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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信念與積極正向思考



教學目標

◦介紹生涯信念

◦介紹生涯迷思

◦積極正向的思考

◦預約諮商中心的生涯信念量表測驗



生涯信念



我的仙女棒

Q：若沒有任何的限制，你可以得到一切你所想要的，你想做什
麼？
◦凡是人心所能想像並且相信的，終必能夠實現。你的心靈有讓慾望成
真的無限力量

◦活出自我，找到沒有極限的真實自我的方式來開始我的人生，掌握自
我的心靈，並將它導向自己所選擇之目標

◦無論我的目標是金錢，是他人福利或是這些的總和－可能同等重要－
要知道心靈力量是唯一能瞭解自己並相信自己能力的東西



我們這個年齡的懼怕？

◦失業率3.67％
◦行政院主計處2017年12月的統計，44萬失業大軍，過半是25歲至44歲
的青壯年。逾半是肩負養家重任的青壯年，難免年輕人對失業產生恐
懼

◦無論是社會新鮮人或職場老手，平均都要花費7個月以上的時
間才能找到工作

◦欠缺工作經驗的20歲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長期在10％以上，嚴
重打擊年輕人的就業信心





生涯信念與生涯規劃的關係

◦一般人的想法或信念往往會影響其生活的感覺，進而影響其身
心的健康

◦積極的想法對身心的健康有益；積極的信念更能影響生涯的規
劃與發展

◦瞭解自己生涯信念很重要，可激發個人找到自己的興趣，發展
成專業，然後賺大錢

◦生涯規劃應強調成功學與積極的心態，所有的財富都是從觀念
開始的。鼓勵人們活出自我，有自己的思想，找到自己的目標
並達成之



生涯信念的性質

◦生涯信念的性質：是一組對自己，以及對自己在工作世界未來發展
的綜合性假設。這些假設會影響個體的生涯選擇行為。包括：自我
應驗的預言、自我內言、非理性信念、不良適應信念、麻煩的生涯
信念

◦生涯信念無所謂好壞，也無所謂正確或不正確，在生涯諮商的個案
中常常見到的「麻煩的生涯信念」(troublesome career belief)

◦「麻煩的生涯信念」，負面的信念影響到正常的生活或無法做抉擇
◦ 錯誤的推論單一標準的自我比較或對結果災難情緒的誇大
◦ 錯誤的因果推論擇善固執
◦ 因小失大
◦ 自欺欺人



思考目前現階段壓力的來源

A─B─C

事件─想法─反應

S─R

B想法

C反應

A事件

S刺激 R反應
想
法



B.信念想法

不合理的評估：
真糟，我的學習過程都浪費了，我真是不夠聰明
，我真是沒用。

合理的評估：
真不幸，但我要拯救自己的專業能力，檢討考不好的
原因，是否讀書方法或考試方法不對，組靠證照的讀
書會，相信遲早我都會考過的

A.生活發生的事件
壓力：
希望考上某張專業證照，但未
考過

C.結果反應
情緒困擾：
覺得憤怒、沮喪又
焦慮、緊張或恐慌

C.結果反應
情緒困擾：
覺得憤怒、沮喪又
焦慮、緊張或恐慌

情緒平靜：
覺得懊惱、生氣，但
還保有信心與希望



思考目前現階段壓力的來源

◦信念和真相的關係很小，甚至毫不相干

◦人不是被事情困擾住，而是被對那件事情的看法困擾住

◦處理自己的生涯信念
1. 還原事件發生時的記憶，並注意生涯信念

2. 需從主觀的事實瞭解自己如何解釋

3. 生涯信念有聚焦的作用，不應忽略

4. 應列出求證信念的具體步驟，並提出反證



生涯迷思



生涯規劃？迷思？生涯迷思？

◦生涯應包括工作層面，家庭與人際關係等層面，簡言之生涯即
生活。但一般的生涯理論僅就工作與職涯層面而定義

◦生涯規劃是指個人對生活的一套有系統的個人的人生計畫

◦迷思就是錯誤的信念

◦生涯的迷思就是在做個人職業抉擇的障礙

◦生涯輔導是幫助人們破除生涯迷思並從過去所在之境提昇到他
們人生中的夢想之境的輔導方案



生涯迷思－錯誤的想法

1. 生涯發展只能有一次的決定/生涯抉擇

2. 如果我做了改變，註定就是失敗了

3. 只要我在工作上全力以赴，沒有什麼事是我不能做到

4. 我這個人有沒有價值，完全要看我從事什麼職業

5. 職業心理測驗是水晶球

6. 每個人都可以做總經理

7. 興趣與能力有必然的關連性

8. 放棄的人永遠不會成功
◦ 我國青年所持有的：1. 面子主義；2. 性別刻板化印象
◦ 生涯信念的特性：信念之間，極為獨立

態度比事實重要的多



五個生涯迷思是非題

◦職業抉擇一生只有一次
◦ 非理性的思考：生涯發展只包含唯一的並且是最後的職業抉擇
◦ 合理性的思考：生涯發展包含一連串的職業抉擇，所以並不需要現在立刻決定人生的每一件事

◦職業心理測驗是水晶球
◦ 非理性的思考：在做職業抉擇前，必須做職業心理測驗，絕對的確定，否則不敢行動
◦ 合理性的思考：雖處於不確定狀態，除了做心理測驗，也可開始收集其它有關的資料，對個人
做決定將會有所幫助

◦個人都可以作總經理
◦ 非理性的思考：只要夠努力，我就能做任何事
◦ 合理性的思考：努力工作是達到成功所必備的條件，但是非充足的條件



五個生涯迷思是非題

◦興趣與能力有必然的關聯性
◦非理性的思考：如果有興趣或能找到個人興趣，個人才會在成績有好
的表現

◦合理性的思考：即使個人對某科目沒有興趣，仍可有好的成績表現

◦放棄的人永遠不會成功
◦非理性的思考：如果個人已做了生涯規劃，而後卻改變了或放棄原有
的想法，就認為自己是失敗的

◦合理性的思考：若放棄原有想法或做了某種改變，仍然是正常的適應
生活行為的反應



積極正向思考



積極正向的思考

◦樂觀不夠、悲觀不愁，你需要的是？
◦正面思考
◦ 在遇到挑戰或挫折時，人們會產生「解決問題」的企圖心，並找出方法正面迎接
挑戰。反之，負面思考就是一遇到挫折，人們就被負面情緒打敗，而責怪自己、
環境，最後選擇退縮、放棄或報復

◦積極信念
1. 受挫折會力圖解決問題，找方法迎戰

2. 現況：受挫時正面思考者不到一成

3. 進化：不斷練習改變思路，能強化正向能量



積極思考走出生命的低谷

◦實例：
◦ 某大專生，面對考高普考失敗，雖能坦然面對、積極準備第二年的考試。不
過，對錄取率低與對外來就業市場的無法掌握、重考第二年是相當沈重的壓
力…

◦積極信念：
1. 永遠要行動，就好像你不會失敗一樣
2. 面對困難問題，就是培養信心產生智慧的機會
3. 不能讓逆境影響生活品質
4. 自覺逐漸掌握自己的情緒，不任由環境擺佈
5. 危機就是轉機，培養彈性保持其他職業選擇的可能性



負
面
事
件
：
落
榜

悲觀解釋風格

內在、穩定、
全面性
「我考不上，
因為我很笨」

樂觀解釋風格

外在，不穩定，
特定性

「我這次沒考
上，因為可能
讀書方法 /考
試方法不正確，
讓我沒上」

對未來發生的
事情沒有控制
能力
「沒什麼事比
這更糟了，我
大學一定找不
到工作」

對未來發生的
事情有控制能
力
「檢討後，下
一次我會花更
多時間準備，
就可以考得理
想了」

持久性的負面
情緒，憂鬱被
動的，行為習
得的無助

暫時性的負面
情緒
主動的，目標
導向的行為

歸因風格 歸因 預期 結果



思維決定不同人生

◦每個逆境，必有它積極正面的意義

◦上帝關了一道門，必然開啟另一扇窗－心靈的成長與個人潛能
的超越！

◦ 90/10法則＝ 90％是我們的思考方式＋10％是際遇

◦成功＝ 100％目標＋0％方法（0＝無限大）

◦人生是不斷的選擇，每個選擇之後就會有不同的路標

◦真正有價值的人，是在逆境中含笑的人，只要相信自己，心誠
則靈！



走出失戀情傷

◦案例：
◦ 過年前和男友分手，雖然已經歷三次戀愛，心情還是很沮喪，我該如何調適
呢？

◦全台男女平均要談4.35次戀愛才能找到另一半

◦分手主動者：「個性不合」；「感情轉淡」為由分手居多

◦為變心或被動一方：嘗試挽回這段情感；強烈失落感或挫折感、心
情沮喪，做什麼事情都沒勁，嚴重者偏差行為

◦戀愛成功＝瞭解自己＋具有愛人的能力

◦命好不如習慣好─習慣指的是思考的習慣！！



走出失戀情傷

◦ 案例建議：
◦ 走出情傷陰影，調適自己心情的方法

◦ 瞭解失戀的心理歷程

◦結算彼此的關係

◦ 和安全、信任的親友傾訴

◦ 更換環境、轉變心情

◦ 正面思考與面對

◦剖析問題所在

◦ 許多未婚者總被「際遇」所迷惑與苦惱，而忘了培養經營感情的能力才是幸福
的關鍵。積極的態度面對目前的單身生涯，從事自己喜歡的娛樂或參與學習幸
福能力的課程。



放大鏡原理：我的克服懼怕故事

愛默生說：「恐懼比世上其它事物更能擊敗一個人。」

◦大部份的人只要一個，僅僅一個挫折便會將他們打敗

◦焦慮最大的支撐物就是隨時隨地想到你的焦慮

◦摧毀並拔除焦慮的最有效的東西，將焦慮反應轉為某種建設性
的活動

◦上天要送給你一份禮物的時候，總是把它包裝在一個問題裡。
問題越大，禮物就越大



放大鏡原理：我的克服懼怕故事

◦放大鏡原理
◦以明確的目標來控制心態。心中所有無限的力量便只集中在該目標上
知道自己的目標，就不會被與你目標無關的境遇或言語導入歧途

◦若將意念對焦在成功，自然會想出無數成功的方法，懂得透視成功的
機會。真實、真誠和真心必能驚天地，泣鬼神，感動人

◦免於恐懼，便能自在生活



SHARING YOUR 
POSITIVE THINKING 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