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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生涯楷模範例 
激發追求生涯夢想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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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組長 
•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教授 

• 綠色照明企業總經理特助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 私立靜宜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流
程 

一、大專校院學生職涯發展教材主要架構 

二、當前學子特性 

三、主軸三教材單元簡介 



01 大專校院學生職涯發展教材主要架構 

共分三大主軸/七主題/26單元 
主軸一：職涯優勢學習（L，Learn） 
主軸二：職涯進路準備（P，Prepare） 
主軸三：職涯籌劃實踐（A，Actualize） 



01 大專校院學生職涯發展教材主要架構 

共分三大主軸/七主題/26單元 
主軸三：職涯籌劃實踐（A，Actualize）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3單元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3單元 



02 當前學子特性 

讓人頭痛的職場新兵 

•「這工作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怎樣的？我也不
知道。」永遠都在追尋理想的迷青。 

•不看場合說話，讓人內傷吐血的無腦真誠語錄。 

•只能用「瞎」形容的工作品質。 

•交代的事記不住，卻不記筆記備忘。 

•很愛滑，卻不看工作LINE板。 



讓人頭痛的職場新兵 

•別人的指引不聽，非用自己的方式愚公移山，結果爛爆後
再來苦情無辜，怨老闆和同事不教。 

•工作做完不檢查，錯誤百出就交卷。 

•常唉聲嘆氣工作做不完。 

•有SOP可以看卻不看不照做，一直問、一直錯，真是鬼打
牆! 

•遇到任何問題都不求救，直到出人命被知道! 

•雞同鴨講! 

•白目出賣好心給建議的前輩。 



天人交戰的單選題 

做事嚴謹 

做人苛刻 做事迷糊 

做人和善 



02 當前學子特性 

新人甄選與留任率問題： 
千禧世代在職場上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接受現況  

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起點  



七、八年級生對工作怎麼想?  





小結 

七、八年級生就是…  



四、五、六 

年級生 

七、八 

年級生 

















03 主軸三教材單元簡介 

共分三大主軸/七主題/26單元 
主軸三：職涯籌劃實踐（A，Actualize）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3單元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3單元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3單元 

 讓學生認識、瞭解並建立自己的生涯方向，進入
自我負責、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的模式。 

1.圓滿人生怎麼過（磨課師單元為A1生涯理念） 

2.打造未來願景 

•編製劇本 

•勾勒圖像（磨課師單元為D1計畫圓夢） 

3.籌劃圓夢行動（磨課師單元為D1計畫圓夢）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3單元 

讓學生盤點自己在追求職涯的過程中，哪些資產。 

並為不如預期但卻很普遍、很真實的職涯實境，做好心理準備。 

進一步能從困境中，獲取收穫、再次出發。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3單元 

1.盤點實踐資產 

（磨課師單元為A4生涯韌性) 

享受意外變動 

（磨課師單元為D4享受萬變） 

•回歸圓心 

•衝突對話（磨課師單元為D2超越衝突） 
2.落實實踐之道 

•製作圓滿 

•展望未來 
3.延伸實踐經驗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1)生涯的第一堂課。 

•建立學生對生涯發展本質的認識，特別是         
探索-決定-執行三大元素。 

•覺察自己對未來生涯的理想期待。 

(2)準備進入實習場域，對生涯已有基礎認識者。 

•展現自己期待的未來理想自我。 

1.圓滿人生怎麼過 

適用於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1.圓滿人生怎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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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1.圓滿人生怎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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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1.圓滿人生怎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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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1.圓滿人生怎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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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涯楷模小影片 
推薦：大鵬網/產業與職業報導 
      台灣演義/林書豪/吳寶春 





展現自己期待的未來理想自我 



展現自己期待的未來理想自我 



展現自己期待的未來理想自我 



展現自己期待的未來理想自我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2.打造未來願景 
       -編製劇本 
       -勾勒圖像（磨課師單元為D1計畫圓夢） 

生涯是「活」出來的，是真實經歷過的，而不是空
中樓閣的想像 

透過本單元引領出的理想生涯「視覺圖像」、「故
事敘說」，提升學生追尋理想生涯的動力與方法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2.打造未來願景-編製劇本 

◎ 今日生活微電影海報說明： 
現在做為一個學生，每天認真
上課，並參加課外活動充實自
己其他的知識技能。 
住在學校宿舍，要去其他地方
不是走路就是搭公車，喜歡跟
同學們一起到處參加活動、一
起上課、玩耍的日子，學校就
像是我的另一個家。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2.打造未來願景-編製劇本 

◎ 中間時期（過程1）海報說
明： 
畢業後進入雜誌社當工讀生，
幫編輯們跑腿打雜，通常是泡
茶、打掃或影印，有時候被分
配到幫忙校閱文字或排版就會
很開心，努力學習成為一個編
輯所需具備的能力，觀察前輩
編輯們處世待人的方法。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2.打造未來願景-編製劇本 

◎ 中間時期海報說明： 
剛成為編輯，還無法做獨立的
報導，跟在前輩身旁幫助做採
訪工作或收集資料，偶爾做錯
事會被罵得很慘，這種時候都
會很難過，但是我知道我只要
努力，我一定可以更好，正在
努力成為一個有自信、有能力
的編輯。 



信念 
給自己一些話，勉勵自我持續邁向這
個理想 
*不要懷疑自己的能力，我相信自己
有能力成為一個成功的編輯！ 

步驟 
我需要經過哪些準備的過程與步驟 
*學習成為編輯必備的文字能力 
*進入雜誌社 
*了解採訪應該注意的事項及口條邏
輯能力 

劣勢 
有哪些自我劣勢會影響我達到理想 
*執行能力不夠 
*沒有堅定的意志力 

資源 
有哪些外在資源可以幫助我，如何找
資源 
*找尋做類似行業的學長姐，詢問相
關經驗 
*多參加相關活動 

理想生涯目標 
成為雜誌社 

編輯 

阻礙 
要達到理想目標會有哪些外在阻礙 
*找不到好的機會讓我的能力被看見 
*主編想要的東西跟我想呈現的不同 

優勢 
我已具備哪些自我優勢會幫助我達到
理想 
*有自己搜尋相關資訊，知道工作內
容及自己可能會遇到的挑戰 
*對自己的眼光有信心 

行動 
最近我就可以做什麼，讓我更接近理
想生涯 
*開始尋找可以當工讀生的雜誌社，
也可免費去幫忙 
*多詢問身旁是否有相關經驗的人，
訪談他們的生涯 

見證 
朋友的見證與祝福 
*我知道你可以，加油！ 
許美美103/11/28 
*希望過十年後你會成為主編，完成
你的夢想～ 
陳阿呆 103/11/28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3.籌劃圓夢行動 

以自由書寫發想「專業學習」與「個人生活」
上的夢想，以九宮格草擬圓夢行動。 



主題六：A1打造希望感 3.籌劃圓夢行動 

健康 休閒 學業 

興趣 進修 

家人 財務 
 

工作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 1.盤點實踐資產 

適用於確認生涯目標
後，與其像無頭蒼蠅
橫衝直撞，不如先知
道自己能運用哪些能
力、機會與優勢。 

華人生涯網（CNN）：
生涯開展能力量表、
生涯開展狀態量表。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 

1.盤點實踐資產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 

1.盤點實踐資產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 1.盤點實踐資產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 1.盤點實踐資產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 1.享受意外變動 

讓學生有心理準備面臨必然的生涯變動， 

並能理性分析以解決問題、達成既定目標。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 

2.落實實踐之道-回歸圓心、衝突對話                                     

在圓夢九宮格外，畫上挑戰框，寫下挑戰與感受，並
與組員分享。 

在挑戰框外，畫上突破框，依次應用「掌控力」、
「開放力」、「開展力」與「籌劃力」來發想突破之
道。持續圓夢，就有希望! 



主題七：A2提升實踐力 

3. 延伸實踐經驗-製作圓滿、展望未來 

適用於：生涯的最後一堂課 

透過生涯楷模小影片，鼓勵學生以開放而積
極的態度面對生涯中的意外、挫折與機員。 



01 02 03 04 

大專校院學生職涯發展教材 
目前仍持續依據學生的發展狀況與產業反應，進行增修中… 

歡迎使用! 



THANKS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