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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陳嘉穎* 陳泔樺** 朱惠瓊***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中生涯輔導使用「我的任意門」卡作為研究工

具，結合基本藝術媒材的生涯探索活動的成效，包含事前、後訪談與個

別活動帶領三部分，以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與統整。研究對象為六

名有意進行生涯探索之高三在校青少年。結果發現：一、協助參與者產

生正向感受；二、生涯圖像具體化、未來生涯藍圖想像的激發等；三、

深化生涯自我覺察、提供生涯敘事空間，重新體察生涯興趣；四、投射

價值觀、產生對生涯探索的詮釋與選擇、再現生命經驗畫面；五、降低

防衛及生涯困擾。依據結果對實務工作者、校園生涯輔導提出建議。

關鍵詞：生涯探索、我的任意門卡、藝術媒材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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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青少年時期為生涯探索的關鍵期，是一個迫切提供生涯輔導資源

協助的時期。而現階段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讓學生擁有更多的機

會與管道繼續升學之外，校系選擇也因升學制度的調整而變得更為彈性

（楊靜芳，2011）。因此也衍生出了與過去不同的輔導困境：眾多學生

因為背負著繁重課業壓力而未能在備考前充分認知自我，但又希望考後

儘早確認自己的目標校系，便需要在有限時間內接受學校輔導室的輔導

與統整自我，才能做出合宜的生涯選擇。依據研究者於學校輔導現場的

觀察，發現青少年面對生涯晤談，或者是進行自我探索時，常會處於不

知道該如何開始抑或是感受到無法使用豐富的語言表達感受，而在與輔

導老師的晤談過程裡，內在思考歷程的呈現受到極多的限制。

藝術治療的運用裡，投射性視覺圖卡能夠讓使用者藉由隱喻或象

徵的方式來表達自身想法，有利於降低使用者之防衛心理，更自然地建

立晤談雙方的信任氛圍（Gorobchenko & Evmenchik, 2011），便可較有

效地消弭來談之青少年對於個別晤談的抵觸與抗拒。由於青少年進行生

涯探索時，需要的不僅是特定的學業能力，也必須對過往的生命經驗做

出整合，整體性地瞭解自己以形成完整自我認知。投射性視覺圖卡的使

用可協助個體有更具體的理解與深層的自我探索，深化其過去經驗的重

溯、再歷與探索（梁啟超、許育光，2016）。本研究將運用其效果作為

青少年進行生涯探索深層自我的需求之考量。

2014年出版的任意門卡（全名為「我的任意門」），其圖卡中各

式各樣的「門」與「門裡門外的景象」所隱喻的意涵便與生涯發展中重

視「選擇」與「可能性」的核心信念有所關聯，而「門」這個意象具有

過渡性的連結意義，猶如Winnicott的過渡性客體的概念，個體透過具

有過度意義的潛在空間，可發展出連結內在，體驗自主、統整、撫慰與

安定的心理力量，以任意門卡上的圖像進行生涯轉換的心理感受，提升

自身感官經驗，將助於表達潛意識中的想法與感受（江學瀅，2014；

Malchiodi, 2012）。以上優勢便可滿足生涯輔導中當事人需進行深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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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探索與自我覺察之需求（Bauer, Peck, Studebaker, & Yu, 2015）。

從上述可知，藝術治療的許多優點是足以與生涯輔導之需求有著高度契

合，因此本研究欲藉由投射性圖卡――任意門卡做為與青少年進行生涯

探索，了解其實施成效。而為了進一步探索此種活動模式之可能性，便

因此有了高中生涯探索結合藝術媒材的研究設想。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為以下兩部分：

（一） 探討「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

之感受內涵。

（二） 探討「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

之成效。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之研究問題為：

（一）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感

受內涵為何？

（二）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

效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青少年之生涯輔導

所謂的「生涯探索」是指生涯發展和轉銜決策中，一種問題解決

行為，透過對自己的評估及外在的搜尋活動，幫助選擇、準備、適應或

在職業上的進步（楊智馨、林世華，1998；Blustein, 1989），包含對個

人興趣、能力與價值觀等的理解與資料蒐集，產生對於未來生涯上的自

我覺察。青少年階段時期由於適逢自我認同的發展，因此在思考未來生

涯方向的同時，也會產生自己能否實現生涯目標的「生涯自我懷疑」

（career self-doubt）並可能因此自我懷疑感而更易陷入對生涯發展的迷

茫中（Porfeli & Lee, 2012）。實務現場經驗指出青少年生涯輔導的重要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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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困境，過去研究調查中（王秀槐，2006；朱慧萍、饒夢霞，2000；

張麗鳳，2005）發現，近年來大學生中對所選科系不滿意的比例非常

高，將近有四成左右的大專院校學生不滿意目前現在所就讀的科系，有

可能是來自於學生在中學階段，少有機會可以瞭解自我，對於自我興趣

及各科系內容都缺乏充分的認識（王秀槐，2006）。因此如何強化中學

的生涯輔導功能，提供一個妥善的生涯輔導方案是十分必要的。

綜合以上研究文獻之結果可發現，青少年在此時期正位於人生中的

探索階段，在此階段的高中生開始思索自身未來的方向，容易產生生涯

自我懷疑感與自我認同危機，也因此對於生涯輔導與探索的需求十分迫

切。但受限於課業壓力、時間短缺等條件，在設計生涯輔導方案時也需

要考量到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內達到適宜的輔導效果。在生涯輔導

方案的設計中，比起直接提供資訊與建議，協助其發展生涯自我概念較

能夠達成提升其生涯自我效能的效果。

二、藝術治療理論與實務運用

藝術治療所指是一種結合創造性藝術表達和心理治療的助人專業。

案主透過藝術媒材，從事視覺心像的創造性藝術表達，藉此表達自我心

像，反映與統整個人內在狀態（引自臺灣藝術治療學會，2014）。過去

的研究（姚卿騰、陳宇嘉，2018；黃傳永、王俞鈞、陳雁白，2017；

Wong & Au, 2019）發現藝術治療在能使不同對象產生情緒轉化、生命意

義建構、幸福感等皆有其治療效果存在。而藝術治療的媒材運用，也有

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平面與立體、圖畫、剪貼、陶土與牌卡等。

藝術治療中圖卡的使用也可有效地幫助當事人表達，提供個人

更豐富的情感描述，增進助人者對於當事人的理解。雖然圖卡不能代

表當事人，但可以作為連接、澄清、呈現個人生命經驗與意義的方式

（Karnieli-Miller, Nissim, & Goldberg, 2017）。至於圖卡與藝術媒材結

合時可能產生之成效，過去便已有文獻指出，運用繪畫和圖卡可讓當事

人以較無威脅性的方式面對自身的困擾，降低焦慮感、更加放鬆，且當

事人瞭解自己創作內容與其意涵之後，也可以深化對自我議題的覺察和

產生新的想法（Gladding, 2006）。綜而言之，藝術治療涵蓋項目廣泛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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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較高的自由度與豐富度為其一大特色：包括遊戲、戲劇、書寫以

及本研究所採取之繪畫與圖卡等，其目的都在於提供當事人除了口語之

外，一個額外表達自己的情感與想法的管道，幫助當事人更放鬆地表達

並整合自我的經驗、情感和想法。而此目的便與青少年在生涯探索表達

自身興趣與想法、整合自我的需求不謀而合，以下便將著重探討本研究

所採取的生涯探索結合牌卡輔導之相關文獻。

三、生涯探索與牌卡輔導

過去20年來，諮商開始運用一些非傳統的技巧，有別於口語會談，

使用媒材，協助個體能夠在媒材運用過程裡澄清與解決問題，也可以

幫助個案改變與成長（Mosak & Maniacci, 1998; Murray & Rotter, 2002; 

Rosenthal, 1998）。本研究所使用之「我的任意門」卡屬於投射性視覺

圖卡。投射性牌卡包含範圍十分廣泛，大致可分為被動和主動兩種形

式，其中被動的形式是指當事人並未參與創作，而是從挑選現有的圖

片，透過中性的圖片將感覺與想法投射其中，對於抗拒藝術創作者而言

是相對可以接受的（郭思琪，2008）。其特色為使用者藉由隱喻或象徵

的方式來表達自身想法，降低使用者之防衛心理，更自然地建立晤談雙

方的信任氛圍（Gorobchenko & Evmenchik, 2011）。此外，投射性視覺

圖卡的使用也可協助使用者形成更具體的理解與深層的自我探索，成員

除了談論當前狀況之外，也能因圖卡的使用而深化過去經驗的重溯、再

歷與探索。

本研究以投射性視覺圖卡運用於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的主要考量

有：首先，教學現場中較常使用的其他文字型牌卡（如能力強項卡與職

業興趣組合卡等），在使用時有明確的文字註解、來談者許多時候偏向

於升學資訊與建議的吸收，容易導致生涯探索活動擁有較強的指導性。

但投射性視覺圖卡的使用方式則截然不同，帶領者的重點將不再是解釋

來談者之選擇、為其提供建議，而是專注於傾聽，觀察來談者之肢體語

言與表情，在適當時機引導其自我覺察。來談者也從原本的相信帶領

者之詮釋更多地轉為信任自我的領導能力與覺察能力，這樣的帶領風格

也更加有助於青少年自身對於生涯概念的覺察與定義，提升其生涯自我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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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與此同時，在輔助使用者深化自身想法、瞭解自己生命經驗與

脈絡上，鼓勵使用者以自身立場進行解讀的投射性圖卡所能達到的效果

也優於以直觀的文字敘述進行說明的文字型牌卡（黃婷郁、嚴靚、郭人

福、黃政昌，2016）。考量相關限制後，可降低來談者防衛心理、加

速晤談關係建立的投射性牌卡乃尚佳選擇（Gorobchenko & Evmenchik, 

2011）。最後，本研究所採用之「我的任意門」卡，其中各式各樣的

「門」與「門裡門外的景象」所隱喻的意涵便與生涯發展中重視「選

擇」與「可能性」的核心信念有所關聯。在投射性測驗中，「門」代

表的意涵常與周遭環境開放度有關（Buck, 1948, 1966; Hammer, 1964, 

1969），過往研究也指出運用投射性測驗的方式可以協助探索個人生涯

瞭解職涯匹配程度（夏斌文、潘火強，2018；鍾明諺，2013），圖卡投

射性功能可引發探討素材的豐富與貼近、帶來更具體的理解與深層的探

索（梁啟超、許育光，2016）。因此使用「我的任意門」卡與外在環境

互動的元素，協助使用者聚焦於生涯發展議題的探索。

本研究選擇在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中加入藝術媒材創作與圖卡使

用之考量，期望協助活動參與者自我表達，並透過「我的任意門」卡中

的門及門裡門外所連接的意象與自身經驗結合，以及繪畫創作歷程時對

於圖畫之投射，探索當事人自身生涯的可能性，展現其內在的感受與意

義，並依此促進參與者對自身生涯發展方向的覺察與瞭解。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主要針對「對當前生涯發展有所困惑，或有意願

去探索自身未來生涯發展的在校高中三年級學生」。最終活動參與者共

有兩位男性和五位女性，其中包括一名前導性研究參與者（代號P）與
六名正式參與者（代號A至F）。參與者之年齡皆為17歲，學校所在地處
於不同縣市，所在類組橫跨一類組、三類組與體育特長專班。招募途徑

分為網路招募和輔導室招募兩種。研究進行的地點皆為符合個別諮商條

件之隱密空間，以保障參與者隱私與活動過程不受干擾。所有研究參與

者之基本資料詳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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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生理     生涯探索活 事後訪談
 代號  年齡 招募方式 就讀學校 類組 
  性別     動進行時間 進行時間
     臺北市
 P 女性 17歲 網路招募  一 69分鐘 59分鐘
     公立高中
 
     臺北市
 A 女性 17歲 網路招募  三 66分鐘 51分鐘
     公立高中
 
     臺中市
 B 男性 17歲 網路招募  三 62分鐘 50分鐘
     公立高中
  
     臺東縣
 C 男性 17歲 網路招募  一 85分鐘 51分鐘
     私立高中
          
    輔導室 新竹市
 D 女性 17歲   三 68分鐘 54分鐘
    招募 公立高中
 
    輔導室 新竹市
 E 女性 17歲   體育 59分鐘 48分鐘
    招募 公立高中

     新竹縣
 F 女性 17歲 網路招募  二 66分鐘 74分鐘
     公立高中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研究工具有四項，分別為研究者、「我的任意門」

卡、訪談大綱與藝術媒材。

（一）研究者

研究者CO1與CO2，兼具活動帶領者、訪談員、資料分析以及報告

撰寫者多重身分。研究者兩位目前分別為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

學系研究生與實習老師，過去曾修習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諮商輔導技

術與策略、兒童與青少年輔導、生涯輔導與諮商等相關課程，以確保基

本的青少年諮商輔導與生涯輔導的基本知能，同時兩位研究者皆有參加

藝術治療方面的工作坊或是表達性藝術治療的相關講座累計30小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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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搜索和閱讀相關文獻資料，以增進自身於藝術治療領域的專業知

能。

研究者CO3具諮商心理學博士學位與諮商心理師證照和督導資格，

並有藝術治療訓練300小時以上，藝術治療實務工作以及圖卡使用經驗

超過1,000小時，熟悉質性研究分析方式與發表相關藝術治療文獻，具有

豐富相關藝術治療工作經驗。於本研究中負責擔任督導以及報告撰寫方

向指引與討論。

（二）我的任意門卡

任意門卡是一套以江學瀅博士為主要設計者，於2014年出版的以

「門」或「門裡門外」的景象為主題的投射性牌卡。此牌卡共有103張

圖卡，其中五十張為門卡，包括五十種不同樣貌的門，通往各種可能的

空間；另外五十張為門裡門外卡，則是門打開後的風景與世界，提供探

索具有連結意義的主題，剩下三張為說明書。其設計的依據來自於投射

性測驗中Buck（1948, 1966）和Hammer（1964, 1969）所提出的「屋―

樹―人」（House-Tree-Person, HTP）測驗，著重於屬於「屋」的解釋中

其「門」的意涵。投射性測驗依據大量的重複性在不同個體所實施的結

果歸納出各個意象所代表的可能意涵，具有部分程度的可靠性；而隨著

不同個體的反應與狀態，其意涵解釋也會有不同，但背景資料越豐富，

其真實性與正確性也會提升。簡言之，本研究工具「我的任意門」卡，

雖為投射性圖卡，但仍是具有中低度信效度存在。

（三）訪談大綱

研究者在生涯探索活動結束後的一週內，會與該名參與者依循事前

擬定之訪談大綱進行後續追蹤訪談。訪談形式為半結構式，大綱內容可

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使用「我的任意門」卡探索生涯整體活動流

程回顧；第二部分為描述運用「我的任意門」卡以及延伸創作活動活動

對個人生涯探索所產生之感受與影響；第三部分為「我的任意門」卡結

合創作進行生涯探索活動結構與形式分析；第四部分則為活動前後狀態

之對照。前導性研究參與者亦針對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問題，提出相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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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例如「請談談活動感受」、「請說明對於牌卡使用的想法」等，據

此進行半結構訪談大綱之修正。修正後內容簡述如下：請簡單分享這次

使用「我的任意門」卡和創作進行生涯探索活動內容、印象深刻處、對

個人的影響、最有助益處，以及與一般口語探索的差異。最後是評量問

句：為自身生涯困擾的程度重新打分數，最低為1分，滿分是10分，並

說明原因。

（四）藝術媒材

本研究在進行生涯探索活動的過程中會提供參與者基本藝術媒材，

包括彩色筆、粉蠟筆、色鉛筆及八開圖畫紙。讓參與者在圖畫紙上針對

其所選擇之門裡門外卡圖像進行進一步創作或調整，描繪出自身心中的

理想生涯圖像。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可分為前導性研究參與者招募及研究步驟調整、

正式參與者招募、正式活動帶領與活動後資料整理與分析等四階段，茲

分述如下：

（一）前導性研究參與者招募及研究步驟調整

在前導性研究階段，首先邀請一位有意願進行生涯探索之高三學生

參與研究。前導性之活動流程分為活動前面談、生涯探索活動以及事後

訪談三階段，每階段時間約為五十至六十分鐘。在結束前導性研究後，

研究者便根據過程中所觀察到的情況對活動內容作出調整，讓參與者可

擁有更完整的活動體驗及感受。具體調整內容有三：第一部分為將參與

者活動帶領與事後訪談從原訂的不同研究者帶領改為同樣的研究者負

責，以減輕需重新建立關係而給參與者帶來之心理負擔；第二部分為將

生涯探索活動時間延長，評估前導性研究時參與者從引導、創作到探討

與改變畫面所需時間，由五十分鐘延長為六十至九十分鐘，時間上較為

充裕；第三部分則是進一步地完善事後訪談大綱內容，添加了活動結構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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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自我前後對照問題，以求更為完整地瞭解參與者的活動經驗與感

受。

（二）正式參與者招募

在正式參與者的招募上，研究者設計研究同意書和家長同意書暨邀

請函後，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透過學校輔導教師依據其所觀察並徵求青

少年意願，邀請與轉介有意願探索生涯的青少年參與本研究。招募的方

式採兩種管道進行：一為設計活動文宣及網路表單，將報名資訊發布至

網路社群與社交軟體上，以便有興趣的人進行網路報名；二為由研究人

員直接聯絡高中輔導室，在說明研究內容、與之達成共識後，由該校專

輔老師協助活動參與者之推薦。

（三）正式活動帶領

依此圖卡所設計之生涯探索活動主要架構如下：生涯探索活動初始

首先邀請參與者選取一張自身「最有感覺」之門卡（如圖1），並請參

與者描述對該門卡的感覺或想法，接下來再令其選取一張「若站在門上

將會看到」之門裡門外卡（如圖2），並透過卡上的圖像協助參與者進

行自由聯想，在此過程中同時也會加入藝術媒材的使用，讓參與者能夠

對原本所選擇之圖像進行進一步修正或調整，以描繪出更為契合自身理

想之景象（如圖3），並將其與生涯探索加以連結，輔助參與者透過聯

想內容來討論自身生涯發展方向。正式研究以「我的任意門」卡進行單

次生涯探索活動，時長為六十至九十分鐘，活動分為活動前面談、生涯

探索活動以及事後訪談三個階段，瞭解其對於經由此一生涯探索活動得

到那些生涯自我覺察的成效以及活動過程中的使用感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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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門卡―陳述內容「很像看到自己家的感覺、跟自己家門長得很像、
很熟悉、很舒服、家庭和樂的感覺、有歸屬感。」

資料來源：江學瀅（2014）。我的任意門：打開心門˙看見自己。臺北
市：臺灣師大。

圖2  門裡門外卡―陳述內容「跟家裡的現實狀況很符合、大家都坐在一
起聊天、很快樂，放鬆、大家都凝聚在一起，有支持的感覺。」

資料來源：江學瀅（2014）。我的任意門：打開心門˙看見自己。臺北
市：臺灣師大。

圖3 延伸的繪畫創作（8K 圖畫紙大小）
註：本圖片已獲得創作者授權。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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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後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在事後訪談結束後，將訪談錄音轉錄為逐字稿並進行代號編

碼以做後續的分析與資料呈現，編碼和代號皆以英文結合數字為主。兩

位研究者為CO1與CO2，英文的編碼方式依照初談順序，將活動參與者

以P（前導性研究）、A、B、C等依序排列至F。數字編碼第一碼代表的

是參與者、第二組編碼是對話中順序、第三組編碼是對話中切割後有意

義單元的順序，例如第一位正式參與者A的第一句話中的第一個有意義

單元即為「A-001-1」。呈現方式則分為單句和多句結合，當參與者單

句逐字稿內容豐富完整具有代表性時，呈現方式便為單句逐字稿，例如

A-001-1；若參與者單句逐字稿無法充分說明該項成效時，便會以多句

的形式呈現，例如A-001-1～002-1，將參與者的前後逐字稿一併納入，

讓內容較為豐富。

本研究採高淑清（2009）提出之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laysis）進

行資料分析。主題分析強調對文本整體的理解，其分析流程依循詮釋學

「部分―整體―部分」之詮釋循環，以及「先前理解與理解」之詮釋螺

旋（hermeneutic spiral）進行分析。其分析步驟分為七項，以下進行分

項說明：

（一）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

在本研究中的敘說文本所指為訪談逐字稿，其主要目的為將訪談

情境完整還原，因本研究主要在探究任意門卡對於青少年生涯探索之影

響以及成效，其餘活動錄音檔將做為資料輔佐使用，逐字稿內容進行編

碼，以保護當事人之隱私與進行後續分析。

（二）文本的整體閱讀（整體）

事後訪談蒐集的資料以整體性的文本呈現，研究者進行反覆的閱

讀，釐清個人過去在生涯探索上的經驗與背景，融入參與者目前的生涯

探索與經驗當中，以期理解目前所遭遇到的生涯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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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現事件與視框之脈絡（部分）

對於文本有初步理解之後，研究者得以瞭解參與者生涯抉擇與探索

的經驗全貌，並將有關於生涯探索或者是圖卡所帶來的重要訊息進行標

記、編碼與註解，從每一句逐字稿中擷取適切之有意義單元，做為主題

分析之基本單位。

（四）再次整體閱讀文本（整體）

研究者在擷取有意義單元後（部分），回到文本重新閱讀和理解

（整體），重複閱讀後產生新的理解，更能沉浸於參與者的經驗世界與

感受，修正或擴充原先之理解，從原有的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的內涵進

而理解其生涯概念圖像之樣貌，貼近其生涯經驗。

（五）分析經驗結構與意義再建構（部分）

在此階段研究者會新增或修正原先的有意義單元；合併和群聚類似

之有意義單元形成概念（子題），並逐漸產生類別（次主題），重新分

析與整理事件之情境脈絡與視框之變化脈絡，發現青少年使用任意門卡

後對於生涯探索的成效其文本背後之意義。

（六）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整體）

研究者以開放、接納的態度，來回檢視文本之部分與整體，將分析

內容以共同主題之方式呈現。以四個步驟檢驗主題的適切性、合理性與

完整性、關聯性以及創意性。

（七）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

本研究採用三角校正分析者校正的方式，以確立資料的可信度（吳

芝儀、李奉儒譯，1995）。透過研究團隊討論，抽取兩份以上訪談稿，

由研究者和協同分析者先各自畫出一般意義單元，核對訪談資料所擷

取的意義單元是否符合研究主題，在一般意義單元達成共識之後，由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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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共同多次討論之後形成概念架構。參照討論形成之概念架構

表，各自進行編碼，再核對編碼計算其一致性係數。本研究採用Miles與

Huberman（1994）信度公式來計算三位評分間編碼的一致性信度，其公

式為A / (A+B)，其中A代表研究團隊三位編碼者相同的編碼數，B代表

三位評分者不同的編碼數，A + B則代表三位評分者全部的編碼數，若編

碼信度達到可接受 .70的水準，之後就由研究者獨立編碼。研究團隊的

第一份文本即達到 .80的一致性，第二份亦有 .95以上的一致性。主題命

名的部分則以團隊討論的方式進行，而不做評分者一致性係數的計算。

在研究團確認分析主題後，邀請研究參與者互為主體的協助確認主題命

名，以確認共同主題命名的可行性，以確立符合貼近青少年使用任意門

卡進行生涯探索後的經驗感受。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將分為兩節進行敘述：第一節為以「我的任意

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的正向感受之內涵；第

二節為「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對活

動參與者深化其生涯自我覺察之成效。

一、參與者使用「我的任意門」卡其正向感受內涵

（一）活動形式較為彈性，可幫助活動參與者保持放鬆

研究者在事後訪談中發現，參與者普遍認為此生涯探索活動較一般

的學校輔導活動更為彈性、內容更加豐富之外，初期先使用圖卡不需要

特別有美術創創作的壓力而感受較為放鬆。而此活動可降低活動參與者

焦慮之主要原因可從兩方面進行說明：活動形式較為靈活有趣以及「我

的任意門」卡與藝術媒材的使用讓參與者降低防衛。

1. 活動形式較為靈活有趣引發創作動機

在一般的個別晤談歷程中，青少年通常較為抗拒使用單純口語的形

式進行探索，本活動以圖卡選擇與進行繪畫創作，參與者在視覺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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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操作以及自主思考中進行轉換，同時擺脫其原先對於輔導活動較為

制式化的刻板印象。

因為是用比較活潑的方式，就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不是一直都在講

話或是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這樣子。（B-166-1）

因為就是你畫自己想要的，所以就是一個很隨性，你想要幹嘛就

畫什麼的東西，沒有一個框架去限制你的想法……這個活動比較

自由……不會像做測驗那樣，有那種制式化的感覺。（D-024-1、
D-139-1）

就是不會那麼……拘謹吧？就是可以自由發揮啊，不會說就只是一

對一這樣講話，死板的感覺。（E-021-1）

2. 任意門圖卡與藝術媒材的使用讓活動參與者降低防衛

運用牌卡於諮商中可破除當事人對諮商輔導的固有迷思，降低自身

的焦慮，因而有正向的感受，更舒服地進行分享。活動過程中，活動參

與者認為在「我的任意門」卡中清楚看見自己生涯抉擇的象徵圖像時，

會產生愉悅的感覺，而透過想像自己在此生涯圖像中的感受（如站在門

處），將自己的樣貌融入圖卡中，也能達到投入創作的感受。此外，繪

畫延伸自由創作的部分，亦能產生輕鬆自在的感覺，較無負擔或壓力。

就是會讓事情比較放鬆，然後沒有帶太多情緒去想、去思考……還

有畫畫後的探討，因為畫畫比較先放鬆後，就心情會比較穩定一

點點，然後就比較沒有情緒，可以好好想事情之類的吧。（B-212-
01～213-1）

應該是選卡片的時候，看到很多圖像，我不知道那感覺欸，就看到

那麼多畫面和圖片的時候就覺得心情特別好。（C-018-1）

快樂，不單單是在畫畫這件事情上，還有自己腦海裡想的畫面，把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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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活現化，在自己的腦海的時候就覺得說，因為有它們然後我很快

樂。（E-076-1）

研究過程，由於藝術媒材與「我的任意門」卡的介入，參與者除了

口語的互動，也可同時接受多元的視覺刺激與擁有實際手動操作的機會

（如圖卡選擇、移動與延伸繪畫創作），甚至是看圖說故事。活動豐富

度有所提升，活動架構也變得更為彈性，使得活動參與者可在一個較為

放鬆的晤談環境中進行生涯探索，並保持愉悅與舒適的心情。

（二） 「我的任意門」卡激活青少年對生涯思考圖像化，進而透過圖像
進行生涯探索藝術活動    

活動中「我的任意門」卡上的圖像以及延伸的繪畫創作活動皆具有

較強的畫面感，可輔助參與者更自然且清楚地去描述自己的想法以及窺

見生涯的困境與抉擇樣貌。參與者透過自身所選擇與創作的畫面，具體

化自己的生涯圖像，進而能夠更投入、更積極地參與本活動。關於此主

題的進一步說明，主要可分為生涯圖像具體化與圖像視覺刺激生涯藍圖

想像兩方面。

1. 生涯圖像具體化

參與者可在牌卡選擇時看到直接的圖像，能夠將生涯的樣貌透過

圖卡呈現，而在繪畫創作的過程中由於將猶如生涯狀態的門與猶如生涯

進路的門裡門外卡結合，創作出與參與者自身想像相符的畫面，將比抽

象的口語思考感受更為深刻。圖卡中的門卡象徵生涯抉擇或者是生涯樣

貌，面對著不同的生涯進路，產生不同的思考與連結，以圖像的方式具

體化抽象的生涯困境，開啟參與者對於生涯探索的可能性。

就如果比較畫不出來的話可能就比較沒有那個畫面，像這樣就可以

自己看這圖去做聯想，但是如果你畫出來的只能在頭腦裡面想，可

能有時候就會覺得有點抽象有點想不到。（B-107-1）

感覺好像這些東西，就是因為以前在想的時候可能就覺得它們很遙

遠，就只是一個想像，……因為把它畫出來之後它就是可以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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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畫，……就是可以去實現這件事情，……就是把自己腦海中想的

東西去實體化出來，讓我印象很深刻……（D-009～10、D-019-1）

嗯……就是……可以把自己心裡想的……就是畫上去，然後自己看

得懂「啊！這就是我心裡想要的這樣」，就是覺得……蠻深刻的。

（E-016-1）

2. 圖像視覺刺激生涯藍圖想象，提升活動參與度

活動中圖卡的選擇與繪畫的創作皆為直接呈現圖卡的畫面，較具體

的圖像便有助於參與者的思考與表達。此外，由於活動參與者在進行繪

畫創作時需要畫出自己「最理想的生涯畫面」，因此參與者在創作過程

中通常會將自身帶入圖像中以便進行繪畫，此舉除了幫助更加投入外，

當進入到自身所想像的生涯藍圖空間時，也較易進行更深入的生涯探

索。

我覺得就是頭腦就都有想到想要的那個樣子，可是我覺得畫出來會

讓你可以比較專心地去看那個畫面，因為在頭腦就有點模糊的感

覺。（B-108-1）

畫面吧，……但是可能是因為我算是偏圖像型的吧，看到畫面就會

馬上就有想法，就很投入在裡面然後就整個會沉浸在那裡面，……

就是你跟我一直講講講我真的無法理會你在說什麼，可是如果有畫

面出來就「喔～原來是這樣！」（C-248-01~～249-01）

活動過程中發現，「我的任意門」卡與其繪畫作品因為具有較強的

畫面感，活動參與者可從自身選擇的圖卡與創作中將自己原本存於腦海

中的生涯圖像具體化，從而達成兩大效果：1. 此具體化的生涯圖像可輔

助參與者更完整地描述自身想法；2. 參與者在改寫自己的理想生涯圖像

時由於需要將自身帶入圖像中進行創作，當參與者將自身感受帶入圖像

時，便可提升參與者的活動參與度。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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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我的任意門」卡與創作的生涯探索活動具深化參
與者生涯自我覺察之成效

（一）「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的運用具有催化想法之效果

牌卡的使用將有助於促進個案表達、擴展談話內容與深度，引發個

案不同層面的覺察，包含有敘事空間、未來想像、目前狀態困境以及環

境連結等等。本研究運用「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的方式確實有

助於活動參與者口語表達，進而催化其在生涯議題上的新想法與自我覺

察。本主題主要從四方面進行說明：促進口語表達、可促進自我覺察、

猶如連結參與者想像與現實的橋樑以及擴展新思路。

1. 圖像提供生涯敘事空間，促進參與者之口語表達
參與者在訪談過程中便指出，因為「我的任意門」卡與自身的繪畫

創作皆具有圖像，而「我的任意門」卡又特別聚焦在門的意象，強調開

啟一個新契機與連接其他可能的空間，猶如生涯的關鍵點。參與者透過

門卡的選取和對圖卡的情感寄託，輔以圖像的內容進行交流，此特性和

過渡性客體與當事人的潛在空間互動之方式相同，可幫助自己擴展對於

生涯向度或者是生涯困擾的內容與可能性，同時也可藉由更具體的畫面

來更清晰地表達自己對於生涯規劃或者是當下生涯決定，圖卡作為溝通

媒介可以具體表達內心想法與感受。

我覺得最大的轉折是在說要畫出來、就是問我要不要畫出來這個人

的地方的時候，然後就真的可以把自己帶進去……然後融入到裡

面，就可以慢慢講出來的感覺。（B-035-1）

因為在想的時候邊想邊講可能會有一些落差……然後畫出來，就是

看著，然後最後再告訴別人的時候是看著這個畫面講的話會更準確

地告訴人家你要的東西是什麼……你想的東西到底是什麼。（D-
105-2）

畫出的圖解釋自己吧？就是自己解釋自己到底在想什麼，然後在解

釋之後，你又會去想到更多，然後想到更多之後你就會講更多，然

後又會想，講出更多。（F-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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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圖像的選取與想象，促進參與者之生涯自我覺察
參與者在選擇圖卡的過程，有具體的圖像作為依據，例如瀑布、家

人、個人興趣、大自然等連結投射產生，較強烈的視覺刺激便較於原先

的純口語對話更有助於參與者之感知，協助其產生新的自我覺察或開始

產生一些過去未曾想像過的行為與想法。而繪畫作品的過程中，對參與

者而言則是能夠再次組合想像與生涯間的關聯，透過圖像創作產生系列

性的覺察，促進參與者對於自己在圖像中看見的生涯景象作為探索的依

據，並從圖像中發展不同的生涯想像。

（自己畫的作品）就讓我想到，我自己是比較想要遇到瀑布，因為

感覺就是如果到一個湖的話，就停在那裡了……有讓我感覺到，就

是我的生活不想要太安逸之類的，就一直就這樣很平穩。（A-109-
01～112-01）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畫畫的方式，然後還有去做探討後，就去想生活

中家人的情境，然後做連結，更深入去想的話就發現其實好像大家

也是有支持你，然後呢就比較堅定一點點。（B-045-1）

就是畫畫之前也沒有想要畫什麼，邊畫就邊想到一些東西，然後就

加進去。然後就有點是在邊畫的時候慢慢就是發現「誒，原來我也

喜歡這樣子」就開始加一些我喜歡的東西。（C-006-1）

……然後你先讓自己看到之後再用畫，就是像平常都埋在土裡的感

覺，然後因為這張畫就有點像一條線之類的吧？把什麼東西都拉出

來的感覺，就有點像那個……引導的感覺。（F-109-1）

3. 圖卡圖像的內涵，扮演生涯探索想像與現實的連結橋樑

參與者在選擇「我的任意門」卡時會依據當下的感受做出選擇，將

圖卡景象與個人自身所欲探索的議題做連結，甚至是以自身現實狀況作

為選擇圖卡的主要依據。而這樣的選擇傾向也可協助參與者在活動過程

中更自然地將卡片圖像或創作作品與自身的現實狀況做連結，進行進一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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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聯想。「我的任意門」卡的圖像設計，協助參與者從圖像內涵轉而

與現實生活的對話連結，例如門裡門外卡大自然景象與室內景象的選擇

歷程，反映參與者內外在生涯抉擇的因素。

可以透過這個來想到我現實生活，就是透過這個卡可以想到我現實

生活中就是可能在哪裡什麼之類的。……選擇就是我在現實生活中

就是本來就比較喜歡做的事情。（A-036-1～038-1）

因為我選的卡好像也剛好符合家庭，……我就可以去做聯想，然後

呢就去連結到關於和家人討論生涯的部分。（B-025-1）

在看那個門卡或是門裡門外卡的時候你講出來的東西是你平常在思

考的，……如果講完之後發現，哇這個真的是我平常都在想，然後

自己有興趣的東西的話可能就會對未來的方向更明確。（D-118-1）

我覺得怎樣聯想都會聯想到最靠近自己的事吧？就是自己最近最煩

惱或最在意的事，怎樣想都會到那邊，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張圖。

（F-015-1）

4. 圖卡的創作延伸與內涵討論，協助參與者重新體察個人生涯興趣
進行過程中，參與者除了能夠透過「我的任意門」卡發展自我覺

察，也可透過對圖卡內容的延伸創作，將圖像與生涯憧憬再次組合，例

如透過繪畫重構自身的生涯故事，抑或是使用門裡門外卡的轉換來進一

步討論個人當前的生涯抉擇、進而發展原先未能發現的新想法。因圖卡

具有原設計的理念，然透過模仿再造圖卡中的圖像，呈現參與者對於生

涯的關注，發展出未曾有的好奇。

就是像那個專長就是（繪畫作品中的）湖泊，就是因為你就是比較

強啊，所以你感覺就是以後就是比較平穩，……可是至少我做那件

事情是開心的。（A-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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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就開始會想說那個真的是我想要的嗎？……但是後來做完那個

（活動）的過程中，欸，其實過這種就是腦袋空空不用動，然後就

很怡然自得然後就很悠哉很清閒的……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然

後困惑的點就在這裡，就想說到底想要哪個。（C-210～211）

把自己畫在這邊，才發現自己那麼矛盾，我覺得很多矛盾的事都可

以用這張圖來講，就才發現好多事情都是這樣，就一直覺得要做，

就一直在中間這樣徘徊的感覺。（F-066-1）

「我的任意門」圖卡提供了隱喻性的特性與其豐富的圖案輔助口語

表達，豐富個人生涯內涵的陳述，透過移動、視覺刺激、敘事、聚焦等

不同技巧運用，投射出自身潛意識想法，發展出新的自我覺察，對應到

現實生活做連結與討論，對於將圖卡再創作的歷程，重塑一個更貼近自

身狀況的生涯景象，深化生涯議題的探索，並在此過程中發展新的自我

覺察。

（二）圖卡視覺化刺激有助於輔助口語會談對於生涯議題的深化

「我的任意門」卡中的圖像，可催化口語的內涵以及參與者生涯探

索的深度，並且催化出內在較深層的其他面向資訊。參與者也可從自身

較為熟悉的畫面中再現其過去生命經驗的畫面。活動參與者對圖卡的解

讀可投射其價值觀。

參與者在選擇「我的任意門」卡的過程中，以最直接的感受進行

圖卡的選擇，「門卡」的選擇便投射其內在對於生涯的感受，而選擇的

外在風景或者是室內風景則可作為探索其生涯發展脈絡的關鍵，活動過

程中也發現參與者在解讀牌卡畫面的過程中便帶入了自身的價值觀與信

念。例如看見人的圖像，連結到人際關係對生涯的影響；自然的風景與

自由不受限的內在需求關聯等。

還有就是我比較喜歡在大自然裡面……像這個（指另一張未被選擇之

門裡門外卡），就雖然它也在大自然裡面，不過這就是那種人工自

己再加上去的那種步道，就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大自然。（A-087-1）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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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張圖（手指門卡）跟這張圖（手指門裡門外卡）的對比就

很明顯了，就是這張圖（手指門卡）就是很寧靜、很自己一個人的

感覺，就像那時候我說可以跟朋友一起進去……就最瞭解你的那個

人。可是這個圖（手指門裡門外卡）我就覺得很繽紛吧？我就覺得

很……感覺就是很多人。（F-027-1）

1. 對圖卡的投射與解讀，會影響參與者對於生涯探索的詮釋與選擇
圖卡圖像所蘊含的內容與意義頗為豐富，每個人對於同一張圖卡會

因個人背景經驗或者是生命歷程而有不同的理解。透過觀察、投射、連結

自己的生命議題，面對同樣圖卡也能產生截然不同的詮釋。參與者選擇

與個人價值觀信念或者是喜好較為契合之圖像，作為個人內在世界的展

現。例如看見人像，產生與家庭議題相關的理解；空間偏好的差異，可

看出個人所處環境的喜好傾向等，這些都是投射與詮釋所造成的影響。

而且其實它有些就感覺就是跟家人，（翻閱牌卡）像這個（指某張

未選擇之門裡門外卡）就感覺是跟家人，我就……就不會想要啊。

（A-077-2）

就是感覺很像……因為這個門（指自己所選門卡）就讓我覺得比較

內心封閉的我，就是看到卡我會這樣覺得，一個直覺，所以就覺得

就會想（選它）……門比較像我內心，然後門裡門外比較像我想

要、我渴望的樣子。（E-109-1～111-1）

2. 似曾相識的圖像可再現活動參與者生命經驗的畫面

活動參與者在解釋自己的選擇與創作時便指出，當對呈現的圖像感

到熟悉時，可幫助其將活動中的圖像與回憶連結，再現過去生命經驗的

畫面，進而催化成員再次思考個人的生命經驗積累對於目前生涯抉擇的

影響。

就因為（自己畫的）這幾個畫面就真的很像我搭火車的時候，……

對對對，然後就連在一起的感覺。（C-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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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一些經驗可能會影響到我自己去做一些選擇的時候……然後就

看到了喔這個就是我走過的人生啊，歷程啊就是這些。（D-060-1）

由於圖卡的視覺圖像可勾動參與者潛意識的內在心像，也可透過

敘說來投射出自身的內在想法、連結個人內在之生命議題，而這些生命

議題也凸顯出對目前生涯困境的影響範圍，使參與者在過程裡，可較為

貼近其對生涯的描繪以及想像內涵。研究發現，活動參與者在敘說圖卡

時，覺察自身所投射的價值觀，以此做為選擇圖卡的參考依據，而似曾

相識的圖像的回憶激發生涯探索的精緻度。

（三）圖卡敘說降低參與者的防衛抗拒，較易展現對生涯困擾的感受

參與者在事前與事後的訪談皆會對自身當下生涯困擾嚴重程度進行

一至十分的自我評估，此舉之目的便是希望透過量尺式問句較為直觀地

瞭解參與者的生涯困擾感受，並將活動前後分數差異作為評估活動成效

的其中一項指標。以下將通過活動後的困擾程度降低及活動後的生涯困

擾狀況轉變兩方面進行說明。   

1. 「我的任意門」卡中的圖像能促使生涯困擾程度降低

合計六名的參與者中，共有A、B、D、F四位皆表示經過此次生涯

探索活動後，使用自陳（量尺問句）方式評估生涯困擾嚴重程度有所降

低：從原有的七分以上，後來皆降至四分以下，顯見透過圖卡的運用，

對於生涯困擾能夠達到一定程度之幫忙與效益。

2. 圖卡選擇與再造對於生涯探索，猶如建構再解構的歷程

活動參與者在訪談過程中指出，經過此次生涯探索活動，自身的生

涯困擾狀況已有所轉變，原先認知或信念上的困惑，經過活動體驗後，

除了情緒的轉換之外，能夠更清晰地區辨與解決自身生涯困擾，若仍存

在困擾，也僅限於現實條件（如學業成績或經濟條件）的考量而非自身

認知上的迷茫。活動過程中圖卡與藝術媒材的介入，可協助對自身的生

涯探索進行建構再解構：圖卡的選擇與討論過程中建構自身的生涯圖

像，進而在再創作過程中進行解構。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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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覺得（目前生涯困擾程度）那4分可能就是，……因為之
前是想法上面，就我連我要選我有興趣還是我有專長都不知道，

就是現在不會了。（A-164-1）

不會像之前那麼急地想要給自己一個答案，……但是不會像之前

一樣想要趕快有一個答案。（D-167-2）

研究發現牌卡選取的活動形式可輔助參與者在過程中較自在不抗拒

的完整敘述自身生涯困擾，讓自身的生涯發展狀況產生兩大主要改變，

包含有自身所認知之生涯困擾程度有所降低，以及對自身的生涯圖像進

行建構再解構，轉變自身原先的生涯困擾狀況，減輕其原本在想法與認

知上的迷茫。

伍、綜合討論

研究結果發現，藝術媒材結合「我的任意門」卡運用於青少年生涯

探索活動主要有兩大成效：一為活動參與者可在活動中產生正向感受；

二為活動參與者可在活動中深化其生涯自我覺察。

在參與者產生正向感受之方面，由於此生涯探索活動的形式較一

般口語晤談更為彈性，在過程中因使用「我的任意門」卡，可以聚焦在

門卡作為生涯抉擇、困境、現況，而門裡門外卡作為生涯進路或者是欲

探索前進的前景，運用具有特定意涵的圖卡媒材介入可激起青少年對於

生涯探索活動的興趣，並且更為放鬆地進行生涯探索與討論。過去研究

也發現使用圖卡作為晤談媒介能夠降低參與者（特別是青少年）創作焦

慮，破除對於諮商輔導的固有迷思（邵曼惠、戴汝卉、廖育秀、邱發

忠，2019；許雅貞，2012）。同時豐富的圖卡圖像與實際操作媒材，

以及進行生涯藍圖創作的形式，都可協助參與者將原先模糊的生涯圖像

具體化。運用「我的任意門」卡的「門」與「門裡門外」在生涯上的隱

喻，以圖卡圖像提升參與者的注意力（Sutton, 2011），對於青少年自

我的生涯圖像有著更清晰地認識與發現，提升其對自身生涯發展的掌控

感，增強活動參與度。

在深化參與者生涯自我覺察之方面，「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



147

材在生涯探索活動中的運用可提供一個具安全感與自由度的敘事空間，

擴展其對生涯發展原有的想像框架，使其擁有更豐富的生涯探索素材，

能夠更清楚且放鬆地描述自身生涯發展狀況。而圖卡之圖像與藝術媒介

作為豐富的生涯探索素材，也可協助參與者藉此具體圖像作為依據進行

聯想，產生更深層的自我覺察。以具體的視覺圖像卡象�自身內在虛幻

的感受與想法時，便可幫助使用者具體化原本腦中抽象的概念，而進行

更詳細的描述，促進案主表達、擴展談話內容，引發個案不同層面的覺

察（黃婷郁等人，2016）。另一方面，圖卡視覺化刺激也可勾動參與者

之潛意識，將與自身過去經驗相似之圖像連結至個人生命議題，將原本

被隱密的衝突帶回意識層面，此時便可藉由藝術創作或圖卡欣賞的過程

來協助覺察其內在的衝突或議題。

本研究中使用具生涯內涵隱喻的「我的任意門」卡作為介入工具，

深化當事人生涯探索之議題，甚至是過去未被處理過的客體關係議題，

或者是生活近況與重要生命經驗（Popova & Miloradova, 2014）。過渡

性客體可以透過繪畫、創作或是具隱喻性圖卡的運用，讓當事人在過程

中降低焦慮，維持適當心理距離，以安全自在的方式進行表達，並在潛

在空間內探索與獲得療癒（Lahad, Ayalon, Shacham, 2012）。而投射性

圖卡中未帶有明確注釋的圖像所具有的不可預測性，激發其更具有創造

性地解釋自身的感受與想法，此選擇其實也是某個生命經驗瞬間的視覺

隱喻，可作為通往案主無意識的橋樑，為其在處理相關感受與記憶提供

額外的支持（Sullivan, Eladhari, & Cook, 2018; Weiser, 2014）。圖卡敘說

的活動形式有助於降低活動參與者的防衛抗拒，讓其可在活動過程中更

自然地展現個人生涯議題，對自身的生涯探索進行建構再解構，釐清原

本錯綜複雜的生涯困擾，提升自己對於自主生涯決策的信心。

「我的任意門」卡所使用之圖卡投射的概念，投射現象也被認

為是個體根據自身的需求、興趣及整體的心理狀況所作出的自然傾向

（Popova & Miloradova, 2014），隱喻性圖卡的運用則有助於降低當事

人之防衛與焦慮，圖像也能輔助其描述自身狀況（Lahad et al., 2012）、

催化使用者自身相似圖像經驗的功能更加貼近當事人之生命經驗（彭信

揚，2008；Popova & Miloradova, 2014），再加上本研究在圖卡挑選、

敘說後，讓參與者再進行仿畫、自由創作、延伸創作等繪畫活動，結合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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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卡投射與其他藝術媒材的運用，減輕內在焦慮後，使用者便得以重新

回溯生命經驗並再次經歷當時感受，更加豐富了參與者對於生涯上的探

索（楊淑貞、黃宗堅，2010）。圖卡的選擇與討論過程中建構自身的

生涯圖像，進而在再創作過程中進行解構。此建構再解構的歷程便可幫

助參與者將原先複雜難辨的議題釐清，轉化為前進的動機（賴念華，

2009）。運用「門」所具有的過渡客體的概念，讓青少年能夠透過運用

牌卡的排列以及分享過程，能夠有暫時性的客體取替，重新發展出新的

正向客體，對於在生涯決定或者是生涯覺察上，皆能夠有啟發之效果。

綜上所述可發現，活動參與者在此活動過程中可進一步地發展生

涯自我覺察、減輕自身對於生涯探索的困擾與迷茫、提升其生涯自我效

能，進而達成本研究希望協助青少年進行生涯探索之目的。

陸、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一）研究參與者樣本數限制

本研究之正式參與者人數僅為六人，且在招募過程中對於參與者之

性別、地區、類組等並沒有額外限制，參與者背景較為侷限，缺乏多樣

性。因此參與者彼此間的個體差異缺乏多樣性，可能會影響到本研究結

果的呈現。如來自不同地區與不同類組之青少年對於生涯探索的困擾可

能也有所差異，此差異也可能影響了參與者在活動過程的感受與活動成

效。

（二）研究參與者自身興趣之限制

研究者招募研究參與者的過程中，主要篩選條件為：「目前在生

涯探索過程中存在困擾、有意願進行個別生涯探索活動之高三學生」。

並未另外要求研究參與者對藝術媒材與牌卡之興趣，於活動過程中也能

發現參與者之間對於藝術創作與「我的任意門」卡的感興趣程度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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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此差異也可能會影響到研究結果的分析與呈現：如對藝術創作有濃

厚興趣的參與者之結果難以類推至排斥藝術創作的參與者。

（三）活動中所選用藝術媒材之限制

考量到活動時間的限制，本生涯探索活動中運用藝術媒材的方式主

要為：參與者藉由彩色筆、粉蠟筆、色鉛筆及八開圖畫紙繪出自身的生

涯圖像。未能向參與者提供更多的藝術媒材或讓其可用繪畫之外的方式

進行生涯探索也可能限制了活動參與者生涯自我覺察的空間。

二、研究建議

（一）對於實務工作者之建議

1. 可將此活動形式作為可使用的短期生涯探索輔導資源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發現，以「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

於青少年生涯探索的活動形式，可在短期內幫助青少年進行初步的生涯

探索並增進其對於生涯的自我覺察，且透過圖卡和藝術媒材的運用，可

使來談者降低其防衛心，有效幫助其投入於生涯探索活動。除此之外，

研究亦發現門卡代表著抉擇或者是生涯狀態，而門裡門外卡則又象徵著

家庭、環境或者是人格內在的相關影響因素，學校輔導教師可以運用此

投射性的圖卡，跳脫一般升學科系輔導，回到個人所面臨的內外在條件

進行討論。這樣的活動特色，適用於較難對單一來談者進行長期生涯輔

導的實務工作者，讓他們可提供晤談次數較少之青少年一個生涯探索的

機會。

2. 圖卡與藝術媒材的使用可提供不善口語表達的來談者更多元的表

達方式

研究中發現，圖卡和繪畫的圖像刺激也可具體化青少年之生涯困

擾，藉由牌卡的選擇、對於圖像的聯想以及繪畫創作提升自我覺察，豐

富生涯探索活動中的內容。根據此特點也可建議未來的實務工作者進行

晤談的過程中，面對較不善於口語表達的來談者時，可藉由圖卡與藝術

媒材的使用輔助來談者表達自身想法、增進自我覺察。

「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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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生涯輔導過程中保持中立客觀的態度，不過度解讀與詮釋

在活動的帶領過程中，研究者對於參與者選擇之牌卡或是創作的內

容不會給予直接建議或是評價，而是讓其可以依照自身想法與價值觀挑

選最有感覺的圖卡，也可以在繪畫過程中進行創作，屬於指導性較低的

帶領風格。據此發現也建議未來的實務工作者們在進行生涯輔導的過程

中，能夠盡可能維持中立客觀的態度，不對來談者之想法做出過度解讀

與詮釋，讓來談之青少年能夠自由地表達想法。

（二）對於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1. 更嚴謹與多方向的活動成效檢核及分析

本研究在進行活動參與者的篩選過程中，並未限制參與者之背景

（如性別、所處地區與所屬類組），也並未要求活動參與者須對藝術創

作或圖卡有所興趣，但不能否認以上之差異可能會導致參與者之活動感

受與活動成效。因此考量到後續的研究設計，則建議可嘗試在擴充參與

者之樣本數的同時，對於參與者之背景有著更嚴謹的定義與分類，探究

不同背景之參與者的活動成效具體差異為何。

2. 在現有活動形式中添加更豐富多元的藝術媒介

本研究中的生涯探索活動主要形式為藉由活動參與者選擇「我的任

意門」卡與使用藝術媒材繪出自身之生涯圖像來進行生涯自我概念的討

論。但「我的任意門」卡僅屬於眾多投射性圖卡的其中一種，且藝術媒

材的使用方式也不僅限於繪畫。未來若有研究者希望進行相關研究，則

可考慮運用其他投射性圖卡或是使用拼貼、黏土等其他藝術媒材，嘗試

更多元的活動形式，探索不同活動形式所產生之活動成效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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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任意門」卡結合藝術媒材運用於
青少年生涯探索活動之成效分析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Using “My Anywhere 
Cards” and Art Media in Adolescents’ Career 

Exploration Activity

Chia-Yin Chen* Gan-Hu Chen** Hui-Chung Chu***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using “My Anywhere Cards” and art-
making as a tool for adolescents’ career exploration. The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art activities and interviews on 6 third grad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by employing the purposive sampling technique. Thematic 
Analysis was adopted in the research.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a career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As the result, this study found that using “My Anywhere 
Cards” and art creation can help adolescents in their career exploration. First, 
career exploration activities could help participants develop positive feelings. 
Through flexible forms of activity, they could help participants stay relaxed. 
For example, cards can enhance creative motivation, reduce defense, and 
help one figure out their future career plans, among others. Second, it could 
deepen one’s self-awareness of their own career by providing an image in a 
career narrative space and promoting career self-awarenes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ard image creates a link between career exploration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and could also help one re-examine personal career interests. The use 
of any My Anywhere cards could be an auxiliary tool to project its values, 
produce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hoice of career exploration, and reproduce 
the picture of one’s life experiences. Lastly, the use of the Cards effectively 
reduces defensiveness and career troubl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t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workers and school career 
counseling.

Keywords: career exploration, my anywhere cards, ar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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