 

(social or interpersonal 

competencies) 

能有效地參與社區或多元文化社群，能透過有效
溝通、團隊合作、語言技能、多元文化覺察和尊
重，與他人發展和維持私人和專業關係等。 

5 科學和科技能力 

(science & technology) 

能應用科學知識來界定問題，和得出具有證據基
礎的結論，以有助於了解世界和做出決定。 

6 外語能力 

(foreign language) 

精熟應用外國語言的能力，尚包括對不同的文化
抱持開放和尊重的態度。 

資料來源：Eurydice European Unit (2002) 

現代公民素養：歐盟EEU關鍵知能項目 



國家/單位 

類別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歐盟組織 

職場知能 就業力技能 就業力技能 就業力技能 關鍵知能 

學習層面 ˙基本技能 

˙思考技能 

˙資訊、科技 

˙應用數字 

˙持續學習 

˙管理資訊 

˙思考與解決
問題 

˙有效運用語言、
數字 

˙有效運用科技 

˙思考與問題解
決 

˙終身學習 

˙科技應用 

˙問題解決 

˙創新進取 

˙母語溝通 

˙外語溝通 

˙數學、科學和科
技知能 

˙數位知能 

˙學習如何學習 

個人層面 ˙個人品質 ˙展現正向態
度和行為 

˙適應力 

˙自我管理 

˙正向積極 

˙個人特質 

˙自我管理 

人際層面 ˙人際 

˙資源 

˙溝通 

˙與他人工作 

˙合作與溝通 ˙表達溝通 

˙團隊合作 

˙社會和公民知能 

˙文化覺察和表達 

職場層面 ˙系統 ˙參與方案和
任務 

˙瞭解企業組織 ˙規劃組織 ˙開創和企業精神 

其他 

(未歸類) 

˙安全地工作 

歐美各國之「就業力」或「就業力技能」 





徵件月份 徵件主題&網址 主辦單位 參與人數 國中 國小 

4~7月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1~6人   

國際奧林匹克學科競賽 3~6人   

一、數理類 

徵件月份 徵件主題&網址 主辦單位 參與人數 國中 國小 

9~10月 MOD快樂說英語—英語讀

者劇場 

中華電信 5~15人   

詩歌朗誦比賽 5~15人 

辯論賽 1  2 4~10人 

二、語文類 

 

適合國中小學生參與的團隊競賽活動 

生涯影片/第三屆MOD快樂說英語寶桑國小20130325.mp4
生涯影片/第三屆MOD快樂說英語寶桑國小20130325.mp4
生涯影片/第三屆MOD快樂說英語寶桑國小20130325.mp4
生涯影片/第三屆MOD快樂說英語寶桑國小20130325.mp4
生涯影片/第三屆MOD快樂說英語寶桑國小20130325.mp4
生涯影片/附小班暨辯論賽20130430-1.MP4
生涯影片/附小班暨辯論賽20130430-2.MP4


徵件月份 徵件主題&網址 主辦單位 參與人數 國中 國小 

3~5月 Green Mech機關王 中華創意發展

協會 

3~4人   

5~8月 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 亞洲大學 1~6人   

6~7月 Power Tech全國少年科技創作競賽 中華創意發展

協會 

3~4人   

6~8月 IEYI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中華創意發展

協會 

1~3人   

7~8月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台灣玉山機器

人協會 

2~3人   

9 ~2月 全國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 遠東科技大學 1~3人   

10~11月 全國奈米科技應用創意競賽 國科會奈米國

家型人才培育

計畫辦公 

1~4人   

12月 索尼創意科學大賞 台灣索尼SONY 3人   

三、科技創作類 



徵件月份 徵件主題&網址 主辦單位 參與人數 國中 國小 

3~5月 台灣學校網界博覽會 台北市政府

教育處 

5~10人   

3~5月 白蘭氏瓶中希望夢想資助計畫 白蘭氏 1~3人   

5~9月 DFC—Design for Change DFC Taiwan 1~5人   

5~9月 愛讓世界轉動 金車教育基

金會 

5~12人   

四、社會人文類 

 

五、體育類 
 
1. 各類球賽團隊競賽 

 

六、其他才藝類 
 
1. 音樂、東西樂器 

2. 舞蹈 

3. 地方戲曲、說唱藝術 

4. 廟會將團 

生涯影片/2012 DFC Taiwan - CHI-039 「捷」族先登~便捷的轉乘網絡.mp4
生涯影片/2012 DFC Taiwan - CHI-039 「捷」族先登~便捷的轉乘網絡.mp4
生涯影片/2012 DFC Taiwan - CHI-039 「捷」族先登~便捷的轉乘網絡.mp4
生涯影片/2012 DFC Taiwan - CHI-079 facelove不生氣.mp4


各類團隊競賽活動，
培育學生哪些帶得

走的能力？ 



美國全方位學校諮商方案&生涯發展教育 

績效責任 管理系統 

傳輸系統 理論基礎 

輔導課程 個別計畫 

回應服務 系統支持 



Second 
Edition Topics 

Third Edition 

Section Topics 

ASCA 
Standards 
for Student 
Academic, 
Career and 
Personal/ 
Social 
Development 

Student 
Competencies 

ASCA Student Standards 
Titled “ASCA 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second edition, the 
title of these standards was changed to reflect the focus on 
students. The standards have not changed. 

Other Student Standards (New) 
School counselors are encouraged to consider how other 
student standards complement and inform their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 program. This section helps 
school counselors demonstrate how their program aligns with 
other standards that are important to state and district 
initiatives as appropriate (e.g., state standards, 21st Century, 
Character Ed).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SCA School Counselor Competencies (New) 
These competencies, developed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ASCA National Model, 
outline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skills that ensure school 
counselors are equipped to meet the rigorous demands of 
the profession and the needs of preK-12 students. The 
competencies also serve as a guid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CA Ethical Standards for School Counselors (New) 
This essential document is now included in the Foundation. 

ASCA National Model 



領域 全國標準 

I、學術發展 •標準A：學生能習得有助於在學校中及人生全程中有效學
習的態度、知識和技能。 

•標準B：學生能完成學校中所提供的學術準備，以從畢業
後廣泛的選項中做出選擇。 

•標準C：學生能瞭解學科學習與工作世界、及家庭和社區
生活的關係。 

II、生涯發展 •標準A：學生能習得探究工作世界與自我知識之關係的技
能，並做成明智的生涯決定。 

•標準B：學生能應用策略以達成未來的生涯成功和滿意。
標準C：學生能瞭解個人特質、教育、訓練和工作世界的關
係。 

III、個人/社會
發展 

•標準A：學生能習得態度、知識和人際技能已有助於他們
瞭解並尊重自己和他人。 

•標準B：學生能做決定、設定目標、並採取必要的行動以
達成目標。 

•標準C：學生能瞭解安全和生存的技能。 

美國全方位學校諮商方案之全國標準 



美國「輔導課程」生涯發展教育 

 美國許多州自2005年起將促進學生的「生涯發展」 (career 
development)與「學術發展」(academic development)以
及「個人與社會發展」(personal/ social development)並列
為全方位學校諮商方案中「輔導課程」(guidance curriculum)
的一環。 

 

生涯發展 

學術發展 
個人/社會
發展 

輔導課程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  

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 2009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 2010  

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mp4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mp4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mp4
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_ The School Connection, Sep.mp4
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_ The School Connection, Sep.mp4
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_ The School Connection, Sep.mp4
2009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mp4
2009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mp4
2009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mp4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 2010.mp4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 2010.mp4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 2010.mp4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  

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 2009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 2010  

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 

生涯影片/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_ The School Connection, Sep.mp4
生涯影片/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_ The School Connection, Sep.mp4
生涯影片/The Rol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_ The School Connection, Sep.mp4
生涯影片/2009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mp4
生涯影片/2009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mp4
生涯影片/2009 School Counselor of the Year.mp4


 2005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 Carl D. Perkins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投資大量經費補助全美
50州推動中等學校、大學校院及成人的「生涯與技藝
教育」方案(CTE  programs)，以促進學生的生涯發展、
國家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競爭力。 

 重點工作乃建立各州「生涯類群模式」(Career 
Clusters Model)，包含16種生涯類群，70多種特定的
生涯徑路，透過生涯興趣和能力的評量/衡鑑，選擇並
連結學科課程和生涯領域，促使學生在生涯類群層次
上學習較為通用和可轉換的技能，在生涯徑路和專門
層次上，則學習該專門職業所要求的特定知識和技能。 

 

美國生涯與技藝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 Career & Technical Ed. 

*For a few students *For all students 

*For a few “jobs” *For all “careers” 

*6-7 Program areas 
*16 Career Clusters 

79 Career Pathways 

*In-lieu of Academics 
*Aligns/supports 

Academics 

*High School Focused 
*HS and College 

Partnerships 

CTE Then & Now 

CTE_ Learning that works for America-1.mp4
CTE_ Learning that works for America-1.mp4




http://career.cpshs.hcc.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0


職涯類型( Career Cluster)是由同一領域、或所需知識技能相近
的工作所組成，可以提供給教育體系運用於學生職涯或學習發展
規劃，有系統的養成相近的知識與技能。  

以「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及聯合國等國際職業分類標準，
並依產業概況及專家意見，歸納出16個職涯類型及66個就業途徑。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職涯類型與就業途徑  

https://ucan.moe.edu.tw/ucanfile/download/%E6%95%99%E5%AD%B8%E6%87%89%E7%94%A8%E7%B3%BB%E5%88%97%E6%95%99%E6%9D%90_UCAN%E6%98%AF%E4%BB%80%E9%BA%BC.pdf
https://ucan.moe.edu.tw/ucanfile/download/%E6%95%99%E5%AD%B8%E6%87%89%E7%94%A8%E7%B3%BB%E5%88%97%E6%95%99%E6%9D%90_UCAN%E6%98%AF%E4%BB%80%E9%BA%BC.pdf
https://ucan.moe.edu.tw/ucanfile/download/%E6%95%99%E5%AD%B8%E6%87%89%E7%94%A8%E7%B3%BB%E5%88%97%E6%95%99%E6%9D%90_UCAN%E6%98%AF%E4%BB%80%E9%BA%BC.pdf
https://ucan.moe.edu.tw/ucanfile/download/%E6%95%99%E5%AD%B8%E6%87%89%E7%94%A8%E7%B3%BB%E5%88%97%E6%95%99%E6%9D%90_UCAN%E6%98%AF%E4%BB%80%E9%BA%BC.pdf
https://ucan.moe.edu.tw/ucanfile/download/%E6%95%99%E5%AD%B8%E6%87%89%E7%94%A8%E7%B3%BB%E5%88%97%E6%95%99%E6%9D%90_UCAN%E6%98%AF%E4%BB%80%E9%BA%BC.pdf




基礎知識 
和技能 
學術和技
藝素養 

商業、管
理和行政 

藝術、傳
播和資訊
系統 

農業、食
物和自然
資源 

人群服務 

健康科學 

工程、製
造和科技 

• 藝術、視覺科技
和傳播 

•資訊科技 

• 建築和建造 

• 製造 

• 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 

• 法律、公共
安全、矯正和
保全 

• 政府和公共
行政 

• 人群服務 

• 教育和訓練 
• 健康科學 

• 行銷 

• 商業、管理
和行政 

• 醫療和觀光 

• 財經 

•農業、食物和自然資源 

 



CTE基礎知識與技能 

 10項跨越所有生涯類群工作者都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與技
能」 

 學術基礎(academic foundation)：為了達成某項生涯類群中的生
涯機會或後期中等教育機會，所必須具備的學術知識和技能。 

 溝通(communication)：應用口語和文字溝通技能於創造、表達
和詮釋資訊與想法，包括專門技術語彙和資訊。 

 問題解決和批判思考(problem-solving & critical thinking)：應用
批判思考技能（分析、綜合和評鑑）、創造力和創新思考等來解
決問題。 

 資訊科技應用(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應用與生涯
類群相關的資訊科技工具，來取得、管理、統整和創造資訊。 

 系統(systems)：瞭解個人在團隊、工作單位、部門、組織機構、
機構間系統和較大外在環境中的角色；辨識關鍵性的組織系統如
何影響個人在組織中的表現，以及產品與服務的品質。 

 



CTE基礎知識與技能 

 安全、健康和環境(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瞭解安全、健康和環境管理系統在組織內部及其對組織
表現的重要性；遵循組織的政策和程序，以持續地改善
個人職場表現。 

 領導和團隊合作(leadership & teamwork)：應用領導和
團隊合作技能，與他人協同合作，達成組織機構的目標。 

 倫理與法律責任(ethic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認識
和了解專業倫理和法律責任的重要性。 

 就業力和生涯發展(employability and career 
development)：認識和了解就業力技能的重要性；探索、
規劃和有效地管理職涯。 

 技藝技能(technical skills)：應用技術知識和技能於所有
生涯類群中發展個人職涯，包括應用科技系統於生涯類
群的設計、操作和維持的知識。 





步驟一   瞭解自己 

步驟二   探索生涯資訊 

步驟三   發展生涯計畫 

步驟四   增進生涯技能 

步驟五   獲得進修/就業機會 

CTE生涯規劃步驟 
企業參訪、大學參訪
生涯探索課程、生涯
資訊工具、服務學習、 
志願服務、職場見習、
實習、接受督導 

生涯與技藝教
育課程、學生
專業組織、工
作相關經驗、
工作技能競賽 

生涯目標、
行動計畫、
支持資源 

興趣、能
力、價值
觀、特質 



Resources for K-12 

Virginia Career View 

Virginia Education Wizard 

 California Career Zone 

New York CareerZone 

Vermont Career Gateway 

 

http://www.vacareerview.org/
https://www.vawizard.org/vccs/Main.action
http://www.cacareerzone.org/
https://careerzone.ny.gov/views/careerzone/index.jsf
http://www.vtcareergateway.org/


我國青少年學生生涯輔導資訊平台 

教育部生涯輔導全球資訊網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生涯輔導資訊網 

大考中心：漫步在大學/認識學群 

行政院勞委會：青少年資訊站 

 

http://bigbee.heart.net.tw/career_edu/
http://care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cee-18g.htm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cee-18g.htm
http://major.ceec.edu.tw/search/cee-18g.htm
http://tnesa.evta.gov.tw/Young/Default.aspx


性質 站名 說明 

職
業
資
訊
介
紹 

行業職業就業指南e網 http://statdb.cla.gov.tw/careerguide/defult/index.asp 

特色：行業特性、工作環境、訓練與升遷、薪資、前景與
展望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
台--職業查詢 

https://ucan.moe.edu.tw/search.asp 

特色：16種職業類型簡介、就業途徑、相關職業介紹 

華人生涯網--路徑探索 http://careering.heart.net.tw/info/ 

特色：23種職類簡介、瞭解職業、資料查詢、個人資料庫 

大鵬網—產業職業資
料庫 

http://youngeagle.kkp.nsysu.edu.tw/files/11-1174-4108.php 

特色：依UCAN職業分類查詢職業資訊、依職業興趣查詢
職業資訊 

職
業
訓
練 

職訓e網：職業訓練資
訊 

http://www.etraining.gov.tw/ 

特色：職訓課程資訊、課程查詢、職能探索 

青年職業訓練中心   http://www.yvtc.gov.tw/index.php 

特色：職訓職類介紹與招生訊息 

104教育資訊網 http://www.104learn.com.tw 

特色：各職類證照簡介、就業培訓、資料索取 

職業資訊相關網站 

http://statdb.cla.gov.tw/careerguide/defult/index.asp
http://www.etraining.gov.tw/
http://www.yvtc.gov.tw/index.php
http://www.104lear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