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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Everyone can fly! 现在每个人都能飞！这是 Air Asia (亚洲航空）的

广告标语，也是 Air Asia 的经营理念，20年来，它凭着亲民的机票价位，每年在

全球各国让千千万万的人都享有搭飞机的便利！

 这句话若用来比喻今日的教育，也最贴切不过。

 每个人都能飞，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潜能，天生我才必有用；虽

然每个人的“飞行”方式不尽相同，“飞行”的高低快慢也不一样，但重点是每

个人都有“起飞”的权利。这和 Air Asia 的经营哲学是一致的，他们虽然不像一

般航空公司提供豪华的客舱服务，但重点是每个人都能飞！

 每个人都能飞，因为今日的教育是“有教无类”的，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

利，教育不分有钱没钱，也不分成绩好坏，只要你肯学，总有一个适合你的教育

机会。以前只有有钱人能够搭飞机，但自从 Air Asia 推出低至数十元的机票后，

每个人都能飞！

 在这个“每个人都能飞”的时代里，我们希望可以带你飞！帮你装上那隐形

的翅膀，找出适合你的航线，让你飞出属于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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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梁舒卉
     《带你飞》网志小编

 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总是有太多的管道去获取资讯，无论是主动搜寻还是被动吸收，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大量

的信息所围绕，以至于我们无法躲避。面对这样的信息轰炸，我们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也因此变得没有耐心。很多

时候，我们已经没办法专注读完一篇长文；面对超过五分钟的视频，我们也会选择快转、或是设定倍速观看。

 我们在《带你飞》网志里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包括将原本几千字的文章缩短或分割成五、六百字的文章，让大家

能够利用碎片的时间，轻松阅读这些精简而充实的文章。此外，《带你飞》网志也开发了视频内容，希望通过声音和

画面更有效地传达资讯。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所提供的信息里找到对自己有益的资讯。而我们也相信，这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里，

《带你飞》网志存在的意义。

带你飞，飞向梦想的天空

文 | 胡凯胜
     《带你飞》升学特辑执行编辑
      升学情报中心升学顾问

 正在看这本刊物的你，应该正处于升学的十字路口吧？身为升学顾问，见过不少学子的升学疑难杂症，它们大致

可划分为两类：“选择困难症”和“前途困难症”。

 前者对于应该选择什么管道、修读什么课程、申请什么学校、从事什么职业都显得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决

定。他们担心自己的选择会让他们后悔，白白走上了冤枉路。至于后者，多数是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他们总认为成绩

差等同宣告前途无“亮”，升学好像已经跟他们无缘了。

 对我而言，这些烦恼和迷惘都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付出行动，主动去寻找

答案？

 如果你找不到升学的答案，请继续寻找！毕竟这影响到你的人生方向，事关重大，旁人都不能随意帮你下决定。

你还是需要靠自己，找到定位，路就在你脚下。

找到定位，路就在脚下

小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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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熊雪娟
       巴生中华独中辅导老师

图 | unsplash.com

SPM之后，路在哪里？

你选对
管道了吗?

不管是国中生或独中生，在领取SPM成绩后，面临的不外是两个选择：一、继续升学，升读中六报考STPM，或念高中三
报考高中统考；二、踏出中学，选择出国或留在国内大专院校修读专科文凭或学士课程。

12 • 升学情报



 也许你曾想过第三个选择──投入就业市场。但一定有不少人会告诉你：现在就工作，时机似乎太早了，不容易

找到好工作，不如多念点书，未来的社会需要拥有更多学识的专业人士。所以你再三考虑后可能会选择继续升学。

虽然升学只有两个选择，但要思考及衡量也煞费人心的。选择升学，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而且未来无法预知，没有

人可以保证你选了一、二或三后会是怎样的局面，也没有人可以对你拍胸膛说哪一条路是绝对安全的。真的是令人难

以决定啊！

 无论如何，衡量轻重后，再做出决定，是比较明智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做决定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相关文章】

中学后的升学选择题
美国、台湾大学接受 SPM 和 
IGCSE 学生申请学士课程中学毕业，路在何方？

你选对
管道了吗?

确定自己的升学方向：领取成绩后，可找辅导老师或有经验的大人谈谈，同时进行兴趣、人格测试，了解自己的

个性、兴趣和能力，厘清自己的价值观；再配合自己的成绩，寻找适合自己，自己又喜欢，也可以发挥自我的课

程。

了解志愿科系和课程的内容：可从《升学情报》等升学网站或是教育展、开放日等活动去了解课程的简介、学习

内容及就业机会，以提升自己的眼界；也可去了解与课程相关或相似的其他课程。多一些了解，可以扩展自己的

视野领域。

认识大专院校：查询有哪些大专院校提供你有兴趣的课程，然后再参考有关学校的网站，并且拟出疑问（课程内

容、学制、生活资讯、学费和奖学金等）咨询有关学校的升学辅导人员或老师。最后再换个角度，从其他正在就

读或已经毕业的校友口中了解有关学校的实况。

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别人选择的课程、热门的课程和外人觉得最赚钱的课程不一定适合你，每个人的个性与兴

趣不尽相同，各人的应对能力和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不用跟著别人或市场需求走，而是要聆听自己内在的声

音，确定自己心中想要的，再做出决定。

检定自己的学识基础与能力：同样是SPM资格，每个人的基础都不一。有些基础较扎实同学，凭著SPM成绩，就

可以选读大学基础课程或预科，并在三或四年的时间完成学士课程。至于基础较弱的同学，一旦进入学院，在应

付课业上，因為语文的转换，可能会较吃力及辛苦。若个人没有心理準备及下定决心来面对这一切，就很容易因

适应不良而放弃。

时间和经济的考量：如果你希望早点大专毕业然后进入就业市场发挥所长或是帮补家用，你可以选择最快的升学

途径，例如修读专科文凭。如果你打算大学毕业后再读研究所，也可以算计时间和经费的长短多少。如果你想多

享受中学的生活，并打下更扎实的学术基础，你可以留在中学修读经济实惠的高三或中六，延后一至两年才进入

大专。

•

•

•

•

•

•

（原载《升学情报第16期》，2003年，2021年2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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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天赐
      升学情报主编

图 | unsplash.com

SPM放榜后，大家就要面临升学的抉择。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数一数二、不三不四、五五六六、七上八下或九死一生的学生，
在各种各样的升学途径中，你总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升学途径！
哪一条路最适合你呢？ 请参考笔者为大家准备的解读笔记，从中思索哪一条路最适合自己吧！

SPM后的升学选择

你选对
管道了吗?

中六（STPM）

 STPM是申请本地国立大学学士课程的主要资格；此

外，STPM也普遍受到国内外高等学府的承认，只要成绩达

标，可直升大学。对于未来志向和升学选择尚不明确的学

生，选择修读中六并报考广受承认的STPM，仍可衔接至任

何一种升学途径；此外，也可在两年的中六生涯里继续寻

找个人的志向。

时间：1.5年    

学费：免费（政府中学）

14 • 升学情报



【相关文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
认识升学四大管道

升学之旅飞向何方？
你手上的“护照”类别是关键！四个步骤，教你做好升学规划

你选对
管道了吗?

本地国立大学预科（Matrikulasi）

 本地国立大学预科是衔接本地国立大学的快班车，但

是政府仅开放10%的本地国立大学预科班学额给非土著学

生。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挤入本地国立大学那窄小的门槛，

较之于修读中六，本地国立大学预科班的学生具有优先获

取学额和时间较短等优势，因此我们理应把握那10%的难得

机会。但是，本地国立大学预科的学术水平尚未获得普遍

上的承认，因此学生若想以本地国立大学预科的资格申请

本地私立大专或外国大学的学士课程，则视乎有关大学是

否接受。

时间：1年     

学费：免费（仅需交付500至600令吉的报名费）

A水平、外国预科、大学基础班

 A水平、外国预科、大学基础班都是衔接学士课程

的“大学先修班”；A水平和各著名的外国预科都普遍上

受到国内外大专的承认，唯不能用以申请本地国立大学；

大学基础班则通常只适用于原校的学士课程，若要衔接

其他大专的学士课程则视乎有关大专是否接受。较之于

STPM，修读A水平、外国大学预科或大学基础班，须付出

高额的学费，因此我们应衡量它们之间的价值和个人的学

习目标，以确保我们的投资是值得的。

时间：A水平：1年~1年半；外国大学预科：1年；大学基础

班：1年

学费：大约1万令吉以上

专科文凭班（Diploma）

 有别于大学先修班里普通学科的修习，进入专科文

凭班的学生将即时投入于主修专业的学习，例如：工商管

理、电脑、美术、酒店管理、工程等等。专科文凭班毕业

后，可投入职场工作，或申请衔接学士课程。本地私立大

专的文凭班大多寻求国内外大学的学术协定，以便文凭班

毕业生可顺利衔接学士课程。有意经文凭班衔接学士课程

的学生可事先查清楚可插班的年级或可豁免的学分。此

外，国立工艺学院的文凭资格原则上也可衔接本地国立大

学，唯须看有关大学的学额和录取政策。

时间：2年至3年

学费：免费（公立学院）、大约1万令吉以上（私立学院）

专科证书班（Certificate）

 专科证书班提供某种专业的基础技术培训，可说是

获取一技之长的快班车。中学成绩不理想、家境清寒的学

生，可经由入学条件和学费都比较低的证书班为起点，从

而获取谋生的技能和更高的学历，进而发展个人的升学或

生涯途径。专科证书班毕业后，可投入职场工作；此外，

有些大专或培训机构的证书也可作为衔接文凭课程或学士

课程的学术资格。

时间：1年至2年

学费：免费（公立学院）、大约5千令吉以上（私立学院）

美国和台湾大学

 四年制的美国大学接受学生以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高中统考（UEC）或O水平资格直接申请学士

课程。而拥有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A水平或

专科文凭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转移相关的学分。另外，

近年来，台湾大学也开始接受马来西亚学生以马来西亚教

育文凭或其他同等资格申请直升大学，不过需补修学分才

能毕业。

时间：4年

学费：美国大约4万美金以上；台湾大约20万台币以上。

（改编自解读升学途径，《升学请报第38期》，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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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蔡美金
      注册心理辅导师
      前中学辅导主任

从学生的分享中，我发现SPM毕业生对中六或大学先修班有一种“有爱又怕”的心态。学生总爱问我：中六是否很难念？通
常在回答之前，我会反问他们：中六是你的首选吗？你为什么要选修中六？

图 | www.pexels.com

STPM怕怕!?

你选对
管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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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STPM好处多
STPM和Matrikulasi比比看，
哪一个比较适合你？STPM的价值

你选对
管道了吗?

 根据一个抽样调查报告，学生选修中六的原因综合如

下︰
中六（STPM）文凭是进入本地国立大学的一个途径。

为了读满12年的基础教育，以符合国际上各大学的入学

要求。

经济能力问题，STPM后进入本地国立大学是比较经济的

管道。

中六提供非常好的教育基础，能提升学生的成熟度。

对升学未有明确的方向，STPM是未有选择前的选择。

•

•

•

•

•

 一般上，如果选修中六是学生的首选，他们都会全

力以赴，认真去面对，成绩还蛮理想的。反之，对于“选

修中六是没有选择中的选择”者，则欠缺明确目标而容易

导致成绩不理想。另外也有许多学生对中六课程不了解，

只敢遥遥相望，不敢走向前。还有部分选修者，因身边朋

友、师长的否定，致使信心动摇，不敢再坚持下去。

 综合了学生们的看法，以下是STPM令学生望而生畏

的三大迷思和障碍：

 

一、时间太长

 念中六需费时两年之久，再加上三至四年的大学课

程，大约22、23岁才能大学毕业。因此有些学生或家长

认为选择上中六，会比上学院的朋友迟一两年才能开始工

作。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较早毕业并不代表就比较优

越。许多中六毕业生表示，经过中六班两年的磨练，都有

正向的成长及方向感。所以，迟毕业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学习”和“成长”。

二、考试难度

 中六的学习方式和SPM有所分别。中五的课程较為

注重内容的了解，一般上，只要念懂了就能顺利过关。但

是STPM的考试则较為注重思维及创意思考，单对内容的

掌握，却没有成熟的思考及作答技巧，是难获高分的。要

在STPM有优越的成绩，多复习、多思考是必备的功课；

小组讨论也是一项值得中六生採用的学习方式，因為通过

小组讨论与分享，可加深、加广学生们对有关课题的认识

和了解。现在中六课程已经采用学期制，与以前不一样的

是，STPM不再是在修完所有的课纲后就“一试定终身”。采

用学期（Semester system）后的STPM分为三个学期，每

修完一个学期后就直接进行考试。此外，现有的STPM考试

都设有Project专题作业，不再是100%以笔试为准。STPM

的成绩就以三个学期以及专题作业的总积分的总和来计

算。如果成绩不理想，学生也可以选择补考。

三、没有信心

 很多选择上中六的同学都是战战兢兢的，常担心自己

成绩不理想，考不上自己心仪的科系。万一成绩真的不理

想，不被国立大学录取，那该怎么办呢？这两年来的努力

是否白白浪费了呢？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不管成绩好坏，

这两年并不白费。条条大路通罗马，升学之路，不会因

为进不到国立大学就中断。反之，藉此机缘，再审查自己

所定下的生涯规划，重新整理我们的资源，定能闯出春天

来。我曾经调查一批中六毕业生对两年中六的感想，90%

的同学都认為这两年的“苦”与“劳”是值得的，因为它

（中六）训练了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对于将来，无论是升

学或就业都有所帮助。

（节录转载自STPM怕怕！？，《升学情报第16期》，2003年，2021年增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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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管道了吗?

原文 | 全国大专升学辅导组（全升）
整理 | 梁舒卉

本地国立大学科系选择多，
UPU申请一站搞定！
 本地国立大学（Universiti Awam）的体系完善，学生可选择的科系比本地私立大专更广泛。除了大家所熟悉的

医科、药剂、工程、建筑、资讯工艺、电脑科学、法律、语文、商业管理、大众传播等科系，还有生物科技、食物科

学、营养学、体育科学、宇航学、森林学、海洋学、水产生物学、农科、心理学、社工学、教育、音乐等逾120种科

系。

 如欲申请国立大学学士课程，申请者需具有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STPM）或其它同等资格。此外，部分本地

国立大学也设有大学基础班（Program Asasi）或文凭课程供仅具SPM资格者申请，完成大学基础班或文凭课程后可

申请衔接特定大学和科系的学士课程。

 申请本地国立大学一律须透过大学中心单位（UPU）的网站（upu.moe.gov.my）提呈申请，并由该中心统一处

理。一般上，申请期限会在每年的一月或二月开放，并在四月结束。录取名单则一般在五月下旬（SPM或同等资格

申请者）和七月下旬（STPM或同等资格申请者）公布。没有获得任何一所本地国立大学录取的学生，还可透过教育

部“电子上诉系统”（e-Rayuan，可经由UPU网站连接进入）提出上诉。

 另外，已被大学录取，却未获得首选科系的学生，可以进行上诉，惟不能通过UPU“电子上诉系统”

（e-rayuan）提出上诉。学生可以向属意大学询问上诉手续（各大学手续不一），并自备上诉信呈交给属意科系的主

任。在上诉结果公布前，学生务必先到已获得学额的大学报到，以免丧失有关学额。

【相关文章】

四个步骤，
挑选本地国立大专志愿科系与学校 进不到本地国立大学怎么办？

马大、理大，谁最大？
如何挑选本地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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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升学情报中心

你选对
管道了吗?

本地私立大专学费差距大，
什么学校最划算？

图 | pixabay.com

 说到本地私立大专，大家都会想到钱的问题。诚然，较之于政府设立的国立大专，本地私立大专在没有政府的资

助下，固然必须向学生征收比较高的学费，以供学校的运作和发展。

 本地私立大专的课程种类多元，各类课程的学费不一。一般而言，学术水平越高的课程学费越贵，例如学士课程

比文凭课程贵；而理工课程通常比文商课程贵，例如工程系比商学系贵。

 此外，同样的课程在不同类型的大专也会有很大的学费差距，学费差距可高达十万令吉。学生可根据各自的需求

和尺度来谨慎比较学校、课程的素质以及其学费，再做出符合自己的选择。

 在本地私立大专当中，另有少数的非营利私立大专，这些学校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相较于一般的私立大专，

这些学校的学费往往比较低廉，例如：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韩江传媒大学学院、拉曼大学、拉曼大学学

院、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和吉隆坡卫理学院等。

（原载《升学情报2019完全升学指南》，2018年）

【相关文章】

本地私立大专升学费用 学费越贵，学校越好？
不管成绩好坏、
有钱没钱 私立大专圆你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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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全国大专升学辅导组（全升）

离家升学不是三天两夜的旅行，学生必须做好财务规划和预算，才能避免面对求学时期的经济困境。如果你打算在本地升学，一
般上可以选择的升学管道包括国立大专和私立大专。那么，就读国立大专和私立大专所需的花费有什么差别？接下来带你一起比
较看看！

图 | unsplash.com

国立大专vs私立大专,
升学开销比一比

你选对
管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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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4个观念，
带你全面规划升学经费 国立、私立、留学大比拼善用奖贷学金，求学没烦恼！

你选对
管道了吗?

1.学费篇

 众所周知，国立大专获得政府补助超过一半的学费，

若再加上奖学金或贷学金，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而言

会是不错的选择。国立大学的学费总数一般介于RM5,000

至RM8,000，医学系则介于RM10,000-RM25,000；杂费总

数约RM1200至RM1800。反观私立大专多数由私人企业所

办，一般上都没有政府的补助，因此学生需缴交比较昂贵

的学费；私立大专学士课程的总学费一般介于RM23,000-

RM620,000；杂费总数则介于RM4,200至RM6,000。（注：

以上所列出的费用仅供参考。）

 在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贷学金（PTPTN）的援助下，

学子们可以透过低息贷款缴交学费，毕业后再偿还，让经

济不再成为求学的绊脚石。此外，许多大专、政府或私人

机构也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学生升学。

2.住宿篇

 如果学子必须离家就学，就免不了要负担宿舍的租

金。大部分国立大专都为学生提供校内宿舍，每学期收费

一般介于RM450至RM600，但宿舍位置有限，可容纳的学

生人数并不多，因此很多学生还是必须自己寻找校外的住

宿。至于私立大专则因建地有限，多数私立大专都没有校

内的宿舍，而租下校外的公寓房屋充作学生宿舍，否则学

生需要在校外自行寻找住宿。

 学生在校外租房的费用因地而异，每月租金连带水

电一般费用为RM300以上。学生可选择领近大学的校外宿

舍，以便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节省交通费。此外，学生

若选择原居住地的学校，便可在家居住省下住宿开销。

3.伙食篇

 无论是国立或私立大专，伙食费用的高低主要是因地

点而异，一般上在外用餐，城市会比乡镇贵，例如在巴生

谷都会地区的伙食费会比其它小城市或乡镇来得高。因此

学生若要减轻生活负担，在选择学校时也必须将当地的伙

食开销纳入考量。

 此外，校内住宿生的伙食费通常比校外住宿生的更

高，因为一般校内宿舍都没有厨房，而必须在学校的餐厅

或到校外用餐。相反的，校外住宿生一般上都享有基本的

厨房设备，可以自己做饭以节省开销。根据一般的估算，

校内住宿生每月伙食费大约为RM450至RM600，校外住宿

生若自己做饭则大约可节省一、两百元。但无论如何，伙

食费的高低往往也视个人的饮食习惯而定。

4.交通篇

 学生在规划升学的开销时也别忘了计算交通费。一般

而言，国立大专生大多会住在学校宿舍，而免去每日往返

学校所需的交通费；至于宿舍设于校外的私立大专，通常

也为学生提供往返宿舍和学校的交通载送服务。那些选择

在校外自行租房子的学生，则必须自备交通或是乘搭公共

交通，而须承担一笔交通费。学生不妨估计从住所到学校

的往返距离，以及所需的交通工具，再计算出所需的交通

费。

 此外，有些校园广大的大学有为学生提供川行于宿

舍、教学楼、巴士站、地铁站等地点的校车，或是设有公

共交通的车站，例如MRT接驳巴士，可为学生节省一些交

通费。另外，来自异乡的游子，也别忘了计算假日回家的

交通费。总而言之，交通费的多少往往也视个人的生活方

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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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梁舒卉

图 | unsplash.com

你选对
管道了吗?

技职教育五途径
不上大学也能创出一片天
不想上大学或不能上大学，但却想学习一门专业，我该从何开始呢？别烦恼了，下面为你揭晓五个接受技职教育的途径，快
根据兴趣与能力规划你的技职教育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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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看完这五个解答，
就知道技职教育是不是你要走的路

打破“毕业等于失业”的魔咒 
技职教育与职场需求紧密结合技职教育适合爱动手多过读书的你

你选对
管道了吗?

途径1：国立技职院校

 我国逾400所国立技职院校开办不同等级的技术与职业培训课程，接受SPM、中五肄业（未考获SPM），及至更

低学历，甚至没有任何学历证明者申请就读。学生毕业后将获得相应等级的文凭或证书，例如马来西亚第一至第三级

技术证书（SKM）、各类技职学院的证书/文凭，并可在政府或私人机构服务。此外，也可以衔接更高等级的进阶课

程，甚至申请进入本地国立或私立大学。

途径2：私立技职院校

 私立技职院校开办的课程类型包括短期培训、证书、文凭和高等文凭。这些课程的资格认证机构可分为三大

类：一）马来西亚技术发展局（JPK）、二）马来西亚学术鍳定机构（MQA），以及国内外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如

C&G、ACCA、CIDESCO等）。不同的资格认证可能影响毕业生未来的出路或升学途径，所以在选择课程时，先问问

自己毕业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途径3：海外技职院校

 选择技职教育也可以出国留学，常见的留学管道计有：台湾海青班、日本专门学校、新加坡理工学院、美国社区

学院、香港职业训练局、澳洲TAFE、英国BTEC和HND/HNC等。出国学技艺不但可习得一技之长，还可扩大视野和增

广见闻！

途径4：参加政府双培训计划

 由政府人力资源部开办，私人企业资助的双培训计划（Sistem Latihan Dual Nasional，SLDN）让学生以半工半

读的方式进行学习。双培训计划的上课时间一般占20%至30%，而其余的时间则到有关企业接受工作培训。学生在毕

业后不但可获得政府颁发的技能证书，同时也具备了实际的工作经验。

途径5：先工作再考证

 先投入职场工作，并在获得一定的经验和技能以后，再到相关的权威组织或认证机构考取证照，以证明个人的技

术水平。我国人力资源部设立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SKPK）制度，已为29个职业领域进行技能鑑定，通过审核者即

可获得证照。马来西亚学术鍳定机构（MQA）也在近年开始实行“既有经验学习鉴定”（APEL），让有工作经验但

学历不高者也可以继续在高等教育学府深造。

（整理自：《升学情报技职教育指南》，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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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管道了吗?

成绩不好、经济限制没问题！
政府开办技职院校培养人才

图 | edufair.fsi.com.my/space

 多年来，政府致力于推动技职教育。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政府部门纷纷在各地成立国立技职学院，为马来

西亚的青年学子提供种类繁多的技术与职业训练课程，领域涵盖机械、汽车维修、电子、电机、建筑技术、烹饪、烘

焙、服装裁剪、绘图设计、艺术表演等。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各类国立技职学院已经超过100间。

 除了为国家发展培养各领域的技术专才外，政府积极推动技职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帮助那些因为成绩不

好，或受到家庭经济限制，而中途辍学，或者无法升学的中学毕业生，有机会学得一技之长、考得一纸文凭，进而立

足于社会。

 为了呼应政府的这一目的，国立技职学院的入学门槛都比较低。此外，学费多数都很低廉，有的甚至学费全免、

免费提供膳食与住宿，或者每个月提供一定数额的生活津贴，条件可说是非常优厚。不但如此，这些学院都获得政府

的常年资助，硬体设备充足且完善。对于大部分需要动手操作的技职课程来说，就读国立技职学院的好处不言而喻！

 尽管如此，多数华裔学生及家长对国立技职学院还是兴趣缺缺。教学语言与生活环境可能是造成这个情况的两大

主因。国立技职学院都是使用马来语教学，这对于马来语能力较差的华裔学生来说，就是一大障碍。此外，学院内的

各族人数差别甚大，华裔学生必须做好充分心理准备来适应马来同胞占了大多数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整理自本地国立技职教育，我为什么选择你？《升学情报》45，2010年）

【相关文章】

如何通过大学中心单位 (UPU) 
申请进入国立技职学院

我选择国立技职教育
我有我优势

政府开办国立技职学院 
学习技术、手艺优惠多！

原文｜郑文彬
         升学情报前执行编辑
整理 | 升学情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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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升学情报中心

你选对
管道了吗?

“长大后要做老师”的你，
不要错过免费的师范教育！

图 | pixabay.com

 小时候坐在课座听课，你是否曾幻想长大后，成为

站在黑板前侃侃而谈的老师呢？只要你年龄不超过20

岁，持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并符合其他申请

条件，便可申请教育部开办的教师学士课程（Program 

Ijazah Sarjana Muda Perguruan，简称PISMP），接受

五年的师范教育，成为合格的小学教师。

 PISMP由我国28所师范学院提供，课程分为华小组

（SJKC）、国小组（SK）和淡小组（SJKT）。此外，这

项课程也设有“国小华文组，Bahasa Cina（SK）”，

学员毕业后将被派到国小执教。成功获录取于教师学士

课程的申请者无需缴付学费，并享有生活津贴，但必须

与教育部签订服务合约。学员毕业后，必须参加教育服

务委员会（SPP）的面试，再由教育部调派到指定的政府

小学执教，违约者需依照合约规定的数额赔偿。

 华文独中的统考文凭持有者，也可以申请独中统考

毕业生教师学士课程（PISMP - UEC），以成为华小的

华文教师。

【相关文章】

师范学院教师学士课程 教师教育部师范课程Q&A

另外，想成为中学教师者，可申请苏丹依徳理斯教育大

学（UPSI）或其他本地国立大学（Universiti Awam）

的教育系学士课程。毕业后，只要有教职空缺，并且

通过教育服务委员会（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Pelajaran, SPP）的面试，就可以成为中学教师。

 由于近年来教师学士课程（PISMP）的申请者越来

越多，因此，很多申请者都被拒于门外。此外，教育部

也提高报读师范课程的门槛和标准，只有SPM考试成绩

优异，同时也活跃于课外活动的申请者，才有机会参加

入学面试。因此，教总呼吁成功被录取者一定要把握机

会，前往报到，以免浪费学额。

 《2013-2025年国家教育蓝图》把教师发展列为教

育转型计划的重点项目，以促进国家教育的全面发展。

因此，教育部采取了种种的措施，包括提高报读师范课

程的门槛和标准等，以强化教师专业资格，进而提升教

师专业地位，確保我国的教育体制中拥有符合资格和优

秀的教师。

原文｜郑文彬
         升学情报前执行编辑
整理 | 升学情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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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梁舒卉

你选对
管道了吗?

出国留学是很多学子的梦想，能在不同的国度体验不一样的学习环境，学习独立生活是件美好的事。有计划出国留学的同
学，当你和朋友或家人聊起出国留学的梦想时，你能够具体地说出打算透过哪一种途径到外国留学吗？如果现在的你一脸茫
然，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从这一刻开始了解，要以哪一个途径实现你的留学梦。

外国升学四途径, 圆你留学梦

26 • 升学情报



【相关文章】

6种管道，让你修读海外课程 留学海外，你准备好了吗？
6种大学先修课程
让你上大学无障碍

你选对
管道了吗?

途径2：先念大学先修班，然后申请英、澳、中、日等国的大学

途径1：只拥有SPM、O水平或其他同等学历者，可以直升美国和台湾大学！

途径4：拥有专科文凭资格可以就业或出国深造！

途径3：选择双联或学分转移课程，减省留学费用

 四年制的美国大学接受学生以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高中统考（UEC）或O水平资格直接申请学士课程。

而拥有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A水平或专科文凭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转移相关的学分。另外，近年来，台湾

大学也开始接受马来西亚学生以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或其他同等资格申请直升大学，不过需补修学分才能毕业。

 只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O水平或其他同等学历者若想申请英制国家的大学，包括：英国、澳洲、纽西兰、新加

坡、印度、加拿大等，必须先修读大学先修课程（Pre-University Programmes）。此外，其他要求具备12年中、小

学教育才能上大学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只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O水平或其他同等学历者，也必须

先修读大学先修课程。STPM或高中统考成绩若达标，一般都可以直升大学。

 学生在本地私立大专修毕专科文凭课程后，除了就业，也可以学分转移的原则自行申请或透过原校的安排，衔接

至英国、澳洲、中国、台湾等地的大学，继续攻读学士课程。学生在选择专科文凭课程时，应事先向原校了解有关学

分可“转移”至哪些大学、衔接哪一年级。一般上只要符合协定中的条件，专科文凭毕业生皆可顺利衔接至与原校合

作的伙伴大学。

 本地私立大专推出的双联课程（Twinning Programmes）和美国学分转移课程（American Credits Transfer 

Programmes），让学生在本地修读一至二年的课程后，再到外国留学。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协助学生减少在外国的时

间，也可节省留学费用。

SPM或其他同等学历

SPM或其他同等学历

SPM或其他同等学历

SPM或其他同等
学历 外国大学

美国、台湾大学

大学先修班

文凭班

大学先修班 双联课程

美国学分转移课程

外国大学

外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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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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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文｜李玲惠
      台湾教育部创造力教育巡回列车特约讲师
      台北县立永平高级中学校长
      永平高中的孩子都叫她“校长姐姐”

图 | unsplash.com

你选对学校了吗？
每天上学、放学，上课、下课，你知道你去学校是为了什么吗？“学校”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只是现在，它还影响你的未来！
一所好学校不只要求学业成就、学科成绩，而是重视学生全方位的学习。因此，在教育不能重来的重要原则下，以下是一些
选择学校时应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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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大学排名是选校的重要指标吗？
学校那么多，7个C告诉你怎样找出最
适合自己的学校关键10问 选对学校

你选对
学校了吗?

一、这所学校重视什么？

 学校只重视学科成绩、升学率？或是重视学生活动、品德教育？学校是否重视学生面对未来所需具备的条件？

举例来说，有些学校看到国际化的趋势，便以语文、资讯、创造力为教学重点，认为这三大能力是迎战未来的关键能

力，并把通过英文检定当作毕业门槛；也有学校了解企业界选才的第一条件是“态度”，所以，学校以“品德教育”

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

 如何知道学校重视什么呢？可以从学校目标、学校愿景、学校行事历看出来，当然，学校的气氛也可以打听出

来！如果，这所学校以学生的未来作办学考量，既是可以纳入优先考虑的学校，毕竟，在学校所学的都是为未来而准

备。

二、有机会遇上良师益友吗？

 所谓的良师，是经师人师兼具，也就是古代韩愈所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好的老师不只是

教授知识，还能教导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尤其是对学生的关爱与付出，真诚不求回报，以自己的修养和

对学生的照护来感化学生，让学生得以耳濡目染，陶冶成良好的品德，甚且受其影响，改变性格，培塑出积极的人生

观，以弥补家庭教育之不足。这样的老师不只是良师，还有可能是你未来的人生导师。虽然这样的人生境遇是可遇不

可求的，但如果这所学校有这样的“名师”，你是否比较有机会因“贵人”而改变你的一生呢？

 除了良师之外，朋友也很重要。青少年深受同侪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师和家长会很关心，甚至干涉孩子的交

友状况。益友与损友的分别，在于一个会帮助你学习、成长，另一个则会让人退步、甚至堕落。同侪是影响青少年身

心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学校中的同学无法选择、你却可以从同学中选择朋友，甚至成为知己好友。练武功的人都知

道，和谁一起练功很重要，和高手一起练功、过招，功夫才容易练成。

 大专时期是人一生中关键的学习阶段，学校教育又是有计划且系统性的学习环境，所以，上什么学校真的很重

要。你选对了吗？

（改编自上什么学校真的很重要，《升学情报第42期》，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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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原文 | 侯亨能博士
整理 | 梁舒卉

图 | unsplash.com

十招教你挑选好学校
大专院校众多，该如何挑选？
学生在挑选学校时，除了确保修习的课程和文凭受到政府或法定机构承认以外，也应了解学校的背景和资料，以衡量学校的
品质，以免入学后才发现“货不对板”，追悔不及。根据侯亨能博士在《如何挑选学院？》一文中的建议，我们可从以下十个
项目着手分析，看看一所学校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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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四招窥探大专师资的实力
工业4.0来临，
传统大专教育过时了吗？大专教学18式，准备接招！

你选对
学校了吗?

1.办学理念和目的

 从一所学校的“使命”或“愿景”中可看到其办学

理念和目的，但，说到是否也做到？我们可以观察学校

的作为，看看是否有按照办学理念行事。

2.学校领导人

 我国许多大专院校由财团企业所经营，无可厚非，

一家企业最关心的主要是学校所能带来的利潤。侯亨能

博士认为，理想的学校领导人不应唯利是图，而是活跃

于社会的领袖，尤其是教育组织的领袖。

3.学校的稳定性

 留意一所学校的不稳定状况：一是财务问题，二是

学校领导层发生争执，这两种状况如果无法改善，必将

影响校政。

4.社会责任

 学校是社会的良心，我们可观察一所学校的实际作

为是否有担负起社会责任，例如通过举办一些讲座、座

谈会或展览会等社区活动，以传播有价值的思想，带领

社会前进。

5.学术和行政的管理水平

 学校的管理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学术和行政，两

者相辅相成。品质管理全面化的教育机构，两者并重，

甚至让学生也参与校政。

6.学费

 有些学校的学费非常高，堪称“贵族学校”，专门

招收富有的学生，我们须留意的是这种学校除了外表、

地位和名誉之外，是否具备教育品质。

7.师资素质

 师资的素质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学校聘用什么

资格的教师？二、学校是否为在职教师提供许多培训机

会？我们可向学校查询师资背景，以及师资的训练与发

展情况。

8.教学设备

 一所学校的设备必须充足且先进，如果可以，我们

应亲自到学校参观其设备。

9.学校与社会或业界的联系

 与社会各个阶层保持良好联系的学校，能够了解业

界所需的人才，可更有效为社会或业界提供人力资源，

或派送学生到相关行业实习。

10.考试制度

 学校需避免考试漏题、学生作弊等纰漏，确保考试

制度拥有严格的管理。

（整理自如何挑选学院？，《升学情报第12期》，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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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原文 | 全国大专升学辅导组（全升）
整理 | 升学情报编辑部

【相关文章】

本地国立大学
选择本地国立大学，先搞懂研究型、
综合型和专注型大学的不同

研究型”VS“非研究型”国立大学，
哪一种比较好？

别选错大学！
一分钟看懂本地国立大学三大类型

图 | unsplash.com

 学生在选择本地国立大学时，多数是以大学的名气、

学位受不受承认、地理位置和经济负担等为考量。但是，

你知道其实本地国立大学分为三种类型吗？

 大学的类型是另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申请之前，应

先了解自己的需求与各大学的特点与优势，再挑选符合自

己未来发展和生涯目标的大学。

以下简介本地国立大学的三种类型：

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着重学术研究，主要培养各领域的学术与

研究人员，课程设计偏重学术研究，重视学生的思考、分

析、观察和推理能力，并让学生参与研究和开发项目。研

究型大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为50：50。五所研究型

大学分别是：马来亚大学（UM）、理科大学（USM）、工

艺大学（UTM）、博特拉大学（UPM）和马来西亚国立大

学（UKM）。

综合型大学 

 综合型大学着重通识教育，主要培养各领域的实务

应用人才，课程内容涵盖面广，并以训练学生对知识的

实际应用和技术能力为目的。综合型大学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比例为70：30。四所综合型大学分别是：沙巴大

学（UMS）、砂劳越大学（UNIMAS）、玛拉工艺大学

（UiTM）、国际回教大学（UIAM）。

专业型大学 

 专业型大学着重专业培训，主要培养某一领域的专

业人员，如：科技、教育、行政、国防等。课程以专科技

术和知识为主，以培养专精于某一领域的毕业生，并包

含大量实习和实践的机会。专业型大学的本科生与研究

生的比例为70：30。专业型大学共有11所，其中包括专注

于教育的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UPSI）、专注于财经

商学的北方大学（UUM）、专注于国防军事的国防大学

（UPNM），以及专注于科技工艺的马六甲马来西亚技术

大学（UTeM）、敦胡先翁大学（UTHM）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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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我国拥有五百多所本地私立大专，同学们该如何向这

些大专院校进行研究与调查，以便找到适合自己的大专院

校呢？以下为你提供三大方法，让你随时出击行动：

一、从网站、刊物、教育展收集相关资料

 大专院校一般都设有官方网站，公布学校的各种资料

和资讯；善用谷歌等搜寻网站，输入大专院校的正式中文

或英文名称，便能链接有关学校的官方网站。

 升学刊物如《升学情报》，以及专门的升学网站，例

如升学情报线上教育展，有系统地编采各类大专院校的概

况，有利于读者进行分析与比较。

 参观教育展也能够达到收集资料的目的，但是教育展

可让你在短短的时间内，向来自不同大专院校的代表，透

过互动，了解课程、师资、教学措施、环境设备、校园活

动等大量的资讯。

二、透过电话、电邮向学校查询

 如果所收集的平面资料不足，打电话或发电邮到大专

院校询问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大专院校都设有招生处或咨询与辅导处，随时提供

资料与讯息给任何有兴趣的公众；你可以从大专院校的网

站、升学杂志、报章广告取得学校的联络资料。在向校方

咨询之前，预先阅读网站、书报杂志提供的平面资料，以

及拟定问题是必要的准备。

三、实地到学校考察，与学校的辅导员、课程主任、老

师或在校的学生交谈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你可以走进校园，先向学

校相关咨询人员了解有关科系的课程范围、特色，以及师

资条件、课堂以外的活动，例如：学生自治的社团、学生

交流计划、校外竞赛活动等。你也可以看看校园环境，与

在校学生聊一聊，从在校生的观感了解学校的办学品质。

此外，也可以从硬体设备，如图书馆、资源中心、教学设

备、活动中心，甚至是布告板、食堂、洗手间等基本设

施，感受校园的品质和文化。总而言之，任何你心里重视

和在意的事，都可以亲自到现场体验！

（原载《升学情报第43期》，2009年）

【相关文章】

怎样选出“最好”的本地私立大专？ 本地私立技职教育机构我的超级任务 找寻私立大专

文 | 升学情报中心

三大方法找到适合你的
本地私立大专院校

图 | 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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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图 | unsplash.com

学校用不用心？
看学生的福利就知道
每当我们购买一项产品时，总会考虑各种连带的增值服务，例如：维修与保养、上门递送、使用支援等等。同样的，在一所
服务周全的大专学府，除了提供教学，也特别为学生提供各种贴心的增值服务，以便学生在最有利的环境条件下，专心求
学。

偏僻郊区的学校，也提供学校和车站之间的穿梭巴士服

务。

语言强化班

 在本地私立大专或英语体系国家的大专求学，英

语是必需具备的学习能力；为了协助英语能力不佳的学

生，许多大专学府在正课以外，附设收费或免费的英语

强化班，供有需要的学生进修。

课业辅导

 一如大家所熟悉的补习班，有些大专学府也会开办

收费或免费的课业辅导班，以协助学生赶上程度或完成

 以下简述在大专学府里常见的各种学生福利，以作

为选择学校的一种参考。

宿舍

 大型院校通常备有建立于校园内的学生宿舍，许多

中小型院校虽然碍于空间限制，但也安排邻近的寓所作

为学生宿舍。对于宿舍的考量不外乎：设备、距离、交

通、治安、管理、收费和租借合约等。

交通

 学校是否提供交通便利胥视需要而定。范围数百

英亩以上的大学通常备有穿梭于校园的巴士；宿舍离开

校园若有相当的距离，学校也可能提供校车；有些位于

文｜黄天赐
      升学情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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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作业。例如在美国的许多大学，这些课业辅导班通常是

由校方聘请资优的学长或研究班学生担任补习老师。

生活辅导

 举凡生活上的各种烦恼，是否有人来开导？在服务

完善的学生事务处，通常设有学生辅导处，由合格者协

助学生克服生活上，甚至心理上的困扰。

社团活动

 课外活动是构成校园学习的另一种活动，而其中以

学校的社团活动为主。重视全人发展的大专，通常由学

生事务局推展校内的各类社团活动，例如代表学生的学

生会、学术性学会、体育队伍、联谊会、志愿组织等，

并特设活动空间供这些团体举办活动。

休闲活动

 休闲活动是平衡学习生活的一种需要。为让学生

调剂生活并避免不良活动的侵蚀，一所完善的大专学府

一般设有知性、娱乐、运动等有益身心的休闲设备，例

如：阅读室、电影室、运动中心、公园等，供学生在课

余获取适当的消遣。

生活便利

 一座完善的大型校园犹如一个小社区，举凡生活起

居上的各种便利，例如：餐厅、书局、银行、医药、便

利商店、洗衣店等一应俱全。至于小型院校或空间不大

的“城市校园” (city campus) ，通常会考虑学生的需

要，而选择设立于邻近各种生活便利配备的地点。

保安

 确保学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生活，是每一所大

专不可忽略的环节；设有夜课、宿舍和夜间图书馆的学

校，更需重视学生在夜间的安全。学校聘请保安人员监

守校门和巡视校园，是最基本的措施。此外，校方也可

配合警方的社区巡逻，以达到“双重保护”之效。

助学金

 为协助经济困难的学生，许多大专学府或多或少都

为这些学生提供某种形式的助学金。一般大专院校所提

供的助学金可分为：无需偿还的奖学金、需偿还甚至附

带利息的贷学金和学费减免等。

升学辅助

 从大学先修班、证书、文凭及至学士课程，毕业生衔

接大学或研究所，已经是现今普遍的需求。尤其是在本地

私立学院，其文凭、证书能否延续进修，衔接国内外其他

更高学府，显示了一所学院的实力。因此，大多本地私立

学院都为毕业生开拓升学的机会，且争取学分的转移。

就业辅导

 就业，是一般大专毕业生的下一步。有些大专学府

设有就业或生涯辅导中心 (job/career guidance) 以协

助其毕业生获取就业机会。许多大专也和业界建立合作

关系，以安排其毕业生优先申请工作。在大型的院校，

常会举办职业展或征聘活动，提供即将毕业的学生预先

觅职的便利。

 一所大专所提供的学生福利，显示了它的办学资源

和投入程度。草率的大专，一般仅提供最基本的教学，

而忽略了学生在其他方面的需要。学生在选择学校时，

可向校方了解这些增值的相关服务（例如上述项目），

从而确保本身的利益并且借之评估学校的品质。

（原载《升学情报第36期》，2008年）

【相关文章】

从大学 系院到宿舍
本地国立大学课外活动多 善用奖贷学金，求学没烦恼！记得这些，外地升学住宿没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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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图 | unsplash.com

从硬体设备选择一所好学校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所大专学府必须备有完善的教学设备和有利学习的硬体建设，才能有效地传授知识、
培育人才。每一所大专的建设不一，像是我国有店屋式的大专、设立于大厦内的大专，以及拥有独立校园的大专，无论是哪
一种，在硬体上的装备，它们都必须遵照高等教育部所设下的基本条件，其中包括：相关的教学器材、图书馆、相关的实验
室或工作室、课室和休闲设施等。

文｜黄天赐
      升学情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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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的教学器材

 一所大专必须随课程和科目的需要，提供充足、完

善的教学器材，例如电脑室的电脑和配备、实验室的仪

器、美术室的工具等等。学生可预先了解所修课程中每

一项实习科目所需的器材设备，在选择学校时，大略考

察其设备是否充足和符合当今的水准，能有“专家”陪

同参观将更理想。在一些技术日新月异的领域，例如电

脑科学、美术设计、工程、医药等，能够掌握最新的工

具尤显重要。

2、图书馆

 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根据高等教育部的要求，一

所大专的图书馆必须拥有能满足有关科目学习的藏书、

期刊和其他参考资料，并具备符合国际规格的管理系统

和管理员。一所大专图书馆的藏书量和使用量，可反映

出一所大专的学术风气。有些大专不重视图书馆，而学

生也同样的漠不关心，这显示其教学在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和进行研究方面依然落后。

3、相关的实验室或工作室

 一所大专必须随课程的需要，设立相关的实验室

和工作室，并拥有充足、合格的实验室或工作室助理人

员。例如每一项科学科目的实验室、每一项美术科目的

工作室、每一项厨艺科目的实习厨房和每一项工程科目

的工作室等等。无论是在学校或业界，一所实验室或工

作室的管理是很重要的一环；在参观校园时，除了考察

其实验室或工作室的“先进程度”，也记得检视其“整

洁程度”，因为这也显示了一所大专的“专业程度”。

4、课室

 一所大专必须随课程和科目的需要，备有设备充

足、面积恰当的课室。一般规模较大的大专除了具有可

容纳数十人的小型课室，也有可容纳数百人的讲堂。课

室是每一位学生学习时最常使用的地方，因此课室必须

提供有利学习的环境，其中须考虑的因素包括：空间、

光线、温度、视听设备、座位等等。

5、休闲设施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一所大专除了提

供教学设施，也必须为学生提供适当的休闲空间，例如

学生俱乐部、咖啡厅、阅读空间、体育场、户外空间等

等。每一个人不但要学会学习，还要“学会休息”！在

培养全方位人才的理念上，一所大专必须为学生提供全

方位的生活环境。一般店屋式的大专，因为空间有限，

而牺牲了学生的休闲空间，但也有部分店屋式的小型大

专，另行向外租借休闲体育设备，以供学生使用。

6、其他便利

 有人形容一座完善的校园就有如一个小型社区，

除了上述的必须设备，其中还包括了提供各种生活便利

的设施，例如：宿舍、学生活动中心、提款机、便利

商店、小邮局、多元用途礼堂、食堂、洗衣室、书局等

等。如果你所选择的大专没有提供上述各种便利，请不

要觉得难过。只要走出校门，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些便

利也就足够了；就让我们的校园延伸至校门外，让整个

社区成为我们的校园。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校园没有这

些便利，而走出校门依然“荒山野岭”，那你可要三思

了。

（原载《升学情报第34期》，2007年）

【相关文章】

如果连自己的升学目的都不知道，
没有学校能帮你 为什么要读书？本地？外国？“好的教育”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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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了吗?

图 | unsplash.com

大专宣传品解读秘方,
迅速掌握大专资讯
大专手册（Prospectus）

大专手册是有关一所大专的“百科全书”，手册内提供

各方面的详尽讯息，包括：学校背景、设备、系院、课

程、学费、宿舍、课外活动、奖贷学金等等资料。

怎样用？

一本资料完整的大专手册，尤其是大型学校，其厚度可

多达数百页，当然，我们不必逐字逐页地读完全书。一

般上，我们可分两部分来吸收其中的资料：一、随个人

需要认识学校的一般事项，包括：学校背景、设备、

宿舍、课外活动、奖贷学金等；二、针对个人选择的系

院和课程进行深入的了解，包括：学制、课程表、时间

表、学费表、师资等等。

小贴士：
大专手册的成本较高，一般大专不会随意分发，学生若

有需要可向学校辅导处或相关教育机构的资料中心借

阅；一般大专也会以工本费出售大专手册，或将大专手

册放到网站里任人下载。

书面资料的可信度比口头承诺高，在分析所得资料时应

以宣传单上所示为准。倘若大专人员的口头承诺多于宣

传单上所示，可要求大专发出书面告示。

把注意力放在宣传单上的具体资讯，不要对华而不实的

文案作太多的“遐想”。

•

•

对有关事项获取书面上的认识。

小贴士：

向有关大专确认是否尚有未显示在学费列表上的其他收费。

向有关大专确认学费列表上的收费是否会逐年调整，其

调整是否也影响旧生。

•

•

学费列表（Fees Schedule）

学费列表列明确实的学杂费和应缴时限，其中包括学费

（tuition fee）、申请费（application fee）、注册费

（registration fee）、实验室费（lab fee）、电脑费

（computer fee）、材料费（materials fee）、图书

馆费（library fee）、制服费（uniform fee）和抵押金

（deposit）等等。

怎样用？

详读学费列表上的所有收费，从而计算整个课程所需缴

付的费用。

小贴士：宣传单（Brochure）

宣传单简要地提供某个项目的讯息，例如：学校简介、

科系、宿舍、奖贷学金、特别计划等等单元。

怎样用？

针对个人所需的项目，向大专索取有关的宣传单，以便

每次拿到大专的宣传单、手册等宣传品，先别急着丢弃，它们可是大有用处呢！本文就带大家逐一认识大专各宣传品的用
途，以便同学们能够透过宣传品快速掌握大专相关的升学资讯！

文｜黄天赐
      升学情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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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网站因为管理不当而没有更新资料，同学们若发现

一年以上的旧资料，最好向有关大专确认有关讯息的时

效性。

有些大专网站也设有线上付费（online payment）的便

利，但是我们在付费前应向有关大专确认有关付费系统

的可靠性。

•

•

网站（Website）

一个完善的大专网站提供所有相关的资讯和解答，并随

时发布最新的讯息；有些大专网站也设有互动功能，包

括线上申请（online application）和线上解答（online 

enquiry）等等。

怎样用？

从广告、传单等宣传品，或谷歌等“搜寻引擎”，找出

有关大专的网站；阅读网站上的资讯以便对有关大专和

课程获取基本的认识，若有需要则再以网站上提供的联

络方式向大专提问，或提出申请。此外，我们也应留意

网上所发布的最新讯息，以免错失良机。

小贴士：

广告（Advertisement）

各大专的广告宣传手法不一，有者以告示的方式平实地

刊载招生简章或启事，有者以创意广告的手法引人入

胜。因此，广告上所提供的讯息也大相庭径。

怎样用？

透过广告快速寻找和比较相关的大专，并从中获取有

用、可靠的讯息，例如：课程、开课日期、申请条件、

文凭资格、学校和课程的核准志明、联络方式等。若有需

要，再以广告上列明的联络方式或回条（reply slip），向

有关大专索取进一步的详情。

小贴士：

如果有关报道的资料来源仅仅是来自报道中的“主角”，

那么其客观程度通常不高，进而降低其可信度。

刊于“商业特辑”或“商业版位”的特写报道是属于商

业广告的附加文宣，其报道通常倾向于有关大专（广告

客户）的宣传效益。

马来西亚高教部规定所有本地大专和课程都必须在获得

核准后才可进行文宣，并且必须在宣传品上列出准证编

号（approval number），倘若发现没有志明准证编号

的本地大专或课程，我们应加以求证，以策安全。

在阅读大专宣传品时，不要被一切不具体的形容和

描绘，例如“设备先进、历史悠久、高素质、卓越辉

煌”等字眼，影响理性的决定；唯有具体的实况和数

据，例如：300架电脑、50年的历史、获得XX权威机

构的认证、80%毕业生考获荣誉学位等，才是有参考价

值的资讯。

大专宣传品仅止于纸上谈兵，我们尚应亲身考察校

园，以防“货不对办”。

（原载《升学情报第32期》，2007年）

•

•

1. 

2.

3.

特别叮咛：

特写报道（Write-up）

大专、课程特写常见于报章、杂志等出版物，它以新闻

或专题方式报道某大专或课程的内涵；报道的质量视有

关媒体的编辑方针而异。

怎样用？

随个人志趣选择性阅读这些特写报道，从中寻找有用、

可靠的讯息，摒弃所有缺乏根据的主观夸赞和不具体的

描绘。

小贴士：

【相关文章】

四个步骤，
挑选本地国立大专志愿科系与学校

本地私立大专学费差距大，
什么学校最划算？十招教你挑选好学校

广告上那创意十足的标语和词藻虽然也显示出一所大专的

形象和特色，但是往往有自卖自夸之嫌，因此无需太过为

之“动容”，一切尚以个人需求和客观实况为考量。

•

• 提防被不明确的广告字眼误导，例如：“可获高达50%

的学费减免”不表示人人可得50%折扣、“提供宿舍”

不表示学校拥有本身的宿舍、“课程核准中”不表示

一定会被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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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窥探大专师资的实力

图 | www.pexels.com

 在选择学校时，除了了解大专的课程内容、文凭价值和硬体设备，也别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项目——师资阵容。如

果说校园是一所大专的躯体，那么老师就是它的灵魂；一所光有一流硬体设备，但缺乏优秀师资的学府，就好比一副没

有灵魂的躯壳。对于一所大专的发展和一名学生的成就，老师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遇上好老师，可让我们的学习事半

功倍；倘若有幸遇上大师，更可能影响我们的一生。

 在我国欲发展为本区域教育中心的宏愿上，师资的素质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条件。因此，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

构（MQA）在批准和鉴定大专学府的每一项课程上，对师资的要求亦提出了严格的条件。那么，学生要如何判断一所

大专师资的实力呢？

 接下来为同学们提供四大招数：

【相关文章】

讲师
大专讲师洪美枫
帮助大专生建构未来大学教授

你选对
学校了吗?

向有关大专索取大专手册（Prospectus）或有关师资的资料表。我们可以从有关师资的列表中，了解其师资

的学历、资历或其他相关成就。

从学长、学姐或毕业生的经验探听有关大专的师资。这类讯息或许会出现个人主观的评价，我们应当加以客

观的分析。

从有关课程的学术表现（包括老师和学生），例如：考试成绩、研究论文、专案作业，和相关成果，例如：

比赛奖项、活动参与等，推测师资的实力和努力。

前往拜会（建议由家长或师长陪同）有关大专和科系的主任（Dean）、课程主任（Head of Program）或讲

师，和他们进行交流；从一个科系领导人的身上，或许可让我们预测其属下老师的实力。

第一招：

第二招：

第三招：

第四招：

（原载《升学情报第33期》，2007年）

文｜黄天赐
      升学情报主编

42 • 升学情报



你选对
学校了吗?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出国念书就犹如“镀了一层黄金”，文凭将变得更有价值，或是比别人更具竞争力。不过，受

限于经济等因素，并非人人都有机会到国外留学。时任泰莱学院首席营运员赵国清就认为，学校与环境固然是重要的因

素，但是学生是否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优秀的人才，全看学生本身的态度。

 “机会是自己找的。”赵国清说，如果学生已经知道自己需要学习什么、清楚自己的升学目的，必能为自己找到最

好的学校。他补充，每一所大专都各有强项，最好的学校不一定是海外大学，也不一定是著名的大专，只有最适合自己

的学校才是最好的。不过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大专前，学生必须先认识自己，知道自己需要学习什么。

 “所谓了解自己，就是知道自己的强项、弱点以及需要怎样的机会。”赵国清说：“所以学生在选择前，应思考这

三个问题：这所学校可以让我发挥所长吗？可以协助我提升自己的不足吗？我可以在这里获得发展的机会吗？”赵国清

指出，今天的学生选择很多，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不足、不清楚自己的升学目的，就会被不断改变的环境影响，不知

道该如何选择大专，无法判断哪一所大专适合自己。不过，如果学生清楚自己需要哪一方面的知识、技能以及训练，就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可以满足自己的大专，让自己在适当的环境学习与成长。

 “一切在于自己。”赵国清说，学生不能把责任交给大学，如果学生连自己的升学目的都不了解，那么不管是哪里

的大学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成长以及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所以，与其纠结于要在海外或国内升学，不如先了解自我、清

楚自己需要怎样的大专教育。只要做到这一步，升学选择就显而易见了。

（改编自了解自己的学习需求最重要，《升学情报第59期》，2012年）

【相关文章】

本地？外国？“好的教育”在哪里？ 上不了大学，你也能考取专业资格！
2021年QS学科排名出炉，
哪所学校“最强”？

如果连自己的升学目的都不知道，
没有学校能帮你

分享 | 赵国清
         时任泰莱学院首席营运员

采访 | 刘蕴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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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整理 | 升学情报中心

图 | pixabay.com

选出你No.1的学校——
先看教师与同学的素质
每一个面对升学选择的人，都期望藉着进入一所“好”的大专院校，在日后获得更好的前途与“钱途”。对于怎样的大学才
叫“好的大学”，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与意见。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热切地想知道，到底哪一所大学“最好”？大学排行榜
可以说就是这种现象的具体产品。因此，在寻找属于自己的No.1学校之前，不妨先来认识其中几个大学排行榜所重视的条件和
素质，例如学生质量、教师的学术表现等，并了解其背后的意义，从中找出“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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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学生质量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什么样的同学

一起学习当然会影响个人的学习效果。此外，从不同类

型的同学身上也会让你吸取不同的养分。所以一所学校

的“学生质量”是大家在选择学校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之一。

大学排行榜评估项目：

• 国际学生比例

 国际化的程度越高，就代表学生越能接触到不同国

家的人，也越能开拓个人的国际视野。

• 学生录取考量

 不同的大专录取学生时所看重的因素不尽相同，

如有些较重视学生的成绩；有些则重视学生有没有抱负

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该学校整体的学习风气，个人也

会受这种环境的熏染。

• 学生就业率

 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越高，即等同学校所提供的教

育（包括学术、技能、观念、个性等）越能符合职场的需

求。

• 学生毕业成绩与入学资格比例

 如果一所大专的入学条件不高，但毕业生却都能取

得优异成绩，就说明这所大专的教育非常成功，可以为

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最适合他们的教育。

• 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

 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代表着极高的学术成就荣誉，

只有在特定领域有一定学术贡献的学者才获颁该奖项。

如果一所大专能培育出获得这些权威性奖项的学生，就

说明该大学的教育水平是很高的。

教师的学术表现

 作为和学生在学术活动上互动最多的人，教师的学术

与研究实力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有着关键的影响力。

大学排行榜评估项目：

• 国际教职员工比例

 国际化的程度越高，就代表学生越能接触到不同国

家的人，也越能开拓个人的国际视野。

• 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

 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代表着极高的学术成就荣誉，

只有在特定领域有一定学术贡献的学者才获颁该奖项。

能有教师获得这些奖项，就代表该校的学术有一定的实

力，学生也能得到大师级专家的教导。

• 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教师数量 / 教授论文的

被引用率

 某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被学术界引用最多次，就代

表他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很大。一所大学如果拥有很多这

类教师，说明了该校的研究实力很高，学生能得到在特

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家的教导。

• 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 / 被

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

录的论文数量

 《Nature》和《Science》都是世界级的科学期刊；

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也

是国际上著名的检索性刊物。被这些权威期刊或检索刊

物收录的论文数量能说明该大学在科学领域的实力。

• 网页连接

 和“教授论文的被引用率”相似，这项因素是根据

大专学院的研究论文在互联网上被引用、被连接的次数

为标准，数量越多则表示越高的公信力及影响力。而身

在该所大学的学生能得到这些专家们的亲自指导，收获

自然更大。

（整理自超级比一比，选出你的No.1，《升学情报第43期》，2009年）

【相关文章】

学生自觉自律，
线上教学没问题

是什么让她们才踏出校园就比别人
强？

抛弃过时的传统，
告诉你怎样学才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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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整理 | 升学情报中心

图 | pixabay.com

选出你No.1的学校——
探听大专的资源与口碑
大部分学生都借用大学排行榜的准绳来为自己选校，并在个人选校的范围里，找出最符合自己求学目标和学习风格的学校。而
许多大学排行榜都会将教育资源质量，以及各界对于学校的评价纳入排名的考量。那么，学生要如何评估一所学校的教育资源
以及评价的高低呢？本文就列出了几个大学排行榜所重视的教育资源和评价项目供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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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学校了吗?

教育资源质量

 一所学校拥有越多的教育资源，如财务支援、师资数

量、教学设备等等，代表该学校的潜能越大。因为这些教

学资源都可为学生的学习带来正面助益。

大学排行榜评估项目：

• 学校师生比例

 如果平均一名教师需要照顾的学生越少，每一个学生

就越容易获得教师的关注与指导。

• 学生保持度

 学生在某大专念完一年的课程以后，是否还会继续在

该大专念书或是转到选择到其它大专升学？这可以说明学

生对大专所提供的设备、课程内容等各方面的条件，是否

感到满意。

• 学生评分数

 这项因素是从在校学生收集而来。得分越高，表示该

校的学生对于学校所提供的课程、设施等越感到满意。

• 财政资源

 有较高的财政预算，就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及服

务，如教材、研究设备等，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会更好。

• 网页数量

 网页数量是透过Google、Yahoo、Live Search及Exalead

四大搜索引擎进行网页搜寻所获得的结果。一个内容详

实、提供大量有关大学的结构与活动等讯息的大学网站，

就能吸引他国优秀的学生及学者，形成校内更好学术环境。

• 网络学术作品及Google学术搜寻结果

 通过Google学术搜寻引擎搜寻学术作品，如果搜寻结

果的数量越多，就表示该大学的资料库越丰富，学生能轻

易地找到各种学术资源。

各界评价

 从学者、雇主以及相关大学的毕业生的看法来了解各

大学的社会评价与地位。

大学排行榜评估项目：

• 学界互评分数

 通过问卷调查，请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

者列出在他们心目中，足以代表、引领该专业领域发展的

优秀大学。如果学界的评价高，就代表学校在该特定领域

的实力获得专家们肯定。

• 企业和雇主对毕业生的评价

 通过各官方或私人的跨国型企业、组织，调查他们较

为偏好聘用哪一间大学的毕业生，从而得知一所大学在业

界的评价与地位。得分高者，代表业界对该校培育出来的

人才很有信心，毕业生在求职时也较容易获得青睐。

（整理自超级比一比，选出你的No.1，《升学情报第43期》，2009年）

【相关文章】

三大方法找到适合你的本地私立大
专院校 从硬体设备选择一所好学校

学校用不用心？
看学生的福利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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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志”在
 it’s your choice!

升学特辑

课程了吗？
你选对

blog.fsi.com.my

证书、文凭和学位，什么课程适合你？

6个指标，从课程属性决定适合自己的课程

本地私立大专教育素质不一，四大指标教你选对课程

6种大学先修课程让你上大学无障碍

选择科系之前，你应该考虑的五个因素！

选择课程不后悔，确保你做了这八件事

四个步骤，挑选本地国立大专志愿科系与学校

读理科比文科好？

别上错车！选课前先看清楚课程内容

6个步骤，从课程内容决定适合自己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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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课程了吗?

文 | 升学情报中心

图 | pixabay.com

证书、文凭和学位，
什么课程适合你？
正规教育中的“课程”，可分为证书（certificate）、文凭（diploma）和学位（degree）三种学术水平，并可以依学历资
格排列为：证书 → 文凭 → 学士学位 → 硕士学位 → 博士学位。一项课程培养学生在某个专业上特定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完成
课程后所取得的学历，可作为进入职场或继续深造的资格。学历的高低，往往也代表一个人的知识和工作能力，而每一个层级的
工作，都需由拥有适当资格的人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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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课程了吗?

证书水平 Certificate Level

 专科证书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某种特定的技能或

知识，以便学生结业后能进行某种特定任务。完成专科证

书课程后，学生可以选择继续修读专科文凭课程，或是进

入职场；持有专科证书者可在其技能范围内执行专门的技

术性任务，也即是我们通称的“技术人员” (technician)。

熟练、资深的技术人员可成为“头手” (fore-man)，领导

后进技术人员。

文凭水平 Diploma Level

 正规教育中的专科文凭课程是比证书课程更为完整的

教育，它除了为学生提供有关工作所需的技能训练，也传

授相关的理论基础。学生在完成专科文凭课程后，可以继

续修读专科高级文凭课程（Higher Diploma / Advanced 

Diploma）或学士课程（视有关大专的安排，一般可插班

第二至第三学年）。另一方面，学生也可进入职场；拥有

专科文凭资格者在科技、工程界可被聘为技术人员、助理

工程师、助理化验师等；在文商领域，持有专科文凭者则

可被聘为副执行员或执行员。

学士学位 Bachelor’s Degree

 学士课程比起专科文凭课程，是个更全面的教育，

它除了为学生提供充分的专业教育以让学生对其主修专业

学有所长，也要求学生修读一些社会人文科目，以便学生

对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此外，学士课程也注重全人的发

展，以培养出心智成熟、具分析和判断能力且人格健全的

人才。

 学生在完成学士课程后，可以选择进入研究所

（Postgraduate school）接受后学士教育（Postgraduate 

Studies），修读后学士证书/文凭（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Diploma）、硕士学位（Master’s Degree），

及至博士学位（Doctorate Degree/ Ph.D）课程。学生也可

进入职场，具有学士资格者，一般可独当一面出任责任较

大的专业或执行级职位，例如工程师、执行人员等。

后学士学习 Post-Graduate Studies

 硕士学位 (Master’s Degree)、博士学位 (Doctorate 

Degree) 课程是学生考取学士学位后的延续教育，这些课

程让学生在某特定的领域或课题进行更深入、更精深的钻

研，因此被称为“后学士学习” (Post-Graduate Studies) 

或研究所教育。硕、博士课程注重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

力，学生因而被称为“研究生”。

 硕士、博士学位持有者被视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他们所具备的学术水平和思维能力，足以出任高度专业的

任务，如咨询顾问、研究人员、培训导师或高层管理人员

等，此外也可在大专学府里担任教职或学术研究工作。

（整理自什么是证书、文凭和学位？选择课程不可不知！《升学情报网》，2020

年）

【相关文章】

专科证书 (Certificate Level) 学士学位 (Bachelor’s Degree)专科文凭 (Diploma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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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课程了吗?

图 | pixabay.com

6个指标，从课程属性
决定适合自己的课程 文｜廖雯嫔

      前升学情报辅导中心助理

想要了解自己选择的课程都在读什么，应该怎么做呢？同学在着手分析课程内容之前，首先可根据以下六个要点，针对你属意的
课程进行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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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课程了吗?

1. 所属学院（领域）

 各科系都拥有分属学院（Faculty），先观察科系所属

的学院可以让我们大略地知道学校侧重于培养哪方面的人

才，毕业生又可以往哪一个领域发展。

 例子：一些大专的心理系属于理学院（Faculty of 

Science），课程结合生物原理及偏向心理学研究；有的则

隶属社会科学学院（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课程

重视如何于商业及社区应用心理学知识。

2. 科系名称

 院校之间，有些科系名称相同，却未必有同样的课程

重点。进一步询问选修或副修科目，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有

关科系所注重的领域。

 例子：有些大专的工商管理科系注重管理学，会编

排较多管理的选修科目；有些大专则没有特别设定重点选

科，属于综合型课程。

3. 获取资格

 在某些专业领域，光完成学位课程是不够的，学生还

必须另外参与该专业领域的资格考试，完成大学的学位课

程只是提供考取专业资格的“基本资格”而已。

 例子：要成为特许会计师（Chartered Accountant），

除了考获会计学士学位，尚需符合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

（MIA）的条件，才能注册成为该协会的会员。

4. 课程目的

 每一所学校开办任何一个科系都有课程目标，即该科

系要栽培哪一方面的人才。了解课程的目标，会让你更清

楚该课程是否适合自己。

 例子：马六甲科技大学（UTeM）开设的电脑科学学

士（人工智能）课程，就是一个培养“人工智能”专才的

【相关文章】

家人都说我选择的科系没出路
李泉氚：办技职教育
让学生多一条出路有兴趣没能力，怎么办？

课程。

5. 教学方式

 有的大专着重于培养研究型人才，所以讲师或教授上

课的方式会有较多调查研究及思考的训练；有一些大专则

注重培养实务型人才，教学内容会有比较多知识应用的培

训。

 例子：学术型大专的机械工程系着重机械原理和理

论，技术型大专的机械工程系则注重提供学生维修、组装

等实际操作的训练。

6. 就业领域

 读A课程，是否只能做A工作？不，这是一个“多元”

和“跨领域”的工作时代，一个专业可以在多种领域就

业。事先了解有哪些就业选择，有助于你规划大学的学习

课程，如选修科目。

 例子：念插画设计系（Illustration）的学生，毕业以

后可在广告设计公司、出版社、电影公司、制片公司工

作，也可成为自由工作者。

（转载自6大要点，解读课程说明书，《升学情报第58期》，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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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如何确定私立大专的课程已经通过政
府的批准和鉴定 本地私立大专的基本入学资格

认识各种认证机构，
了解文凭受“承认”的意义

你选对
课程了吗?

本地私立大专教育素质不一，
四大指标教你选对课程 文 | 升学情报中心

 本地数百所私立大专，教育素质良莠不齐，有些私立

大专的教育素质为人诟病，甚至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害群

之马。因此，学生在挑选本地私立大专时务必谨慎。学生

除了透过刊物、网站、讲座、教育展和亲访校园等方式，

深入了解学校和课程，马来西亚教育部的“开课准证”

（approval）、“课程鉴定”（accreditation）和“基本

入学资格”（minimum requirements），以及各专业机

构的认证，都是必须留意的主要参考：

1、开课准证

 本地国、私立大专的任何一个课程在正式开办和进行

招生前，都必须获得教育部的开课准证，获准开办的课程

都有一个课程编号，如：KPT/JPT/DFT/US/B21，学生在

申请就读课程之前，可先向各大专询问课程的编号或出示

开课准证，以防误读不获批准的课程。

2、课程鉴定 

 为了进一步监督课程的素质，教育部属下的马来西亚

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简称MQA）负责评鉴各大专所开办的课程，以确保课程符

合学术标准。学生在选择大专时，可参考MQA的课程鉴定

名单。请参考相关文章：如何确定私立大专的课程已经通

过政府的批准和鉴定。

3、专业认证

 须注意的是，获得MQA鉴定的课程未必等同于获得其

他专业认证机构，例如：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MMC）、

马来西亚建筑师局（LAM）、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及马来西亚律师协会（The Malaysian Bar）等等法定机

构的认证，所以学生仍需在选择课程时，针对所属的专业

领域，向有关认证机构查询。请参考相关文章：认识各种

认证机构，了解文凭受“承认”的意义。

4、基本资格

 为了确保教学的品质，教育部规定本地私立大专不得

随意收生，因此学生必须符合高教部所订下的基本入学资

格，才可就读于本地私立大专各水平的课程。请参考：本

地私立大专的基本入学资格

图｜世纪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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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王丽柔
黄天赐

6种大学先修课程
让你出国留学无障碍

 目前，除了美国和台湾接受仅具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的学生直升大学，其他英制国家的大学，包括：

英国、澳洲、纽西兰、新加坡、印度、加拿大等，以及其

他要求具备12年中、小学教育才能上大学的国家，例如：

中国、日本、韩国等，只有SPM或O水平资格者必须先修

读大学先修课程（Pre-University Programmes），才能

申请大学。具有高中统考证书的独中生，只要成绩达标，

一般都不必修读大学先修课程，而直升大学。

 以下简单介绍在马来西亚较普遍的大学先修课程，学

生可以选择在国内或国外修读这些课程：

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STPM）

 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是申请本地国立大学的主要资

格之一，其课程接近于大学的程度，修读科目也以大学的

主修科系为导向，普遍受到世界各国大学的承认。

A水平（A-Level）

 A水平是英国的普通教育高级证书（Ge n e r a 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相当于我国

的STPM，一般上受到世界各国大学的承认。

外国预科班（Foreign Matriculation）

 在我国常见的外国大学预科班计有：加拿大国际预

科班（International Canadian Pre-University，ICPU或

称Canadian International Matriculation Programme. 

CIMP）、南澳政府监督的南澳教育证书国际课程（South 

Austral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SACE 

I n t e r na t i o na l）和西澳政府监督的澳洲大学预科班

（Australian Matriculation，AUSMAT）等。外国大学预

科班普遍受到世界各国大学的承认。

国际预科文凭课程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本地一些国际学校和私立大专有开办国际预科文凭课

程，其特色为注重人文及科学知识，并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此课程获得各国大学承认，至今全球已有150个国家为

学生开办这项课程。

大学基础班（University Foundation Programme）

 有些国家（尤指英国、澳洲、纽西兰）或本地大专（

包括外国大学分校或本地国、私立大专院校）特别开办相

关学科的基础班，作为学生升上大学的基础学历。学生在

完成大学基础班后，一般只可衔接到原校或伙伴大学的学

士课程。

本地国立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

 本地国立大学预科班是专为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资格的土著学生衔接本地国立大学而设的大学预

科班；2002年至今，政府开放10%的学额给非土著学生。

完成本地国立大学预科班可进入本地国立大学和私立大

学，此外，外国大学也可能接受此学历作为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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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科系之前，你应该考虑的五个因素！ 文｜邓珮君
      私立大专资深行政人员

 升学路上科系选择颇多，不知道如何选择的学生难免

感到焦虑。下面就为大家解析学生在选择科系时应该考虑

的五大因素，助学生理清思路，愉快的踏上升学之旅！

1. 兴趣取向

 你的兴趣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可能考倒

很多学生。如果你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或者不知道自己

的兴趣适合从事什么职业，可以咨询专业的辅导员，以及

通过性向测试了解自己的喜好，并从中找出适合自己的科

系。只有掌握自己的兴趣并作出合适的选择，学生才会享

受学习的过程，也不会轻言放弃。

2. 能力表现

 如果学生对某个科目有兴趣但能力却有限，不妨考

虑“第二志愿”，即另一个自己同样感兴趣的科系。倘若

学生能力不足，即使成功进入某个科系，也可能会因为跟

不上进度而感到气馁，甚至丧失初衷。当然，学生也可以

选择依靠努力去达成目标，虽然学习过程可能相对艰辛，

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有机会成功。此外，学生也需了

解自身的心理状态，例如对血抱有恐惧的学生可能不适合

修读会接触到血的医学系。

3. 性格特质

 不同性格特质的人拥有不同的行为模式，依照自己的

性格发展，成功几率更大。例如内向的学生比较不喜欢接

触人群，可以选择研究类的科系，安静且专注的进行研究

工作。至于外向的学生则适合社交类的科系，如传播系、

演艺系等，相信外向的性格会成为学习上的助力。

4. 就业选择

 学生在选择科系时往往会先考虑日后的职业，但建议

学生不要以当下市场的职业需求作为主要考量。像是电脑

科技领域近年来大受欢迎，成为热门的科系选择。不过，

所谓“行行出状元”，学生无需因此选择和科技相关的科

系，而是要考虑自己真正想从事的行业，毕竟未来的趋势

千变万化，谁也无法得知几年后社会的需求是什么。

5. 家庭/朋友考量

 家人或朋友的意见容易影响学生的选择，没有想法

的学生就会随波逐流，跟从朋友的选择或是家长的意愿。

部分家长也会因为其他的现实考量，要求孩子跟随家长的

建议，这时如果孩子的意愿不同，可以尝试和家长沟通商

量，让他们理解自己的选择。无论如何，学生可以参考别

人的意见，但也要保持自己的想法，切勿人云亦云。

【相关文章】

兴趣与职业对照表
选科系不是盲目跟风 
看趋势不如看自己科系分类目录

图 | 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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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廖雯嫔
       前升学情报辅导中心助理 选择课程不后悔，确保你做了这八件事

【相关文章】

认清Pre-U课程的特色
提前适应大学生活 本地私立学院的课程种类如何解读科系，辨识课程？

 学生在选择课程时，面对太多的选择，往往感到眼花

缭乱。尤其是本地各私立大专更是出尽法宝促销其课程，

学生往往不知该做何选择。如果想要明智地选择课程和学

校，学生需要花时间及心思去考察所收集到的资料，以确

保时间和金钱花得有价值。

 学生可能被广告或朋友的影响而选修某科系，但最终

却不满意当初的选择，其中的原因包括：

 切勿尝试寻觅“最好”的课程、“最好”的大专、“最

好”的老师、“最好”的所有，而理应寻觅“最适合自己” 

的课程和学校。因为“好” 是相对的，在别人眼中是最好

的，对你而言，则未必是最好的选择。若你根据上述的八个

步骤做决定，那你做出适当选择的机率将大大提高。

 为了能寻获适当的升学管道，学生和家人应花时间好

好沟通，针对双方的需要、学生的能力与兴趣展开讨论，

继而配合家里的经济能力做出选择。

(改编自升学的选择，《升学情报第10期》，2001年)

货不对办，实际情况和期望有落差；

科系的本质不适合；

课程的程度不适合；

学习环境不适合；

考获的资格不受承认。

格、求学的时间、将获得的学位、是否受政府及专业团

体承认、费用（学费、报名费、图书馆费、实验室费、

杂费）、地点、硬体设备、软体设备、讲师阵容、学生

记录。将比较所得的结果制成图表，可做出有系统的分析。

过滤、缩小选择范围。亲临有关大专去确认各项目。

向曾经或正在有关大专念书的学生，及拥有有关资讯的

人查询资料的可信度。

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确认自己的学术能力。

确认自己有兴趣的领域。

做出明智的决定。

收集资料，了解市场上提供哪些科系；参观教育展、参

阅广告、收集资料册子，并与大专的辅导员详谈。

比较所收集到的资料。这包括了所提供的课程、入学资

•

•

•

•

•

3.

4.

5.

6.

7.

8.

1.

2.

 很多时候，学生及家长没有抽出时间来收集、比较、

证实有关的资料。唯有足够的资料考查，才可确保我们做

出明智的选择，这总比道听途说或一味跟风更加安全。

 为了避免学生做出不恰当的选择，笔者鼓励学子根据

以下八个步骤有系统地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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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步骤，
挑选本地国立大专志愿科系与学校
 在本地国立大学申请表格上填写志愿时，该如何从众

多选择中，挑选科系和大学？这并没有标准答案，不过，

学生可参考以下的步骤，以选出自己属意的科系和大学：

步骤1：过滤本身资格不符合的科系

 到大学中心单位（UPU）的官方网站了解SYARAT 

AM（大专申请条件）和各科系的 SYARAT KHAS（科系

申请条件），筛选出自己的成绩符合申请资格的科系，

过滤掉成绩不符合的科系，把选择范围缩小。

步骤2：了解科系和大学

 有些大学虽然开办同样的科系，但内容会有差异，

所以需要比较内容，看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个？自己的

能力可否应付？我们可从各大专的官方网站、全升网

（www.quansheng.org）及升学情报网（fsi.my)了解科

系内容、学分、每学期的课程、大学的文化与环境，等

等。

【相关文章】

本地国立大学问与答
选校选系不迷惘

本地国立大学科系选择多，
UPU申请一站搞定！进不到本地国立大学怎么办？

分享｜蓝民洤
         全国大专升学辅导组（全升）组员

整理 | 升学情报中心

步骤3：考虑内在和外在因素

 选择科系时应考量内在和外在因素，然后综合各方

面的考量，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内在因素包括你的兴

趣、性格、能力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价值观；外在因

素则包含了家庭背景（经济能力、家人的职业、家长的

影响等）、职业选择（薪金、工作环境、国家对该职业

的需求等），以及教育机会（科系学额等）。

步骤4：考虑现实因素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量尺，所考虑和重视的因素都不

同，在现实方面，有两大主要因素是我们要考虑的：一、

大学所在位置：大学离家乡的距离。是否该让自己出去闯

一闯，看看辽阔的世界？还是选择邻近的大学，回家时较

方便？二、日常开销：大学如果位于市中心，消费是否比

较高？家庭是否负担得起？是否符合财务规划？

（整理自《升学情报第66期》，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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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www.pexels.com

原文｜黄嘉慧
         升学情报前执行编辑

整理 | 升学情报中心 读理科比文科好？
 如果要问念理科好还是念文科好，这个问题其实就好比：“做男生好还是做女生好？”两者各有其特点，对社会

有不一样的贡献，是互补的，不可缺一的。所以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国家社会发展所需。

 依文理科各自的定义看来，其实学习理科不见得比文科难，只视乎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和学习方式而定。顾名思

义，理科是一门理性和客观的学科，考试和评估也对错分明，因此，大学在录取理科生的时候，对学生的学术成绩有

一定的要求，也因为这样，大家就很容易掉入“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适合念理科”的想法当中。

 在现今科技发展快速的情况之下，国家需要很多理科毕业的学生，我们常常听说念理科的出路比较广。不过，对

于曾经担任董总课程局物理学科秘书的蔡亲炀看来，其实不然。他说，在数理科技的工作领域中，越是发达的国家，

对人力的需求相对越少，且趋向采用机械自动化；而这些领域的人员多偏向于研发和监督的角色。

 另一方面，市场对文商科的的人才需求仍然很高，而且在一些专业领域如会计、法律等，懂得发挥自己潜力的

文商科学生，在回酬方面其实很可观。而且我国目前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经济越发展，所需的管理方面的人才就越

多。

 由此可见，文科好还是理科好，只视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它。

（整理自文理说不清？，《升学情报第37期》，2008年）

【相关文章】

想要转科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文科、理科学什么？文理兼具，成为社会所需的综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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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上错车！
选课前先看清楚课程内容
 科系有如各种样式的包点，而课程内容则是馅料。

 你或许懂得如何搜索升学资料、比较学费、师资

等，但，你是不是忽略了其中简单而重要的一环——对

课程内容的了解？

 同学一般的情况是对课程名称有一定的概念与认

识，但对于课程内容的了解往往比较掉以轻心，也就是

说，对课程中真正要修读的科目不做深入了解，甚至会

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定是与课程息息相关的知识，差不

了多少。可是当开学之后，一旦发觉学习内容和个人想

学有所不同，这不但造成日后学习期间的挫折与困扰，

进而在毕业后造成就业的困境。

 一般来说，课程名称必须反映课程内容，而课程内

容更反映了专业方向。专业方向则决定了学生完成学业

后的专业能力和就业领域。

【相关文章】

科系比一比 选校选系不会错
分数、志趣、经济...
本地国立大学生这样选择科系做好生涯规划，选择科系不困难

文｜邓珮君
      私立大专资深行政人员

中学毕业生，知道自己的未来方向，却不对课程内容做

深入的了解，这可能会错选科系，后果轻则退学转系，

重则兜转了一大圈，才知道自己上错车，下错站。

 英文谚语说：“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勿以外表判断），这句话套用在选择课程上，

也是一样的道理。

（改编自了解课程内容，确保做对选择，《升学情报第58期》，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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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廖雯嫔
       前升学情报辅导中心助理

6个步骤，
从课程内容决定适合自己的课程

 踏入大专的殿堂，发现课程林林总总，但是却被各

种不同的名堂搞得眼花缭乱，不知从何了解课程，怎样决

定适合自己的课程？其实，只要静下心来，循序渐进地分

析，就能够把这些让人混乱的课程名目弄清楚。因此，不

妨根据以下的步骤来分析收集到的课程资料，从而选择适

合自己的课程。

1. 根据未来志向，选择适当的科系。

2. 针对所选科系收集各大专的课程资讯。

提示：从教育展、大专网站或直接向大专取得课程说明书

（prospectus）。

3. 初步了解各大专的课程。

提示：阅读收集回来的课程说明书，并且进行初步的分

析，找出课程目的、获取资格、重点课程、就业领域等。

【相关文章】

3个方法，
搞懂你属意的课程在学什么？

听、看、动？ 
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同一科系在不同的大学，
有什么不一样？

4. 比较课程设置，找出课程的重心。

提示：对有关课程拥有基本的概念以后，就得针对不同大

专的课程设置进行比较，并且从课程设置之中找出课程的

重心。

5. 认识科目内容，了解课程重心。

提示：从课程设置大致了解各科目的内容。若在了解各科

目的内容之后，仍然不了解有关课程的重心，可向老师、

学长、行家等询问。

6. 根据课程重心决定最适合未来志向的课程。

（原载《升学情报第58期》，2012年）

文｜邓珮君
      私立大专资深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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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志”在
 it’s you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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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陈如湘博士
         心理咨商师、大学讲师

整理 | 梁舒卉

你选对
职业了吗?

 18岁的阿亮，站在升学的分岔路口，却迟迟未做下决

定。

 他想修读机械工程，但妈妈却认为读商科更有出息，

毕业后也能帮爸爸打理生意。老师则告诉阿亮，按照目前

的趋势，报读电子工程系，毕业后会更有“前途”和“钱

途”。阿亮的爸爸更督促他赶紧做决定，不要浪费时间，

报读3＋0的课程即省钱又省时。这时阿亮的女朋友开口

了，让他选择和自己一起读中六，除了省下一大笔升学费

用，毕业后也可选择报读本地大学或申请外国大学，最重

要的是两个人还可以朝夕相处，一同学习。

 如果你是阿亮，你会怎么选？你或许会觉得升学路上

的选择太多太复杂，但其实只要从了解自己和认识职业开

始，就可以为自己未来的目标和行动，作出选择了。请看

以下阿亮的案例：

 首先，看看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就拿阿亮来说吧！阿亮平时喜欢动手做一些模型，上

物理课时，机械这堂课他读起来特别的得心应手。反观电

子和电的单元，他读起来却倍感压力、索然无味。平时，

家里的电器坏了，他也没兴趣研究。所以，你来说说看，

若你要阿亮去读电子工程系，他会感兴趣吗？说到阿亮妈

提议的金融、商科系更是让阿亮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当你在选择科系时，兴趣是很重要的，读你没兴趣的科系

对你来说只会增添你的负担和压力。

 然后，了解本身的价值观……

 一看阿亮就知道他是实际研究派的。要他动手修理

【相关文章】

关键4问，让你了解“探索” 你也可以自己来打造理想的天空相信自己 升学路任你走

机器、做做研究都难不倒他。可是，若要他吟诗作乐可是

要他的命！阿亮平时也爱帮助朋友，但若要他从事社会工

作，他却觉得责任重大。所以有关助人的工作，阿亮宁可

量力而为。

 接着，就是了解未来工作的性质……

 当阿亮决定修读机械工程时，他也必须尝试了解作为

一位机械工程师的工作与任务。若你喜欢和人接触，是天

生的交际能手，那对于机械工程师的工作性质，你可会大

吐苦水哦！

 最后，你就可以开始做选择了……

 对于阿亮来说，做选择是痛苦的。要考虑的因素除了

本身的兴趣与能力、价值观、工作性质之外，还要考虑经

济、时间、家人、女朋友等其他因素。你不是阿亮，每个

人所面对的情境不同，考量的因素自然也不同。因此，做

好你的生涯规划，做出适合你自己的决定吧！

（整理自我该何去何从，《升学情报第8期》，2001年）

向左走、向右走，
升学路怎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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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图 | unsplash.com

分享 | 叶福兴
         升学情报中心前辅导主任

“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 
当个勇敢的追梦人
“Life is just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will you get unless you open i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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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小时候，他梦想成为一位火车车长。

 父亲为了一家人的三餐温饱，需要到遥远的新加坡讨

生活，每逢佳节，火车车长就会把父亲从老远的新加坡载

送回家乡。每次在火车站月台与父亲重逢或送别时，他都

会望着身子长得壮硕的火车车长，感恩与钦佩之心油然而

生。“妈妈，我长大后要当火车车长，开着我的火车，载

你到新加坡去探望爸爸。”因此，他儿时的玩意儿，都和

火车模型有关。

 进入小学就读后，他有了新的梦想——成为一名老

师。

 就读小学的他，最爱问“为什么？”尤其是对周遭自

然环境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他最好奇。“为什么太阳从东边

升起呢？”“为什么下雨后，天空就会出现彩虹呢？小学

的老师，成为解答他疑惑的对象，而每一道“为什么？”

，老师都能够给予他满意的答复。老师博学多闻的形象，

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

 步入青少年时期的他，对自己以后要追逐的梦想，又

有了新的见地。

 当时酷爱羽球运动的他毅然给自己设定目标――成为

国家羽球员。为了提升自己的球技，每一场国际羽球比赛

现场直播，他都不会错过，甚至自编“羽球武林秘笈”：

一本汇集时下风靡国际羽坛、球艺超群的好手在球场上潇

洒挥拍的照片。空闲时，他躲在房间，一边翻看“羽球武

林秘笈”，一边依样画葫芦地摆出凌空劈杀、一字马、扑

身救球的姿态，闭门练功。

 就读大学的他，重视自我生命价值感的体现，成为他

追逐梦想的重要指标。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与佛学会的活动、到社区去

推广佛教教育、禅修、举办青少年自我成长课程、组织社

团等。他发现，自身生命价值感的体现来自于能够成为他

人的一盏灯，协助他人走过黑暗，重见光明！因此，营养

【相关文章】

梦想VS现实？ 告别白日梦 出发去冒险跨领域学习，为梦想再苦也值得

及社会健康学学士课程毕业后，他不假思索毅然地修读辅

导硕士课程。如今，写作、演讲、带领工作坊、主办辅导

教育活动，已成为他生命乐曲中的重要篇章。

 各位年轻朋友, 阅读至此，你有何想法、有何感触

呢？

 是的，生命的成长历程是充满变数的。生活中人事物

的不断变迁，对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和信念都会带来某种

程度的冲击，而它多少也会左右我们的生涯抉择。因此，

常常带着好奇和寻宝的心态，去觉察、发现和审察它如何

影响我们的生涯抉择，是非常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我

们不妨以开放的心态，看看它给予我们什么“礼物”。毕

竟，不同的际遇，都是可能为我们的生命增添不同的色

彩，发现深藏自身内在无限的潜能。

 “Life is just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will you get unless you open it up!” 

生命充满变数，是个常态。只要我们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明确的目标，积极地埋头苦干，坦然地面对追求目标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数，我们必然会从中发现一连串的惊

喜。记得！追求梦想，是个充满动感的词句，请别呆坐一

旁，等候梦想降临在你身上！

（整理自从变化中寻找梦想的起点，《升学情报第38期》，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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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你对职业的认识有多少？

图 | unsplash.com

 对于医生、老师、工程师、会计师、汽车维修员、

电脑程序编写员等普遍的职业，我们都大略知道他们的

工作内容；对于多媒体设计师、酒店管理人员、公共关

系、心理辅导员、股票分析员等职业，我们或许也略有

所闻，但是却不太了解这些职业到底做些什么。

 除了上述提到的职业，请问你还举得出多少种职业

呢？当我们在选择未来的志向时，难道就仅仅围绕着上

述这些职业吗？

 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工作细分起来，其种类不

下万种，美国劳工局所编繤的《美国职业字典》里就收

录了两千种职业。要从两千种职业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职

业，看来是件很困难的事，但如果我们能拥有对百种常

见职业的基本认识，那大概已经涵盖各大领域，可作为

我们探索职业世界的参考了。

 平时，我们可以透过书刊、影视、社交等等媒体上

的讯息来认识职业，同时也可以特别留意有关职业或征

聘的网站，以增进自己对职业的认识。

 作为我们将来升学时选择科系的参考，对于一项职

业，我们可对它具有以下的基本认识：

【相关文章】

“工作转行”背后的意义——
探索自己，认识职业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从收集职业资讯开始

你的志愿是什么？
三招教你看见自己的未来

工作内容：做些什么（职责范围）。

工作场所：在什么样的地方工作（工作环境里的人、

事、物）。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须具备什么知识和技能才能胜任。

特定的专业资格：除了知识和技能，有些受法定机构管

制的职业，尚需具有特定的专业资格，才可合法出任。

发展途径：从升学到就业，有哪些途径？

发展前景：市场有多大？潜能在哪里？发展的空间？

1.

2.

3.

4.

5.

6.
（原载《升学情报第31期》，2007年）

文｜黄天赐
      升学情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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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分享｜陈如湘博士
         心理咨商师、大学讲师 工作代表我的心
 你期待从工作中得到什么？你重视些什么？你所追求的

理想是什么？同学们在选择职业时，可别忘了将这些“职业

价值观”纳入考量。

 举例说，有些人期待多变化的工作，对于一成不变的

工作感到厌烦；这样的人如果要他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

或变化不大的工作，很快的，他会感到工作缺乏安全感、

和满足感。另一方面，有一些人重视的是工作的稳定性，

这种类型的人，对于时常需要奔波、出差或出国的工作便

会感到压力；对于不善于适应新环境，或对不时需转换工

作环境而感到压力的人来说，一份朝九晚五，能够作息平

衡的工作，才是他所喜欢和能够尽情发挥的工作。

 为此，每个人所重视的工作价值观，其实是各有不

同的。有些人重视金钱，有的重视付出，有的追求权利，

有的则强调成就感。不同人对不同价值观的重视程度，将

影响他往后职业上的选择。因此，当同学们为了升学或就

业，而苦恼的当儿，一定也要花时间，来问问自己：目前

所选择的升学道路，或将来从事的工作，会是自己喜欢的

吗？因为现在所选择的和所重视的价值观，对未来实际工

作的生活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相关文章】

“工作转行”背后的意义——
社会新鲜人可尝试不同工作

失业率高居不下？
原来这样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工作转行”背后的意义——
大专毕业生为何“不务正业”？

 笔者发现，有许多成绩优异的同学，对于自己未来

想要追求的工作的认识并不深入，例如说，同学们都一窝

蜂地想要报读医科，未来想当一名造福人群的医生，但是

对于这些同学来说，他们所重视的工作价值观是“义务”

、“付出”和“ 利他”，可是，很多同学却不了解医生的

工作时间是相当冗长、不定时和充满压力的。医生并非如

电视银幕上所呈现的“英雄主义”，更多时候是面对源源

不绝的病患，重复地进行诊断。因此，如果同学们所重视

的职业价值观，还包括“安逸和稳定”，“自由和不受限

制”，那么选择从医，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一个期待在

未来工作上，没有太大压力和不受规范的人，从医对他们

来说并不容易。

 在规划自己未来的方向时，笔者劝请同学们不只是看

升学的管道，还要去思考自己重视的职业价值观是什么，

未来要从事的工作和其生活方式。唯有多方面的去了解自

己，我们才能更进一步知道应该做什么、选择什么，确认

并实现属于自己的奋斗目标。

（转载自《升学情报第25期》，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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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图 | unsplash.com

选对工作，
财源自然滚滚来！ 分享 | 郭富美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与咨商系主任兼辅导中心主任

整理 | 梁舒卉

同学在选择科系与职业时，容易以“赚大钱”和“时间自由”作为主要的考量。没错，在这时代，大家都会嚷说钱不够用，可是
大概只有中学生会把“我要自由”喊到最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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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青少年在开始学习独立的阶段，有自己的主张，常与父母意见不同，会觉得自由和金钱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事实

上，金钱和自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重要性都大不相同，例如：成年人是不缺自由的，因为在经济和行动上都独立

了；当年纪愈大，经济条件愈好，但是身体出现毛病时，金钱的意义就会变小，健康则变得很重要。

 笔者想说的是，当你在选择科系及职业时，绝对不能仅以金钱与自由这两个因素作为考量，而是以你的兴趣、能

力、性格及价值观来决定。简单来说，兴趣是I like； 能力是I  can； 性格是I am；价值观则是I want。结合这四个因素

来考虑，才是明智之举。

 以空服员为例，很多同学都梦想成为空中小姐、飞机师，除了薪水优渥，还能到世界各地免费旅行……不过，并

所有人都适合从事服务行业。从兴趣的角度来看，你必须喜欢服务人而且态度要热诚、时时面带笑容；从性格的角度来

看，则要外向开朗，凡事都看得开；在能力上则需擅长与人沟通，能随机应变；从价值观方面来说，除了对钱的重视以

外，还要愿意为人服务和带给别人欢乐。

 如果你天生一副扑克牌脸、性格又内向、不喜欢和人打交道，说话率直、不喜欢拐弯抹角，那么服务行业就不是很

适合你。当然，这都不是你的错，笔者也相信你有改变的潜能。不过，笔者另外的想法是：你其实可以选择其他比较少

与人接触的工作，譬如：会计师，工程师、电脑程式设计师或科学研究员等等，也许这些工作对你而言会更加适合。

 当我们只用钱来决定职业时，往往会忽略其他重要的因素，除了上述四个条件外，工作市场的需求、个人生活方式

也是要考量的。空服员的工作看似轻松，但职业病也不少，时差的调整就是个问题，例如白天从吉隆坡飞到美国纽约时

也是白天，长期的日夜颠倒，对身体健康其实不好。若同学只以自由和金钱的条件来选择职业，是难有乐在工作、敬业

乐业的感觉的。

 笔者常会想到刘墉，他是画家、作家及演讲家，常常受邀到世界各地去演讲。他的工作很自由，收入也不少，又有

机会到各地旅行，入住大酒店。这样的生活应该是大家都很向往的吧！但笔者认为，他的成功是因为他大学所念的，是

他感兴趣、有能力、又符合自己性格及价值观的美术系吧！虽然在就业市场上，美术是冷门科系，但刘墉却为自己开拓

了一片宽阔的天空。

 当你选对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一定会做出成绩，而财源也自然滚滚来；如果你只是在金钱后面穷追，即使追到了，

却发觉那种生活方式不是自己想要的。因此，努力去探索你的I like、 I can、 I am 及 I want ，开创属於自己的独特未

来吧!

（整理自自由和钱，我都要，《升学情报第24期》，2005年）

【相关文章】

除了薪水，你还为什么而工作？
数码化时代，
共享服务与外包业增薪最多

薪资高就好？
 测一测你在工作中最重视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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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了吗?

选择面包，还是理想？
 你的理想工作，能够为你带来面包吗？相信有的同

学会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科系可能就业机会不多、薪水

不高，也会担心毕业以后很难找到工作，但又不想放弃

本身所爱。这个时候不禁会从心底发出疑问：究竟该选

择面包还是兴趣呢？

 面包和理想，该如何抉择？这的确是个不容易取舍

的问题。在还未做决定之前，你不妨问一问自己：对于

未来所从事的工作，你的推动力来自哪里？

 对有些人而言，赚钱是最终目的。因此，在思考要

从事哪一个工作时，他只会将焦点关注在“钱途”上。

升迁、短期内能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以及拥有较优质

的生活将成为他工作最大的推动力。这类型的人深信，

兴趣是生活的调剂品，不必将它与赚钱谋生扯上关系。

一旦事业有成、经济基础稳定，他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

从事自己有兴趣的活动。

 可是，有些人则相信工作最大的动力不是赚钱，

【相关文章】

为兴趣付出沉重的代价？ 你的人生，掌握在谁的手里？理想与现实，该如何抉择？

工作应该是兴趣和能力的延伸。对他们而言，因为生计

而逼自己每天用长达八小时的时间面对不喜欢、无兴趣

的工作，简直就是折磨。这类型的人深信，兴趣是事业

拓展主要的动力。一旦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兴趣，他

就有能力克服工作上所遭遇的挑战。兴趣刺激他发挥创

意、鼓动他创造机会，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面包和理想，如何兼顾？有些人在寻求经济稳定的

同时，也积极在业余时间进行本身感兴趣的活动，或培

养相关专长。有些人甚至是经过多年经营，待这些业余

发展的兴趣或第二专长能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后，才慢

慢将兴趣变成自己的工作，渐渐地把工作重心从解决生

活所需，兼顾面包及兴趣。

（原载：搜寻职业资讯的好办法，《升学情报第84期》，2016年）

文｜廖雯嫔
      前升学情报辅导中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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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整理 | 梁舒卉 学科成绩不是选择课程的唯一标准
 打开大专招生宣传手册，如果事前没有一点主张，

林林总总的课程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大专教育课程的多元

化，让学生的出路选择更富有弹性了，然而中学毕业生面

对升学抉择却更困扰了。

 多数毕业生都面对着相同的困扰，像是不确定自己在

报读课程后，是否会持续喜欢该课程而不“变心”，更说

不上以后会不会喜欢该领域的工作。其实，思考未来、面

对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大多数人在作选择的过程中，

没有把个人兴趣、性格、能力放在一起考虑，反而以自己

的学科成绩作为唯一判断某个科系适不适合自己的根据，

例如“生物学”成绩最好，就选择报读医科等。

 学科成绩常被误以为“兴趣”。凭考得好成绩的学科

决定选科，有可能让我们读出兴趣、读出热忱；但，也可

能让我们半途放弃！因为，成为一名专业人士，单一的知

识训练是不足够的，它还需要有能力、性格特质（做事风

格）的配合。

【相关文章】

“微证书”兴起，
企业不再注重大学学历？ 学历和能力，什么比较重要？

哈佛大学公开录取程序，
原来考试成绩不是唯一标准！

 譬如，一名药剂师除了必须熟知各种药理知识之外，

还要有细心谨慎的性格，才能耐心地按照病人的病情谨慎

判断和用药，同时耐心地与病人沟通，关心病人。当一个

专注力不足，做事不喜欢按照章法，很有自我主张，爱搞

创意的人面对性格与专业要求有矛盾的时候，就很难融入

到专业的角色训练。当初的“兴趣”也就会变成“无趣”

了。

 生涯学者研究发现，一个人在工作上会不会快乐、能

不能满足、有没有毅力去克服工作上的挑战追求成就，不

单与智力有关，它还跟“兴趣”、“能力特长”、“性格

特质”有很大的关系。大学的专业训练是为了未来的就业

而准备，所以选科选系除了以学科成绩作准之外，不能不

同时审视自己的“兴趣”、“能力特长”、“性格特质”，

一起纳入考量！

（整理自学科成绩，不是唯一的条件！，《升学情报第49期》，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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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趋势不断变化，
哪个领域不会被淘汰？
 在全球化经济下，新旧事物更替迅速，但有些领域

是历久不衰的，时事评论员胡逸山博士指出。“有些行

业不会因经济的变化而遭到社会的淘汰，因为这些领域

所提供的服务是人们的基本需求，这些基本需求包括医

药、护理、法律、会计、语言和教育等等。”胡逸山博

士说。

 “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人生病或发生意外，所以

上至医生，下至护士或其他医务人员，如X光师，都是必

需的。”他解释。“此外，懂得多一种语言，是为自己

加分的因素。因为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主要工具，

尤其是用于对外贸易，更是至关重要。”

 胡逸山博士举出了三个可持续发展的领域。第一

个领域是服务业。他说：“服务型经济是继制造工业以

后的另一个经济体，亦是马来西亚近年来致力发展的领

域。我国目前的经济正处于工业与服务业之间，而这情

况相信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胡逸山博士提出的第二个领域是绿色工业。他认

【相关文章】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
你的心态决定你会不会被淘汰！ 人才PK战——如何加强你的竞争力？

新冠疫情下没有行业被淘汰，
只有被淘汰的思维！

分享｜胡逸山博士
         时事评论员、大学讲师、学者和专栏作者

专访｜刘蕴菁
整理 | 梁舒卉

为，在人们越来越注重环保的情况下，这个领域是充

满潜能的。正如《极端的未来》的作者坎顿（James 

Canton）所说，绿色工业将会是未来的重头戏，更多的

消费者会投入保护地球的行列，而精明的企业领导人更

会实施绿色政策和服务。

 胡逸山博士所提的第三个领域是创意领域。胡逸

山博士表示，创意工作，诸如音乐、文字、电影、动画

等，都属于知识型产业。随着教育水平及人文素养提

高，人们对创意作品的需求亦会增加。

（整理自在趋势海啸中忠于自己的选择，《升学情报第62期》，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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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分享｜陈如湘博士
         心理咨商师、大学讲师 除了薪水，你还为什么而工作？
 我们都记得童年时期，老师、家

长常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

你是否记得童年时期的答案呢？这是

来自内心的回答？根据直觉的回答？

依照父母的期望来回答？其实“长

大后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

个困扰的问题，所以当你还在为这个

问题或薪水而烦时，何不尝试问问自

己：我为何要工作？

 以下列举13项一般人工作的理

由，请看看那几项是你工作的目的：

1、赚取金钱

提供必需品：衣、食、住、行

提供便利设施（舒服）

提供奢侈享受

让别人知道自己多有钱

2、获得安全感

让内心有所寄托

你作为成人的价值感得到认同

3、传统

人总是要工作的

4、乐趣享受

与有趣的人、社会接触联系

获得激励鼓舞

消遣娱乐

5、服务

为他人、社会和世界贡献心力

6、学习及个人成长－习得新技能

扩张个人的感性与知性的生活

接受刺激与挑战

7、特权和地位

得到别人的赞赏、仰慕和尊敬

8、权力

指挥部属

高高在上

9、社交

享受与同事社交来往的机会

参与更大的社会团体

10、成功

取得成功的回馈

有一份骄人的成绩单

11、个人满足感

充分善用自己的才智与能力而感到充

实与满足

12、组织管理时间

容易度日

建立有秩序的生活

13、过程

把积蓄变成资本、运用资本、累积财

富、达到财务自主

 通过工作，我们可以得到以上种

种的回报，除了物质上的享受，也有

精神上的满足。原来工作不只是为了

赚钱，工作同时让我们发挥天赋，从

中获得工作的喜悦、成长和成就，并

在能力范围内，为社会尽一份力量。

（整理自你为什么而工作？，《升学情报第21
期》，2004年）

【相关文章】

善用科技创新，
培养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技能 21世纪，消失的“铁饭碗”在科技趋势中培养两大生存能力

图 | www.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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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不要因为一张纸
而令你一生受困 分享 | 黄凯顺

         财务规划师

在中国，一名从北大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去卖冰糖葫芦，结果引来社会的争议。有些人认为这无异于是暴殄天物，
对人才没有“物尽其用”，是社会资源的一大浪费。很多人普遍认为，大学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学哪行就该干哪行，否则
就违反了“学以致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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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对
职业了吗?

 姑且不论这名北大生卖冰糖葫芦的出发点是什么，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行业的自由与权

力。当代大学倡导的是一种通识教育，专业不是一堵墙。

我们学习某个专业，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某

个专业。从就业前景考虑，也不是说非得学哪行干哪行，

因为很多职业注重的是综合素质，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应

变能力，更是他能否在职场胜任的素质。

 其实，大多数人的职业都不会从一而终，因为很少人

会对一份职业“坚贞不变”，我们对职业的选择往往会随

着许多内外因素而改变。我们在学校时选择学习的领域，

很多时候与我们的真正意愿不相符合，而是出自于家庭或

受他人影响等因素。现实中“学哪行不干哪行”，放弃自

己专业领域的例子很多，以笔者为例，学习的是生物专

业，但是现在能让我发挥所长的却是理财的事业。

 我们应该认真地想想，当我们说“学以致用”，我们

所谓的“学”是什么？所谓的“用”指的又是什么？学，

仅仅是学习知识，学习如何在考试中获取高分吗？如果我

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那一纸文凭，那么我们所学的，究

竟能运用到多少呢？

 很多时候，由于教育制度和学校体系的因素，我们不

得不学习许多无法运用在生活上的知识。学习知识当然对

我们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念念有词地背着三角函数的各种

公式时，我们有没有想过大多数人其实在一生中并没有多

少机会用到这些知识？一个高级数学考取满分的高材生，

在日常生活的加减运算中可能还不及一个杂货店的小学

徒。这些知识，除了用于专门用途外，对一般人来说，其

实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记忆罢了。

 其实，当我们说“学”，除了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

着重的其实是学习如何“做人”和“做事”。学习如何做

一个正直、恳切以及有诚信的人；学习如何去搜寻资料、

分析、组织、领导和服从。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才真正

【相关文章】

10帖就业良药预防毕业即失业 毕业 = 就业 / 失业？你是外向还是内向的人？

是随处可用、一生可用！

 因此，我们不应该顺应社会的观念，或在意别人的眼

光，为了能够“学以致用”或者不被别人批评为“不务正

业”，而投入别人认为我们应该投入的行业。那样做，其

实是一种“双输政策”，让社会少一个有用的人，而多了

一个抱怨的人。因此，能不能学以致用不是关键，重要的

是得到一份你“要”的事业，一份令你找到快乐以及满足

感的工作，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正业”！记得，拿着

一张工程文凭，不代表你不能在其他领域大展拳脚，千万

不要因为一张纸（文凭）而令你一生受困！

（整理自“学”以致“用” VS 不务“正业”，《升学情报第29期》，2006

年）

分享 | 黄凯顺
         财务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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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看完前面的诸多分享，是不是对选择合适自己的学校、课程和事业有了一定的概念呢？

 不过相信有些同学纵然做好了完全准备，也会面临最现实的问题——“钱”，以致升学计划充满了变数。

 别担心！本刊的12家赞助机构不但热情资助本刊的出版，还特别献出丰厚的奖助学金，供大家选读他们的各类课

程。

 请同学们擦亮眼睛，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学校和课程，以及难得的教育优惠！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Curtin University Malaysia

工程 • 网络安全 • 电脑软件工程 • 电脑系统科技 • 地质学 • 建筑
管理 • 会计 • 商业管理 • 公共关系 • 营销学 • 人力资源管理 • 大
众传播 • 财经 • 心理科学 • 旅游管理 • 密集英语课程 • 职业健康
与环境安全 • 大学先修班课程
马来西亚科廷资优生奖学金：高达RM10,000或30%第一年学费回扣
   085-630 000 
   enquiries@curtin.edu.my
   www.curtin.edu.my

学科：

优惠：
咨询：

edufair.fsi.com.my/curtin/scholarship

赞助机构奖助学金特辑升学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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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尚艺术学院
Dasein Academy of Art

视觉沟通 • 数码动画 • 数码媒体 • 纯美术 • 平面设计 • 商业插画学科：
优惠：

咨询：

•
•

•
•

达尔尚-奕心集团全免奖学金：全免奖学金（100% 学费全免）
《星洲日报》教育基金全免奖学金：学费全免（不包括报名费
和杂费）。
达尔尚-奕心集团助学金：RM1,000至RM25,000学费折扣
达尔尚助学金：高达30%学费折扣
03-4142 2990 / 011-2689 2990 
enquiries@dasein.edu.my
www.dasein.edu.my

edufair.fsi.com.my/dasein/scholarship

华东理工大学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电脑科学与技术 • 智能科学与技术 • 数字媒体艺术 • 风景园林 
• 视觉传达设计 • 化学工程与工艺 • 精细化工 • 食品质量与安
全 • 生物工程 • 德语 • 日语 • 法学 • 社会工作 

学科：

优惠：

咨询：

•

•
•

•

中国政府奖学金A奖：学费、住宿全免，另加生活补贴人民币
2,500元
上海政府奖学金B奖：学费全免
上海市政府奖学金 1+4项目：第一年预科学费、住宿全免，四
年本科学习学费全免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奖学金：一次性发放奖学金人民币5,000元
86-21-64253277
cie@ecust.edu.cn
www.ecust.edu.cn

edufair.fsi.com.my/ecustcn/scholarship

弘光科技大学
Hungkuang University

文化创意 • 化妆品应用 • 美发造型设计 • 动物保健 • 健康事业管
理 • 幼儿保育 • 生物医学工程 • 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 • 餐旅管理 
• 食品科技烘培 • 运动休闲 • 英文 • 语言治疗与听力学 • 多媒体游
戏发展 • 物理治疗 • 资讯工程 • 运动休闲 • 营养学 • 护理 
境外生奖学金：每一个学期有机会获得高达新台币5万奖学金。
   +886-4-26318652 ext. 2234
   isadmission@hk.edu.tw
   www.hk.edu.tw

学科：

优惠：
咨询：

www.fsi.com.my/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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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学院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TAR UC)

会计学 • 银行与金融学 • 投资学 • 企业行政管理学 • 商业学 • 
市场营销学 • 经济学 • 水产养殖科 • 生命科学/生物科学 • 化学 
• 食物科学 • 体育与运动科学 • 应用物理学 • 企管数学兼电算
学 • 电脑科学 • 软件工程学 • 资讯科技与安全学 • 信息系统学/
数据科学 • 互动软件科技学 • 创意艺术与设计学 • 大众 • 传播
学 • 辅导学/心理学 • 人文学 • 礼待管理学 • 学前教育 • 工程
学 • 环境建筑学等等 

学科：

优惠：

咨询：

•
•
•
•

优秀奖学金 （基础、文凭与荣誉学士课程）：高达100%奖学金
体育奖学金：高达100%奖学金
手足学费折扣：第二期学费可获得RM1,000折扣
免利息学生贷学金：高达RM12,000贷学金
03-4145 0100/23、011-1082 5612
ccm@tarc.edu.my
www.tarc.edu.my

edufair.fsi.com.my/taruc/scholarship

新纪元大学学院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教育学硕博 • 中华研究硕博 • 东盟研究硕博 • 中国语言文学系 • 
幼儿教育 • 汉语国际教育 •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 • 商业行政 • 市
场营销 • 金融与会计 • 软体工程 • 网络科技 • 资讯工艺（数码
保安） • 电子商务 • 视觉传达 • 室内设计 • 平面设计 • 视觉艺
术 • 数码多媒体设计 • 戏剧与影像系 • 媒体研究系

学科：

优惠：

咨询：

•
•
•
•
•
•
•

卓越学术表现学费减免：学、杂、住宿费全免
学优生学费减免：学费减免高达RM30,000
多元文化学费减免（非华裔）：学费减免高达RM30,000
在籍生/升班生学费减免：学费减免高达RM30,000
独中校长推荐学费减免：享有RM30,000学费优惠奖学金
体育生学费减免：学费减免高达RM30,000
才艺优秀生学费减免：学、杂费全免
03-8739 2770 / 018-211 7340 / 018-292 2414
enrolment@newera.edu.my
www.newera.edu.my

edufair.fsi.com.my/newera/scholarship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rt (MIA)

室内建筑与设计 • 设计基础 • 纯美术 • 平面设计 • 插画设计  • 
工业设计 • 室内设计 • 音乐 • 纺织与时装设计 • 节目策划管理

学科：

优惠：

咨询：

•
•
学术成就奖学金：高达100%学费减免
兄弟姐妹学费优惠：10%学费减免
03-4108 8100
marketing@mia.edu.my
www.mia.edu.my

www.fsi.com.my/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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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管理学院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商业管理 • 专业传播 • 地理信息科学 • 财经 • 心理学 • 国际
关系 • 社会科学 • 活动策划 • 旅游与礼待管理 • 数据科学与商
业分析 • 电脑与资讯科技 • 大学先修课程

学科：

优惠：

咨询：

•

•

SIM全球教育奖学金（学士课程）：涵盖学费、考试费及书本
津贴
SIM全球教育奖学金（文凭课程）：涵盖学费、考试费及书本
津贴
017-457 0878
sim.my@sim.edu.sg
regional.simge.edu.sg/malaysia

edufair.fsi.com.my/sim/scholarship

世纪大学与学院
SEGi University & Colleges

医学 • 眼科视光 • 药剂 • 牙科学 • 生物医药科学 • 室内设计 • 
建筑学 • 材料估量 • 创意设计 • 音乐 • 商业管理 • 传播 • 学前
教育/教育 • 工程科技 • 会计 • 金融 • 心理学 • 礼待与旅游管理 
• 英文与公共关系 • 医疗与保健 • 电脑与资讯科技 • 大学先修课
程 • 美国学士课程

学科：
优惠：

咨询：

•
•
世纪学术优异奖学金：部分或全额奖学金
世纪体育健儿奖学金：25%至50%学费回扣

edufair.fsi.com.my/segi/scholarship

011-1210 6389（总校区）、016-212 9735（梳邦再也校区）、
012-988 9627（吉隆坡校区）、013-629 4880（槟城校区）、
017-859 2566（砂拉越古晋）
groupmarketing@segi.edu.my 
www.segi.edu.my

南安普顿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Malaysia

商业管理 • 财经会计 • 航空与航天工程 • 电机与电子工程 • 机
械工程 • 电脑科学 • 大学先修课程

学科：

优惠：

咨询：

•
•
•
•
•

•

杰出学生奖学金：获得高达100%奖学金
卓越学生奖学金：获得高达50%学费折扣
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高达25%奖学金
升学奖学金：第一学年获得高达100%学费折扣
升学助学金：成功升上第三和第四学年的工程系学生自动获得
20%奖学金
早鸟折扣：根据入学时间，提供高达RM 5,000学费折扣
07-560 2560
marketing.malaysia@southampton.ac.uk
www.southamptonmalaysia.edu.my

edufair.fsi.com.my/southampton/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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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924 8686
study@nottingham.edu.my
www.nottingham.edu.my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Taipei Tech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建筑 • 工业设计 • 互动设计 • 商业管理 • 技职教育 • 化学工程  
• 生物化学工程 • 环境工程 • 土木工程 • 电子工程 • 机械工程 • 
光电工程 • 材料工程 • 能源工程 • 汽车工程 • 资讯与金融管理 
• 英语 • 电脑与资讯科技 • 文化事业发展

学科：

优惠：

咨询：

•

•
•

优秀国际研究生奖学金：全额学杂费补助，硕士生每月生活费
新台币6,000，博士生每月生活费新台币12,000
华语奖学金：学杂费补助一半
侨生奖学金：依学生的学业表现评定
886-2-2771 2171
intstudy@ntut.edu.tw
www.oia.ntut.edu.tw

www.fsi.com.my/scholarship

香港教育大学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音乐 • 视觉艺术 • 教育 • 心理学 • 中文 • 英文 • 全球与环
境研究

学科：

优惠：

咨询：

本校设有非本地学生育才奖学金（全额、全额学费及半额学费），
最高金额为每年185,000港币（折合马币约96,600元），根据学
生的学业成绩和面试表现而颁发，学生无需另行申请，如在校成
绩表现优良，可获续领。（以上数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以本校网页上公布资料为准。）
香港教育大学环球事务处

edufair.fsi.com.my/eduhk/scholarship

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商业管理 • 国际贸易 • 国际传播学 • 电影/电视学 • 英语教学  
• 教育 • 工程 • 环境科学 • 会计 • 经济与金融 • 国际关系 • 
应用心理学 • 生物科技 • 英文文学 • 数学 • 生物医学 • 营养
学 • 药剂 • 电脑科学 • 软件工程 • 大学先修课程

学科：

优惠：

咨询：

•
•
•
•
•
•

优秀生奖学金：获得高达25%学费折扣
院长优秀奖学金：获得高达25%学费折扣
家庭奖学金：获得高达10%学费折扣
体育与艺术奖学金：获得高达75%学费折扣
文科与社会科学杰出奖：获得25%学费折扣
未来领导奖：获得25%学费折扣

edufair.fsi.com.my/nottingham/scholarship

 852-2948 7654
 gao@eduhk.hk

 www.edu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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