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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CN 職業組合卡乃融合理性與直觀運作的線上個人探索系統，可用於探索興

趣、技能、工作價值、工作風格。操作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二階段分別是

「區辨偏好」、「敘說理由」，其設計理念都來自傳統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則提

供來自生涯建構方格、生涯敘事、生涯繪圖的五種整合方法。 

由於該系統鑲嵌在多功能的生涯資訊與輔導系統（華人生涯網，CCN）之中，

故具有下列優於紙本職業組合卡之實務應用優勢：(1)以個人化問題協助當事人

列出與個人生涯發展經歷密切相關的、具有個人意義的自選職業；(2)提供 855

個職業的大量資訊，包括職業簡介、主要任務、養成單位以及職業特徵等；(3)

針對每個職業特徵，均採用所有指標分數來做精細估算；(4)提供來自 O*NET 與

使用者之常用理由，以協助使用者拓展思考範疇；(5)提供視覺化的個人理由樹

狀圖來呈現個人理由之整體架構；(6)提供五種自我探索與統整方法來梳理個人

生涯之錨或生涯願景，包括：「天地人繪圖」、「自由繪圖」、「說心」、「說願景」、

「看天地人繪圖說故事」、「看自由繪圖說故事」等；(7)以線上結構式導引輔助

使用者在沒有生涯實務工作者協助的情況下進行初步的探索與統整；(8)在評比

分析中，援用前兩階段的探索資料，進行生涯建構方格的分析與統整，不僅簡化

填寫過程，更迅速地以視覺化的個人理由脈絡圖呈現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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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輔助大學生達成生涯發展任務之道，除了提供生涯規劃課程之外，隨著現代

資訊科技之不斷突破，生涯網路資源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也日益重要。國內目前已

建置若干適合大學生使用的網路生涯系統，除了以職能診斷為核心的大專校院就

業職能平台（UCAN）之外，還有以整體生涯發展為目標的華人生涯網（Chinese 

Career Net, CCN）。 

  華人生涯網（Chinese Career Net, CCN）是由彰化師範大學華人生涯研究中

心所建置之華人本土性之生涯網站，目的在於建置華人本土化之生涯資訊與輔導

系統（劉淑慧、王智弘、鄧志平、王思峰、李華璋、黃健峰，2011；劉淑慧、鄧

志平、王智弘，2011）。在 CCN 中，提供了包含量化及質化的各種探索工具，「CCN

職業組合卡」（劉淑慧、楊育儀、李華璋、陳詒枚、吳珮瑜，2013）即為其中之

一。CCN 職業組合卡以 Kelly 個人建構理論為基礎，除了協助使用者探索與發展

個人的認知建構系統之外，還將傳統的職業組合卡網路化，進一步搭配生涯方

格、藝術創作、願景敘說等延伸探索方法等不同輔導策略。 

  本文將介紹 CCN 職業組合卡之理論依據、內涵架構以及其線上操作與解釋

功能，最後並與國內其他職業組合卡測驗相比較，以說明該系統在大型生涯資訊

與輔導系統 CCN 之中所具有之實務應用優勢，並指出應用上的限制與使用建議。 

 

貳、理論依據 

 

    CCN 職業組合卡乃以劉淑慧（2003，2010）的實務運作經驗為基礎所發展

的線上職業組合卡（劉淑慧等人，2013），可以針對職業興趣、工作價值觀、技

能、工作風格加以分析。原職業組合卡是以 Kelly 之個人建構理論為依據設計而

成，而 CCN 職業組合卡添加藝術治療與敘事治療之直觀感受，建構出區辨偏好、

敘說理由、評比分析三個輔導策略，串連成序列性的運作程序。本節先依序說明

個人建構理論、職業組合卡、生涯建構方格、藝術治療、敘事治療等相關理論，

下一節再說明 CCN 職業組合卡如何綜合運用這些理論或技術以構成其內涵結

構。 

 

一、Kelly 個人建構理論 

 

    Kelly（1955）的名言是「每一個人都是科學家」。Kelly 的個人建構心理學

主張，人們係依據其獨特的建構系統，主動投入創造或建構意義的歷程，從而建

構其主觀世界。亦即，藉由建立與應用自己的概念分類系統，個人得以理解其所

面臨的事件或情境，並在此基礎上，賦予自身經驗以獨特意義，並且選擇與採取

自己在此情境中的行動（許慧玲，1997）。就生涯發展而言，個人對於職業的想

法與解釋，以及凸顯個人生涯風格的工作價值觀、自我觀、世界觀，莫不來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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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生涯建構系統」（金樹人，2011；金樹人、許宏彬，1998）。從建構取向的

觀點來看生涯，個人如何主觀知覺情境與環境，如何建構環境中的自我，以及這

些理解如何形成生涯目標與人生願景，是影響個人在情境中的選擇與適應的重要

建構歷程（金樹人，2011；蕭景方，2006）。 

    建構具有兩極化的形式，稱為建構極（construct pole），例如：富有 vs.貧困、

有權力 vs.沒權力、容易 vs.困難、有趣 vs.無聊。藉由分析比較事物（例如職業）

的相似、相異點，可以看出個人用以理解該事物的建構系統。個人的建構系統品

質愈好，就愈能導引有效行為。個人可透過與世間事物互動的經驗而持續修正其

理解世界的建構系統，此外，因為人類具有自我反省能力，個人還能透過與外界

的互動經驗而覺察自身，因此也會以相同的歷程，持續修正其理解自我的建構系

統（許慧玲，1997）。 

    同理，與職業有關的個人建構系統稱為「職業建構系統」（vocational construct 

system），是由有關行職業兩極化特性組成的概念架構。該系統具有統整性與分

化性兩種特性，建構系統的這兩個特性越好，就越能導引出正向生涯定向行為；

反之，統整性與分化性較低的人，對自己與環境的理解都容易出現模糊不清的現

象，在做抉擇時也不容易找出清楚明確的評估標準，容易出現都想要、都不想要

或不知如何取捨等困難。生涯諮商的重點就在協助個人展開生涯探索行動，使其

職業建構系統趨於分化且統整，以幫助個人形成較為明智的生涯決定（金樹人，

2011；金樹人、許宏彬，1988）。 

 

二、職業組合卡 

 

    職業組合卡的創始人是 Tyler（1961）和 Dolliver（1967），其實施方法係以

Kelly 的個人建構理論作為導引，後人承續其理念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組合卡與卡

片使用方法。目前國內外盛行的組合卡大致可以歸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職業組

合，即純粹以職業名稱為主；第二類是非職業組合，包括了職業興趣、休閒活動、

大學科系、生涯價值以及技能等。台灣目前最常見的組合卡是金樹人所設計的職

業組合卡，由六十張卡片組成，每張卡片的正面有職業名稱，反面有該職業的敘

述資料。使用者不僅根據自己對這些職業偏好將職業卡分成喜歡、不喜歡、不知

道三堆，還進一步敘說喜歡與不喜歡職業的理由，藉以澄清與界定自己在衡量職

業時的內在建構，以及探究使用者在生涯探索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阻礙與矛盾。接

著，使用者做出兩種統整，一是針對敘說資料做出整體自我圖像的描述，一是根

據最喜歡職業的何倫碼換算自己的何倫碼（金樹人，2000，2011）。 

    金樹人、許宏彬（2003）指出，職業組合卡具有量化評量的功能，其所換算

出來的個人何倫首碼符合 Holland 六角形模式之理論假設（Holland，1985），且

與「我喜歡做的事」職業興趣量表各個分量表有適切之相關，顯現出良好的構念

效度。Williams（1978，引自金樹人，2011）則認為使用者能夠從職業組合卡的

歷程中得到三方面的訊息：（1）當事人的生涯決定歷程，（2）當事人目前職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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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程度，（3）當事人的能力、需要、動機、與興趣等內在價值。從訊息處理模

式觀之，職業組合卡係評量個體職業知識結構最佳的方法。金樹人（2000，2011）

並指出，職業組合卡也具有質性評量的特性，在實施過程中，不僅可以修復及提

升使用者個人建構的品質，還可協助使用者同時進行與卡片、自己與輔導人員的

對話，從而提升自我覺察，澄清內在衝突與矛盾，並且「看見自己」。即職業組

合卡可幫助當事人學習如何看見「我」，實施過程，更有效提升當事人的自我覺

察與了解（金樹人，2000）。然則，林桂鳳（2006）則根據其實務應用經驗指出，

在國高中階段，這套職業組合卡確實可激發學生認識職業的興趣，並以有系統的

方法提升學生的自我認識，但在操作上，卻有經費不足、卡片保存困難、測驗實

際運用困難等限制。綜觀之，金樹人的職業組合卡兼具理性與敘說之特性，能以

結構化的技術讓當事人逐步探索其評量職業的內在建構，並反映出當事人進行生

涯探索可能出現的障礙或矛盾；線上 CCN 職業組合卡不僅突破其在實務操作上

的限制，更結合藝術創作之直觀運作，進一步提升職業組合卡的應用價值。 

 

三、生涯建構方格 

 

    生涯建構方格（career repertory grid）源自 Kelly 在 1955 所提出的建構方格

（repertory gird），是用來理解個人在生涯探索或決定歷程中主觀建構的重要技術

（引自吳芝儀，2000）。所謂生涯建構方格，基本上就是一種「用以評量建構之

間關係的組合測驗，可以用矩陣的形式列出主要的數據」（Bannister & Mair, 

1968），依照其中的「要素」與「建構」產生方式，可分為標準式、自陳式或半

自陳式、改良式等三類。自陳式個人建構方格強調正統的個人建構理論，由受試

者在沒有任何提示或參考標準的情況下，自行選擇要素，以及提出自己的建構。

改良式個人建構方格則保留了建構理論的精神，但計分更精簡，施測的時間也相

對減少，同時，還增加了對元素與建構的等級評定，有利於各種分數的計算（Mau, 

1995）。 

    生涯建構方格的主要程序包括以下三個部分：（1）產生要素，指認知建構所

要分析的對象，如職業；（2）產生建構，即個體在思考或判斷時的基本認知架構，

以兩極對立的形式並陳；（3）按建構的順序逐一評量每一個要素（金樹人、許宏

彬，1998）。完成這些程序後可以得到建構強度、分化程度、偏好值、重要性…

等統計數值。「認知複雜度」反映出個人建構系統中分化的程度，意即一個人在

做判斷時不同考慮層面的相對數目。認知複雜度的相對面係認知統整性，當認知

基模越來越複雜的時候，不僅會呈現高度的分化性，也會呈現高度的統整性

（Werner, 1987）。建構選擇重要性反映出建構元素潛在影響力的大小。 

    和職業組合卡相同地，生涯建構方格不僅是一種評量程序，也是一種質性探

索，除了藉由前述統計數值來評估與理解個人的建構系統之外，這個操作過程本

身也可能幫助使用者釐清自己想要什麼，甚至可能因此提升其分化性與統整性，

並且幫助他們發現問題的新角度，促進思維的改變，使其生涯建構系統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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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治療 

 

  根據美國藝術治療協會（AATA）的定義，藝術治療（Arts therapy）是將音

樂、繪畫、戲劇、舞蹈等形式，運用在心理治療的工具與媒介上，讓人們透過非

口語的表達與藝術創作的經驗，探索個人的問題與潛能，協助人們達到身心平

衡。人們觀賞藝術作品時可以直接領受感覺記憶之刺激活化因而興發情感、情緒

與感受，不受文字或口語能力限制，因為藝術來自於右腦的象徵、隱喻以及衍生

於潛意識的語言（Steele, Kuban, & Raider, 2009）。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藝術治

療，並不需要擁有高超的繪畫技巧，因為它的目的在藉由創作來達到自我提升或

是釋放衝突，完全無關美與醜，不受外界審美觀和價值觀的影響（邱品惠、曾加

蕙，2009）。此外，藝術治療的功能並不僅是治療性地撫平或修復創傷降低焦慮

等負向情緒（陸雅青，2010；賴念華，2009；Alter-Muri, 2004; De Petrillo & Winner, 

2005; Levy, 1995），更可積極促進大眾心理健康和自我價值感（Dalebroux, 

Goldstein & Winner, 2008; De Petrillo & Winner, 2005; Pizarro, 2004）。 

  在任何藝術創作中，其創作背後都存在特殊意義，此意義基於個人對於圖像

的隱喻與解讀。在藝術治療的表達中，常常會以隱喻的方式將圖像和內在心理狀

態作連結，然而，藝術治療隱喻不是一個特殊的諮商技術或方式，而是一種溝通

的媒介，個人從媒材的選擇開始，就是一種隱喻了，再經由藝術創作的方式，將

生活經驗與問題困擾轉成「故事」，成為有意義性與治療性的內容，個人的隱喻

故事更可以視為一種記錄，也因為作品的被保留，所以作品之間可以有時間上的

與對話及不同隱喻（彭信揚，2008）。 

  綜觀言之，藝術治療的領域主要分為兩大學派；其中一派就認為，藝術治療

的重點在於對藝術創作過程的分析與解讀，由當中的象徵符號來瞭解病人的心

理。另外一派，強調「藝術即治療」，除了著重分析與解讀，更強調「藝術創作

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治療（呂素貞，2011；江夢蓉，1998；陸雅青，1999，2001，

2010）。 

 

五、敘事治療 

 

  敘事治療起源於 1980 年代後期，是由澳洲的 Michael White 以及紐西蘭的

David Epston 所發展出來的，他們都是社會工作者以及家族治療師（Beels, 2001; 

McLeod, 2003），因為不滿此領域的傳統想法與作法，因而發展新的觀念－敘事

治療。 

  敘事治療認為敘說的過程會串起、組織一些生活片段，且會帶來有意義的情

節，這些情節會鮮活故事。由於每個人有不同的獨特性故事，有不同對於世界的

看法，因此絕對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且在敘說中，個人如何選擇、組織生活的經

驗，都會充滿個人的意義（Cochran, 1997; Savickas, 1992, 1997）。當我們開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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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說故事的人」的角度來述說自己的生命經驗時，主角運用自己內在的指引

選擇一說故事的主要脈絡，說出一個對自己有含意的脫「受困於故事中人」的角

色。敘說者站在此時此地的時空來發言，像一個創作者一樣，從自己過往的生命

中遴選題材，「創作」出自己的生命。在創作過程裡故事。創造的過程雖沒有捏

造不實的情節，但透過選取與編纂，就能建構出一種眼光，一種主觀的詮釋，來

呈現主角的主觀生命經驗（王理書，2002）。換言之，當個人藉由敘說故事，以

獨特的方式篩選、組織其生活經驗，使之形成一個有主題的故事，就是輔助個人

選擇並活出自己真心想要的生活方式，不僅敘說個人生命故事，更隱含社會文化

的背景與環境脈絡的影響（劉淑慧，2005）。 

  敘事治療最大的特色在於治療師可藉由「外化對話」、「重寫對話」、「重組會

員對話」、「定義式儀式」、「突顯特殊意義事件的對話」、「鷹架對話」等工作地圖

技術來和個案共同經歷這場旅程（黃孟嬌，2008）。透過這些技術，讓當事人以

「說故事的人」重新經驗自己的生命故事。然而，人們對週身環境或過去生活經

驗的理解在本質上必然是一種虛構故事(fiction)，且藉由敘說的過程將主觀意義

連結到週身環境或過去生活經驗上，此過程真正對人們生涯行為產生影響的不只

是客觀的週身環境或過去生活經驗，而是被賦予以個人意義的、關於週身環境或

過去生活經驗的故事敘說（Ricoeur, 1984, 1988, 2008; 劉淑慧，2013）。 

  綜觀之，敘事治療鼓勵人們描繪自己的故事，故事是相互影響的，聆聽與敘

事問話都是協助故事主人解構主流論述與重新建構，透過故事重新敘述的機會，

去發現新角度與新視野，進而產生新能量（彭信揚，2009）。相對之，敘事取向

的生涯諮商，重視個人與週身環境與過去生活經驗的互動，鼓勵個人能活出自己

真心想要的生活方式（劉淑慧、王智弘、鄧志平、王思峰、楊育儀、林其薇，2013；

Heidegger/陳嘉映、王慶節，2006）。 

 

參、CCN 職業組合卡之內涵結構 

 

  金樹人的職業組合卡在團體應用上仍有相當限制，例如，林桂鳳（2006）指

出，若想在班級實施，往往會遇到測驗數量不足、經費不足、卡片保存空間困難、

使用者在進行過程中混雜卡片造成卡片維護的困難等等限制。此外，劉淑慧

（2003、2010）認為，紙本的職業組合卡有兩個致命限制，其一，使用者所探索

的職業範疇被侷限在測驗編製者挑選出來的、所有使用者共同使用的標準化職

業，無法針對個人在生涯發展歷程中實際接觸的、更具有個人啟發性的職業進行

探索；其二，限於卡片的篇幅，每張卡片所能提供的職業訊息相當有限，限於卡

片的製作工程，卡片所載的職業訊息也很難快速而持續的更新。 

  有鑑於紙本職業組合卡的限制，華人生涯研究中心以劉淑慧（2003，2010）

的實務運作經驗為基礎所發展出的線上職業組合卡（劉淑慧等人，2013）。 

  「CCN 職業組合卡」之整體理論架構如下圖所示，操作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二階段分別是「區辨偏好」、「敘說理由」，其設計理念都來自傳統職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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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卡，但可廣泛用於探索興趣、技能、工作價值、工作風格。在 CCN 系統中的

第三階段共提供三大類整合方法，分別來自生涯建構方格、生涯敘事、生涯繪圖。

以下分別說明其具體進行方式：第一階段「區辨偏好」，先以開放式問題引導使

用者填寫出數十項與個人生活經驗密切相關的職業，再由使用者依據個人偏好將

職業分為喜歡、不喜歡、不確定三堆，系統根據喜歡職業在「路徑探索」資料庫

之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據以回饋使用者的個人特質傾向。第二階段「敘說理

由」，導引使用者分別將喜歡、不喜歡、不確定三堆職業依據主觀判斷的相似性

進一步分成小堆，然後再針對各小堆敘說喜歡或不喜歡的理由，最後再將相似的

理由加以聚合，形成核心理由，系統回饋使用者個人理由樹狀圖。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功能在統整並連結到具體生活經驗。總共提供三

種風格的統整方式，其一使用萃取自生涯方格的評比分析；其二使用敘事方法，

理念設計源自敘事治療，可用以探究生涯之錨（說心）或生涯願景（說願景）；

其三，藝術創作，設計理念源自藝術治療，可採用隱喻導引式繪圖或自由繪圖方

式探究生涯願景。綜合上述，第三階段提供「評比分析」、「天地人繪圖」、「自由

繪圖」、「說心」、「說願景」等多種質性探索活動。其中，「評比分析」，以第二階

段產生的核心理由做為建構、以第一階段產生的職業作為要素，導引使用者針對

每個建構逐一評量每個要素（5 點量尺），系統除了根據評量資料計算出個別建

構的重要性以及整體建構系統的分化係數、統整係數，並進一步依據各個建構與

個人特質的相契合程度繪製理由脈絡圖，以個人為核心、周圍環繞著個人的核心

理由，與個人特質契合度愈高的建構與圓心/個人的距離愈短。「說心」、「說願景」

適合喜歡說故事的使用者操作，「說心」探索個人過去感到愉快、有成就感或有

意義的經驗，協助使用者藉由梳理個人過去經驗找出個人未來生涯中的生涯之

錨；「說願景」探索個人過去展現各種生涯特質的舊經驗，協助使用者藉由梳理

這些經驗而勾勒出更多彰顯個人特質的未來新經驗。「天地人繪圖」與「自由繪

圖」適合喜歡繪圖與創作的使用者操作，使用者可依循個人偏好進行藝術創作，

「天地人繪圖」邀請使用者以特定元素進行繪圖，例如天、地、人、房子等，以

發展出個人的生涯願景圖像；「自由繪圖」則讓使用者藉由完全自由的藝術創作

來發展個人生涯願景圖像。除此之外，使用者還可延續天地人繪圖、自由繪圖之

藝術創作，進入「看天地人繪圖說故事」、「看自由繪圖說故事」，為自己的藝術

作品敘說故事、賦予個人意義，更深入而細緻地描繪與統整個人生涯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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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CCN 職業組合卡」之理論架構圖 

 

肆、線上操作與解釋功能 

 

一、個人線上操作 

 

    CCN 職 業組 合卡 由 個 人進 行 施測 。 個 人使 用 者須 先 於 網 站

（http://careering.heart.net.tw/）上註冊，填入個人基本資料。註冊完畢後輸入個

人帳號、密碼，而後於「CCN 首頁」→「自我探索」→「質性探索」中點選職

業組何卡後進入操作說明頁，使用者閱讀操作說明後即可進入頁面開始操作。 

    職業組合卡操作共有三個階段，需從第一階段開始依序操作，每一頁面依照

步驟指示進行。完成第一階段才能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依此類推，而進入第

三階段後，使用者可根據自己喜好程度自由選擇任一質性探索活動進行操作，

CCN 會自動將個人結果儲存在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庫，以供使用者隨時調閱。若

使用者不只填答一次，各次操作結果仍會保留在個人資料庫，供使用者瀏覽或繼

續操作。 

 

二、個別解釋 

 

    在使用者完成 CCN 職業組合卡各階段後，皆可進入結果解釋頁面。在三個

操作階段中，第一階段協助使用者探索個人特質之職業興趣傾向，呈現「量表分

數」、「折線圖」「長條圖」、「卡片分類」等分欄；第二階段藉由敘說理由釐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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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個人選擇職業的理由，呈現「個人理由樹狀圖」；第三階段透過多元質性探

索活動協助個人統整生涯定位，並連結到具體生活經驗。茲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區辨偏好 

    第一階段旨在協助當事人透過「開放式問題」進行初步的職業探索，歸納出

個人的職業偏好，以及計算個人的特質傾向。使用者可先看見「量表分數」，在

此頁面中，CCN 計算出的個人特質傾向分數，特質傾向為「興趣」、「技能」、「價

值觀」、「工作風格」，並提供「折線圖」、「長條圖」方式呈現，此外，列出使用

者在卡片分標示特質傾向所完成的「卡片分類」。完成第一階段操作，為後續敘

說理由及統整生涯的進階探索做準備（頁面圖像如圖 2）。 

 

圖 2.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一階段結果解釋頁面 

 

（二）第二階段：敘說理由 

    第二階段旨在協助當事人敘說選擇職業的理由，更具體描繪出生涯選擇的樣

貌，此階段亦能反映出個人對職業選擇背後的認知基模。完成第二階段後，結果

呈現個人理由樹狀圖，以及敘說理由列表，為使用者操作第二階段時，所創造出

的核心喜歡理由、核心不喜歡理由、喜歡理由、不喜歡理由（頁面圖像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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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CCN 職業組合卡第二階段個人理由樹狀圖 

 

（三）第三階段：統整生涯 

  第三階段提供「評比分析」、「天地人繪圖」、「自由繪圖」、「說心」、「說願景」

等多種質性探索活動，分別來自生涯建構方格、生涯敘事、生涯繪圖等三大類整

合方法，旨在協助當事人連結具體的生活經驗，梳理個人過去經驗或彰顯個人特

質的未來新經驗，並可依據其偏好選擇說故事或繪圖來進行深入探索，使當事人

能更深入而細緻地描繪與統整個人生涯之錨和生涯願景。 

1.評比分析 

    「評比分析」以第二階段產生的核心理由做為建構、以第一階段產生的職業

作為要素，導引使用者針對每個建構逐一評量每個要素（5 點量尺），產生理由

寶貝球，指出核心理由對個人的重要性（頁面圖像如圖 4），其次個人理由脈絡

圖，除了計算分化係數、統整係數外，亦以個人為核心，呈現核心理由與個人特

質契合度（頁面圖像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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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評比分析之理由脈絡圖 

 

 

圖 5.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評比分析之個人理由脈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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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地人繪圖 

    「天地人繪圖」邀請使用者以「天」、「地」、「人」作為構圖的要素，並思考

其核心理由與天、地、人象徵為何，完成天地人繪圖後，呈現個人「天地人繪圖」

與核心理由對應之象徵（頁面圖像如圖 6）。 

 
圖 6.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天地人繪圖 

 

3.自由繪圖 

    「自由繪圖」提供使用者自由創作與繪圖的空間，能依據個人偏好選擇繪畫

媒材、工具進行作圖。完成自由繪圖後，呈現個人之「自由繪圖」（頁面圖像如

圖 7）。 

 

圖 7.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自由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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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說願景 

  「說願景」是為喜歡說故事的使用者設計的生涯故事敘說輔助模組，藉由回

顧、敘說與梳理個人過去展現各種生涯特質的舊經驗，協助使用者勾勒出更多彰

顯個人特質的未來新經驗。在說願景表格（頁面圖像如圖 8）中填入關鍵經驗之

敘說後，系統會自動串接成一個流暢的「願景故事」（頁面圖像如圖 9），個人可

以進一步編修該故事，並為該故事命名、做序，以突顯出故事的主題，用以突顯

出個人獨特的生涯之錨。 

 

 

圖 8.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說願景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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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說願景 

 

5.說心 

  「說心」是另一個為喜歡說故事的使用者設計的生涯故事敘說輔助模組，回

顧、敘說與梳理個人過去感到愉快、有成就感或有意義的經驗，協助使用者覺察

當下的身體經驗、情緒感受與想法，從而梳理出核心的生涯之錨。在說心表格填

入關鍵經驗後，系統會自動串接成一個流暢的「說心故事」（頁面圖像如圖 10），

用以突顯出個人獨特的生涯之錨。 

 

圖 10.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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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看圖說故事 

  「看圖說故事」共有兩種進行方式，乃選擇不同繪圖作品作為看圖說故事的

圖像，選擇「看天地人繪圖說故事」，為「天地人繪圖」之延續活動；選擇「看

自由繪圖說故事」，則為「自由繪圖」之延續活動。結合繪圖與敘說故事的特性，

協助使用者更深入的描繪與統整個人生涯願景（頁面圖像如圖 11）。 

 

圖 11.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看天地人繪圖說故事 

 

伍、CCN 職業組合卡之實務應用 

 

一、應用上的優勢 

 

  CCN 職業組合卡兼具理性與直觀之特性，和傳統的紙本職業組合卡（例如

金樹人的版本）相較下，CCN 職業組合卡具備下列優勢： 

1. 傳統的紙本職業組合卡只能使用預先篩選的、所有使用者一致的標準化職業

卡，CCN 職業組合卡可以透過「從小到大曾經考慮過的職業」「家人建議你

從事的職業」等問題讓個別使用者列出與個人生涯發展經歷密切相關的、具

有個人意義的自選個人化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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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統的紙本職業組合卡只能以單張卡片的篇幅提供有限職業的有限資訊，

CCN 職業組合卡鑲嵌在大型生涯資訊與輔導系統中，可以提供 855 個職業的

大量資訊，包括職業簡介、主要任務、養成單位以及職業特徵（含 52 項能力、

33 項知識、35 項技能、6 項職業興趣、6 項工作價值、16 項工作風格、41

項工作活動、57 項工作環境）等。 

3. 傳統的紙本職業組合卡只能採用每個職業的何倫三碼，針對使用者篩選出來

的少數最偏愛職業做簡單加權計分，用以估算使用者的職業興趣傾向，CCN

職業組合卡藉由連結大型生涯資訊與輔導系統職業資料庫的優勢，在估算使

者職業興趣傾向時，可以採用每個職業的六型分數，針對所有被個人所選擇

的卡片做精細的計分。而且，CCN 職業組合卡除了可用以探索職業興趣之

外，也可用於工作價值觀、技能、工作風格。 

4. 在敘說理由的過程中，傳統的紙本職業組合卡只能由使用者自發提出各種理

由，或者由陪同的生涯實務工作者提示可能理由，CCN 職業組合卡使用者則

可自行點選參閱由 O*NET工作價值觀加上先前 CCN 使用者常用理由共同組

成的清單，可以幫助使用者拓展思考範疇。 

5. CCN 職業組合卡以視覺化的個人理由樹狀圖幫助使用者形成個人理由（工作

價值觀）整體架構。 

6. 在統整生涯圖像方面，提供多元質性探索活動，例如：「天地人繪圖」、「自由

繪圖」、「說心」、「說願景」、「看天地人繪圖說故事」、「看自由繪圖說故事」

等，使用者可以依據偏好，選擇欲進行的探索活動，進而創造個人意義，梳

理個人生涯之錨或生涯願景。 

7. 傳統的紙本職業組合卡多半仰賴生涯實務工作者導引來幫助使用者形成自我

描述或其他統整、應用，CCN 職業組合卡則應用線上結構式導引，以輔助使

用者在沒有生涯實務工作者的情況下進行初步的探索與統整。(8)在評比分析

中，援用前兩階段的探索資料，進行生涯建構方格的分析，使得傳統職業組

合卡所得訊息獲得進一步分析統整，也使得傳統的紙本生涯建構方格得以簡

化填寫過程，並且迅速獲得各種統計結果。 

 

二、應用上的限制 

 

  CCN 職業組合卡為兼具融合理性與直觀運作的線上生涯探索系統，只要連

結網路即可操作，系統提供結構式導引輔助使用者在沒有生涯實務工作者協助的

情況下，可先進行初步的探索與統整。然則，在實務應用上仍有下列限制： 

1. CCN 職業組合卡為階段性操作流程，不同階段的操作時間有所差異，其時

間短長依序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具體操作時間受個別差異影

響。 

2. CCN 職業組合卡提供多元且豐富的素材與測驗結果，建議在生涯輔導人員

的引導與諮詢下進行，以落實其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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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CN 職業組合卡尚無團體施測的功能，若應用於團體輔導上，教師須克服

如何將此系統融入班級輔導，以及教學設備的支援。 

 

三、應用上的注意事項 

 

  CCN 職業組合卡不僅具備理性與直觀之特性，亦具備趣味互動與多元探索

的功能，有助於個人進行自我探索，增進自我認識，澄清個人對於職業選擇之困

惑與矛盾。為使 CCN 職業組合卡應用達到最佳效果，以下提出 CCN 職業組合

卡應用建議與注意事項： 

1. 初次操作 CCN 職業組合卡的使用者，可依照系統提供的結構式導引從第一

階段開始進行操作，每個階段皆會提供不同測驗結果，若對於測驗結果有任

何疑問，除了可從華人生涯網 CCN 找尋相關資源，亦可向生涯輔導工作者

尋求事後諮詢。 

2.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一階段協助個人區辨偏好，以 Holland 六種人格形式呈

現，若想多方探索相關學系或科系，可連結至華人生涯網之路徑探索，選擇

「契合度篩選」來尋找與個人偏好相契合的學系或科職業；亦可操作質性探

索中的「生涯空間建構」來搜尋與相契合學系或科系相似的其他學系或職業。 

3. CCN 職業組合卡第二階段協助個人敘說理由，先將職業依相似性分類，並

敘說核心理由，其過程所撰寫的理由、核心理由寫得越具體明確，對個人越

能達到自我探索與建構的效果。 

4. CCN 職業組合卡第三階段協助個人統整生涯之錨和生涯願景，提供多元質

性探索活動，例如：評比分析、天地人繪圖、自由繪圖、說心、說願景等，

建議使用者可以多方嘗試各種探索活動，激發個人創造力與梳理個人生涯之

錨和生涯願景。 

5. CCN 職業組合卡雖可提供豐富資料，但也相當耗時，建議先實施職業興趣

之一般量表，之後再針對對測驗結果或其應用有疑問的當事人進一步提供

CCN 職業組合卡，導引使用者進行量化與質性探索之交互檢核與延伸。 

6. 應用於班級輔導或團體諮商中，須特別注意操作時間，以及個人探索的深度

與目標。建議針對使用職業興趣量表後對測驗結果或應用有疑問的學生或當

事人 

7. 應用於班級輔導或團體諮商時，適合團體初期的個人特質探索，與中期職業

選擇與生涯矛盾的探索。 

 

  由上述可知，CCN 職業組合卡強調提供相當豐富的素材，激發當事人主動

參與的精神，刺激新的探索動機。生涯諮商與輔導人員可應用 CCN 職業組合卡

來協助當事人進行職業探索，並透過多元質性探索活動協助個人探索職業興趣、

工作價值觀、技能、工作風格，統整生涯願景、發掘生涯之錨。除了使用 CCN

職業組合卡進行探索之外，更可進一步應用各階段的產出物提供個別或小團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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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輔導，以深入探討個人化的生涯發展議題。各級學校的生涯輔導工作者還可善

用 CCN 職業組合卡進行班級輔導活動，將 CCN 職業組合卡鑲嵌在更廣博、更

深入的整體生涯輔導脈絡中，既能善用 CCN 職業組合卡之操作結果，也能落實

學生中心本位之生涯教育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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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ional and Intuitive CCN Vocational Card Sort:Practical 

Applications with Career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Cyb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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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Yi Yang Hua-Chang Lee 
 

Abstract 

  CCN Vocational Card Sort is an online personal exploration system that 

combines rationality and intuition.  It is designed to explore individual interests, 

skills, work values and work styl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imilar to the traditional Vocational Card Sort,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s are “Trait 

Distinction” and “Narrating Reasons,” respectively. The third stage provides five 

integration methods encompassing career repertory grid, career narrative, career 

painting. 

  Aligned with a multi-function career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cyber system, the 

online system has the following practical advantages over the traditional Vocational 

Card Sort: (1)With personalized questions, it gives users the opportunity to list 

occupations that are self-related and personally meaningful; (2)It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855 occupations, including introduction, tasks, and department and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3) For each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dex scores 

are used to get a better estimate; (4) Based on O*NET and CCN user data, it provides 

a list of common reasons to help users expand their scope of thinking; (5) It shows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personal reasons in visualized picture form; (6) It provides five 

self-exploration and integration methods for personal career anchors or career visions 

using online structured guides, including “Guided Painting,” “Free Painting,” 

“Describing My Feelings,” “Describing My Vision,” “Telling-story from Guided 

Painting,” and “Telling-story from Free Painting”;  (7) It provides online structured 

direction for supporting primary self-directed career explor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8) In the appraisal analysis, it uses data from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tages to 

process the career repertory grid, which not only simplifies the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uses maps of personal reasons to visually illustrate statistical results within a few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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