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建
桥梁

新冠疫情下，
没有行业被淘汰，
只有被淘汰的思维！
	 新冠疫情天翻地覆地影响了我们的人生，无数企业倒闭，许多

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你的未来还有梦吗？你的dream	work会消失吗？

	 《带你飞》专栏作者阿Paul老师说：新冠疫情下没有行业被淘

汰，只有被淘汰的思维！你的dream	 work还在，但是你的dreaming

方式或许必须改变了。

	 在精短5分钟的讲说，阿Paul老师带出了下面四大要点：

	 一、选择：从前到学校上课是“常态”，后来网络上课是“非

常态”；现在在线上按自己的进度上课、选自己喜欢的老师上课，这

就是“新常态”。

	 二、教育：本来出国留学很难，但现在有同学开始自己在家里

上网，到各国的学府上课，这就是“新常态”。

	 三、创意：在家待太久觉得无聊是常态，因为无聊而在家拍抖

音、做网卖、做蛋糕，发挥自己的创意，这就是“新常态”。

	 四、科技：有人说这场疫情给世界按了暂停键。其实并非暂停

（pause），而是快进（fast	 forward）——工业4.0、数码科技、人

工智能等等高科技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新常态”。

没错！没有行业被淘汰，只有思维被淘汰。从以上四点来看，你爸爸

妈妈或爷爷奶奶时代的传统思维——“乖乖听话、不要搞怪”、“别

滑手机、少点上网”，已经彻底被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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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
3道问题教你慎选科系与职业

NAVIGATOR自主升学辅导系统  
带你逐步找到升学路

个人的兴趣X工作的选择

职业与科系兴趣倾向检索表

个人的能力X工作的需求

陪伴您与兴趣相遇，与梦想同行！

认识职业 
科系与职业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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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X升学聊聊会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职业X升学聊聊会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职业X升学聊聊会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职业X升学聊聊会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职业X升学聊聊会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精算师 •2 1 |空调技师 •2 1 |飞机设计工程师 •2 1 |飞机维修工程
师•21 |音响工程师•22 |绘测师/建筑师•22 |自动化工程师•22 |
天文学家•22|汽车维修员•22|化学工程师•23|化学师•23|土木
工程师 •23 |电脑支援技师 •23 |数码控制程序式编写员 •23 |数
据分析师•24|电机工程师•24|电子工程师•24|地质学家•24|地
球物理学家•24|制造工程师•25|海事工程师•25|海事建筑工程
师•25|机械工程师•25|手机维修员•26|网络工程师•26|石油系
统工程师•26|渗透测试师•26|飞机师•27 |产品工程师•27 |材料
估量师•27|遥感辨识专员•27|软件工程师/电脑编程师•28|半导
体技术人员•28|电讯工程师•28|模具设计与制造技工•28|网络
开发员•29|用户体验设计师•29|网络游戏运营员•29|

广告撰稿员 •3 7 |动画设计师 •3 7 |美术老师 •3 7 |漫画家/插画
师•38 |舞者•38 |广播员/电台节目主持人•38 |编辑•39 |服装设
计师•39|导演•39|剪接师•40|平面设计师•40|美术编辑•40|手
作人•41 |美发师•41 |形象设计师•41 |室内设计师•41 |珠宝设计
师•42|景观设计师•42|魔术师•42|化妆师•42|模特儿•43|媒体策
划员•43|美甲师•43|跟踪师•43|音乐治疗师•44|作曲人•44|音
乐总监•44|音乐人•44|网络营销师•45|宠物美容师•45|摄影记
者•45|公共关系人员•45|记者•46|编剧•46|社交媒体编辑•46|
电视节目主持人•47|剧场工作者•47|电视节目制作人•47|

微整形医生•49|水产养殖管理员•49|美容师•49|生物科技研究
员•49|心脏专科医生•50|癌症研究员•50|中医师•50|牙体技术
师•50 |饮食治疗师•51 |牙医•51 |医生•51 |胚胎学家•51 |昆虫学
家•51|森林植物学家•52|农耕者•52|食品科学研究员•52|鉴证专
员•52|园艺师•53|微生物学家•53|畜牧场管理员•53|医学检验
师•53|精神专科医生•54|药剂助理•54|护士•54|营养师•54|按
摩治疗师•55|妇产专科医生•55|职能治疗师•55|配镜师•55|验
光师•56|耳鼻喉专科医生•56|药剂师•56|物理治疗师•56|复健
专科医生•57|放射师•57|纤体师•57|兽医•57|

会计师/审计师•59|行政人员•59|空中服务员•60|烘焙师•60|银
行经理•60 |商业财务分析员•61 |厨师•61 |城市导游•61 |公司秘
书•62|合规审查专员•62|客户服务人员•62|经济学家•63|活动
策划员•63|财务经理•63|财务规划师•63|餐饮服务员•64|基金
经理•64|酒店经理•64|人力资源部经理•64|保险经纪•65|图书
管理员•65|物流业经理•65|原料采购员•65|市场行销员•66|甜
点师•66|大自然/生态导游•66|房地产经纪•66|仓库管理员•67|
餐厅经理 •6 7 |秘书/私人助理 •6 7 |股票交易员 •6 7 |旅游操作
员•68|旅行社协调员•68|婚礼策划师•68|

考古学家•31 |儿童咨商心理师•31 |临床心理师•31 |辅导与咨商
师•31|潜水教练•32|消防员•32|健身教练•32|律师•32|法官•32|
讲师•32 |登山教练•33|人民代议士(议员)•33|警察•33|幼教老
师•33|校长•34|社会科学研究员•34|社会工作者•34|军人•34|
特教老师•34|教师•35|翻译员•35|大学教授•35|作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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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桥梁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课程通讯与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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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70   认识科系
71 解读科系 辨识课程

72 医疗与保健类
听力学•72 |生物医学•72 |脊骨神经医学•72 |牙医学•72 |影像诊断与
放射性治疗•72|饮食治疗学•72|医学•72|护理•72|营养学•72|职能治
疗•72|光学•73|药剂学•73|物理治疗学•73|语言治疗学•73|中医•73|
兽医•73|

73 学长姐带路：结合古人智慧兼现代科学的中医学

74 数理类
精算学•74 |分析化学•74 |应用物理•74 |化学•74 |金融数学•74 |鉴证
科学•74 |工业化学•74 |数学•74 |材料科学•75 |核子科学•75 |石油化
学•75|物理学•75|统计学•75|

75 学长姐带路：数据科学与商业分析 人脑比电脑更重要

76 文史与语言类 
中文•76|英文•76|外语•76|历史•76|翻译•76|

76 学长姐带路：在“不浪漫”的中文系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78 生命科学类
生物化学 •78 |保育生物学 •78 |生物资讯学 •78 |生物学 •78 |生物科
技 •78 |食品科学 •78 |食品工艺 •78 |遗传学 •78 |微生物学 •78 |植物
学•79|体育科学•79|动物学•79|

79 学长姐带路：修读生物医学 实验室是你的第二个家

80 人文、法律与社会科学类
应用心理学 •80 |认知科学 •80 |消费学 •80 |人类发展学 •80 |印度研
究•80|工业与劳工关系研究•80|国际关系研究•80|回教法律•80|回教
研究•80|法律•81 |马来研究•81 |政治学•81 |人口研究•81 |心理学•81 |
社会与人类学•81|社工学•81|东南亚研究•81|

81 学长姐带路：国际关系学，挑战你的信仰、观点和原则

82 财经类
会计•82|银行学•82|风险管理与保险•82|电子商务•82|经济•82|金融
学•82|金融与银行学•83|法务会计•83|国际贸易学•83|回教金融与银
行•83|税收学•83|	金融与投资学•83 |

83 学长姐带路：会计与金融人才 各行各业都需要你

84 工程科技类
宇航工程•84|汽车工程•84|生物化学工程•84|生物医学工程•84|化
学工程•84|土木工程•84|电机与电子工程•84|环境工程•84|食品工
程•84|地理信息工程学•85|制造工程•85|海事工程学•85|材料工程
学•85|机械工程•85|微电子工程•85|核子工程•85|电讯工程•85|

85 学长姐带路：念工程也要学写文案 不只硬实力还要软技能

86 教育类
辅导教育 •86 |学前教育 •86 |教育行政与管理学 •86 |文/理/商科教
育•86|体育教育•86|特殊教育•86|技职教育•86|

87 学长姐带路：踏入特殊教育 拥抱每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88 餐饮、休闲与旅游类
航空服务•88|烹饪艺术•88|活动策划•88|餐饮管理•88|酒店管理•88|
糕点制作/烘焙•88|体育管理学•88|旅游管理•88|

89 学长姐带路：在正规的烹饪课程中贯彻“厨艺”的精神

90 电脑与资讯科技类
云端计算•90|电脑科学•90|电脑保安系统•90|数据科学•90|电子游戏
开发•91|资讯科技•90|交互式软件科技•90|智能电脑系统科技•90|移
动计算与科技•91|多媒体科技•91|网络科技•91|

91 学长姐带路：从电玩设计到系统分析，无所不能的资讯科技！

92 传播类
广告学•92|资讯传播•92|企业传播•92|传播管理•92|图文传播•92|新
闻学•92|大众传播•93|媒体研究•93|公共关系•93|口语传播•93|战略
传播•93|电视与广播学•93|

93 学长姐带路：媒体研究课程 让你成为富有“三创”的媒体人

94 商业管理类
航空管理•94|工商管理•94|人力资源管理•94|国际商务学•94|物流管
理•94|海运管理•94|行销管理学•94|公共管理•94|

95 国际商务学 适合爱出差和交际的你 

96 美容与造型类
美容•96|身体护理•96|美发•96|化妆•96|宠物美容•96|

96 学长姐带路：美容师——让皮肤“重生”的“魔术师”

98 艺术与设计类
舞蹈•98|演艺与戏剧•98|服装设计•98|美术•98|平面/视觉设计•98|
工业/产品设计•98|室内设计•99|珠宝设计•99|多媒体/动画设计•99|
音乐•99|交通工具造型设计•99|

99 学长姐带路：电脑、画板和网络 插画师随时随处可创作

100 建筑与城市规划类
建筑学 • 1 0 0 |建筑估量 • 1 0 0 |建筑科技 • 1 0 0 |建筑管理 • 1 0 0 |景观设
计•100|材料估量•100|房地产管理•100|城市与区域规划•100|

101 学长姐带路：环境设计学多元且实用 只要努力就能说服别人

102 农林渔牧类
农商•102|农业科学•102|畜牧学•102|水产养殖学•102|森林学•102|园
艺学•103|造纸工艺技术•103|木料工艺技术•103|

104 学长姐带路：农业科学发展无限，人类吃饭全靠它

104 地理与环境科学类
生态学•104|环境科学•104|地质学•104|地理学•104|海洋学•104|

105 学长姐带路：地球就是我的教室 在乐趣无穷的地质学关心

世界的过去和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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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
设计	|	升学情报中心

什么职业
适合我？

什么课程
适合我？

什么学校
适合我？



3道问题
教你慎选科系与职业
1: 你想从事什么工作（职业）？
“学习是为了生活”。对于一般人，升学就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因此订立升学目标必然要先问一问自己的志向。

【例】我将来要当老师，我现在就以教育为学习目标。
【你的答案】我将来要当																	，我现在就以																	为学习目标。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从事什么工作，请参考本刊《个人的兴趣	X	工作的选择》（页11）

2: 你想修读什么课程（科系）？
“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现在就该学习什么”。在升学的规划上，先要知道自己将来想从事的工作需要具备什么知
识和技能，这样就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科系中寻找适合的课程。

【例】我将来要当老师，我现在就选择教育系（教育课程）。
【你的答案】我将来要当																	，我现在就选择																	系（课程）。

				如果你不知道将来要从事XX工作必须修读什么课程，请参考本刊《认识职业》（页18）和《认识科系》
			（页70）。

3: 你想进入什么学校（大专）？
“一旦知道了自己心目中的科系或课程，我们就能从众多的学校中寻找有提供相关科系或课程的学校。”

【例】我将来要当老师，我现在就选择教育系（教育课程），有提供相关科系或课程的学校有A大学、B大学和C
大学等等。
【你的答案】我将来要当																	，我现在就选择																	系（课程），有提供相关科系或
课程的学校有（列出你所知道和感兴趣的学校）：

				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学校提供某某课程，请浏览线上教育展（edufair.fsi.my），使用课程搜寻功能。

				那么多学校都有提供某某课程，如果你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请参考本刊《解读科系，辨识课程》（页	71）。

【相关影片】

升学方向7C搞定
学校那么多，7个C告诉你
怎样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学校 如何解读科系，辨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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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易职业兴趣测试
点击“NAVIGATOR	>	我不知道要读什么	>	我不知
道什么职业适合自己”做个简易测试，看看根据你的
兴趣何伦码，适合的职业有哪些？	

4.比较各所大专院校
大专太多怎么选？点击你想了解的三所学校并从中做
出比较，各校状况一目了然。

2.从学科与职业找出合适的学校
NAVIGATOR根据你感兴趣的学科和职业领域，筛选
出可供你选择的学校。

5.Whatsapp咨询服务
没办法在系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怎么办？别
担心，我们的升学顾问将根据你的提问，透过
WhatsApp提供咨询服务，在线为你解答升学疑惑。

3.科系与职业简介
点击		，让你迅速掌握有关科系和职业的解说。

扫一扫，马上进入
NAVIGATOR自助
升学辅导系统！

NAVIGATOR自助升学辅导系统 
带你逐步找到升学路
NAVIGATOR（navi.fsi .com.my）协助学生有系统地自助寻找适合的课程和学校，还可透过简易的测验探索
自己的职业兴趣类型，从中找出相应的职业与科系。下面介绍NAVIGATOR的五大功能，快随着NAVIGATOR
一起出发，规划你的升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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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兴趣×工作的选择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从事自己所喜爱、有兴趣的工作，较容易激发我们对工作的热忱，进而更能用
心地去提升、改善工作的品质，让自己在生涯发展上有更大的满足感。
	 生涯学家	 John	 Holland	研究人的性格特质和职业的关系，发现不同性格的人会发展出不同的兴趣，
并且选择在不同类型的环境工作。因此，John	Holland	按照人的兴趣，以及对工作环境的偏好归纳成六种
类型：	R、I、A、S、E、C，说明不同类型的人的心理特征、兴趣及做事风格	。
	 先从以下六个类型中勾选两个你认为最符合自己的类型，然后请翻到后页检查适合自己的职业。

你是个情绪稳定、有耐性、坦
诚、直率的人。你喜欢在讲求实
际、需要动手的环境中从事明确
固定的工作，或依既定的规则，
一步一步制造有实际用途的物
品，也比较喜欢独自做事。你对
机械、电器、工具、动物或植物
方面的事情比较有兴趣。你在生
活上以实用为重，而且重视眼前
的事多于对未来的想象。

你擅于观察、思考、分析与推理，
喜欢动脑依自己的步调来解决问
题，但不喜欢有很多规矩和时间压
力。做事时通常能提出新的想法和
策略，但对于实际解决问题的细节
比较没有兴趣。你不是很在乎别人
的看法，喜欢和有相同兴趣或专业
的人一起讨论，否则还不如自己看
书或思考。你具有数理能力和科学
研究的精神，喜欢观察、学习、思
考、分析和解决问题。

你的直觉敏锐，并擅于表达和创
新，会借由文字、声音、色彩、
图像等来表达创意和美的感受。
你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随性，个
人虽然喜欢独立作业，但又不想
被别人忽略。你不喜欢管人和被
人管，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
工作效率最好。你具有艺术、直
觉、创作的能力，喜欢运用想象
力和创造力，从事美感的创作。

你对人和善、宽容，容易相处。
你喜欢倾听和了解别人，也愿意
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别人的问
题。你不爱竞争，喜欢和大家一
起做事，一起为团体尽力。你关
心自己和别人的感受，并且交友
广阔，往往关心人多于关心工
作。你有教导、与人温暖相处的
能力。你喜欢从事与人接触的工
作，而且喜欢教导别人，或帮助
他人成长。

你的精力旺盛，好冒险和竞争。你
做事有计划，行动力很强，但不愿
花太多时间进行仔细的研究，反而
希望拥有权力去改善问题。你的说
服力和组织能力佳，常希望自己
的表现被他人肯定，并成为团体的
焦点。你不因现在的成就而满足，
并且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努力。你具
有领导、说服他人的能力。你喜欢
以个人的影响力、说服力和人群互
动，以追求社会或经济上的成就。

你的个性谨慎，做事讲求规矩和
精确，喜欢在有清楚规范的环境
下工作。你做事按部就班、精打
细算，给人的感觉是有效率、精
确、仔细、可靠且有信用。你的
生活哲学是稳扎稳打，不喜欢太
多改变，也不喜欢冒险或领导。
你具有敏捷的文书或计算能力。
你喜欢处理文书或数字资料，或
遵循成规处理事务。

若您对于荷伦职业兴趣类型和职业检索表有任何疑问或困惑，

欢迎WhatsApp	011-5680	5134。

实际型 研究型 艺术型
Realistic Investigative Artistic

社会型 企业型 事务型
Social Enterprising Conven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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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与 科 系 兴 趣 倾 向 检 索 表
兴趣代码

单/双码解释

职业
兴趣
倾向

职业
兴趣
倾向

职业
兴趣
倾向

职业
兴趣
倾向

职业
兴趣
倾向

职业
兴趣
倾向

R

I

A

S

E

C

学群
倾向

学群
倾向

学群
倾向

学群
倾向

学群
倾向

学群
倾向

机械、电子、土木建筑、农业等相关工作。

生物科技研究员•p49、食品科学研究员•p52、鉴证专
员•p52、飞机设计工程师•p21、天文学家•p22、石油
系统工程师•p26、牙医•p51、地质学家•p24、地球物
理学家•p24、森林植物学家、癌症研究员•p50、儿童
咨商心理师•p31、电脑支援师•p23、化学师•p23、医
学检验师•p53、研究员ⓦ、微生物学家•p53、昆虫学
家•p51、胚胎学家•p51、兽医•p57、药剂助理•p54、
自动化工程师•p22等相关工作。

建筑师/绘测师•p22、工业或美工设计师、珠宝设计
师•p42、舞台设计师、装置艺术家、漫画家/插画
师•p38、美术编辑•p40、美发师•p41、跟踪师•p43
等相关工作。

教师•p35、讲师（理科）•p33、警察•p33、军
人•p34、纤体师•p57等相关工作。

科技项目主管、医疗产品专员ⓦ、销售工程师等相
关工作。

资讯管理人员、统计员、仓库管理员•p67、焊接技
工ⓦ等相关工作。

参考资料：1.	金树人、林幸台、陈清平、区雅伦（1994），《台湾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兴趣量表》；台北市：财团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基金会。
2.O*NET(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O*NET)	Online网址：www.online.onetcenter.org。

飞机维修工程师•p21、化学工程师•p23、土木工程
师•p23、电机工程师•p24、电子工程师•p24、电讯工程
师•p28、遥感辨识专员•p27、飞机师•p27、体育老师、
中医师•p50、牙体技术师•p50、农耕者•p52、软件工程
师/电脑编程师•p28、石油系统工程师•p26、数码控制程
式编写员•p23、电机技术员ⓦ、制造工程师•p25、海事工
程师•p25、海事建筑工程师•p25、半导体技术人员•p28、
模具设计与制造技工•p28、电线技术人员ⓦ、产品工程
师•p27、机械工程师•p25、水产养殖场管理员•p49、园
艺师•p53、畜牧场管理员•p53等相关工作。

生物、化学、医药、数学、天文等相关工作。

作曲人•p44、景观设计师•p42、园景设计师、艺术家、
魔术师•p42、平面设计师•p40等相关工作。

职能治疗师•p55、临床心理师•p31、物理治疗师•p56、
护士•p54、教师•p35、讲师（理科）•p33、大自然/生
态导游•p66、警察•p33等相关工作。

研发部研究员或主管、广告企划、科技项目主管、媒体
策划员•p43、网络游戏营运员•p29、基金经理•p64、网
络营销师•p45、律师•p32等相关工作。

统计人员、品管师、导航人员、会计师/审计师•p59、网
络开发员•p29、渗透测试师•pg26等相关工作。

工程、资讯、数理化、医卫、生命科学、农学、体育等。

工程、资讯、数理化、医卫、生命科学、农学、地理
与环境等相关工作。

美术、设计、建筑、资讯等。

科学教育、资讯教育、医技、复建、体育等相关工
作。

信息、工程管理、公共卫生、工业管理等。

资讯管理、工业管理、电子电机等。

艺术、设计、建筑、土木等。

心理、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农学、地球科学等。

法政、财经、大众传播、企业管理、工业管理等。

数理化、统计、资讯等。

建筑、土木、资讯、设计等。

文学、艺术、媒体研究等。

教育、心理、社会、大众传
播、外语、文史哲等。

法政、大众传播、管理等。

传播管理、财务金融、图书馆学
等。

工业设计师、音响工程师•p22、
烘焙师•p60、厨师•p61、化妆师	
•p42等相关工作。

生物化学研究员ⓦ、文学、艺
术、媒体研究员、用户体验设计
师•p29等相关工作。

音乐、写作、戏剧、插画、设计、
舞蹈等相关工作。

教师•p35、讲师•p33、幼教老
师•p33、特教老师•p34、广播员／
电台节目主持人•p38、记者•p46、
音乐治疗师•p44等相关工作。

媒体设计师、公共关系人员•p45
、活动策划员•p63、电视节目制
作人•pg47等相关工作。

媒体工作者、画廊工作者、音乐厅
专业人员等相关工作。

R I A

R RI RA

IR I IA

AR AI A

SR SI SA

eR eI eA

CR CI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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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附上页码的职业，表示可参阅本刊的职业简介；有附上W的职业。表示可登入fsi.my>职业百科，以参阅该职业
资料。
本表的职业兴趣分类资料来自国外调查统计，与国内情况或有出入。如果对查索的结果有任何困难，请务必寻求
学校老师或升学情报中心辅导人员的指导。

•

•

RS Re RC

科学教育、资讯教育、医技、复建、体育等。

资讯、心理、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农学、地球科学、
生命科学等。

文史、外语、戏剧、艺术、音乐等。

资讯、工程管理、公共卫生、工业工程等。

医药卫生、经济、工业管理等。

文学、戏剧、艺术、音乐、设计。

心理、法律、政治、外语、教育、传播学等。

法律、政治、外语、教育、大众传播、企业管理、财经等。

会计、财经、保险、图书馆学等。

资讯、工程等。

数理化、统计、资讯等。

艺术、设计、大众传播、资讯等。

会计、财经、保险、教育等。

企业管理、会计、财经、保险、法律、政治等。

企业管理（工商管理）、会计、财经、保险等相关工作。

登山教练•p33、消防员•p32、潜水教练•p32、健身教
练•p32等相关工作。

社会学家、复健专科医生•p57、营养师•p54、饮食治
疗师•p51、考古学家•p31、精神专科医生•p54、药剂
师•p56、大学教授•p35、自然解说员、生态保育人员、
验光师•p56、放射师•p57、妇产专科医生•p55、耳鼻喉
专科医生•p56、微整形医生•p49、心脏专科医生•p50等
相关工作。

作家•p35、戏剧表演者、媒体工作者、舞者•p38、剪接
师•p40、翻译员•p35、导演•p39、形象设计师•p41、美
容师•p49、社交媒体编辑•p46等相关工作。

教师•p35、讲师•p33、辅导与咨商师•p31、医护、警
察•p33等相关工作。

服务业经理、客户服务人员•p62、保险业经理•p65、法
官•p32、公关经理、财务规划师•p63、酒店经理•p64、
人力资源部经理•p64、餐厅经理•p67、市场行销员•p66
、房地产经纪•p66、人民代议士（议员）•p33、电视节
目主持人•p47等相关工作。

银行柜台人员、顾客服务部门人员、空中服务员•p60、
图书管理员•p65等相关工作。

科技项目主管、科技业务代表、主厨等相关工作。

研发部研究员ⓦ或主管、行销部经理、研发部经理、科
技项目研究员ⓦ等相关工作。

媒体设计师、服装设计师•p39、室内设计师•p41、媒体
企划、创意总监、剧场工作者•p47、动画设计师•p37、
模特儿•p43、音乐人•p44、电视节目制作人•p47、广
告撰稿员•p37、形象设计师•p41、婚礼策划师•p68、
导演•p39、音乐总监•p44、编剧•p46、编辑•p39、美
甲师•p43等相关工作。

社会工作者 •p 3 4、教师 •p 3 5、讲师（社会、体
育）•p35、辅导与咨商师•p31、餐饮服务员•p64、警
察•p33、城市导游•p61等相关工作。

管理、销售、司法、从政等相关工作。

银行经理•p60、会计师/审计师•p59、法院书记官、公
司秘书•p62、秘书/私人助理•p67、行政人员•p59、材
料估量师•p27等相关工作。

手机维修员•p26、汽车组装人员ⓦ、汽车冷气技
术员ⓦ、汽车喷漆员ⓦ、冷气维修人员ⓦ、空调
技师•p21、汽车音响系统安装技术员ⓦ、数码控
制机械加工技术员ⓦ、电机技术员ⓦ、电子影音
技术人员ⓦ、半导体技术人员•p28、电线技术人
员ⓦ、宠物美容师•p45、烘焙师•p60、网络工程
师•p26、配镜师•p55等相关工作。

精算师•p21、儿童咨商心理师•p31、信息管理、
社会科学研究员•p34、药剂师•p56、商业财务分
析员•p61、经济学家•p63、软件工程师/电脑编程
师•p28、数据分析师•p24等相关工作。

摄影记者•p45、商业与工业设计师等相关工作。

教师•p35、讲师（数学）•p33、警察•p33、校
长•p34等相关工作。

证券业经理、合规审查专员•p62、国际贸易商、
保险业经理•p65、物流业经理•p65、财务经
理•p63、保险经纪•p65、旅游操作员p68、旅游协
调员•p68、股票交易员•p67、原料采购员•p65等
相关工作。

银行、金融、会计、秘书等相关工作。

S e C

IS Ie IC

AS Ae AC

S Se SC

eS e eC

CS C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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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能力×工作的需求
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能力组合，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掌握自己个人的能力组合，在选择未来职业时，就能
够顺势而上，入行后也能胜任有余。请仔细阅读以下20项能力的说明，并在你自认“本身已具备的能力”打✔	
 和“你期待未来具备的能力”打★：

11.沟通能力：
和他人沟通思想或交换意见。

18.社交能力：
和他人融洽相处。

17.教导能力：
把自己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别人。

16.运动能力：
在球类，田径等运动上有良好的表现。

15.研究能力：
从资料中找寻答案。

14.阅读能力：
阅读文章并正确理解。

13.算术能力：
精确地运算数目。

12.手巧能力：
动手制作物品。

1.文书能力：
将资料加以整理、分类、存档。

10.销售能力：
说服别人购买物品。

9.创造能力：
发明或制造新的事物。

8.音乐能力：
唱歌，演奏或欣赏乐曲。

7.艺术能力：
设计，制作各种艺术品。

6.助人能力：
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5.领导能力：
领导或指挥别人。

4.说服能力：
用语言或文字影响别人。

3.表演能力：
用动作、声音、表情演绎事件。

2.文字能力：
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

19.器械能力：
操作或修理机器。

20.空间能力：
在脑海中拟想空间的距离、大小、形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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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你所具备和期待具备的能力，与下表哪些职业吻合：

1. 1.

2. 2.

3. 3.

4. 4.

5. 5.

研究，阅读，算术，创造。					科学家，数学家，外科医生，研究人员等。

手巧，创造，空间。					厨师，烘培师，服装设计师，裁缝师，园艺师。

文字，文书，算术，研究，阅读，沟通。	财务规划师，会计师，证卷分析师，人事部经理，企业顾问等。

算术，文书，阅读，沟通。					酒店前厅人员，秘书，银行出纳员，图书馆管理员等。

音乐，空间，手巧，表演，艺术，创造。					演奏家，音乐家，舞蹈家，作曲家，演员等。

文字，说服，助人，教导，沟通，社交。					议员，护士，老师，社工人员，辅导员等。

说服，领导，销售，沟通，算术，社交，研究。					企业管理，商人，政治领袖等。

器械，算术，手巧，研究，阅读，文书。					实验室助理，验光师，医疗检验员，气象局观测员。

器械，空间，手巧，算术，助人。					电脑维修员，电气技术员，汽车维修员，房屋装修师傅等。

手巧，运动。					农人，船员，园艺工匠，运动员等。

社交，沟通，销售，算术，说服。					推销员，售货员，公关宣传人员，经纪人，商品展示员等。

文字，创造，阅读，研究。					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律师，法官，编辑，记者等。

空间，手巧，创造，艺术。					画家，美术编辑，摄影师，广告设计师，造型设计师等。

手巧，助人，沟通，社交。					空中小姐，美容师，美发师，服务生等。

相关的能力组合 可以考虑的职业

想知道更多职业的能力组合，请留意本刊《认识科系》中，各类别科系

所列出的“关键能力”或阅览fsi.my > 职业百科

本身已具备的能力 你期待未来具备的能力

未来考虑从事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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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您与兴趣相遇

与梦想同行！
 很多学生在面临升学抉择时，往往会遇到不少令人迷茫失措的问题：不知道该读什么？不确定未来的方向？
父母不支持我选择的科系？等等……
 如果你有以上的困扰，欢迎向我们亲切、专业的辅导老师寻求协助，在升学与生涯规划上，做出合适您的决
择。让我们陪伴你与兴趣相遇，与梦想同行！

专业辅导老师能帮到你什么？

以下是NAVIGATOR特约辅导与咨商师阵容：

❤ 职业与兴趣测试        ❤ 心理咨询与治疗        ❤ 升学与生涯规划指导        ❤ 调解亲子关系

整理	|	升学情报中心

张文芳老师
升学情报中心辅导总监、
卡比典心灵成长工作室总监

陈宝玲老师
卡比典心灵成长工作室执行总监

Paul谭维保老师
居銮益人社会服务中心青少年发展总监

Yvonne李玉任老师
以乐辅导与治疗中心辅导师

Ada云梦君老师
以乐辅导与治疗中心辅导师

Mr.Gerry Schofield
以乐辅导与治疗中心生涯规划顾问

王翠玲老师
居銮益人社会服务中心辅导与咨商课程
主任

吴馨毓老师
心礼辅导中心心理辅导与咨商师

林晓薇老师
梦翔力生涯教育工作室执行长

林明申老师
Empower心理辅导工作室负责人兼咨
商心理师

各辅导老师的咨商费、服务时间不一，学生可联系有关单位或老师以了解详情。
扫一扫，了解更多关于辅导老师的资料和联络方式，或登入fsi.my/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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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凯胜
修订︱黄天赐、胡凯胜

五大领域，让你一次过总览170种职业！

认识职业

数理、工程与
资讯科技领域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8种职业！

艺术、设计
与传播领域
Arts, Desig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38种职业！

教育、人文与
社会科学领域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种职业！

农业、医疗保健与
生命科学领域
Agricultural, Medical 
and Life Sciences
37种职业！

商业管理、财经
与休闲旅游领域
Business Management, 
Finance and Tourism
34种职业！

若欲获取170种职业更详尽的资料，请登入fsi.my > 职业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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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天赐	
					《升学情报》主编

科系与职业

业的差别,“专业”职业指的是那些在国家法律上，

须具有法定资格方可担任的工作，例如：医生、律

师、公共会计师、牙医、工程师、光学师、建筑师等

等；“非专业”职业指的是那些只须具有相关学识和

能力，而无需任何法定资格，即可担任的职业，例

如：新闻从业员、企管人员、电脑资讯工作者、商

人、饮食业者、艺人等等。通常选择“专业”职业

者，在科系的选择上也必须选择有关的“专业”科

系，以便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续而考取其法定

专业资格。至于选择“非专业”职业者，在科系的选

择上则自由得多了，最重要的是能够“学以致用”！

热门、冷门怎么选?

热门的行业固然拥有较多的工作机会，可是相应的

就有很多人一窝蜂地挤向这些领域，造成激烈的竞

争；至于冷门的行业，虽然既有的就业机会相对

的少，但是也因此潜伏着无限的机会。总而言之，

不管是热门或冷门的行业，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我

们只要找出适合自己的领域，即符合个人兴趣、

能力、性格和价值观等，就不用担心它是冷门或热

门。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对有关领域具有“热忱”，

所谓热忱，就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排除万难，不屈不

挠地达成目标的动力。

先决定科系还是先选择职业？

在科系和职业的选择上，谁先谁后？让我们来打个

比喻：当你去旅行的时候，请问你是先决定旅游目

的地后才决定乘搭哪一辆巴士；还是先乘搭其中一

辆巴士，再看看巴士会把你送到什么地方去旅游？

这听起来像是个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可是在现实的

情景里，确实是有许许多多的学生是先选择了科系

（搭上其中一辆巴士），等毕业后才决定可以从事

什么工作（去哪里玩）。

先选科系后选职业，OK吗?

在辅导学生的经验中，我们发现许多“先选科系后

选工”的学生，通常都是对职业的认识不足，而凭

个人兴趣或能力、父母师长的建议或是跟随朋友去

修读某一个课程。这种决定方式的危险性在于我们

可能会在中途时发觉自己“搭错车”，或是在下车

后找不到前面的方向。但无论如何，我们的人生是

不断地在发展和在演变的，如果眼前无法决定未来

的职业，而先选择去修读一门课程，未尝不是一种

寻找未来出路的方法。

选择了A科系可以从事B工作吗?

在选择职业及科系上，我们必须认识“专业”与“非

专业”（作者按：“非专业”不等于“不专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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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职业X升学聊聊会

主持人	|	Alsen学长
		分享	|	庄晓莹
											毕业自马来亚大学材料工程系
           现任马来西亚南安普顿大学机械工程系讲师

           张桂荣
           毕业自多媒体大学
           现任MYERP	SOLUTIONS联合创办人

           李建伟
											毕业自马来西亚南安普顿大学机械工程系
											现任Axiata亚通集团产品策略师

           张芷榕
											毕业自马来西亚南安普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现任Dyson戴森集团流体动力学工程师

		报导	|	Jane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是一个怎样的领域？
这是一个多变和充满活力的领域；它虽然讲求创新
求变，但同时也需要扎实的理论为基础。

踏入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需要具备什么条
件？
数学和物理是基础；最重要是你对它有兴趣！

数学和物理的成绩不好，可以选择数理、工程与资
讯科技领域的课程吗？
可以，课程从浅入深，只要在开始学会基础，后面
再慢慢叠加学识，就不会很难。

如何补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能力？
可以尝试在网上查找和学习有关领域的资讯，除了

从中了解有关领域的发展，也可找出自己的不足之
处，提前做好准备，适应未来要读的课程。例如，
我们可以在网上学习电脑编码或是参加线上开放资
源的免费课程。

如何选择课程和学校？
在选择学校时，先了解课程是不是符合自己未来的
需要，或是可以让自己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以便在
求职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对于这个领域，行家达人有什么建议？
虽然是数理科技领域，但是沟通能力和语言能力也
很重要，鼓励大家在大学时期多参与不同的活动，
让自己增广见闻和训练自己的应变能力。此外，我
们也要愿意一直不断地学习新知，才能够跟上这个
领域的日新月异。

想要知道更多，请扫描二维码，即刻
观看升学情报俱乐部举办的《职业X升
学聊聊会：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
域》的录影。

情之下，网络、手机APP和电脑已经是现代人的
必需品，而这些都是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

域的产品。这个领域不但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而且在我国现在到未来的经济发展上更是举足轻
重！
	 用一分钟阅读以下问答精华，看看这个领域是不是
适合你：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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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空调技师

马来西亚空调与冷藏协会（MACRA）
网址：www.macra.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飞机
维修工程师

马来西亚航空局
网址：www.dca.gov.my

应用数学、统计及财政理论来解决财务问题，以
及计划未来的财务分配；
主要专注在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毁伤保险、退
休金计划及雇员利益计划等；
在保险公司，负责策划每一项保单，包括保费、
赔偿能力、赔偿机率、投资方法、盈利等；
根据所得数据作出合理推算，计算保费及赔偿机
率；根据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加以评估及审核
财务状况。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空调技师颜琸书		用热情带来凉爽

飞机维修工程师张志文	不可出错的任务

精算师陈子泽	一个失算一百万代价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事务型C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飞
机设计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飞机设计工程师万承鑫	亲手打造飞行工具

•
•

•
•

设计或修改飞机的外形、系统及零件；
分析与制定产品所需的生产时间、成本、可行性
与质量标准；
测试飞机或有关系统与设备，以做出评估与修改；
编写技术报告、手册或公告，供工程人员、管理
人员或客户使用。

毕业于受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承认的宇航
工程学士学位课程	 >	 向BEM注册成为合格飞机
设计工程师	 >	 累积至少三年工作经验	 >	 申请并
通过专业评估考试或专业面试	 >	 成为专业工程师
（Professional	Engineer，简称“Ir”）。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研究型I

事务型C实际型

研究型I实际型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精算师

马来西亚精算师协会（ASM）
网址：www.actuaries.org.my

亚洲特许银行家协会（AICB）
网址：www.aicb.org.my

北美精算师协会（SOA）
网址：www.soa.org

生涯途径

精算、数学、统计学或商科等相关学位	>	服务于精算
部门，同时参加精算专业考试	>	通过考试，成为合格
精算师	>	出任保险公司“特委精算师”（Appointed	
Actuaries），或开设精算咨询服务公司。

航空、宇航或相关科技/工程学士学位	>	飞机维修实
习	>	考取马来西亚航空局飞机维修执照	>	飞机维修
工程师。

安装空调系统；
检查、维护和修理空调系统的零件；
使用工具和检测仪器诊断空调系统的使用情况；
设置与控制空调系统的运行与调节。

策划、编排飞机维修时间；
定时测试飞机性能并维修飞机零件；
判断需要维修或改良的飞机；
针对不同型号的飞机而寻找维修方案；
进修或跟进最新航空技术。

修读空调工艺证书/文凭课程	>	成为空调技师	>	累
积经验与人脉/在职进修	>	创立空调工程公司、空
调维修公司/成为技术顾问
成为空调工程、空调维修公司的学徒	>	掌握维修、
安装、维护空调系统等技巧	>	成为空调技师。

•
•
•
•

•
•
•
•
•





研究型I 实际型R

何伦代码

R

R

必须通过相关精算专业考试，以成为受我国政府
所承认的精算师协会会员。

若持有其他国家所发出的执照，亦得向马来西亚
航空局（Jabatan	Pengangkutan	Udara）申请执
照，且须符合特定条件。

学生在报读工程系之前，应向马来西亚工程师
局（BEM）查询有关学位是否受承认。
毕业于不受BEM承认的工程学位将不得注册成
为合格工程师，但是毕业生可在BEM的建议下
补修学分或修读相关的硕士课程以达到BEM的
标准。

数理、工程与
资讯科技领域
数理、工程与
资讯科技领域

精算师  Actuary

空调技师  Air Conditioning Technician

飞机维修工程师  Aircraft Maintenance Engineer

飞机设计工程师
Aircraft Design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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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自动
化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天文学家

马来西亚太空署
http://www.mysa.gov.my

规划、设计建筑物，包括建筑构造、园景设计、社
区规划和室内设计等；
确保建筑规格符合实际功能、法律要求和建筑费等；
确保建筑工程符合公众利益、居住环境安全与整
洁，并遵循城市规划、善用地；
为现有的建筑物进行修复及保护工作。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机器人时代来临，自动化工程师林盛杰力倡学习最
重要

天文学家	揭开神秘宇宙之钥

深度中毒的建筑师	梅志雄对人文艺术的热情与坚持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实际型R研究型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绘测
师	/	建筑师 

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
网址：www.pam.org.my

马来西亚绘测师局
网址：www.lam.gov.my

生涯途径

受承认的建筑学士学位	 >	 向马来西亚建筑师局/马
来西亚建筑师协会（LAM/PAM）注册为建筑学士毕
业生	 >	 两年工作经验	（其中一年必须在LAM注册
下的马来西亚建筑公司服务）>	 报考LAM/PAM专业
考试	（第三部分	 >	成为PAM会员	 >	 LAM注册成
为建筑师）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我国目前没有大专开办天文学系，学生可往海外国
家念天文学，或修读远距课程。此外，学生亦可先
在国内修读数学或物理等相关学士学位，再出国修
读天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班。

为制造业、建筑业、重工业等领域，设计和创建
自动化系统，以取代人力，使生产工作更加安全
和高效；
检查和维修自动化系统，以解决系统故障，或提
升与优化系统的性能；
与系统开发团队里的各技术专才（如电机工程
师、电子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电脑工程师等
等）商讨操作程序、整合各方意见，以及提供自
动化技术咨询等；
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自动化的可行性评估，并
提呈计划书。

利用天文仪器探测天体，并以数学和物理的原
理，探讨其形成；
利用勘查数据计算宇宙星系、星球或其他宇宙物
体的结构成分，测量来自地球外的红外线、伽玛
（gamma）射线、X射线等电磁波；
撰写报告，整理并提呈新的宇宙理论；
保养、改进或制作天文仪器。

•

•

•

•

•

•

•
•

I

若考获未受LAM/PAM承认的建筑学士学位或文
凭，则须先通过LAM/PAM专业考试（第一部分
及第二部分）方可向LAM/PAM注册为建筑学士
毕业生。

由于自动化工程是跨领域综合学科，因此只有
少数大专提供自动化工程专门科系，但是在一
些相关的工程系（如电机、机械、电脑等）会
有一些与自动化科技相关的科目，譬如控制与
仪表学、PLC【注】基础理论等等。一般上毕
业生可凭相关工程专业进入自动化科技领域，
再接受培训成为自动化工程师。
【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一种具有微处理器的数位
逻辑控制器，用于自动化控制。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音响工程师 

音响工程师协会
网址：www.aes.org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汽车维修员

马来西亚汽车修理厂商总会（FAWOAM）
网址：fawoam.org

音响工程师Kevin	从音乐到音响

汽车维修员林合和	不放弃维修	不间断学习

•
•
•
•
•

•
•
•





设计、装置和控制音响系统；
解决录音时所出现的技术问题；
处理混音器、扩音器等的技术问题；
编辑及修饰声音及音乐；
与制作人或音乐总监合作。

检修汽车的故障或受损程度，并建议维修方案；
维修汽车的故障或更换损坏的机件；
跟进最新推出的汽车品牌、零件、维修技术等。

毕业于汽车维修证书、文凭课程	 >	 到修车厂担
任汽车维修员	 >	累积经验和在职进修	 >	开设
汽车维修厂
到汽车维修厂当学徒	>	成为汽车维修员	>	累积
经验和在职进修	>	开设汽车维修厂

修读国内外音响工程证书、文凭或学士课程	 >	 音
响工程师。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实际型R 艺术型A

实际型R 事务型C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在国内外主修音乐课程者，亦可成为半专业的
音响工程师。

艺术型A 实际型R

绘测师/ 建筑师  Architect

自动化工程师  Automation Engineer

音响工程师 
Audio Engineer

天文学家  Astronomer

实际型R研究型I

汽车维修员
Automobile Technician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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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I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电脑
支援技师

马来西亚电脑与多媒体产业机构
网址：www.pikom.org.my

设计并监管各种建筑物或设施的建造，如马路、
机场、码头、隧道、桥梁、蓄水池、购物中心、
学校、废料处理、工厂以及房屋等；
分析勘测报告、地图、草图、蓝图、空中摄影和
一些地形或地理数据，以计划工程；
进行环境评估，以了解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进而
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环境素质；
估量工程的原料、设备、人力等的数量及质量，
衡量工程的可行性；
测试土地和材料，确定地基、水泥、沥青或钢筋
的适合性和强度；
管理、指导工程和施工，检查、保养和修补完成
后的工程设施；
发生紧急事故時，可能深夜也必须工作。

•

•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电脑支援技师何国富	E时代不可缺乏的电脑医生

土木工程师庄源美	发展国家建设的“栋梁”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化学师 

马来西亚化学协会
网址：www.ik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数码
控制程式编写员 

马来西亚信息与编程协会
网址：www.ioimalaysia.org

化学师陈淑芳	为世界创造色彩的魔术师

数码控制程式编写员柯国全	全球制造业的宠儿

•
•
•

•
•
•
•
•

从事检验、分析、研究和开发工作；
管理化学原料的品质；
计算研发及生产成本。

研究、分析客户的生产要求；
进行产品设计和绘图；
编写数控程式；
操作数控车床；
检验产品（品质控管）。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土木工程师

生涯途径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收集和分析客户对电脑设备的需求，并提出方案；	
采购适合客户需要的电脑软硬件；	
安装、配置电脑软硬件，指导客户如何使用有关设
备；	
维护、改进电脑软硬件，修理有关设备的故障；	
设置电脑设备与网路的连接。

毕业于电脑设备组装训练课程或其它电脑、资讯
科技相关课程	>	成为电脑支援技师。
服务于电脑设备支援公司	 >	 透过自学和在职训
练以掌握电脑设备的知识和技能	 >	 成为电脑支
援技师。

•
•
•

•
•





研究型I 实际型R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凡考获不受政府承认的化学学士文凭者，需参
加资格考试，并且有两年相关工作经验，才能
注册成为化学师。

一般数控机械厂也欢迎未具任何训练的年轻人
加入其学徒计划。

具备足够经验和人脉者可自行创业，承包中小型
企业的电脑设备管理项目。





化学学士学位	>	至少两年工作经验	>	向马来西
亚化学协会注册成为化学师。
化学荣誉学士学位	>	至少一年工作经验	>	向马
来西亚化学协会注册成为化学师。

研究型I实际型R

修读精确工程（Precision	 Engineering）或包含数
控程式编写的机械工程课程	 >	 服务于各大厂商的
数控机械部或外包工程数控机械厂	 >	 累积经验成
为熟练数控编程员。

研究型I 实际型R

土木工程师  Civil Engineer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化学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何伦代码

化学工程师谢圣豪	不断超越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设计或改进化工生产，如	：石油、各种气体、食
品、药物、塑胶、废料处理等所需的设备；
设计安全的化学物生产线、控制及监督化学物的
反应程序等；
设计化学生产的测量和控制系统；
提供有关化学工程的资讯与咨询，如：工程的可
行性、预算案等给客户参考。

•

•

•
•

研究型I实际型R

化学工程师  Chemical Engineer 化学师 Chemist

数码控制程式编写员
CNC Programmer

电脑支援技师  Computer Support Technician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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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和电源分配系统，包括发电站、分电
站、电线和电缆等设计、开发、装置、运作和维
修等；
工商业电源系统，包括工厂、机器、建筑物等的
设计、装置、控制和维修等；
其他电力机器，例如马达、变压器、发电机等的
研发和生产。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电机工程师黄天保	不畏高压电的“玩电”专家	
行家分享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电机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生涯途径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地质学家

马来西亚地质学会
网址：www.gsm.org.my

•

•

•
•

测量与勘察不同岩层的地质情况和岩层性质，
收集数据并作完整记录；
探寻各种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矿物、地下
水源等；
绘制地图；
研究地质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并给予专业意见
或忠告。

考取地质学学位	>	到相关机构就职。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实际型R 研究型I

何伦代码

研究型I 实际型R

根据2008年地质学家法案	 (Akta	 Ahli	 Geologi	
Malaysia	2008)，国内所有的地质学家必须向马
来西亚地质学家局注册，凡有经验及符合资格
的地质学家可向马来西亚地质学家局注册为专
业地质学家	(Professional	Geologist，简称“P.
Geol.”)。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数据分析师

国家大数据协会
网址：www.nbdamalaysia.org

我是“数据清洁工”！数据分析师陈世铭垦荒大
数据

•

•

•

搜集原始数据，提取其中有用的数据，整理之
后加以统计与分析；
依数据分析成果做出相关项目/产品研究、评
估、预测，并制成图表和报告；
为项目/产品提出可行性的建议或改进意见；

修读数学	/	精算	/	金融	/	经济	/	资讯科技等相关
课程	>	进入保险	/	网络	/	科技	/	财务	/	投资等公
司	>	成为数据分析师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实际型I 事务型C

何伦代码

数据分析师 Data Analyst 电机工程师  Electrical Engineer

地质学家  Geologist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电子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地球
物理学家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电子工程师谢目荣	科技产品创新的发明家	

地球物理学家陈国彦	与地球深情接触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从事跟电路板、处理器、芯片、电子设备、电脑
软硬件等的应用和编程工作；
设计和生产跟电子有关的各种物品、程序和设
备，其中亦包括修理和维护；
提供客户最实际、最经济及最合适的工程方案；
负责售后的装置及解决故障的服务。

通过地震运动学与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为地震
发生与预测提供测试与分析；
勘探石油与天然气和矿产等的地质构造，为油
田、煤田等产业提供研究工作；
设计地球物理软件程式，供环保、排水、农业、
渔业、地质等多个领域的应用；
与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工作者相互配合，以进行
有关地球的探索和研究；
定位并确认碳氢化合物、矿产、石油、地下水资
源等位置，以规划和执行矿物开采计划等。

•

•

•
•

•

•

•

•

•

实际型R 研究型I

电子工程师  Electronic Engineer

地球物理学家  Geophysicist

研究型I 实际型R

修读地球物理学学士课程	>	修读相关硕士课程	>	在
相关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服务。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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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制
造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何伦代码

制造工程师陈奕铭	电灯生产线上的幕后推手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规划、组织或改善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技术与工艺,
以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安装、测试生产设备及相关设施；
规划、设计生产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工作,以降低故
障的发生；
提供生产线的技术培训及支援；
确保生产品质乃符合工业品质管理条规；
参与新产品的研发工作。

•

•
•

•
•
•

研究型I实际型R

研究型I实际型R

研究型I实际型R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海事
建筑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机械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海事建筑工程师陈克祥	在海上打造工作满足感	

机械工程师辜俊杰	让机械动起来就是最大的满足感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规划、设计与开发港口、海岸、近海与深海设施	
的建筑工程；
新建、改建或扩建各海事建筑工程,如采矿、船	
运、人工岛、围海造田、填海、海上平台、海上	
堤坝工程等；
管理与监督海事建筑工程的进行。

规划和设计各种工具、机器、引擎以及机械零件；
开发、安装、操作、监督及维修生产的装配及运作；
商讨机器操作程序、解决系统故障、提供技术咨
询等；
分析机器设计的提议、产品的规格、设计的需求
等，用数据评估其产品的成本及其可行性。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

•

•

•
•
•

•

海事工程师 
Marine Engineer

何伦代码

研究型I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海事工程师

马来西亚海事局（MADEP）
网址：www.marine.gov.my

马来西亚海事所（MIMA）
网址：www.mima.gov.my

马来西亚海事学院（ALAM）
网址：www.alam.edu.my

国际海事组织（IMO）
网址：www.imo.org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海事工程师陈实达	在汪洋大海为轮船护航

•
•
•

•

•

•

管理和监督船舶主机的运行,负责维护工作；
测试所有火警和机器,以确保正常运作；
负责船舶添油的计算,以及石油输送作业,并给负
责此作业的下属正确的指令；
确保机房没有任何机件发生液体泄漏,以避免机
油、燃油泄漏事件造成污染；
向公司呈报船舶状态的评估、损失控制的检查、
机器维修等报告；	
管理机房员工的工作和纪律,提供安全措施及技
术的培训。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海事工程文凭/学位	>	通过三管轮和二管轮	
（Watchkeeper）能力证书（Certif icate	of	
Competency,	 CoC）口试	 >	 向马来西亚海事局
（MARDEP）登记成为合格海事工程师	 >	 累积	 1
至2个月海上工作经验	 >	 通过大管轮暨轮机长	
（Second	Engineer	&	Chief	Engineer）能力证书联
合笔试,以及大管轮能力证书口试	 >	 累积12个月大
管轮海上工作经验	 >	通过轮机长能力证书口试	 >	
轮机长（Chief	Engineer）。

制造工程师  Manufacturing Engineer

海事建筑工程师  Maritime Construction Engineer

机械工程师  Mechanical Engineer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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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维修员
Mobile Phone Technician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手机维修员 

马来西亚手机与通讯业者公会（PPTM）
网址：www.pptm.my

手机维修员吴凯荣	另类的“专科医生”

•
•

•
•

分析和判断手机故障的原因；
维修手机硬件，如手机壳、屏幕、按键、电板、
线路等的故障，或是软件（手机的操作系统和应
用程序）方面的毛病；
编写手机的应用程序；
替客户的手机输入最新的软件，以提升功能。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学生也可凭着本身的兴趣，自学基本的手机维
修技巧；持有电子或电脑科学学历者，亦可往
手机维修业发展。



在手机专卖店/手机工厂当学徒	>	手机维修员。
手机维修证书/文凭	>	手机维修员.

事务型C实际型R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石油系统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在获得合法授权下，“入侵”（hack）电脑系统
或网络结构，以检查其安全性，或找出其弱点和
缺陷，并汇报给管理层或资讯保安部门；
与服务机构的管理层、信息技术团队合作，研究
改进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的方法，以减少
或消除恶意“黑客”（Hacker）的攻击。
修复电脑系统或网络结构的安全问题，再进行反
馈和验证，直到完善。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石油系统工程师邓国峰	掌控钻油台的灵魂人物

网络世界的把关黑客	渗透测试师林顺贵专找电脑
系统漏洞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研究型I事务型C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渗透测试师

国际电子商务顾问局：黑客技术专家认证	(CEH)
网址：www.eccouncil.org/programs/certified-
ethical-hacker-ceh

Offensive	Security认证专家（OSCP）
网址：www.offensive-security.com/pwk-oscp

国家网络协调与管制中心
网址：www.nacsa.gov.my

马来西亚网络安全机构
网址：www.cybersecurity.my

生涯途径

电脑与资讯科技类相关文凭或学位	 >	 进入资讯保安
公司或部门接受培训	>	成为渗透测试师

研究、开发石油开采系统及程序；
进行仪器安全及系统操作测试；
编写机器应用程式，以建立自动化系统；
指导、监督油船工作人员有关系统的操作方式。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
•
•
•

研究型I实际型R

多数渗透测试的培训乃根据国际电子商务顾
问局（Ec-Council）的渗透测试师认证课程
（CEH）或是渗透测试师培训公司Offensive	

Security的课程（OSCP），CEH偏重理论，而
OSCP则侧重技术性考核，具备CEH或OSCP认
证，对就业的发展将更有保障。

设计及建立网络连接和架构；
装置网络架构所需的硬件、软件和系统；
提供网络工程的后续支援服务，如更换软、硬件
装置；
为发生故障的网络系统进行侦查和维修工作；
确保系统的运作良好；
管理用户的户口和使用网络的权限。

•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网络工程师陈福意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行家分享





马来西亚工程技术协会（MySET）
网址：www.myset.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网络工程师 

生涯途径

修读与电脑相关的文凭	>	修读学士课程或考取专
业网络技术证书（如：微软的MCSE以及Cisco的	
CCNA、CCNP、CCIE、CNE等）>	网络工程师。

网络工程师  Network Engineer

石油系统工程师  Petroleum System Engineers

渗透测试师  Penetration Tester / Ethical Hacker

事务型C实际型R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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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产品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何伦代码

产品工程师傅喜存	从数学系勇闯工程界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搜集开发专案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提出新产
品设计构想；
设计新产品开发的具体实验方案，然后进行具体
的实验；
编制相关的工艺档与规格书；
定期提交工作总结；
控制制作成本；
向有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然后提出现有产品及
生产工序的改良建议。

•

•

•
•
•
•

研究型I实际型R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对工程进行估算，然后拟定一份“数量单”；
估算有关工程的成本及完工所需时间；
拟定所需材料及相关材料的招标文件；
监督及评估工程的施工进度；
为发展商、承包商、建筑师、融资公司等提供咨
询；
到工地巡视工程进展、督导建筑材料的应用和写
巡视报告。

•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材料估量师黄毅斌	万丈高楼谁算起？
行家分享

企业型E事务型C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材料估量师

马来西亚工料测量师局
网址：www.bqsm.gov.my

生涯途径

材料估量学学位必须受大马工料测量师局	
(Board	of	Quantity	Surveyors	Malaysia,	BQSM)
承认。	

受BQSM承认的材料估量学士学位（已修读足够的
学习时限）>	向BQSM注册	>	估量师
受BQSM承认的材料估量学士学位（未修读足够的
学习时限）>	至少一年工作经验	>	通过马来西亚
估量师协会（Institute	Surveyor	Malaysia,	ISM）的
专业考试	>	向BQSM注册	>	估量师。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遥感辩识专员

马来西亚遥感辩识局
网址：www.remotesensing.gov.my

何伦代码

遥感辩识专员林文良	为方向掌舵，为自然生态把脉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生涯途径

对大自然环境进行毁坏估计（susceptibility	
analysis）；
从大自然环境的情况，预测及分析灾害发生的可
能性	（flood	extent	analysis）；
灾害范围分析，例如水灾、火灾、土崩、沥油的
预测与防范；
城市土地规划；
地面温度考察；
珊瑚与红树林研究、保育与管理。

中学毕业（理科，必修物理、化学）	>	国内外修读
遥感辩识文凭或学士课程	>	在相关行业工作。

•

•

•

•
•
•

研究型I实际型R

近几年来，私人界也开始参与这一方面的研究
工作，例如从事在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处理
灾难事件等方面的工作。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飞机师 

马来西亚公民航空部
网址∶www.dca.gov.my

飞机师潘俊霖	勇闯层层难关赢来的帅气

•
•
•

•

•

•

准备飞行前的报告；
检查飞机航线、了解天气状况；
操纵飞机起飞、飞行及降落、导航及驾驶舱的
管理；
检查及确保仪表正常操作、了解飞机场的架构及
跑道、预算飞机的的重量，以便预计需要的油
量、对整体航迹飞行运作及乘客安全负责；
监督航空服务人员工作，如：技术人员及机舱服
务人员；
随时准备紧急应变程序，如：恶劣气候、恐怖袭
击等。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欲成为民航机师者，必须持有商务机师执照
（CPL/IR）及航空机师执照（ATPL），而这些
执照必须获得我国政府民航部（Department	 of	
Civil	Aviation	Malaysia）的承认。

研究型I实际型R

申请加入民航公司	 >	 接受民航飞行训练	 >	 商
业飞行执照（CPL/IR）及航空公司飞机师执照
（ATPL）>	副机师	>	机长。
申请进入飞行学院	>	飞行学员执照（SPL）>	私
人飞机师执照（PPL）	>	单引擎飞机师或业余机
师	 >	 商业飞行执照（CPL/IR）及航空公司飞机
师执照（ATPL）	>	申请加入民航公司。





飞机师  Pilot产品工程师  Product Engineer

材料估量师  Quantity Surveyor

遥感辩识专员  Remote Sensing Technicians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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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师 ／电脑编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 
Computer Programm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软件
工程师／电脑编程师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MDEC）
网站：www.mdec.my
 
马来西亚信息与编程协会
网站：www.ioimalaysia.org

软件工程师纪汯成	 隐藏于手机、电脑幕后的魔
术师

•
•
•

•
•
•

开发新的电脑应用程序与软件系统；
协助升级原有的电脑软件系统或网站的功能；
了解客户所需要的软件系统，并认识客户的专业
领域；
进行编程工作，包括输入数据、处理信息等；
测试软件程序的性能；
解决电脑程序的问题。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可自行创业，以承包中小型企业的软体编程工
作。
可考取时下普遍的电脑系统认证，如美国微软
MCSE、甲骨文（Oracle）、IBM、Novell、Cisco
等，以提升个人技术。

毕业于电脑科学或资讯科技文凭、学位	 >	 成为电
脑编程师／软件工程师。

事务型C研究型I 协助工程师进行文件处理的工作；
对已生产的产品进行检测；
解决半导体生产的问题，调整与修理设备；
主导品质的控制和设备的保养。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半导
体技术人员 

马来西亚半导体协会（MSIA）
网址：www.msia.org.my

生涯途径

修读电子工艺证书/文凭课程	 >	半导体技术人员	 >	
在职培训/进修	>	成为高级技术员/电子工程师

半导体技术人员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Operator

事务型C实际型R















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IEM）
网址：www.myiem.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学院
网址：www.iemasb.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电讯工程师

马来西亚工程教育资格鉴定理事会（EAC）		
网址：www.eac.org.my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BEM）
网址：www.be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模具
设计与制造技工

马来西亚模具暨机械加工协会		
网址：www.mstma.org.my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技”而优则“创”	 吴泅木强细心耐心勇创电讯
事业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设计及装置通讯设备；
检查、维修通讯系统；
操控及控制通讯系统。

研究、分析客户的生产要求，利用电脑辅助，将
设计程序制成蓝图；
设计与制造用于生产各种机械零件的工具（如刀
具、机械臂、卡具等）和模具；
利用工具与模具实验生产，检验成品品质，并校
正准确度；
保养与维护工作母机与机床。

请参考飞机设计工程师：P21

修读机械证书/文凭/学士课程	 >	模具设计与制造技
工

•
•
•

•

•

•

•

研究型I实际型R

研究型I实际型R

电讯工程师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

模具设计与制造技工  Tool and Die Maker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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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开发员
Web Develop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网络
游戏运营员

透过研究用户（使用者）对产品的使用体验，以
设计出让用户在使用上感到称心如意的新产品
（主要为数码产品，例如网页、App、数码器材
等）；
收集用户对某种产品的使用经验和意见，并根据
分析结果而设计有关产品的应用功能和使用方
式；
测试产品以寻找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遇到的不
便之处，并提出改善方案；
提呈产品的使用架构图，并制作产品的原型；

联合设计和开发团队（产品设计师和工程师等），
以打造出有关产品。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网络游戏运营员陈福庆	虚拟平台的领军人

自主学习立足科技尖端，UX设计师梁致诚12岁上网
自学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艺术型A研究型I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用户
体验设计师

生涯途径

资讯工艺、电脑科学、创意设计、视觉艺术、心理学
等相关领域学士	>	进入数码科技企业UX设计部门或
UX设计公司吸取经验	>	UX设计师

通过自主开发或从外地取得其它网络游戏开发企
业的授权，以经营网络游戏，服务项目包括：出
售游戏时间、游戏道具或为游戏玩家提供相关的
增值服务；
经营游戏内置入广告，以从中获得收入。

修读网络游戏或电脑程式编写、设计课程	>	服务于
网络游戏开发、运营、推销公司	>	累积经验成为熟
练的网络游戏运营人员。

•

•

研究型I企业型E

UX设计是个新兴的职业，专门的科系和课程还
很少见，但是对此重实际操作多于学术理论的
工作，只要是有兴趣和具备所需的能力和技术
者，都可尝试申请加入UX设计师行业。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网
络开发员

网络开发员孙德俊	在网络世界建构E种新媒体

•

•
•
•
•

•

开发网站，包括设计内容、数据库（Database）
和使用者界面（User	Interface）等；
维持并更新网站内容、架构及功能；
维修网站故障；
管理网站主机（Server）；
设定网络配置、网络体系结构及综合硬件及软件
技术；
与合作伙伴讨论网站开发的事宜。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研究型I事务型C

电脑资讯、多媒体设计相关课程	 >	 就职或自行创
业。

用户体验设计师 User Experience Designer（简称UX Designer）

网络游戏运营员  Web Game Operator

数理、工程与资讯科技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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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图	|	Pixabay
职业X升学聊聊会

主持人	|	Alsen学长
		分享	|	张艾妮
           现任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心理学系高级讲师

           蔡如愿
           毕业自詹姆斯库克大学心理学系
           现任大学助理研究员

           李丰媟
           毕业自马来亚大学法律系
           现任Thila	Hong	&	Co	执业律师

           韦玉文
											现任吉隆坡沙叻秀华小副校长

  报导	|	Jane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个怎样的领域？
这是一个关于“人”的领域，例如：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人的行为，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

投入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需要具备什么条
件？
语言能力很重要，因为需要大量阅读；此外，需有
清晰的思路，并且善于沟通。

如何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和阅读能力？
在学校里的学习，在职场上的磨练，不停地培养自
己的语言、沟通和阅读能力，并且爱上它！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就业机会是什么呢？

各行各业其实都离不开“人”，就拿心理学来说，
无论是什么领域，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需要心理
学。具有这个领域的训练可以从事各种与人有关的
工作，例如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工作、营销工作等
等。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在未来的会有怎样的转
变和发展？
在未来，很多行政事务的工作可能被科技取代，唯
有“人”的问题很难靠科技来处理，所以在教育、
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下的工作比较需要由“真人”
亲自去做。

对于这个领域，行家达人有什么建议？
多读多看，不断自我提升，与时并进。

想要知道更多，请扫描二维码，即刻
观看升学情报俱乐部举办的《职业X升
学聊聊会：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
域》的录影。

果你对“人”充满兴趣，心中有“爱”，重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可能是适合你投入的工作世界。这个领域的工作内容很
广泛，也很专精，虽然同样是为人服务，但是教师、律
师、社工、学者、校长、警察等等的任务范围和工作特
质都各有不同。
	 用一分钟阅读以下问答精华，看看这个领域是不是
适合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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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教育、人文与
社会科学领域
教育、人文与
社会科学领域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临床心理师

马来西亚临床心理协会（MSCP）
www.mscp.my

进行人类学或考古研究；
保护历史文物，进行清洗保养等工作，确保历
史文物继续传承；
测定考古文物年份，依据年份编排考古文物列
表；
撰写人类史与文化发展史。

协助心理和行为上有障碍的儿童，尤其是经历
过创伤事件者；
透过咨商与辅导，以协助上门求助的父母与儿
童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案；
观察儿童的行为模式或透过各种心理测验，以
分析、界定心理状况或障碍，进而拟定治疗计
划；
推广大众觉醒教育，如举办讲座、工作坊、写
专栏、上电视和电台，以提高群众对精神与心
理疾病的认识和醒觉。

•
•

•

•

•

•

•

•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临床心理师梁惠美		触动心灵	治疗心病

考古学家张集强	 从斑驳的古迹拼凑国家的集体
记忆

心理学或辅导学学士	>	临床心理学硕士	>	临床
心理师。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社会型S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辅导与咨商师

马来西亚社会福利局
网址：www.jkm.gov.my

马来西亚辅导与咨商师局
网址：www.lkm.gov.my

马来西亚辅导协会
网址：www.perkamainternational.org.my

辅导与咨商师许丹平与陈如湘	
辅导世界里的他们

•

•

•

为在人生中遇到困惑的群众提供心理咨商与
辅导；
进行个别心理治疗或团体活动以协助人们解
决心中难题；
举办讲座、研讨会或撰写文章，以传播心理
辅导的有关课题。

毕业于辅导与咨商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向马
来西亚辅导与咨商师局（Lembaga	 Kaunselor	
Malaysia）申请成为注册与认证辅导与咨商师>
申请通过，成为注册与认证辅导与咨商师。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研究型I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考古学家

国家文物局
网址：www.heritage.gov.my

国家博物馆
网址：www.muziumnegara.gov.my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考取考古学、历史学或自然科学（如地理、地质
学）学位	 >	 到考古部门、历史文物馆、博物馆
等相关机构就职。

修读心理学学士学位	 >	 进修心理学硕士学位	 >	
累积足够的实务经验	>	咨商心理师

透过面谈或心理测验，鉴定个案，如：小孩、
大人、老年人、家庭、夫妇、组织等心理、感
情、或行为的问题；
诊断问题的起因，进而建议及提供适当的治疗
服务，包括心理治疗或辅导治疗；
提供职业、教育、个人方面的咨询，以便能辅
助制定教育与职业的生涯规划；
推广大众觉醒教育，如：举办讲座、工作坊以
提高群众对精神与心理疾病的认识和醒觉。

•

•

•

•

社会型S 企业型E

何伦代码

社会型S 研究型I

社会型S 研究型I

临床心理师可在医院或专科诊所、教育机构、
研究所、康复中心、辅导中心或社会福利机构
工作。

考古学家  Archaeologist  

儿童咨商心理师  Child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临床心理师  Clinical Psychologist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儿童咨商心理师

Malaysia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PSIMA）
网址：www.psima.org.my

辅导与咨商师  Couns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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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潜水教练协会（NAUI）
网址：www.naui.org

国际水肺潜水学校（SSI）
网址：www.divessi.com

英国潜水协会（BSAC）
网址：www.bsac.com

国际水肺潜水（SDI）
网址：www.tdisdi.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潜水教练

潜水教练专业协会（PADI）
网址：www.padi.com

何伦代码

潜水教练颜凯胜	与海洋共存
参加各水平潜水员培训课程并通过其资格考试，
以PADI潜水资格阶级为例：开放水域潜水员	>	进
阶开放水域潜水员	>	救援潜水员	>	潜水长	>	潜
水教练。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社会型S

教导潜水技术和安全守则，并领导学员在水中
练习潜水技巧；
评估和考核学员的潜水技能；
带领学员进行潜水活动，并确保安全；
管理、维护潜水装备。

•

•
•
•

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法官

司法服务委员会
网址：www.spkp.gov.my

律师公会
网址：www.malaysianbar.org.my

马来西亚法律资格鉴定局
网址：www.lpqb.org.my

指导学员正确的健身方法，包括健身器材的使用
和体能训练程序等；
为学员提供有关健身、健康饮食与养生的资讯，
并依据需求设计健身活动及饮食菜单；
管理健身房，包括健身器材的维护、健身房规则
等行政流程。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我是法官，不是神！”法官黄筱雁承负压力、
细心判决

健身教练苏慧莲	我是健康天使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马来西亚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
网址：www.olympic.org.my

国家运动委员会
网址：www.nsc.gov.my

马来西亚国际体育有氧体适能联盟
网址：www.fisaf.com.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健身教练

生涯途径

毕业于运动科学/体育科学文凭、学位，或考取受国
家运动委员会和马来西亚国际体育有氧体适能联盟
（FISAF	 International	Malaysia）承认的基础培训文
凭（健身指导1-3水平）	>	成为健身教练。

考取马来西亚律师资格鉴定局（LPQB）指定的
法学位（LLB）或法律学学士位（Bachelor	of	
Jurisprudence）>	通过法律职业鉴定考试（CLP）>	
申请进入司法部	>	视经验、能力和表现受委法官。

审理各种刑事或民事案件，并做出裁决(判刑，堂
费和赔偿金)；
阅读案件的法律文件，以确定审前问题，动议和
最终裁决；
听取有关证据的报告，以及原告和被告的论点，
以确定案件的事实；
询问证人和法律顾问，以便对于审判或听证期间
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法庭上维持秩序并与律师、翻译员、庭警合
作，确保每个案件获得公正的处理；
监督法庭诉讼程序，以确保所有程序都依法处理；
需要撰写意见并进行法律研究，以达成决策或创
建文件纪录。

•

•

•

•

•

•
•

健身教练的工作机会不仅局限于健身房，也可到
体育馆或是在学校担任教练或体育老师。

社会型S实际型R

社会型S企业型E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消防员

消拯局总部
网址：www.bomba.gov.my

消拯部队训练学院
网址：fram.bomba.gov.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律师

马来西亚律师协会	
网址：www.malaysianbar.org.my

马来西亚法律鉴定局
网址：www.lpqb.org.my

消防员许成兴	烈火浓烟中的雄心好汉

律师陈政豪	维护社会公义与司法公正

•

•

•
•
•

•

在各种天灾人祸中，拯救人类和动物脱离险
境；
每日定时检查消防配备的齐全，以及确保能正
常使用；
每日进行体能操练，恪守岗位，随时候命；
撰写任务报告；
巡回社区传达防火意识及进行防火演习。

维护客户（client）的法律权利，并代表客户处
理一切法律事务，包括：处理法律文件、上庭
诉讼等。

SPM毕业	>	通过消拯局体能测验及面试	>	4个月
半的基本训练	>	消防员。

受承认的法学位（LLB）	>	参加法律执业鉴定考试	
（Certificate	in	Legal	Practice,	CLP）	>	在律师
楼进行九个月的实习	>	律师协会（Bar	Council）	
鉴定为合格执业律师	 >	 服务于律师楼	 >	 创设律
师楼。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社会型S实际型R

消防员  Fireman

律师  Lawyer 

研究型I企业型E

潜水教练  Diving Instructor

健身教练  Gym Coach

法官  Judge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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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人民代议士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警察

马来西亚皇家警察
网址：www.rmp.gov.my

马来西亚国会
网址：www.parlimen.gov.my

各国议会联盟
网址：www.ipu.org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网址：web.jiaozong.org.my

学前教育计划（GENIUS）
网址：iautism.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幼教老师

马来西亚学前教育委员会
网址：www.eccecouncil.org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州议员吴金财	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交通警察林振发	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幼教老师何智强	小孩心目中的超人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年满21岁或以上的马来西亚公民	>	代表政党，或以
独立身份参加全国大选	>	中选	>	成为国会下议员
或州会议员（任期五年）。

通过面试与体能测试	>	进入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训练
学院参加为期3到12个月的警务基本训练课程
（Program	Latihan	Asas	Kepolisan,	PLAK）	>	成
为试用警察为期3年	>	成为正式警察。

毕业于受MQA承认的幼儿教育文凭或学士学位	>	成
为受马来西亚学前教育委员会（ECCE	Council）注
册与认证幼教老师	>	服务于幼儿园	>	创立幼儿园。

代表人民在国会、州议会或县、市议会行使政治
权利；
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国家或
州属的法律（简称“立法”）；
针对国家或州属的施政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
究，以便在议会上参与立法辩论；
听取民意与向人民解说政策，以便为政府提供施
政建议和方针。

透过教学、游戏等互动方式，教导六岁以下的幼
儿学习基本教育、个人卫生及生活技能等；
照顾儿童的安危、饮食起居的健康及卫生等基本
幼儿保育事务，及拟定幼教方针并准备有关教
材；
处理幼教机构里的行政事务；
会晤幼儿的父母或监护人以讨论有关幼儿的成长
需求与发展状况。

•

•

•

•

•

•

•
•

艺术型A社会型S

社会型S企业型E

人民代议士（议员）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警察  Police Officer

幼教老师  Preschool Teacher

讲师  Lectur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登山教练

国家探险协会
网址：www.facebook.com/pg/
KEMBARANEGARA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讲师

登山教练甘仓林	攀越不是为了征服

大专讲师洪美枫	帮助大专生建构未来

•

•
•

•
•
•
•
•
•
•

传授登山、森林探索以及有关登山的知识，
如：辨识植物、昆虫、山土形势等；
带领学员进行登山活动；
举办讲座，以提倡登山运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的
意识。

设计和准备教材；
讲课、进行研讨会以及实习课；
评估学生的作业；
设计及批阅考卷；
给予学生学术上的指导和意见；
进行学术研究、发表研究报告及论文；
指导学生进行调研工作及活动。

（第二码可以是RIAEC代表
	文理工商艺术类组的讲师）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社会型S

毕业于植物、生态及生物科学或体育相关文凭、学
士课程	>	通过攀爬山岳训练	>	累积攀爬山岳经验	
>	成为登山教练。

大学先修班	>	任何科系的学士课程	>	硕士课程	>	
向大学或学院应征。

登山教练  
Mountain Climbing Coach

社会型S实际型R

（第二代码可以是R、E、
		C或I，视工作部门而定）	社会型S

•

•

•
•

警署行政事务：行政管理、处理文件、接受投
诉、录口供、整理犯罪档案、征收罚款等；
侦查犯罪案：搜集证据、调查案件有关人士，并
出庭作证；
维持社区治安与次序：社区巡逻，交通管治等；
打击犯罪活动：扫荡黑道与犯罪集团的非法活
动，与国际刑警合作以侦破国际犯罪集团。

处于不同的警察部门，工作范围有所不同，以下为
一般的警务内容：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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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社会工作者

马来西亚社会工作者协会
网站：www.masw.org.my

马来西亚社会研究所
网址：www.ism.gov.my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网址：www.kpwkm.gov.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特教老师

特殊教育局
网址：www.moe.gov.my

设定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以进行相关的研究工
作；
收集研究课题的资料（透过各种管道如图书馆、
田野调查、访谈交流等），再分析取获的资料，
最后撰写成研究报告；
出席研讨会，提呈研究成果报告，跟进相关领域
最新的研究成果；
任职于大专院校，传授相关的学术知识。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社会工作者王妤娴	在黑暗中牵着你的手

特殊教师谢治梅	让听不到的孩子看得明白

社会科学研究员何启才	大马华人历史的挖掘者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华社研究中心
网址：www.malaysian-chinese.net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网址：huazong.my

陈六使研究所
网址：newera.edu.my/tlsi_cn.php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社会科学研究员

生涯途径

毕业于相关领域学士学位	 >	 毕业于硕士或博士学
位	 >	 服务于学术机构担任社会科学研究员（也可
担任大学教职）。

毕业于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社会科学等相关学士、
文凭课程	>	申请进入公、私立社会服务机构或非政
府组织（例如：孤儿院、老人院、残障中心、防止
家暴协会等）、慈善机构等单位担任社工。

协助需要援助的个人、家庭、团体或社区取得资
源，例如政府补助金、专业咨询等，以便改善有
关社会问题；
探访个案，并視需要提供相关辅导，以增强或恢
复个案的社会功能；
举办讲座、工作坊、展览、研讨会，藉以推广社
会意识。

依据身心障碍学生的学习能力设计教案、准备教
材、并进行教学活动；
关怀身心障碍学生的心理发展，以协助让他们融
入一般人的生活；
照料无法自理的学生，并教导父母照料身心障碍
孩子的方法；
撰写每日教学与评估报告；
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并督促学生之学习进展；
给予学生课业或生活上的辅导；
透过与父母或监护人、其他教师、辅导员的沟通
讨论，以解决学生的行为和学习问题。

•

•

•

•

•

•

•
•
•
•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校长

马来西亚教育部
网址：www.moe.gov.my	

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
网址：smjk.edu.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军人

马来西亚国防部
网址：www.mod.gov.my

马来西亚国防大学
网址：www.upnm.edu.my

中学校长张永庆博士	守护学校的教育园丁

•
•
•
•
•
•

•
•
•
•

拟定学校的政策和方针；
审理、商议学校应行的事务；
领导学校各部门；
管理学校财务、审查收支预算；
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
对外联系（其它学校、社团、教育机构、政府
部门等）。

进行体能、操步训练及进行军事训练与演练；
驻守、巡逻国家边疆、海域及领空；
捉拿或阡灭非法入侵者或恐怖分子；
向长官提呈各类汇告。

修读教育系或相关科系学位	 >	 老师	 >	 教育行政
人员	>	校长。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事务型C社会型S 事务型C研究型I

社会型S 企业型E

实际型R社会型S

身为军人，需要绝对地服从纪律。



SPM	>	申请加入军队	>	受训	>	军士	>	军官。
SPM	>	大专教育	>	申请加入军队	>	受训	>	
军官。

艺术型A社会型S





毕业于特殊教育学士课程	>	任职于特殊学校或社
会福利机构。
毕业于教育部五年制教师学士课程（Program	

Ijazah	Sarjana	Muda	Perguruan，PISMP）主修特
殊教育	>	担任政府学校的特殊教育教师。

校长  Principal 社会科学研究员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r

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特教老师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军人  Soldier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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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大学教授

国家教授理事会
网址：majlisprofesor.my

翻译官方或私人正式文件，或文学作品、书籍、
广告文案、电影字幕等；
收集并且阅读大量相关的资料（如法律资料、科
技著作、新闻报导等），以利翻译工作；
对照原文或与作者商讨，以确保译文保留原作的
内容、意涵和感觉；
参考字典、专科词典、百科全书等资料，以检查
专有名词与术语的正确翻译；
校对、编辑以及修订翻译的材料。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数学系教授张运华	完美结合数学与教育	

新闻翻译员陆秀琴	带领读者走入国际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国家翻译学院
网址：www.itbm.com.my

国家语文局
网址：lamanweb.dbp.gov.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翻译员

马来西亚翻译员协会
网址：www.malaysiantranslatorsassociation.com

生涯途径

助教	>	讲师	>	高级讲师	>	副教授	>	大学教授

教学和研究，即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术，同时在
个人专长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结
果；
指导学生进行调研工作及活动；
选择合适的教科书、备课（包括讲义、出试卷、
作业）、监督助教、评分；
阅读期刊文章、出席研讨会、与业界或其他研究
机构保持合作；
深耕自己专精的学科，以发表论文的方式来获得
学术或商业上的合作机会；
举办研讨会、出版期刊等；
提供学生课业辅导，尤其是修读硕博士学位的研
究生。

•

•
•

•

•

•
•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作家

世界华人作家协会（世华作协）
网址：www.wcwasd.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马来西亚分会）
网址：www.mahuawenxue.com

作家邓秀茵	从喜欢阅读到热爱写作

•

•
•
•
•

书写故事书（小说）、知性文章、散文、剧
本、广告稿等文字创作；
构思创作题材和收集有关材料；
阅读大量书籍、报章杂志及刊物；
观察生活周遭的人、情、事、物；
出席或策划作品发布会，和读者接触、交流，
以推销作品。

大量阅读、勤于写作	 >	 投稿到各平面媒体或在网
络上发表文章	>	在媒体、出版社担任写作人	>	累
积经验、作品、名气	>	出版个人著作。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社会型S研究型I

社会型S艺术型A

毕业于翻译与理解文凭、学士课程	>	成为翻译员或
口译员。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教师

马来西亚教育部教師教育司
网址：www.moe.gov.my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网址：web.jiaozong.org.my

TFM支援老师计划
网址：www.teachformalaysia.org

马来西亚师范学院
网址：pismp.moe.gov.my

何伦代码

教师唐燕玲	就叫我孩子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设计教案（课程）、准备教材（课本、讲义、习
题、考题等）、并进行教学活动（授课、交流讨
论、课业回馈、批改习题／考卷等）；
撰写每日教学与评估报告；
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并督促学生之学习进展；
给予学生课业或生活上的辅导；
透过与父母或监护人、其他教师、辅导员的沟通
讨论，以解决学生的行为和学习问题。

•

•
•
•
•







通过STPM	 >	 毕业于本地国立大学教育学士课程	
>	成为政府中学、国立技职学院教师。
通过SPM或统考	>	毕业于教育部五年制师范课程
（PISMP）	>	成为政府小学教师。
毕业于任何学科文凭或学位	>	申请成为私立学校
或补习中心的教师。	

（第二代码可以是RIAEC任一类
		型，视所执教的科目而定）	社会型S

拥有学士学位的老师，将有机会升迁成为教育行

政人员（如校长、教育官员等）。
教育部不定期开办师范文凭课程（Diploma	
Penguruan	Lepas	Ijazah	Sekolah	Rendah,	DPLI）
供学士学位者申请，以培养小学教师（最近一次
为2016年的假期师训班［DPLI-KDC］）。
统考生可透过师范课程，成为华小华文教师。
欲成为政府学校教师，须在大马教育文凭
（SPM）马来文科考获优等。

社会型S艺术型A

教师  Teacher

翻译员  Translator

大学教授  University Professor

作家  Writer

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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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图	|	Pixabay
职业X升学聊聊会

主持人	|	Alsen学长
		分享	|	魏延乘
           现任达尔尚艺术学院院长

           刘家昇
           毕业自达尔尚艺术学院动画专业
           现任GLOW	Production资深3D建模师

           叶家喜
           毕业自达尔尚艺术学院商业插画专业
           现任资深背景制图师

           许俊杰
           毕业自新闻学，现任星洲日报高级记者

		报导	|	Jane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艺术、设计与传播是一个怎样的领域？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的工作讲求创意，工作任
务的重复性低，因而富有挑战性；正因为常常会有
不一样的挑战，完成任务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特别
大。

投入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有兴趣，也有毅力！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的就业机会是什么呢？

在这个讲求美感的时代，任何领域都需要靠艺术设
计和传播来点石成金，从企业到科技，都需要美术
包装和传播宣传。

如何补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能力？
培养相关的嗜好，并且对它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更
深，再不断增强自己的相关知识，这样才会有足够
的能力去应付未来的挑战。

对于这个领域，行家达人有什么建议？
最重要的是拥有自律和永不放弃的精神，想要出色
就必须要有毅力和坚持；尽量让思维转变，同时，
懂得团队合作。

想要知道更多，请扫描二维码，即刻
观看升学情报俱乐部举办的《职业X升
学聊聊会：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的录影。

果你喜欢挑战，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而且对
艺术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或是喜欢写文章，艺

术、设计与传播领域可能是适合你投入的领域。在这一
个领域，视觉和听觉非常重要，此外，如何让你的想法
和思考模式跟他人与众不同，不但是一门艺术，更是一
门学问！
	 用一分钟阅读以下问答精华，看看这个领域是不是
适合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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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艺术、设计
与传播领域
艺术、设计
与传播领域

广告撰稿员  Advertising Copywriter 

动画设计师  Animator

美术老师
Art Teacher

翻译广告文案、为撰写文宣品的广告文案；
了解有关产品或服务的内容,以针对客户对广
告的需求，给予有关广告概念的意见；
协助构思广告创意,特别是有关文宣品上的名
称和标语。

设计动画故事的角色，以及角色的对白；
绘图，即将故事的人物、角色、情节、背景以
连环图的方式画在故事板（storyboard）上，
以作为动画的草稿；
设计镜头的角度，如角色从哪个角度走出来、
角色的脸孔是正面还是侧面向着观众、使用近
镜头或远镜头等；

使用软件将静态的绘图加以二维化（2D）或是
三维化（3D），即处理成动画；
进行剪辑、混音配乐和配音加工等；
与客户或决策人开会商讨产品、短片或活动的
设计概念，以及工作进程。

•
•

•

•
•

•

•

•
•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广告撰稿员Suki	Goh	卖点子现创意

动画设计师黎友添	幻想世界中的国王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企业型

企业型

E

E

艺术型

艺术型

A

A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广告撰稿员

马来西亚广告代理商协会	
网址：www.aaaa.org.my

马来西亚广告商协会	
网址：www.malaysiaadvertisers.com.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动画设计师

生涯途径
毕业于广告学/公关/传播文凭、学位课程	>	成为

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或企业界广告与宣传	
（Advertising	&	Promotion）部门的撰稿员。	

生涯途径
动画设计或多媒体设计文凭、学位	>	就职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美术老师

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总校	
网址：http://www.moe.gov.my/ipgm

美术老师郭一梅	愿当学生伯乐

•

•

•
•
•
•

编写、更新美术课程和教学内容，并准备教
材、讲义等；
传授、指导美术知识与各种技巧，如绘画、
素描、设计和雕刻等；
帮助学生透过艺术表达自我、发挥创意；
评鉴学生的作品；
处理教育行政相关事务；
其它特别项目，如安排学生参赛、举办成果
展、参观美术展、收集学生的作品等。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社会型S 艺术型A









STPM	 >	教育学士课程中主修美术	 >	政府
中学美术教师。
SPM/STPM/统考	>	五年教师学士课程
（Program	Ijazah	Sarjana	Muda	Perguruan，
PISMP）/统考生教师学士课程中主修美术	
>	政府小学美术教师。
修读美术相关学科学士学位	 >	 一年半学士
毕业生小学师范课程（Diploma	 Perguruan	
Lepasan	 Ijazah	 Sekolah	 Rendah，DPLI-
SR）>	政府小学美术教师。
修读美术相关学科文凭或学位	>	私立学校美
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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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
Dancer

构思题材；
绘制漫画、插画；
配合其他创意工作者（如：作家、编辑、动画
设计师等），以完成美术作品。

策划或制作节目（off-air），包括收集材料、
整理资料、策划节目内容，做好“on	 air”的
准备；
主持节目（on-air），包括剪接或播放节目、
直接访谈、播报新闻、与听众保持互动（call-
in节目）；
外出举办宣传活动，跟听众现场互动。

•
•
•

•

•

•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舞者郭少麒	转换方向	继续舞动人生

漫画家陈耀龙	涂鸦变凤凰	

广播员张吉安	当个不合时宜的勇者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舞者

马来西亚舞蹈协会（TDS）
网址：tdsmalaysia.com.my

•
•
•
•




呈献舞蹈演出或歌唱伴舞；
学习舞蹈动作及排练舞蹈；
设计及编排舞蹈；
舞蹈选角和试镜等。

自学舞蹈或接受舞蹈团训练	>	成为舞者。
毕业于舞蹈或演艺文凭或学士课程	>	成为舞
者。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艺术型A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漫
画家	/	插画师	

马来西亚中文漫画协会
网址：mandarincomicsocietymalaysia.
blogspot.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广
播员

艺术型A 社会型S

何伦代码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毕业于美术/动画/多媒体设计课程或自修学习		>	

建立个人作品集	 >	 服务于出版社、报馆、杂志
社、电视台、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网站和美术
工作室等相关机构，或成为自由业者。

修读传播文凭、学士课程或直接去电台（呈上个
人“Demo	 Tape”）或在电台招募节目主持人
时，参加“试音”活动	 >	 获录取后接受公司的
培训	 >	 广播员	 >	 资深广播员	 >	 节目制作人		
>	节目总监。







漫画家/插画师  Cartoonist/Illustrator 

广播员/电台节目主持人  DJ/Radio Host

社会型S 艺术型A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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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型E艺术型A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编辑

大马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	
网址：www.nujm.org/nuj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编辑聂婉钻	雕刻文字彩妆刊物，“编辑”美丽
人生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服装设计证书、文凭或学位	 >	 就职于时装界、
制衣厂或自行创业。

服装设计师庄少雄	让你舒服、自信和美丽

生涯途径

参与编辑会议，以策划和制定刊物的内容、编
辑方针和版位等；
进行资料搜集、组稿（约稿）和催收稿件；
处理原稿，包括审稿、选稿、润稿和标题等；
编排版面，包括安排版位、配图、美术编辑
等；
检查、校对完稿。

高中毕业	 >	 服务于报馆、出版社、通讯社或
网络媒体	>	接受在职培训	>	成为编辑。
毕业于大众传播或相关学位	>	成为编辑	>	成
为编辑主任	>	成为总编辑。

了解有关服装潮流的走势、收集样本、配件，
以便进行设计；
寻找适合的布料、颜料、装饰品等材料；
设计、制图、剪裁、缝纫；
采购时装，吸收多样的服装设计精华；
为客户量身定做服装；
策划生产服装的工作流程；
举办时装表演。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服装设计师

大马设计师协会
网址：moda.com.my

东盟时装设计师协会（CAFD）
网址：www.cafdasia.com

•

•
•
•

•

•

•

•

•
•
•
•
•
•







企业型E艺术型A





编辑  Editor

服装设计师  Fashion Designer

导演 
Film Director







www.fsi.com.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
业目录	>	导演

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
网址：www.facebook.com/CFAM2013

大马电影奖掖计划（FIMI）
网址：www.filminmalaysia.com

导演黄巧力	银幕背后的艺术家

•

•

•
•

阅读剧本，分析故事人物、背景和情节，并
收集相关的资料；
掌握影片主题概念、剧中人物角色的特点与
造型、剧情的时空结构等，并构思拍摄手
法；
物色和确定演员；
根据整体构思对制作团队（包括摄影师、演
员、美术设计师、录音师、作曲人）提出具
体的要求，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电影/戏剧/电视制作等科系	>	投身电视台或制
作公司吸取相关经验	>	副导演	>	导演	>	监制/
成立影视制作公司。

何伦代码

社会型S

艺术型A 艺术型A

社会型E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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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录影组合工作，将录影的精彩片段，整理
成完整的影片；
制作电视或电影、广告、电视节目预告短片，
包括加字幕、声效、视觉效果等；
将录影带编目、整理、储存；
与客户接洽，以取得拍摄及剪接权（有些客户
或能自行拍摄，故只需后期剪接，不需提供拍

摄服务），同时了解客户需求，包括其预算；
与客户开会，听取客户的建议，并进行修改。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剪接师邱家权	光影艺术的幕后超级剪刀手
行家分享

社会型S艺术型A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影片剪接师

国家电影促进局
网址：www.finas.gov.my

生涯途径
电影、传播文凭/学士学位	>	剪接师。

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美术编辑

大马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
网址：www.nujm.org/nuj

何伦代码

美术编辑陈慧琴	美化刊物的魔术师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艺术型A

透过与客户讨论，确定排版与设计；
针对客户需求设计产品，包括书刊、电子媒
体、宣传品、展示品、标志设计、广告、包装
等；
设计和配置版面(如文字、色彩、插图等)；
使用电脑软件进行绘图。

高中毕业	 >	 服务于报馆、出版社、美术工作

室或网络媒体工作	 >	 接受在职培训	 >	 成为
美术编辑。
毕业于视觉传达设计、美术、大众传播或相关
学位	 >	 服务于报馆、出版社、美术工作室或
网络媒体工作	>	成为美术编辑。•

•

•
•





剪接师  Film Editor

美术编辑  Graphic Editor

平面设计师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师潘佩怡	变化风格玩转设计
行家分享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平面设计师

马来西亚华社文化艺术咨询委员会
网址：www.facebook.com/mccacc15

马来西亚平面设计协会(wREGA)
网址：www.wrega.org

•

•
•

设计广告、宣传品、画册，或编排杂志、报
章版面；
与客户/编辑讨论设计风格，协调作业时间；
根据内容所需而构思版面，做特别效果处
理，其中包括挑选适合照片、字体以及颜色
搭配。

修读平面设计证书/文凭/学士课程	 >	 在广告或
印刷公司任职平面设计师	 >	 创业或成为自由业
者。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研究型I艺术型A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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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自制富有个人特色的手提袋、钱包、衣
服配饰等；
购买制作作品的材料；
构思作品，将设计画成版样，并缝制成成品；
透过市集、网络等管道销售作品。

•

•
•
•

工作内容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手作人

马来西亚华社文化艺术咨询委员会
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
mccacc15/

生涯途径

牌	>	自由业者或开班授课。

修读与美术设计相关的课程/自学	>	打造个人品

实际型R

何伦代码

艺术型A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美发师

马来西亚美发协会
网址：www.mha.org.my

美发师梁志敏	操刀剪发的艺术家	

•
•
•





剪发、染发、洗发、烫发；
设计发型及头部整体的造型；
提供客户有关护发及染发的咨询。

在美发学院修习美发课程	 >	 美发师或自行
创业。
在美发院当学徒	>	美发师或自行创业。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手作人  Handicraft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室内设计师

马来西亚室内设计师协会（MIID）
网址：www.miid.org.my

何伦代码

室内设计师Amy	Choo	坚持不懈实现梦想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生涯途径

提供室内设计咨询，包括了解客户的需求及空
间的条件；
构思室内装潢（包括空间设计、灯光设计、陈
设布置、色彩搭配等）；
绘制设计图，并估算成本；
指导、监督装修工程；
采购装潢所需的材料和家具等。

毕业于室内设计相关文凭、学位	>	成为室内设计
师	>	成立室内设计公司。

•

•

•
•
•

企业型E艺术型A





除了一般家居、办公室和店面的室内设计，室
内设计师也可涉足家具设计、舞台设计、展览
空间设计、公共场所设计等。

室内设计师  Interior Designer

修读形象设计课程	>	形象设计师	>	创业。
修读与形象设计有关的课程如化妆美容、发
型设计、时装设计等	 >	 形象设计师助理	 >	
形象设计师	>	创业。





了解活动场景，以及客户（广告商、导演或个
人）对造型的要求；
为客户提供造型方案，并跟客户商讨与协调；
了解造型设计的对象之体型、外貌特征、皮肤
特质等，并向当事人提供事前准备、个人保养
的咨询与建议；
准备事前工作，如寻找合适的布料与服装款
式、各种饰物和道具；
组织与领导造型团队。

•

•

•

•

•

工作内容

形象设计师叶振辉	帮助他人化茧成蝶	
行家分享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形象设计师

国际形象顾问专业协会马来西亚分会（AICI）
网址：www.aici-malaysia.com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形象设计师  Image Stylist

社会型S企业型E

艺术型A 艺术型A

美发师  Hair Stylist

实际型R艺术型A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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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型R艺术型A

何伦代码

工作内容

高中毕业	 >	 服务于珠宝行业并接受珠宝设计
培训	>	成为珠宝设计师。
毕业于珠宝设计或美术设计课程	 >	 服务于珠
宝行业	>	成为珠宝设计师。

行家分享
珠宝设计师杨志强	点石成金的魔法师

生涯途径

依客户需求设计各类珠宝首饰；
绘画珠宝设计图；
监督制作过程，以确保成品符合设计图；
鉴定珠宝；
参与珠宝设计界活动，如展览会、交流会等。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珠宝设计师

马来西亚金钻珠宝商公会联合总会
网址：www.fgjam.org.my

•
•
•
•
•









魔术师  Magician

珠宝设计师  Jewellery Designer

化妆师  Make Up Artist

配合客户的身份和需求，或即将出席的场合，
而提供化妆服务；
保持化妆品和化妆箱的整洁；
定时清理化妆工具及进行消毒。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化妆师马淑美	一笔一划让美丽在望
行家分享

艺术型A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化妆师

生涯途径
修读化妆证书	/	文凭课程	>	成为中、初级化妆
师	>	累积经验和人脉	>	进修高级课程以利创业/
成为自由工作者。

景观设计师
Landscape Architect

何伦代码

不只满足客户的需求	 景观设计师潘振荣更愿倾
听大自然的声音

行家分享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景观设计师

国家景观局
网址：www.jln.kpkt.gov.my

马来西亚景观设计师协会
网址：www.ilamalaysia.org

•
•
•
•

设计庭院、花园、步道等户外环境；
设计城市蓝图及规划城市的建构；
构想美化与绿化环境的计划；
依照客户（发展商）的土地分配，进行空间
规划与应用。

景观设计/其他相关（建筑学、森林学等）学士学
位	>	注册成为马来西亚景观设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Malaysia,ILAM）的会员	
>	至少一年工作经验	>	参加KAIAL课程（Kursus	
Amalan	Ikhtisas	Arkitek	Landskap）	>	至少两年
工作经验与完成KAIAL课程〉参加马来西亚景观设
计师协会专业执业考试	 （Professional	 Practice	
Examination）	 >	 注册成为马来西亚景观设计师
协会的“企业会员”（Corporate	Member）。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研究型I艺术型A

研究型I艺术型A

何伦代码

工作内容

参加魔术训练班	 >	 参与各类型表演	 >	 吸取经
验	>	魔术师。

行家分享
现实中的“哈利波特”

生涯途径

与客户沟通，了解表演场合、表演细节、观众
群、客户需求等；
构思表演流程及设计新的魔术表演项目；
准备及制作魔术表演的道具与器材；
为观众呈现魔术表演。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魔术师

Malaysia's	Premier	Magic	Club
网址：www.themagicannexe.com

•

•
•
•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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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甲师  Manicurist

模特儿  Model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媒
体策划员

马来西亚广告商协会
网址：www.malaysiaadvertisers.com.my

马来西亚广告代理商协会
网址：www.aaaa.org.my

马来西亚媒体採购商协会
网址：www.mymsa.org

媒体策划员陈春亮	 善用媒体管道，用创意推广
商品

•
•

•

•
•
•
•

收集消费者的媒体使用习惯；
收集各媒体的相关资料，如客群、广告空间
时间及价格等；
根据客户的广告预算，进行媒体策划，包括
设立广告目标、选择媒体、选择时段和频率
等；
提呈计划案给客户；
代替客户签订广告空间和时段；
追踪市场中竞争者的相关资讯；
跟进媒体界的趋势与发展。

毕业于广告学或大众传播学文凭、学士课程	>	服
务于广告公司	>	成为媒体策划员。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企业型E 研究型	I

何伦代码

企业型E

企业型E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美甲师

马来西亚美甲师技术发展协会
网址：www.nailcastle.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模特儿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美甲师刘俞燕	一生心血奉献给美的事业

模特儿	美丽时尚最前线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艺术型A

艺术型A

提供指甲与趾甲的修饰（依据客户的手型、甲
型、肤质、服饰色彩等要求）；
提供指甲与趾甲彩绘、贴片、镶钻、磨光、卸
除等服务；
处理各种指甲与趾甲的问题，如：消毒、清
洁、修复、矫正；
提供手足部美白护理、按摩。

突显所推广的产品，可分为表演模特儿、广告
模特儿、试衣模特儿、平面模特儿等，工作性
质会因此而有所不同；
参与台上表演，如时装、发型、珠宝首饰、手
机产品、手表、化妆品等；
以肢体姿态，向观众展示相关产品的设计特质
和风格，或给摄影师拍照，以作广告用途；
参与各种时尚活动等。

毕业于美甲证书/文凭课程	>	在美甲彩绘工作室、
形象设计工作室或其它相关机构担任美甲师。

•

•

•

•

•

•

•

•

参加模特儿训练班	>	广告公司试镜/参加模特儿比赛	
>	模特儿	>	建立名气	>	品牌代言人

模特儿公司一般会四处发掘有潜质的新人，因此
有兴趣者亦可到模特儿公司自荐。

媒体策划员  Media Plann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跟踪师

何伦代码

跟踪师李嘉毅	建构电影特效的想像世界

动画、视觉艺术、图文传播、电脑与资讯工艺等
相关领域文凭或学位	>	跟踪师	>	电影技术总监
（Technical	director	in	film）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通过电脑进行影像的动态跟踪（Mo t i o n	
tracking），将影像素材、摄像机及摄像机的
运动数据进行精准匹配，供动画师或影像技术
指导使用，以便制作电影、电视剧、广告、游
戏、多媒体等影像制作的后期特效；
操作影像跟踪软体，并在三维（3D）环境中
重现摄像机与物体的运动轨迹；
确保跟踪对象在画面上是准确且稳定的，让真
人实拍画面与电脑创造的三维特效场景能够完
美融合在一起，使合成画面看起来和谐、自
然。

•

•

•

实际型R艺术型A

跟踪师  Matchmove Artist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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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型E艺术型A

何伦代码

工作内容

乐器、音乐文凭	>	自由音乐人。
具乐器和乐理基础（至少第五级）	 >	 在大专
修读音乐文凭或学士课程	 >	 服务于乐队、音
乐机构或自创音乐工作室。

行家分享
音乐人Sam	McNall	让音乐和商业并存

生涯途径

创作、编曲、混音、录音及演绎；
唱片制作，制定唱片的曲风及曲牌编排；
寻找、发掘及栽培有潜质的创作人才；
提供音乐咨询，鼓励歌手参加音乐活动、以增
加发表机会；
处理音乐版权事宜。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音乐人

马来西亚音乐版权公司
网址：www.mrm.my

•
•
•
•

•

•
•





音乐总监  Music Directo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音乐总监

马来西亚音乐版权公司
网址：www.mrm.my

音乐总监郑可望	音乐制作的总舵手	

•

•

•
•
•
•

监督各类型音乐展演的台前工作与幕后行政
事务；
设计、策划与指导音乐专辑、音乐会等音乐
产品的制作；
打造音乐平台和市场；
征求筹备工作和演出上的合作伙伴；
进行融资或展开筹资活动；
发掘并栽培音乐领域的新鲜人。

毕业于音乐相关文凭或学位	 >	 成为音乐人/	
艺术创作人/制作人	>	累积行政、舞台经验和
人脉	>	成为音乐总监。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音乐治疗师	渗透人心的神奇药剂

作曲人余永锦	永远活在音乐世界里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观察病人，做出评估，然后从中决定该病人是
否适合接受音乐治疗，再设计适当的治疗计
划；
以音乐作为治疗方式，来加强病人的沟通技巧
和人际关系，提高病人的专注力和情绪自控的
能力，改善病人的行为问题等。

针对客户的需求创作曲子，如广告、歌手、电
子游戏、电影、电视节目、电台、网站、舞台
剧等；
透过与客户开会，了解客户对乐曲的需求；
使用电脑及合成器进行编曲；
监督乐曲演绎和录制的品质。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音乐治疗师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作曲人

马来西亚当代作曲人协会
网址：www.smccomposers.com

马来西亚音乐治疗协会（MMTA）
网址：www.mmta.org.my

•

•

•

•
•
•









音乐治疗师  Music Therapist

作曲人  Music Composer

艺术型A社会型S

获得至少音乐治疗系学士资格（注）	>	完成至
少六个月的实习（internship）	>	考取音乐治
疗师认证	>	成为执证音乐治疗师	。

毕业于音乐相关文凭、学士学位	>	成为作曲人	
>	累积音乐创作	>	成为作曲家。

相关的学士资格必需获得相关的协会认可，
如：American	Music	Therapy	Association,	British	
Music	 Association,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Music	Therapy

企业型E艺术型A

研究型I艺术型A

音乐人  Musician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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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美容师  Pet Groomerpist

摄影记者  Photojournalist

艺术型A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宠物美容师苏韦霓	让宠物变得健康与可爱的使者

摄影记者田永强	用镜头记录历史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为宠物进行日常的基本护理，包括洗澡、剪
甲、洗耳、修毛等；
为宠物设计造型，一方面是为了突显宠物的可
爱特征，另一方面也让宠物的主人便于打理；
为顾客提供专业且正确的宠物日常基本护理咨
询服务；
发现宠物不健康时，马上通知宠物的主人，并
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为顾客送来的宠物进行美容护理，也负责照顾
宠物店里有待出售的宠物。

新闻性的摄影工作，如突发事件、比赛项目、
社会活动、时事课题等；
专题性的摄影工作，如人像、风景、动物、建
筑物、花草等；
使用电脑进行数码化的图像编辑、修饰工作；
撰写图片说明；
将图片记录、存档。

YURI	 Professional	 Groming	 and	 Training	
Academy
网址：www.klyurigrooming.info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宠物美容师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摄影记者

马来西亚摄影协会
网址：www.psm1956.org/home/index.php

•

•

•

•

•

•

•

•
•
•









事务型

事务型

C

C

实际型R

宠物美容店培训/宠物美容课程	>	宠物美容师。

修读摄影或新闻摄影学士、文凭或证书课程	 >	 摄
影记者。

个人的兴趣、对宠物的喜爱、责任感、爱心及耐
性，比学术资格更为重要。

公共关系人员
Public Relation Offic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公共关系人员

马来西亚公共关系协会
网址：www.iprm.org.my

公共关系人员李绮云	企业形像化妆师	

•

•
•
•
•
•

负责公司对内和对外的公共关系事务，例如
联络、协调、接待等；
策划、举办公共关系专案活动；
策划企业形象及宣传；
处理突发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关系；
联系媒体、发布新闻；
撰写文告、宣传文件、编辑出版品。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企业型E 艺术型A

毕业于公关关系学、大众传播文凭/学位课程	 >	
在公关公司或企业、政府机构担任公共关系人
员	。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行家分享
网络营销师方浩全	玩转互联网为商业寻找新契机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网络营销师

马来西亚数码协会
网址：www.malaysiandigitalassociation.org.my
 
马来西亚社交媒体周
网址：www.socialmediaweek.com.my

何伦代码

毕业于传播或行销相关文凭、学位	 >	成为网
络营销师。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提供网络营销计划，以实现传播与销售的目
的；
实施与管理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发布讯息
和在线服务，以提高网站排名、知名度和访
问量；
分析网络用户的行为和习惯，并追踪、分析网
络媒体营销活动的效果。	

•

•

•

研究型I企业型E

网络营销师  Online Marketing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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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编辑
Social Media Editor

艺术型A 企业型	E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记者

大马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	
网址：www.nujm.org/nuj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编剧

国家电影促进局
网址：www.finas.gov.my

何伦代码

编剧程昱珺	靠文字表演的创作者

毕业于传播、语文等文凭、学士课程	 >	 通过文
字考核和面试	 >	 在报馆、杂志社、电视台、网
路媒体、媒体制作公司等担任记者。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采访、调查或观察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并依
据所得资料作报道；
专题研究某专业领域，如：科学技术、政治、
体育、人文艺术、宗教、财经、国际时事、自
然生态、教育、娱乐、医药保健、法律等，并
依据所得资料作报道；
翻译、整理新闻稿件或资料。

编写电影、电视剧、话剧、动画片、纪录片、
广告片、歌剧等剧本，包括构思故事、塑造角
色、描写场景、设计情节和对白等等；
搜集有关剧本内容的资料，并规划剧本的创作
过程；
和制作人员讨论剧本内容，并随需要修改剧
本。

•

•

•

•

•

•

艺术型A社会型S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社交媒体编辑

马来西亚数码协会
网址：www.malaysiandigitalassociation.
org.my
 
马来西亚社交媒体周
网址：www.socialmediaweek.com.my

社交媒体主编黄晓萍	 透过屏幕向大众传递资讯
的推手

•

•

•

管理社交媒体（如面子书、推特、Instagram
等）上的日常运营，包括回复贴文或和读者
交流；
策划内容与活动，并在社交媒体发布相关文
章、视频、图像等；
评估社交媒体的推广效果，以确保在社交媒
体的知名度与宣传效果。

毕业于传播或多媒体相关文凭、学位	 >	成为
社交媒体编辑。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社会型S艺术型A

记者  Reporter

编剧  Screenwriter

毕业于电影/戏剧/电视制作等文凭、学位课程	 >	
服务于电视台制作单位或制作公司	 >	 累计经验	
>	成为编剧。

任何教育背景者都有可能凭兴趣和能力投身
编剧工作。

行家分享
记者符国顺	多姿多彩的采访生涯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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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型E

企业型E

艺术型A

艺术型A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电视节目主持人

首要媒体集团
网址：www.mediaprima.com.my

Astro大马控股有限公司
网址：www.astro.com.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电视节目制作人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电视节目主持人蒋佩佩		因节目完美落幕而感动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修读电视、电影、媒体、传播等相关文凭、学
位课程	>	进入电视台。
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或网路视频制作公司等相关
领域吸取充足的经验	>	制作人。

毕业于电视／电影、传播、演艺文凭、学士学
位	>	服务于电视台节目制作部门	>	累积相关
经验	>	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
通过电视台主持人面试活动	 >	 参加主持人、
艺人培训班	>	掌握主持技巧和累积经验	>	成
为电视主持人。

行家分享
叫我电视节目制作人！黄宝胜用心祭出《叫我男神》

生涯途径

主持电视台所制作的节目（直播或预录），包
括：现场访谈、竞赛、新闻播报、娱乐节目、
与观众互动（call-in节目）等；
外出参与户外录影，以录制非现场直播的节
目。

研究、策划电视节目的主题和内容；
规划、预算电视节目制作所需的时间、财力、
人力等；
雇用制作团队人员，包括：导演、演员、剪接
师、技术指导、美术指导等；
监管制作过程，以确保进行顺畅，如期完成。

•

•

•
•

•

•





•

•

社会型S企业型E









电视节目主持人不一定需要相关学历背景，反
而是相关的台前的经验更为重要，因此歌手、
艺人、司仪、选美小姐也具备担任电视节目主
持人的潜能。

电视节目主持人  Television Programme Host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剧场工作者

剧艺研究会
网址：www.dramatic.com.my

剧场工作者	展现剧场魅力的推手

•
•

•
•

提供舞台演出咨询服务；
协助舞台演出时的技术工作，如音响、灯
光、后台及舞台监督等；
策划文化、表演艺术活动，包括演出内容、
演员及工作人员、筹款、宣传等；
开办戏剧班、培育新晋导演、演员等。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艺术型A 企业型E

考取戏剧/电影文凭、学位	 >	 投入相关领域		
>	剧场工作者。
戏剧课程或参加短期戏剧培训班	 >	 投入戏
剧、电视、电影等演艺圈担任演员、导演、
制作人及其他剧场工作人员等。





剧场工作者  Theatre Operator

电视节目制作人  TV Programme Producer 

艺术、设计与传播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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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图	|	Pixabay
职业X升学聊聊会

主持人	|	Alsen学长
		分享	|	曾诗惠博士
											现为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人类营养学讲师

           叶燕诗
           毕业自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药物与健康专业
           现为Novotech临床实验管理员

           戴建泓
											毕业自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生物医学
											现为Medtronic呼吸系统产品专员

           林俊杰博士
											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现为精准农业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涂仲仪医生
											毕业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毕业生
											现为医生兼大学讲师

		报导	|	Jane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是一个怎样的领域？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跟我们的生命息息
相关，对于人类的存活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例
如粮食短缺、疫苗和新型病毒等，都是这个领域的
重大任务。

投入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需要具备什
么条件？
对科学，尤其是生物与化学有兴趣。

如何补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能力？
网络上有大量关于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的资料，我们可以随时阅读资料或观看视频以增
进自己的相关知识，并且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能力范

围，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从中去了
解自己和这个领域是否契合。

在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会遇到的挑战是
什么呢？
实际的工作环境会影响我们对于这个领域的热忱，
例如残酷真实和美好想象的差距，或是看到生离死
别却爱莫能助的无奈，等等情况，都可能打击我们
的工作热忱；但只要调整心态、做好准备，一切都
能迎刃而解。

对于这个领域，行家达人有什么建议？
最重要的是维持着对于这个领域的热忱和兴趣，并
且不要局限自己的发展空间，让自己有更多元化的
尝试，让职业生涯更加丰富；此外，身为一名性命
攸关的专业人士就必须愿意有耐心地把自己的知识
跟大家分享，不断增进自己和群众的沟通能力。

想要知道更多，请扫描二维码，即刻
观看升学情报俱乐部举办的《职业X升
学聊聊会：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
学领域》的录影。

们一直都了解生命与健康的重要关系，但是很多
人都没有付出行动。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

人才开始主动去了解“如何变得健康”、“如何预防疾
病”等等生命与健康的知识。而这些都是农业、医疗保
健与生命科学领域的工作和目的。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
领域！若懂得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但可以提供正确的
资讯，并影响和教育社会，以达到保护生命的目的。
	 用一分钟阅读以下问答精华，看看这个领域是不是
适合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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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水产养殖场管理员

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
网址：www.lkim.gov.my

水产养殖场管理员邱英华	科技先进养鱼不难

•

•

•

•

•

•

负责水产养殖场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饲
养、维持卫生、繁殖等；
确保水产养殖场的健康状况，包括疾病治
疗、防疫和消毒工作等；
采购水产养殖场的所需品，如：饲料、机械
等；
安排鱼苗或水产的捞捕、收集、运输与销售
工作；
管理与监控水产的品质，如：鱼肉、鱼卵的新
鲜度；
研究并改进鱼苗的品种、饲料调配、产品加
工等技术。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实际型R 研究型I

何伦代码

水产养殖场管理  Aquaculture 
Farm Manager

农业、医疗保健
与生命科学领域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农业、医疗保健
与生命科学领域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微整形医生  Aesthetic Physician

美容师  Beautician

微整形医生邱国凯	让顾客更美更年轻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医学士学位（一般五至六年）>	 向医药理事会注
册	 >	 实习两年（Housemanship）>	 成为合格
医生	>	在政府医院服务三年	>	进修受卫生部和
MQA承认的微整形课程	>	成为微整形医生	>	在
提供微整形服务的诊所或医院接受训练	>	自行开
设微整形诊所。

确保实验室的卫生；
对生物样本（包括人、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
和染色体进行大量的实验，以研发组织培养、基
因重组、蛋白质工程、细胞融合等技术；
观察生物样本的发展，并记录其进程；
分析数据、解读成果；
撰写研究报告；
采购实验的材料或器材；
出席研讨会，以不断跟进全球生物科技的进
展；

发展新的研究方法或技术。

•
•

•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生物科技研究员叶立文	显微镜下窥探生命的奇妙
行家分享

实际型R研究型I







fsi.my>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生物
科技研究员

马来西亚国家生物技术研究所
网址：nibm.my/v5/

马来西亚生物科技资讯中心
网址：www.bic.org.my

生涯途径
考取生物科技或与生物学相关的学位	 >	 生物科
技研究员或进入大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课
程。

根据顾客的美容需求，提供微整形项目建议；
为顾客提供微整形项目，如玻尿酸注射、利用
医疗美容仪器改善皮肤状况（如斑点、暗沉、
疤痕等）、除毛、拉皮等；
跟进顾客接受微整形后的状况，随需要（如发
生副作用或并发症）提供医疗；
跟进医疗美容的最新技术与发展。

•
•

•

•

研究型I 社会型	/S 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微整形医生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MMA）
www.mma.org.my

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MMC）
www.mmc.gov.my

马来西亚医学美容协会（MSAM）
www.msam.com.my

马来西亚抗衰老、美容和再生医学协会
（SAAaRMM）
www.saaarmm.org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美容师

何伦代码
美容师许丽蓉	美的交流

美容文凭	>	就职或自行创业。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社会型S艺术型

替顾客作皮肤分析、记录；
提供美颜护理、按摩等治疗；
根据客户的皮肤特质和需求，而介绍各种护肤
产品及化妆品；
提供修指甲、涂指甲油、化妆、脱毛发等服务。

•
•
•

•

A

修读水产养殖学证书/文凭/学士课程	 >	 在水
产养殖场工作	>	创业（开设水产养殖场）。
在水产养殖场当学徒	>	吸取经验	>	创业（开
设水产养殖场）。

•

•

生物科技研究员  Biotechnology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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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心脏专科医生

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
www.mmc.gov.my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
www.mma.org.my

心脏专科医生赖宇杰	 守护病患心脏	 让心继续
跳动

•
•

•

•

诊断心脏疾病，纪录、分析及书写病情报告；
为病患进行各种检查、测试，如心电图、心脏
超音波检查、心导管检查、血管内超音波、冠
状动脉血管造影检查；
掌握患者的病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包括药
物治疗、外科心脏手术、内科心脏手术；
根据治疗方案为病患动手术。

修读医学士学位（一般为五年至六年）>	向医
药理事会注册	>	实习两年（Housemanship）>	
成为合格医生	>	在政府医院服务三年	>	进修医
学硕士课程，成为内科或外科医生	>	在心脏科
接受训练	>	心脏专科医生。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研究型I 实际型R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中医师

卫生部传统及补充医疗部
网址：tcm.moh.gov.my/ms

马来西亚中医师暨针灸联合总会（医总）
网址：www.fcpaam.org.my

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
网址：www.mcma.com.my

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
网址：ppt.cc/f6efTx

何伦代码

中医师张崇伟	细火慢炖的香浓医术

中医专业毕业证书或学士学位（一般为时五年）	
>	 向马来西亚医总、中医总会或华人医药总会注
册成为中医师。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进行诊断，以了解病人的病因、病历，并制定
最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法；
开药方，或替病人抓药；
根据病人的病因，而进行一些相关的疗法，如
针灸、推拿等；
时时关注病人的病情，因为中医学注重长期调理；
提供身体调理的咨询。

•

•
•

•
•

研究型I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牙
体技术师

马来西亚卫生部医药作业组
网址：medicalprac.moh.gov.my

马来西亚齿科技术协会
Malaysia	Dental	Technologist	Malaysia（MDTA）
网址：www.mdtamy.com

何伦代码
牙体技术师沈董聪	用精炼技艺让患者展现自信
笑容

毕业于受卫生部属下马来西亚保健专职人员委员
会（Malaysian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s	
Council，简称MAHPC）承认的牙体技术学士学
位	>	向MAHPC注册成为牙体技术师
（practitioner）>	 向MAHPC申请注册成为牙体
技术专家（expert）。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制作、修理假牙、植牙、矫正器等牙科产品；
根据患者的所需和状况，确保有关牙科产品对
患者的健康、舒适和美观。

•
•

研究型I实际型R

每两年必须申请更新执业注册；表现优异、
受业界肯定或经进修受MAHPC承认的专业课
程的牙体技术师，可进一步申请成为牙体技
术专家。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癌症研究员  Cancer researcher

中医师  Chinese Physician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癌症研究员

马来西亚耳鼻喉颈协会(MSO-HNS)
网址：www.msohns.com

马来西亚肿瘤协会
网址：www.malaysiaoncology.org

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
网址：www.cancer.org.my

马来西亚癌症研究机构
网址：www.cancerresearch.my

何伦代码

癌症研究员林桂萍	喜欢助人化研究动力

修读化学系或生物学系等相关科系学士学位	>	生
物学硕、博士学位	>	癌症研究员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实际型R研究型	

研究癌细胞，以了解癌症，并寻找预防和治疗
的方法或疫苗；
到医院采集癌组织、血液、细胞样本，或培植
供实验的癌细胞；
分析研究数据，撰写研究报告。

•

•

•

I

心脏专科医生  Cardiologist

牙体技术师  Dental Techn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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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学家  Entomologist

饮食治疗师  Dietitian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牙医  Dentist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胚胎学家

马来西亚卫生部
网址：www.moh.gov.my

FertAid
网址：www.fertaid.com/fertaid/FertAidsocities.
asp

胚胎学家叶伟缘	感受生命的奇异恩典

生物学或生物医药等相关科系学士学位	 >	 胚胎
师		>	胚胎学家。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从事人类生殖力的研究，协助医生治疗有关生
殖力的问题；
向病患提供有关生殖力问题，及其治疗方法的
咨询；
进行各种临床胚胎手术，包括采集、检验、保
存卵子与精子、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等；
跟进有关生育的医疗技术，及其法律条规；
撰写临床纪录或研究报告。

•

•

•

•
•

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的规定，胚胎师至少必
须持有跟生物医药领域相关的理科学士学
位，毕业后至少接受一年或完成50次的体外
受精（IVF）和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
术（ICSI）的培训。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医生

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
网址：mmc.gov.my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
网址：www.mma.org.my

使用牙科仪器、X射线或其他诊断设备检查牙
齿、牙龈和相关组织，评估牙齿健康状况，诊
断疾病或异常情况，并规划适当的治疗方法，
如：补牙、拔牙、洗牙等；
管理麻醉剂以降低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经历的疼
痛量；
使用牙科空气涡轮机、手持仪器、牙科器具或
手术器械；
制定患者牙齿和口腔组织的治疗方案；
外出（到学校或是保健活动）给予护牙的教
育、讲座或现场示范。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医生李恩恩	与死神打交道的职业

牙医张淑端	救救牙齿

医学士学位（一般为时五至六年）	>	向医药理事
会注册	>	实习两年（Housemanship）	>	成为合
格医生	>	在政府医院服务三年	>	自行开业或在
医院服务，或进修专科医学，以成为专科医生。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实际型

实际型

实际型

R

R

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昆虫学家 

皇家昆虫学会
网址：www.royensoc.co.uk

业余昆虫学家社会
网址：www.amentsoc.org

马来西亚饮食治疗师协会
	www.dietitians.org.my

国际饮食营养联盟
www.internationaldietetics.org

昆虫学家李昭杨	维持生态平衡的守护者

饮食治疗师何佩仪	以食物帮助患者找回健康

•
•
•
•

•

•

•

•

•

•

对昆虫进行观察、搜集、饲养和试验；
从事害虫防治，以及益虫利用研究；
研究害虫种类、习性、发生规律及治理措施；
利用害虫天敌，以控制害虫。

根据医生的诊断及血液报告，通过饮食给予病
患适当的治疗；
了解病患的饮食习惯，评估其营养摄取量，进
而提供建议以改善饮食习惯，促进康复或避免
病情恶化；
提供医疗和健康有关的膳食咨询，并向客户、
患者、护理人员宣导营养科学知识；
通过讲座会与大众谈论饮食营养、良好饮食习
惯、饮食治疗、预防疾病等资讯；
制作有关健康食品选择的教育材料，如海报、
手册、宣传单等；
跟进或参与最新的食品营养科学研究。

修读昆虫系或生物学系等相关科系学士学位	>	进
修昆虫学硕、博士学位	>	昆虫学家

修读饮食治疗学或营养学等相关学位	 >	 饮食治疗
实习培训	>	成为饮食治疗师。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研究型

研究型

研究型

I

I

I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牙医

马来西亚牙医理事会
网址：mdc.moh.gov.my

马来西亚牙医协会
网址：www.mda.org.my

生涯途径
毕业于受承认的牙医学位（一般为时五年）	>	向
牙医理事会（Majlis	 Pergigian	 Malaysia）注册	
>	到政府牙医单位连续服务两年	>	成为合格牙医	
>	自由开业或任职于政府、私人牙医单位。

诊断病人的疾病，记录、分析及撰写病情报
告；
掌握病人的病情，以提供最佳治疗方案（如药
物治疗、手术、化疗等）；
观察病人的病情发展，依情况决定其他治疗方
案；
确保病人恢复健康或病情受到控制；
到乡区、战地、灾区等行医，或到学校、监
狱、慈善机构等办讲座。

•

•

•

•
•

研究型I 实际型R

何伦代码

研究型I 社会型S

何伦代码

医生  Doctor 

胚胎学家  Embry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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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  Farm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农耕者

农业局技术培训组	
网址：www.doa.gov.my

农耕者陈嘉瑞	让土地健康呼吸

•
•
•
•
•
•
•
•
•

种植工作，包括播种、灌溉、施肥等；
采购农场的所需品，如肥料、机械等；
监视庄稼，以避免疾病或害虫的破坏；
管理、记录播种至收成的日程；
研究天气和土壤的条件，以利收成；
负责收成工作，包括收割、储存、运输等；
视察农作物的市场需求；
计算成本和盈利；
一般行政管理工作，包括员工、销售、财务
会计等。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马来西亚食品技术研究所
网址：www.mift.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食品科学研究员

马来西亚法证协会
网站：www.forensics.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鉴证专家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食品科学研究员彭国伟	求美味求健康的食品魔
术师

鉴证专家张心玲	现实世界的“法证先锋”

食品科学	/	食品工程	/	营养学	/	饮食学学位	>	
食品科技研究员。

毕业于鉴证科学/法医科学学位课程	 >	成为鉴证
专家。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利用化学、微生物学、工程等相关学科的综合
知识研发新的食品（科技）；
改进原有食品的素质，包括颜色、味道、口
感、营养等；
记录食品加工的过程及结果；
为有害或不良的食物添加物寻找替代品；
研究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的最佳方式；
确保出产的食品符合食品规格，并可安全使用；
购买原料；
确保工厂、研究室及员工的清洁和卫生。

应用科学知识和技术鉴证并检测证物，以协助
法医和医生侦查死因；	
协助警方办案，包括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收集指纹、弹道、痕迹、笔迹、遗物等科学物
证，並予以鉴辨和保存；	
分析及诠释化验结果，为案情提供专业意见；
撰写鉴证报告，并随需要到法庭为案件供证。

•

•

•
•
•
•
•
•

•

•
•

•
•

实际型R研究型I

实际型R研究型I

研究型I实际型R

无需持有特定的专业资格，实际的经验却
相当重要。能掌握相关的知识，对农产品
的改良和农场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

鉴证专家可分为医院、警局、化学检验局、
消防局四大机构类别，所负责的工作皆不
同。
有别于法医，医院鉴证专家的工作范围不包
括解剖尸体、研究尸体，但是会从旁协助法

医清理从尸体取下的器官，以进行化验等后
续工作。

凡欲入伍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服务者，则
需接受训练，以成为一名警部人员。
鉴证科学的课程内容不包括解剖学，所以毕
业后并不能成为法医。欲成为法医者，需是
医学系毕业成为合格医生之后，再考取法医
的专科资格。

我国的政府部门，如农业与农基工业部、卫
生部、国内贸易及消费人部、天然资源与环
境部等，都需要食品科学的人才参与，以担
任研究员或执法人员。





在农场当学徒	 >	吸取经验	 >	创业（开设
农场）。
农业证书	/	文凭	/	农业学士学位	>	在农场
就业	>	创业（开设农场）。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森林植物学家  Forest Botanist

食品科学研究员  Food Technologist

鉴证专家  Forensic Scientist

收集、整理植物资料；
探索森林，采集、鉴定和研究植物；
发表研究成果。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踏遍森林追寻花草树木
行家分享

实际型R研究型I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森林植物学家

森林研究院	（FRIM）
网址：www.frim.gov.my

生涯途径
就读植物、森林和生物相关科系	 >	 进入研究机
构从事植物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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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家
Microbiologist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园艺师  Horticulturist

医学检验师  Medical Lab Scientist

栽培、繁殖果树、蔬菜和观赏植物，负责播种
育苗、浇水施肥、除草修剪等；
提供园艺生产与管理的技术，负责种植与采
收、防治虫害与疾病、生产研发等；
打造、管理园艺设施，如花圃、菜园、温室、
果园等；	
规划、管理园艺工程，如植物保育、景观设
计、庭院造景、盆景制作等。

毕业于园艺文凭或学士课程	>	在园林设计公司、
林园、花圃、菜园、温室、果园担任园艺师。
在园林设计公司、林园、花圃、菜园、温室、
果园当学徒	 >	 掌握园艺知识与技术、累积经
验	>	成为园艺师。

•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园艺师颜语	在花草间感受生命之美
行家分享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园艺师

生涯途径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医学检验师

马来西亚医学检验科学研究所	(MIMLS)
网址：www.mimls.blogspot.com

何伦代码

医学检验师叶俊辉	从一滴血看出健康

生物医学、生物化学、医学检验技术或相关学位		
>	医学检验师。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实际型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微生物学家

马来西亚微生物学会
网址：www.mymicro.org

微生物学家刘秋霞	确保草药安全食用

•

•
•
•

研究微生物(包括病菌、细菌、霉菌、藻类等)，
以了解其对人类的影响和用处；
培育微生物供研究和化验；
根据研究结果撰写研究报告；
研究专门领域可划分作:医药、保健、学术、食
品、环境等。

化学、生物或微生物等相关科系学士学位	 >	 化
学或微生物学硕、博士学位	>	微生物学家。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研究型I

确保化验室的整洁及卫生；
向诊所收集血液样本，之后再返回实验室进行
化验和分析；
撰写检验报告书，通过化验指标帮助病人或医
生掌握人体的健康状况。

•
•

•

研究型I 实际型R

何伦代码研究型I实际型R

畜牧场管理员  Livestock Farm Manager

管理畜牧农场的日常工作，包括饲养、维持卫
生、繁殖等；
管理动物的健康状况，包括疾病治疗、防疫和
消毒工作等；	
采购饲场的所需品如饲料、机械等；
管理家禽、牲口或畜产品的捕捉、收集、运输
与销售工作；
管理与监控牲畜产品如肉类、奶制品与鸡蛋等
的品质；	
研究并改进家禽或牲口的品种、饲料调配、产
品加工等技术。

•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畜牧场管理员黄文龙	尽职尽责的家畜保姆
行家分享





马来西亚禽畜业联合总会
网址：www.flfa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畜牧场管理员

生涯途径

研究型I实际型R

在畜牧农场当学徒	>	吸取经验	>	畜牧农场经
理。	
修读畜牧养殖场证书/文凭/学士课程	>	任职于
畜牧农场吸取经验	>	畜牧农场经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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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助理
Pharmacy Assistant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营养师	

马来西亚营养学会
网址：www.nutriweb.org.my

马来西亚饮食治疗师协会	
网址：www.dietitians.org.my

营养师吴嘉仪	进得厨房	出得厅堂
行家分享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药剂助理	

马来西亚药剂师协会
网址：www.mps.org.my

马来西亚卫生部药剂师局
网址：www.pharmacy.gov.my

药剂助理赵伊涵	药物使用的把关者

•
•
•
•

•

•

协助药剂师为病人提供药物；
为病人说明药物的使用或服用方式；
清点药库的存药与订购所需的药物；
依照医生所开的药方准备药物。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毕业于营养学学位课程	>	成为营养师。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评价营养的需要、饮食限制及当今的健康计
划，以确保符合营养，安全，卫生和质量标
准；
举办讲座，提供均衡健康饮食和饮食习惯的资
讯及教育；
为机构（如：保健机构、学校宿舍等），或特
定的活动（如：选美竞选、歌唱比赛、体育比
赛等）设计食谱和准备食物。
提供大众营养咨询，包括营养的原理、饮食计
划、饮食调整以及食物选择和准备的建议。

•

•

•

•

在我国欲担任“饮食治疗师”（Dietition），
须具有饮食治疗临床训练，请参考《饮食治
疗师》。

就业范围，包括：担任国家运动员、体育学
校、寄宿学校的营养师，也可在卫生部担任
行政人员或在医药研究组织、食品工厂、研
究组织担任研究员。选择进军商业领域者，
可以开拓营养健康食品公司或保健中心，或
担任医药保健品之营养顾问等；亦可担任特
定比赛或活动的营养顾问。

申请国立或私立医药中心所赞助的护士专科
课程虽然免付学费，却需签署合约，并在毕
业后在有关医药中心服务四至五年。		

修读药剂文凭课程	>	成为药剂助理	>	在职
培训	>	成为高级药剂助理。
修读药剂文凭课程	>	成为药剂助理	>	进修
受承认的药剂学士课程	 >	 通过马来西亚药
剂师局的考试	>	在政府医院实习一年	>	注
册为临时药剂师	>	服务于政府医院一年	>	
成为合格药剂师。

企业型	/E 社会型S研究型 研究型I I

实际型R研究型I

营养师  Nutritionist

精神专科医生  Psychiatrist

护士  Nurse

与病患会谈，以了解病情；
诊断精神疾病，并以心理治疗（辅导）或药物
治疗病患；
分配药物给病患，指示药物使用方法；
安排病患下次复诊时间，以跟进病情发展。

监督与管理药物；
静脉注射；
观察与记录病人的情况，包括脉搏、体温与血
压；
指导初级护士，分配与安排工作；
给予病患、病患家属精神上的支持。

•
•

•
•

•
•
•

•
•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精神专科医生林思铭	快乐的心灵医师

护士黄柔晶	爱心、耐心、开心的护士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研究型

研究型

I

I

社会型

社会型

S

S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精神专科医生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护士

卫生部人力资源策划与培训处
网址：latihan.moh.gov.my/v5

马来西亚护理理事会
网址：www.nursing.moh.gov.my

马来西亚精神病学协会
网址：www.psychiatry-malaysia.org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医学士学位（一般为时五至六年） >	向医药理事
会注册	 >	实习两年	（Houseman	 Training）>	
成为合格医生		>	在政府医院服务至少三年	>	修
读精神专科医学位（一般为三年）>	在公立或私
立医院精神专科部服务，或开设精神专科诊所。

护理专科文凭/学士	 >	 通过马来西亚护理考试
（Malaysia	Nursing	Exam）	>	注册护士（State	
Registered	Nurse,	SRN）	>	在医院服务五年	>
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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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
www.mma.org.my

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
www.mmc.gov.my

马来西亚妇产科协会
www.ogs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妇产科医生

何伦代码

孕妇和新生婴儿的守护者	妇产科医生刘家滨双
手迎接无数新生命

医学士学位（一般为五至六年）>	向医药理事会
注册	>	实习两年（Housemanship）>	成为合格
医生	>在政府医院服务三年	>	进修医学硕士课
程，成为妇产科医生	 >	 在妇产科部门接受训练	
>	妇产科医生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诊断各种妇科疾病，采取预防或治疗方法，并
确保病人恢复健康或病情受到控制；
为孕妇提供产前检查，了解胎儿和母体的状
况，并提供医药和保健咨询；
为孕妇分娩时进行助产、接生，包括自然或剖
腹生产；
为妇女孕期及产后出现的不良反应、异常进行
治疗；
为社区、学校、社团等举办相关健康教育讲座。

•

•

•

•

•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职能康复治疗师

何伦代码

职能康复治疗师陈华佳	助病患在绝境中求生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评估及了解病患在生理、心理及社会方面的功
能；
到病人的住所，按照病患的情况和所需，而改
造家居环境；
针对病患的状况及各方面的功能设计一连串的
活动，让病患从活动中学习或加强各种生活技
能，以改善他们的心态；
借助各种辅助工具或设备来改善病患的状况，
协助他们自立，重建健全的生活，以增进就业
能力。

修读卫生部SPA所开办的职能治疗文凭课程	 >	
职能治疗师。
职能治疗文凭、学士学位	>	职能治疗师。

•

•

•

•

•

•

研究型I社会型S

社会型S研究型I

按摩治疗师  Massage Therapist

妇产专科医生  Obstetrician & Gynaecologist

接洽客户/病人，了解客户症状/喜欢的按摩疗
程形式；
提供客户专业的建议与意见；
保持按摩中心的清洁卫生，适时更换毛巾与床
单；
多方面考虑合适客户的按摩手法再做疗程；
疗程完毕后，为客户准备茶类饮品，让客户在
离开之前可以休息，舒缓神经。

考取专业按摩治疗师文凭	>	吸取经验	>	按摩治
疗师	>	培训教练	>	开办按摩治疗课程学院、专
业按摩治疗中心。

•

•
•

•
•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按摩治疗师	传承优秀的传统保健医疗技术人员
行家分享





卫生部传统及补充医疗部
网址：tcm.moh.gov.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按摩治疗师

生涯途径

实际型R社会型S

配镜师
Optician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配镜师

马来西亚配镜师协会
网址：mapo.org.my

配镜师赵灵慧	灵魂之窗的守护天使

•

•

•

•

为顾客提供有关配戴眼镜的资讯，以及护眼的
知识；
使用机器或传统方式为顾客验眼，包括近视、
远视、散光、老花等；
为顾客配眼镜，在挑选镜框和决定镜片类型
时，提供资讯和意见；
为顾客修理、清洗、调整眼镜。

配镜专业文凭或验光文凭	 >	 注册成为合格配镜
师	>	任职于眼镜行或自行创业。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实际型R 事务型	C

何伦代码

职能治疗师  Occupational Therap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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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疗师
Physiotherapist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验光师

马来西亚光学理事会
网址：www.amoptom.org

何伦代码

验光师安南	为病患“开启视野”

考取受承认的光学学士学位	>	获取卫生部属下的
大马光学理事会认证书	>	专业验光师。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为病患检验眼睛，以及配制适合的眼镜；
为病患诊断眼疾，如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青
光眼、干眼症等；
为患有眼疾的病患提供视力保健的服务及建
议；
为公众提供视力保健教育，以提高人们保护眼
睛的醒觉性。

•
•

•

•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耳鼻喉专科医生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
www.mma.org.my

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
www.mmc.gov.my

马来西亚耳喉鼻颈科协会
www.msohns.com

何伦代码

曾见证小病夺命	耳鼻喉专科医生林本雄行医弥补
遗憾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诊断耳朵、鼻子和喉咙疾病，并记录、分析及
书写病情报告；
为病患进行耳鼻喉相关检查和测试，如鼻内
镜、晕眩和平衡感评估、听觉和耳鸣评估、电
视频闪喉镜检查、嗓音评估等等。
提供耳鼻喉相关治疗方案，如药物治疗、鼻窦
球囊扩张术、耳蜗植入术、喉部手术、腮腺手
术、颌下腺手术等。
配合听力治疗师（听力师）、沟通与语言（听
觉口语）发展治疗师、言语和语言治疗师等相
关专业人士，为患者提供手术后的康复方案。

医学士学位（一般为五至六年）	>	向医药理事会
注册	>	实习两年（Housemanship）>	成为合格
医生	>	在政府医院服务三年	>	进修医学硕士课
程，成为耳喉鼻专科医生	>	在耳喉鼻科部门接受
训练	>	耳喉鼻专科医生	>	在医院耳鼻喉专科部
门服务或自行开耳鼻喉专科诊所

•

•

•

•

社会型S研究型I

社会型S研究型I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药剂师

马来西亚药剂师协会
网址：www.mps.org.my

马来西亚卫生部药剂师局
网址：www.pharmacy.gov.my

药剂师杜振江	不忘初衷	持续精进药剂知识
行家分享何伦代码

毕业于受承认的药剂学位课程	 >	 报考由马来西亚

药剂局所办的药剂鉴证考试（Pharmacy	Forensic/
Jurisprudence	Examination）>	到政府医院实习一
年	>	向马来西亚药剂局注册为“临时药剂师”	>	
服务于政府医院一年	>	成为合格药剂师	>	服务于
公私立西药行、医院，或创设西药行。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提供公众或医生有关药物的咨询，以确保药物不
会被误用；
检查处方以确保准确性、确定所需的成分，并评
估其适用性；
采购、库存和记录药物（包括包装、分类及标签
等）；
根据病人的病历记录调制、配给适当的药物（特
指临床药剂师[clinical	pharmacist]）；
销售药物，提供门市服务（特指门市药剂师
[retail	pharmacist]）。

•

•

•

•

•

事务型	/C研究型I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物理治疗师

马来西亚物理治疗师学协会
网址：www.mpa.net.my

物理治疗师黎爱敏	让肌肉关节重新“呼吸”

•

•

•

•

采用物理的方式（不使用药物），透过光、电、
力学和水疗等（例如：激光、磁力、高低频率的
电流、锻炼肌肉的仪器、徒手治疗等），治疗由
神经肌肉、骨骼、心血管、呼吸系统及精神状况
所引起的各种身体疾病；
了解病人的病因和病历、掌握病人的生活习
惯、环境影响及心理因素，以便制定最适合病
人的治疗方法；
监督并协助病人进行复健疗程，改善或更换复
健疗程；
提供保健教育。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何伦代码

物理治疗师可向马来西亚物理治疗师协会注册
成为会员，以获取最新资讯。

毕业于物理治疗专科文凭、学位课程	 >	 成为物理
治疗师。

研究型I社会型S

验光师  Optometrist

耳鼻喉专科医生  Otorhinolaryngology

药剂师  Pharmacist

社会型S研究型I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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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纤体师

纤体师刘春伶	在疗程中寻获助人为快乐之本
行家分享何伦代码

SPM（经过纤体中心的培训）>	纤体学徒	>	修
读纤体证书/文凭课程	>	纤体师	>	累积经验/进
修	>	成为纤体顾问/营养师，或累积经验和人脉
自行创业。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了解客户日常的活动以及饮食方式，以提供适
当的疗法，如按摩方式及仪器的使用等；
给予客户疗程上的建议，如日常锻炼、健康饮
食计划等；
记录客户每一次的治疗成果；
辅导与激励客户。

•

•

•
•

实际型R社会型S

纤体师  Slimming Therapist

复健专科医生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Docto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复健专科医生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
网址：www.mma.org.my

复建专科医生	让生命恢复色彩

•

•

•
•

了解与判断患者的病因，针对他们的生活习
惯、心理状况，以拟定适合的治疗方法，然后
交由物理治疗师执行；
监督患者的复健疗程，并改善或更换适当的复
健疗程；
与家属沟通，指导他们协助患者进行复健；
记录病人的病历，跟进病人的康复进度。

医学士学位（一般为时五至六年）>	向医药理事
会注册	>	实习两年（Houseman	Training）	>	成
为合格医生	>	在政府医院服务至少三年	>	修读
复健专科	>	实习四年	>	复健内科医生。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社会型S 研究型	I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兽医

马来西亚兽医协会
网址：www.vam.org.my

马来西亚兽医理事会
网址：www.mvc.gov.my

何伦代码
兽医达斯	观舌辨声的动物救星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照料、治疗动物，包括宠物、禽兽、野生动
物、体育或休闲动物等；
收集动物粪便、血液、尿或其他液体，以进行
化验；
为动物注射，以防止人类受到动物疾病的传
染；
为受伤的动物包扎、施药、进行手术等；
管理畜牧领域的产品，如农牧食品、肉类、奶
制品与鸡蛋等。

•

•

•

•
•

实际性R研究型I

兽医  Veterinarian

申请注册为合格兽医	 >	 执业兽医（需持有Annual	
Practicing	Certificate）。

受承认的兽医学士学位（一般为时五、六年）>	向
马来西亚兽医理事会（Majlis	Veterinar	Malaysia）

在我国，仅有博特拉大学和吉兰丹大学提供
五年制兽医学士课程。此外，学生亦可出国
留学修读兽医学位，唯需向国家公共服务局
或农业部兽医理事会查明受承认的外国大学
名单。

农业、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领域
认识职业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放射师

马来西亚放射师协会
网址：www.Msradiographer.org

放射师陈智祥	医药领域的专业摄影师
行家分享何伦代码

考取影像诊断学士学位	 >	 放射师	 >	 进修、累
积经验	>	放射医疗部门主管/医疗行政管理人员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为病人进行各种影像诊断，如X光照射、核磁
共振摄影(MRI)、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Tscan)
等、以获取人体影像数据，并分析有关图像；
正确使用上述放射仪器；
确定照射的身体部位，同时亦确定照射的剂
量，以确保安全进行放射；
协助各科的专科医生诊断病人的疾病。

•

•
•

•

社会型S研究型I

放射师  Radiograp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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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图	|	Pixabay
职业X升学聊聊会

主持人	|	Alsen学长
		分享	|	郑仔威博士
           毕业自北方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学位
           现为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

           王展造
           毕业自拉曼大学会计学
           前金融财务执行员

           潘绮雯
           毕业自UTAR市场营销学毕业生
           现为顶级手套上市公司副经理

           康国俊
											毕业自史丹福学院酒店与餐业管理
											现为缦合。中国总经理

报导	|	Jane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是一个怎样的领
域？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和国家的经济、社会的
发展息息相关，这个领域涉略的范围很广泛，涉及
任何领域的企业和组织，涵盖经济学、管理学、人
力资源管理、商业法律、会计学等等。

投入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需要具备什
么条件？
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很重要，因为当有意想不到的
突发状况时要有能力去应对；此外，在一个组织里
面，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思维、想法和出发点，
这时互相包容的团队合作精神就特别重要。

在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会遇到的挑战是
什么呢？
虽然现今很多工作都可以让电脑来代劳，但还是需
要依靠人脑去分析事情，做出决策。此外，这是一
个资讯传播快速的时代，我们必须不断追赶最新的
资讯，吸收新知，以做出最准确的决策。

如何增强自己在这个领域所需的能力？
多参与活动以丰富社会经验，从而提升自己独当一
面的能力，并加强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等等能力，
因为这些都是在书上学不到的知识。此外，培养学
习的兴趣，让自己变成吸收知识的“海绵”，从容
面对多变的未来。

对于这个领域，行家达人有什么建议？
多看多听、跳出框架、谦虚肯学！只要具备这些良
好的态度，在任何领域都会有所成就。

想要知道更多，请扫描二维码，即刻
观看升学情报俱乐部举办的《职业X升
学聊聊会：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
游领域》的录影。

果你喜欢管理、喜欢数字、或是喜欢充满挑战的
工作环境，那么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可能是你想要踏入的领域。这个领域和经济息息相关，
也因为多变的市场而变化无穷，并且充满无限发展的可
能性。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就必须跟上脚步且做出努力!
	 用一分钟阅读以下问答精华，看看这个领域是不是
适合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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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商业管理、
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商业管理、
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会计师  Accountant／审计师  Auditor 行政人员  Administrator

检查、分析会计记录以便依程序精准地完成财务
报表以及其它财务报告；
计算税款并准备纳税申报单，并确保遵守付款、
报告以及其他纳税要求。

审查公司财务记录、确认财务状况，并向管理层
报告和提出合适的财务建议。

计算商业盈亏及估计税务，并找出不明的财务记
录，针对问题，拟定解决方案；
提呈财务规划建议；
协助管理层检讨公司业务与会计系统。

•

•

•

•

• 

•

会计师

审计师

两者共同任务

工作内容

何伦代码

生涯途径

企业型	(会计师)

研究型	(审计师)

E

I

事务型

事务型

C

C







毕业于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MIA）承认的会计学
士学位	>	累积三年相关工作经验	>	申请成为马
来西亚会计师协会会员	>	通过申请成为马来西亚
特许会计师（Chartered	Accountant）。
通过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承认的专业会计资格考
试（Qualifying	 Examination）>	累积三年相关工
作经验	 >	 申请成为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会员	 >	
通过申请成为马来西亚特许会计师。
参加我国承认的国内、外会计专业组织的会计资
格考试并考核通过成为其会员	>	申请成为马来西
亚会计师协会会员	>	通过申请成为马来西亚特许
会计师。

审计师	VS	会计师
会计师负责进行账目处理，审计师则负责审计帐
目；两者的技能与知识几乎一致，但由於工作目
的不同，因此工作的范围与立场也不一样。
欲申请成为审计师需具备以下条件：特许会计师
（成为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会员至少三至四年）、
五年相关工作经验、参加MIA公共实践计划(Public	
Practice	 Programme	 )	>	向马来西亚会计总署注
册为合格审计师。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会计
师／审计师

马来西亚会计总局
网址：www.anm.gov.my

马来西亚国家审计局
网址：www.audit.gov.my

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
网址：www.mia.org.my

马来西亚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协会
网址：www.maicsa.org.my

马来西亚银行协会
网址：https://www.abm.org.my

马来西亚关税协会
网址：www.ctim.org.my

马来西亚特许公共会计师协会
网址：www.micpa.com.my

会计师梁颂德	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人
行家分享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行政人员

•

•

•

•

规划、执行机构中的行政事务，如文件管理、
资讯管理、行政记录、办公室管理等行政运
作；
分析行政流程，并改善有关行政程序或政策，
以提高运作效率；
准备运营报告和时间表，以确保工作的准确性
和效率；
处理行政上的突发事件。

毕业于商业行政学或其它商学文凭	/	学士学位		>	成为
企业、政府或其它机构之行政人员	>	累积经验	>	成为
行政主管	>	成为执行长。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事务型C 企业型E

何伦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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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服务员  Air Stewardess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烘焙师  Baker

银行经理  Bank Manager















www.fsi.com.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
录	>	空中服务员

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
网址：www.mavcom.my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网址：www.malaysiaairlines.com				

亚洲航空公司
网址：www.airasia.com

马印航空公司
网址：www.malindoair.com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银行经理

马来西亚银行协会
网址：www.abm.org.my

空中服务员曾艾蔚	用专业与热忱服务乘客

•
•
•

•

•

迎接乘客登机并指引座位；
确认飞机起降时的座舱安全；
讲解并演示安全和应急程序,	如使用氧气面罩、
安全带和救生衣；
提供机上乘客所需服务，例如：递送饮食和就
寝用品、派发入境及其他表格等；
协助乘客于紧急事故发生时采取各种安全措施
以及撤离机舱。

联络各航空公司人力资源部，或是留意招募空服
员的广告及航空公司网页招聘资讯	 >	 投递履历
等资料	>	接获面试通知	>	接获录取通知		>		服
员培训课程	>	成为空服员。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事务型C 社会型S

何伦代码

 www.fsi.com.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
目录	>	烘焙师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烘培师要学会耐得住寂寞
丁富敏在与世隔绝中寻找成就感

银行经理陈芳芳	周旋于人与钱之间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生产面包、面包卷、饼干、蛋糕、馅饼、糕点,	
或其它烘焙食品；
设计、研制不同口味、造型的糕饼或面包；
维持厨房及食物的卫生及安全；
估算和选购烘焙原料等。

监管一所银行分行的每个部门，以确保各个部门
正常运作；
分配及监督职员工作，并调解人事问题；
定时检讨及改善银行的服务；
审核及批准客户的各类贷款申请；
处理客户的投诉，并做出回应；
推动促销活动，以推销银行所提供的服务；
向总部汇报分行的情况与发展。

为烘焙师傅。
成为西饼店、酒店、餐馆等烘焙学徒	 >	 掌握烘
焙技术和累积经验	>	成为烘焙师傅。
对一名烘焙师而言，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学
历多高，都需从低做起，以掌握烘焙的基本功
夫。

毕业于烘焙专科训练课程	>	成为烘焙助手	>	成

工商管理	/	银行学	/	金融学	/	会计等文凭、学士
学位	>	就职于银行	>	银行经理。

•

•
•
•

•

•

•

•

•

•

•





艺术型A

实际型R 实际型R

事务型C

企业型E事务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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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导游  City Tourist Guide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商业财务分析员  Business Finance Analyst

厨师  Cook









fsi.my	>	职业百科>A	to	Z职业目录>城市导游

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
网址：www.motour.gov.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厨师

马来西亚厨师协会
网址：www.malaysiachefs.com

城市导游何维镇	带团游访世界让岁月不留白

•

•
•

•
•
•

到机场迎接游客，并安排住宿、交通、行程等
事务；
向游客介绍旅游景点、历史典故、民俗风情、
别具特色或纪念性的建筑物、发展计划、本地
居民的生活方式、方言、民俗庆典等；
解答有关地理气候、政治体系等的问题；
为游客翻译，协助他们购物；
照顾游客的安全，处理旅途中出现的问题和突
发状况。

导游技职课程（一般为期四至六个月）	 >	 参加
一个涵盖口试、笔试和讲解技巧的考试	 >	 考取
Sijil	Kursus	Asas	Pemandu	Pelancong	及参加
We	are	The	Host课程	>	申请成为实习导游	>		
两年内必须参与Kursus	 Pengesahan	 Pemandu	
Pelancong	 和出席三项由旅游协会主办的〝旅游
延续教育课程〞(Continuing	 Tourism	 Related	
Education	,	CTRE)	>	成为合格的注册导游。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社会型S 企业型E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商业财务分析员

国际金融专业人士协会
网址：www.isofp.org

金融专业人士协会
网址：www.afponline.org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财务分析员叶凯龄	理出经济发展动向

厨师戴嘉伟	为人烹调好滋味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收集企业组织的财务资料，并按时提供财务分析
报表，以支持该企业各项财务分析；
根据财务资料分析一家企业组织的盈利与偿债能
力、运营效率等经营状况；
在专案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分析其财政管理、财
务趋势与风险，并提供相关的财政意见和建议。

设计餐厅、宴会的菜单；
估计所需材料的数量和费用,	 如食品和配料，并
管理食材的新鲜度和安全性；
烹饪或监督烹饪，包括有关菜肴的调味、煮法、
配料、装饰等；
安排出菜的顺序及预算烹调时间；
管理厨房的卫生及安全，包括炊具的卫生与整
洁；
监督、协调其他厨师或助手的合作。

所有大型企业如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和银行等都
需要商业财务分析员，但每家公司的业务不一
样，工作的性质和范围也有所不同。

毕业于企管、会计或其他相关的学士学位	 >	 成为
商业财务分析员。

成为厨艺学徒	 >	 学习厨艺技术和累积实务经验		
>	成为厨师。

毕业于厨艺、餐饮证书或文凭课程	 >	 成为厨师		
>	毕业于饮食、酒店相关学士课程	>	担任厨艺
部领导职位。

•

•

•

•

•

•

•

•

•





研究型I 事务型C

艺术型A实际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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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书  Company Secretary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合规审查专员  Compliance Officer

客户服务人员  Customer Service Offic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公司秘书

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网址：www.ssm.com.my	
 
马来西亚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协会
网址：www.maicsa.org.my

马来西亚公司秘书协会
网址：www.macs.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客户服务人员

公司秘书王扆僡	企业运作的守护者

•

•

•

•
•

协助企业申请公司注册，包括准备公司章程、
股东资料、股权注册等文件；
确保公司事务符合公司法令、政策与程序，并
代表公司与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Suruhanjaya	
Syarikat	Malaysia，SSM）联系；
为企业管理层提供有关公司法令和监管的专业
咨询；
筹备与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
协助或指导企业管理公司处理重要的文件，如
公司注册证书、登记簿、会计记录、会议记录
等。
公司秘书不是单一机构的全职员工，同一时间
可为多家机构服务。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事务型C 企业型E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合规审查专员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	
网址：www.sc.com.my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合规审查专员张绍欣	金融业务品质的把关者

客户服务人员林慧仪	岂止听听电话那么简单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代表金融机构直接面对监理机构（在马来西亚
即是证券监督委员会，Securities	 Commission	
Malaysia），包括从监理机构获得有关金融法
令、规则或作业程序的资讯及变动消息；
对金融机构内部进行监管、查核，以确定公司的
一切业务都符合法令的规定；
就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查核结果，向监理机构
提出各种报告或解释；
审查金融机构新推出的金融商品之合规问题，并
向监理机构进行申报。

了解所服务的企业机构之产品和服务项目；
以面对面的方式，或透过电话、电邮、信件的方
式为顾客解答疑问、处理投诉、为顾客服务。

金融或商业等相关学士学位	>	在金融界有三年的工
作经验	>	考取合规审查专员的专业执照	>	注册为
合规审查专员。
金融或商业等相关文凭	 >	 在金融界有五年的工
作经验	>	考取合规审查专员的专业执照	>	注册
为合规审查专员。

修读客服证书课程	>	客户服务员	>	进修	/	累积经
验	>	成为高级行政人员。

毕业于SPM（马来文或英文一科考获优等），
或毕业于STPM、工商管理、会计或其他相关的
证书、文凭或学士学位	>	累积至少一年至五年
相关的工作经验（视学历而定）	>	向马来西亚
公司委员会申请公司秘书执照	>	成为马来西亚
公司委员会的注册公司秘书
成为国内贸消部（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Koperasi	Dan	Kepenggunaan,	
KPDNKK）承认的专业团体之注册会员	 >	 成为
法定上受承认的公司秘书
不同的专业团体需符合不同的申请条件，如完
成专业课程、通过专业考试、毕业于受承认的
法律或会计学士学位并累积至少三年的工作经
验等。

•

•

•

•

•

•









企业型E 事务型C

社会型S企业型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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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规划师  Financial Planner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经济学家  Economist

活动策划员  Event Planner

财务经理  Finance Manag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财务规划师

马来西亚财务规划理事会
网址：www.mfpc.org.my

马来西亚财务规划师协会
网址：www.fpa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活动策划人

fsi.my	>	职业百科	>A	to	Z职业目录	>	
财务经理

马来西亚经济协会
网址：www.pem.org.my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网址：www.accaglobal.com

财务规划师黄凯顺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
•
•

•





分析客户的财务状况；
提供客户财务规划建议；
为客户寻找适合的理财管道，例如保险、信托
基金、订立遗嘱等；
透过研讨会、讲座会、文章等方式来教育群众
有关财务规划的概念。

SPM	>	通过由马来西亚财务规划理事会(MFPC)
主办的七项注册财务规划师考试	 >	 注册财务
规划师(Registered	 Financial	 Planner,	 RFP)	
>	 至少三年工作经验	 >	 注册高级财务规划师
（RFP，Capstone)	投身保险业或财务领域。
SPM	>	通过由马来西亚财务规划师协会(FPAM)
主办的六项合格财务规划师考试(Certificate	
Examination)与至少三年工作经验	 >	合格财务
规划师(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CFP)	>	投
身于保险业或财务领域。
学生可以自修备考或参加由MFPC或FPAM批准
的课程中心所开办的课程，再报名参加考试。
持有相关学术资格者可豁免部分试卷。
注册财务规划师每年需要参加至少30小时的
专业持续发展课程（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以获得更新执照。合
格财务规划师则需每2年参加至少30小时的延
续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以获得执
照更新。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企业型E 社会型S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经济学家

马来西亚经济协会
网址：www.pem.org.my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活动策划人杨文祥	华丽展览会的幕后推手

财务总监谢宝春	公司信誉的守护者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考察家庭﹑企业与国家社会经济功能、对经济现
象和经济事实进行专门研究；
收集数据、调查与分析市场经济，观察市场经济
走向，策划经济策略，减少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冲
击；
提呈经济报告以给予经济咨商、投资意见与风险
分析如货币风险交易与股市走向；
撰写经济学评论、经济学论文，通过报章、研讨
会或各媒介发表经济理论，分析国家经济发展。

承办、策划各种活动，如讲座、宣传活动、街头
表演、展览、余兴节目、婚宴﹑竞赛、派对等；
跟客户接洽，以取得活动承办权；
规划活动经费预算及开估价单；
收集相关资料，撰写活动计划书或指南；
与主办当局、赞助商、供应商、展览商、场地单
位、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人士沟通及交涉，扮演协
调的角色；
监督活动进展，确保活动按计划进行；
安排活动细节，如场地、布置、灯光及音响、工
作人员、膳食、准证等；
安排外地展览商的接待事宜；
处理展览结束的善后工作，如整理账单、更新客
户及供应商资料、活动检讨等。

负责财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
制定公司的成本管理事项；
编制公司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并监督其执行；
管理公司税务、债务等事项。

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
网址：www.mia.org.my

考取经济学位	>	经济学家。
持有经济学位者可以到银行从事金融分析与管理
的工作；而持有金融学位者亦能从事关于经济分
析的工作。

考取活动策划管理	/	大众传播	/	商业管理文凭或学
位	>	活动策划人	>	创业。

•

•

•

•

•

•

•

•

•

•

•

•

•

•

•

•

•



研究型I 事务型C

艺术型

事务型

A

C

企业型

企业型

E

E

可报考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的资格作为能力认
证。

毕业于财经、会计或商学系学士学位	>	服务于企
业界财务部门	>	财务经理	>	财务总监或首席财
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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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员 
Beverage Service Crew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基金经理   Fund Manager

酒店经理  Hotel Manager

人力资源部经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餐饮服务员

马来西亚餐饮业执行人员协会
网址：
www.facebook.com/malaysiafoodandbeverage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酒店经理

•
•
•
•

•

•
•
•
•

迎接顾客并安排座位；
接受顾客点餐并随需要介绍菜单；
传达餐饮订单给厨房人员；
为顾客端上餐饮，并随需要提供食物处理或分
配服务；
回答顾客有关餐饮的询问，并随需要处理顾客
的要求或投诉；
处理顾客账单和付费；
收拾、清理餐桌；
预备、整理服务台和餐桌的用品；
接受并安排顾客的餐饮预订等。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社会型S 企业型E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基金经理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基金经理潘力克	金融界的艺术家

酒店经理康国俊	懒人的秘诀：学习、学习再学习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人力
资源部经理

人力资源局（JTM）
网址：www.jtr.gov.my

人力资源部经理彭宏义	与“人”为伍的上班一族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制定投资策略，为基金资产寻找投资管道；
对投资对象的业务、潜力、市场等进行考察与判
断；
负责基金的上市和上市后的管理和监控；
参加投资、金融、经济相关研讨会等。

管理酒店的各个部门，如前厅部（F r o n t	
Office）、客房部（Housekeeping	 Dept）、餐
饮部（Food	 &	 Beverage）、康乐部（Leisure	
&	 Recreation）及管理与促销部（Management	
&	Marketing），并确保每一个部门正常运作；
负责应对客户的投诉及各部门不能自行解决的问
题；
预算酒店客户的流量，以便加以规划；
构思及拟定常年的宣传计划；
负责掌管酒店的开销，批准各个部门的采购预算
案等。

计划、指导和协调机构的人事活动，以确保人力
资源合理利用；
管理理赔、人事策略和招聘等；
在规模较大的公司，人力资源可分为：	 一、征
聘部：为公司招聘人才、估计聘请人数，处理辞
退、辞职、调出、停薪留职等；二、培训部：开
办课程培训公司职员，提高员工的实际操作能
力；三、赔偿与福利部：处理员工的薪金及福
利，草拟公司预算案；四、员工管理部：维系员
工和雇主的友好关系，透过各种方式激发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让员工对公司有归属感等。

酒店管理证书、文凭	>	就职	>	酒店管理学位	>	就
职于酒店	>	累积经验/自修	>	酒店经理。
高中毕业	>	投入酒店业基层工作	>	累积经验/自修		
>	升职	>	酒店经理。

生涯途径

人力资源管理或工商管理证书、文凭或学位	>	就职于
人事部	>	累积经验	>	人力资源部经理。

服务业是一门重实务、讲经验的领域，考获一纸文
凭不是鲤跃龙门的包票，所以建议学生在考获基本

中学毕业	>	到大专院校修读金融课程	>	考取中等会计
资格	>	基金行或证券行职员	>	考取证券分析资格	>	
累积工作经验	>	基金执行员	>	基金经理。

毕业于礼待、餐饮业证书或文凭课程	>	服务于餐
厅担任餐饮服务员	>	累积经验	>	成为餐厅主管。

•
•

•
•

•

•

•

•

•

•

•

•





企业型E 研究型I

社会型

社会型

S

S

企业型

企业型

E

E

具备丰富餐饮服务经验者，可从事开设餐厅的
筹备任务或自行创设餐厅。

的文凭后，先从基层做起，工作数年以吸取实务经
验，才能对酒店的服务操作有实际的体验，然后再
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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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采购员  Material Purchaser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保险经纪  Insurance Agent 

图书管理员  Librarian

物流业经理  Logistics Manag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原料采购员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图
书管理员

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
网址：www.pnm.gov.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原料采购员	把守成本的后卫

•

•

•

•

•

了解生产部门对原料的需求，掌握公司对各种
原料采购成本及采购资金控制的要求；
了解各种原料的市场供应情况，并搜集、分析
及评估各种供应商的资料，以达到货比三家的
目的；
代表公司与供应商谈判，以争取最符合公司利
益的原料价格，并让供应商了解与配合公司的
生产计划；
编制采购计划并实施采购，如对常用的原料做
周期性的采购计划，或对急用原料做优先采购
安排；
核对各部门的申购计划，以保证库房拥有正常
的储备量，从而防止原料积压或短缺。

工商管理或任何文凭	/	学士学位	>	采购助理	>	
采购主任/经理。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企业型E 事务型C

何伦代码









保险经纪

马来西亚保险协会
网址：www.insurance.com.my

马来西亚人寿保险协会
网址：www.liam.org.my

马来西亚寿险代理暨财务顾问公会
网址：namlifa.org.my

马来西亚普通保险协会
网址：www.piam.org.my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图书管理员何紫璇	点亮文化的图书资讯事业

保险经纪丁祖义	让生活有保障

物流业经理林仲康	跟时间赛跑的人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介绍保险配套；
了解及根据客户所需，为客户计划适合的保单；
分析及计算客户现有的保单，定期向客户征收保费；
关心客户的需要，提供客户最新的资讯；
协助客户更新保单资料或更换保单；
为客户处理索偿事项。

将书籍及各种资料分类编目、包装、修复、整
理、上架或储存；
处理会员登记、借书、还书、罚款等行政事项；
协助图书馆使用者找寻资料或书籍；
定时收集市场新书出版资料，列下书单，为图书
馆添购书籍、资料；
指导读者查找和使用学术文献资源，辅导读者进
行学习或研究；
维持图书馆的整洁及纪律。

制定物流（物品流通）的流程和运输；
管理日常物流人员和系统操作，并与其他部门合
作，例如整合物流与业务系统（如客户销售，订
单管理，会计和运输等）；
管理配送中心的运营，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
和效率（准确性与及时性）；
解决运输物流系统、进出口或客户投诉等问题。

SPM	>	通过马来西亚保险协会（MII）的“约前
考试”（Pre-Contract	 Examination）A和C部
分	 >	 通过CEILLI（Certificate	 Examination	 in	
Investment-Linked	Life	Insurance）考试	>	在
6个月完成20个小时的培训	>	向马来西亚寿险公
会注册	>	合格人寿保险经纪。
SPM	>	通过马来西亚保险协会（MII）“约前考
试”（Pre-	 Contract	 Examination）A和B部分		
>	向马来西亚普通保险协会注册	>	合格普通保
险（General	insurance）经纪。

毕业于图书资讯学、图书管理学文凭、学士课程
>	成为图书管理员。
到图书馆应征	 >	 接受在职培训	 >	 成为图书管
理员。

•
•
•
•
•
•

•

•

•

•

•

•





•

•

•





企业型E 事务型C

社会型

事务型

S

C

事务型

企业型

C

E

毕业于物流/运输管理文凭或学位课程	 >	 任职于
物流及运输公司	 >	 累积经验	 >	 成为物流业经
理。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物
流业经理

马来西亚特许物流与运输协会(CILTM)
网址：www.cilt-m.com.my

也可在就职后通过考取国际特许物流与运输协
会的证书与高级文凭，以成为国际特许物流与
运输特许会员（Chartered	Member	CILT）；
成为会员后，可服务于国际物流及运输公司。

除了特定的原料采购工作之外，原料采购员并
没有任何专业资格限制，只需在业界累积经验
即可，但具有工商管理相关背景的人士将较容
易胜任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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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销员 Marketing Officer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大自然/生态导游  Nature/Eco Tour Guide

甜点师  Pastry Chef

房地产经纪  Real Estate Agent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市场行销员

马来西亚市场行销协会(IMM)
网址：www.imm.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大自
然/生态导游

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
网址：www.motour.gov.my

野生动物保护与国家公园局（Perhilitan）
网站：www.wildlife.gov.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甜点师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房地产经纪

马来西亚估价师及房地产经纪局
网址：www.lppeh.gov.my

•

•

•

•




结合了销售、广告、促销及公关四大机能，为
公司创造业绩；
收集市场情报、制定行销策略、寻找客户、为
销售铺路；
负责商品广告的费用预算、策划和评估广告的
效果，并及时做出调整；
提供最完善周到的服务，而不定期拜访重点客
户，以提高销售量。

修读市场行销文凭	、学位	>	就职
累积工作经验	>	修读市场行销	/	广告学	/	会
计	/	工商管理文凭、学位	>	就职。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企业型E 社会型S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大自然导游苏明德	自然风情引航人

市场行销员李联辉	开疆辟土抢先机

房地产经纪杨洲业	寻找安乐窝的向导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策划与带领游客进行与大自然相关的行程，如参
观国家公园、登山、浮潜等，并在行程中针对各
种自然生态以及所需注意的安全事项进行讲解；
灌输爱护大自然的观念，确保游客没有破坏大自
然，如乱丢垃圾、采摘植物、捕杀动物等；
处理旅途中一般的事项和问题，例如膳食、住宿
等事务。

制作各类甜点如：蛋糕、泡芙、马卡龙、千层派
等；
检查食材配料及确保甜品的质量；
研发不同口味与款式的甜点；
维持厨房和原料的卫生及安全；
估算和选购甜点的原料等。

承办客户委托的房地产出租、买卖等中介、代理
工作；
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及咨询，如房地产
估价、交易程序及手续、法律咨询、办理银行贷
款事宜等；
陪同客户到房地产业现场考察；
协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签署合约，完成交易。

毕业于天点货烘焙专科证书或文凭课程	 >	 成为
甜点助手	>	成为甜点师傅。
成为西饼店、酒店、餐厅等甜点学徒	 >	 掌握甜
点技术和累积经验	>	成为甜点师傅。

毕业于产业管理相关课程（受马来西亚估价
师及房地产经纪局承认）	 >	 于马来西亚累积
2年实习培训经验	 >	 通过专业面试（Tes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TPC)	>	向马来西亚
估价师及房地产经纪局（The	Board	of	Valuers,	
Appraisers	 and	 Estate	 Agents	 Malaysia）注
册成为房地产经纪人	>	开创房地产经纪公司。

毕业于产业管理相关课程（不受马来西亚估价师及
房地产经纪局承认）>	通过房地产经纪笔试（Part	I	
&	II	Written	Estate	Agents	Examination）>	于马来
西亚累积2年实习培训经验	>	通过	专业面试（Tes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TPC)	>	向马来西亚
估价师及房地产经纪局（The	 Board	 of	 Valuers,	
Appraisers	and	Estate	Agents	Malaysia）注册成为
房地产经纪人	>	开创房地产经纪公司。

参加为时两星期或更长的第二级本地大自然导游课
程（Kursus	 Pemandu	 Pelancong	 Alam	 Semulajadi	
Setempat	Tahap	2）>	通过马来西亚旅游部的考试	>	
获取马来西亚旅游部发出的执照（青牌）>	 成为合格
本地大自然导游。

•

•

•

•

•

•

•

•

•

•

•

•









社会型S 研究型I

艺术型

社会型

A

S

实际型

企业型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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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员  Stock Dealer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餐厅经理  Restaurant Manager 

仓务管理员  Store Keeper

秘书／私人助理  Secretary／Personal Assistant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股票交易员

国家证券委员会
网址：www.sc.com.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仓务管理员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秘书

马来西亚秘书协会
网站：macs.org.my

股票交易员陈传嫡		在股市起落中的际遇

•
•
•
•
•

跟进股市最新讯息；
分析股市走势，并撰写报告；
提供股票买卖建议；
进行股票买卖交易；
找寻买卖客户并与客户维持联系。

毕业于礼待、餐饮业证书、文凭或学士课程	 >	 服
务于餐厅	>	累积经验	>	成为餐厅经理。

工商管理或物流学文凭、学位	>	仓务管理员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企业型E 事务型C

何伦代码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餐厅经理

马来西亚餐饮业执行人员协会
网址：
www.facebook.com/malaysiafoodandbeverage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餐厅经理谢侗纬		在美食背后付出无尽心血

秘书李赛玲	专业的公司“顾问”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管理餐厅，包括制定菜单、控管品质、确保卫
生、协调部门（如厨房和餐厅）之间的合作等；
管理人事，包括征聘员工、分配工作、提供培
训、处理人事问题等；
服务顾客，包括提供餐厅服务讯息、安排订座、
处理顾客的投诉、以确保顾客对餐厅感到满意；
管理行政，包括行政规划、财务报告、业绩报
告、市场调查、提呈新方案等。

负责管理货仓运作；
接收、点算、储存和检查货品及存货；
负责仓库的空间管理，分配货物存放地点；
管理货物的进出、编制货物进出表、购货订单、
出货单，并保存所有记录；
与门市部或分店联络，以分配及安排运送货物；
留意货物存量，与采购员密切联系与合作，确保
货物不会出现过剩或不足的情况；
保持货仓内清洁、整齐及安全。

协助主管执行以下工作：
管理：档案、资讯、用具、普通设施、日程表
等；
联络：安排会议、接洽外人、传达讯息	 、发布
消息等；
报告：整理资料、提交报告、说明会等；
文书：资料输入、文案、信函等；
其他：财务、法务、资讯系统、培训等。

SPM	>	至少3年工作经验	>	通过国家证券委员会
（Securities	Commission）的考试	>	申请股票交
易执照	>	股票交易员。
金融、银行或商业文凭、学位	>	通过国家证券委
员会（Securities	Commission）的考试	>	申请股
票交易执照	>	股票交易员。
其他领域的文凭、学位	>	兩年工作经验	>	通过
国家证券委员会（Securities	Commission）的考试		
>	申请股票交易执照	>	股票交易员。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型E 社会型S

实际型

企业型

R

E

事务型

事务型

C

C

在我国广受工商界承认的秘书专业课程
计有：英国的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IAM）、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LCCI）	和Pitman
等。

秘书专业课程或工商管理课程	>	秘书	>	管理层
执行员	>	管理层主管。

具备丰富餐饮服务经验者，可提供开设餐厅的咨
询服务或自行创设餐厅。

一般较重视个人的工作经验和表现，学历为其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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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操作员  Tour Operator

商业管理、财经与休闲旅游领域
认识职业

旅游协调员  Travel Coordinator

婚礼策划师  Wedding Planner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旅游操作员

马来西亚旅游及文化促进局
网址：www.motour.gov.my

IATA-UFTAA	国际旅游认证训练中心
网址：www.iata.org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旅游协调员

马来西亚旅游及文化部
网址：www.motour.gov.my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与世界旅游代理协会联盟：国
际旅游培训课程
网址：www.iata.org/training

马来西亚旅游同业协会
网址：www.matta.org.my

fsi.my	>	职业百科	>	A	to	Z职业目录	>	
婚礼策划师

•

•

•

•
•

为旅行团安排一切行程事宜，包括住宿、交
通、膳食、活动、观光景点等；
代表所属旅行社与其他地区的旅行社及旅游代
理机构进行资讯交流的工作；
设计旅游行程及路线、制定预算，再整合成旅
游配套；
解决旅行团在行前的突发状况；
协助处理出团中，导游所无法处理的问题。

旅游证书、文凭	>	旅行社执行员	>	旅游操作员		>	
进修旅游管理学士课程	>	为大机构或政府部门从事
高层次的旅游发展工作。

工作内容

生涯途径

企业型E 事务型C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何伦代码

旅游协调员王燕嫔	让每个人都可以去旅游

旅游操作员邱亦雪	吃喝玩乐的推手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行家分享

婚礼策划师李晓燕为人筹划幸福回忆
行家分享

行家分享

生涯途径

生涯途径

筹备旅行团的行程事宜，包括：膳宿、交通、活
动、观光景点等；
设计旅游行程及路线、制定预算，整合成旅游配
套；
提供客户旅游配套咨询；
协助客户办理签证、机票等；
通知客户旅行日期、时间、接应地点，分发旅游
指南手册等。

了解客户的要求、限制、期待等；
提呈计划书，内容包括时间规划、财务预算、婚
礼主题、场景设计等；
提供相关资源和建议；
展开筹备工作；
为双方家庭的配合进行协调。

修读传播/公共关系或考取婚礼策划师文凭	>	就业	>	
吸取经验	>	就业。

•

•

•
•
•

•

•

•

•

•

企业型E 事务型C

企业型E艺术型A

毕业于旅游证书、文凭	 >	 成为旅游协调员	 >	 进
修旅游管理学士课程	 >	 服务于企业或政府部门中
的旅游发展工作。

除了旅游证书、文凭，对旅游业热衷者可以
考取备受国际承认的旅游专业资格，例如：	
IATA	&	UFTAA国际旅游培训课程（Travel	and	
Tourism	 Training	 Programme），以自我增
值，并增加就业机会。

有经验又有资本者也可创设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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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休闲与旅游类
Culinary, Leisure & Tourism
共8种科系！

编辑︱胡凯胜
修订︱黄天赐、胡凯胜

让你一次过总览17领域176种科系！

认识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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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类
Mathematics & Natural Sciences
共13种科系！

传播类
Communication
共12种科系！

文史与语言类
Literature, History & Languages
共5种科系！

商业管理类
Business Management
共8种科系！

生命科学类
Life Sciences
共12种科系！

美容与造型类
Beauty & Stylist
共5种科系！

财经类
Finance & Economics
共12种科系！

建筑与城市规划类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 
Town Planning
共8种科系！

教育类
Education
共7种科系！

地理与环境科学类
Geography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共5种科系！

工程科技类
Engineering Science & 
Technology
共18种科系！

农林渔牧类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ing & 
Animal Husbandry
共8种科系！

人文、法律与社会科学类
Humanities, Law & Social 
Sciences
共17种科系！

艺术与设计类
Art & Design
共11种科系！

医疗与保健类
Medical & Health
共16种科系！

电脑与资讯科技类
Compute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共11种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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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学情报》主编

解读科系
辨识课程
有个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在大学里选择了“广告学”课
程，因为他以为“广告”就是教人在法庭上“告人”的
学问。虽然只是个笑话，但是即将深造的同学们在科系
选择上，必须面对林林总总的科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的科系在不同的大专里，它们的名称、主修科、课
程科目、培训重点和教学方式等，都可能各有差别，各
具特色。因此，选择科系时，务须先对有关科系的课程
进行详细的解读和辨识。

辨识一：课程名称

辨识二：主修科目

辨识三：课程内容

辨识四：培训重点

有些科系或课程的名称虽然很相近,所学习的内容却有极大的差
别。例如：化学系和化学工程系、广告学系和广告设计系、医
学系和医疗科学系及医疗工程系、旅游学系和导游课程等。此
外,由于有些科系的重叠性，我们也很难单凭课程名称便能确定
学习的内容，例如：“资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可能是一项电脑课程，也有可能是一项管理课程；“多媒体设
计”(Multimedia	Design)可能偏重于电脑程序，也有可能偏重于
美术设计。

一般上，同一个科系里都有不同的主修科,例如:商学系里有会计
学、金融学、行销学、行政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等;传播系
里有新闻学、广告学、广播学、公关学等。在同一个科系里,不
同主修生将修读系里的共同科目，也将修读本身所主修的专门科
目。

每一个学系和每一项主修科都有各自的课程(科目)，课程中的各
科目通常由浅入深，分别安排在每一年级和学期。了解课程和科
目的编订，即可清楚课程的学习内容，亦可比较不同课程之间的
差别。

每一项课程都有其培训(学习)重点：有些课程重视学生的研究能
力；有些课程强调实践；有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学
生可透过课程科目或向系主任、毕业生询问，以确认有关课程的
培训点。

辨识五：教学方式

实战攻略

教学方式有很多种，如：测验式、研究式、实践式、作业式、考
察式、模拟式、填鸭式、讨论式……
不同的老师和课程可能有不同的教学方式，不同的教学方式将会
带来不同的学习效果。学生可先向师长了解有关课程的教学方
式，以便自己在未来求学生涯里可以获得自己所要的学习效果。

攻略一：
透过各种管道（例如：教育资讯展、升学情报线上教育展等）向
各大专查询适合的课程。

攻略二：
索取有关课程的科目表。

攻略三：
比较各大专有关课程的学习内容（比较各课程的科目表）。

攻略四：
找出各课程之间的差异点和学习重点（询问老师或学长）。

攻略五：
想想看哪一个课程最符合自己未来的职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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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保健类

职能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职能治疗是复健治疗的其中一门分支。此科
系是通过设计有目的性的活动（Purposeful	
Activity）来治疗和协助因生理、心理、发展
或适应困难的病患，如盲人，老年痴呆的病
人，精神病患者，特别儿童等，使他们能重
新自立生活，重投家庭、工作及社交活动。
因此，学生必须了解病人在生活上遇到障碍
的病因，再透过测试、评估和会谈来了解病
人的状况，然后设计一系列的治疗方案，锻
炼病人所需要的各种生活技能，塑造正确的
观念或心态。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任职，或
在社会福利机构、痉挛中心、特别儿童学
校、老人院、残障中心、运动中等机构服
务。此外，亦可自行开设复健诊断治疗中
心，或投入私人业界，如在健身中心担任
健康体格顾问，或在物理治疗器材公司担
任销售执行员。

营养学 Nutrition
营养学是一门研究食物中的各种营养素，
从而学习如何预防与治疗营养缺乏与营养
不良症状的科系。因此，这科系的学生不
仅学习各种有关食物营养的学问，也学习
如何根据各种人群的健康需要，来制订营
养素需要量或供给量标准。此外，此科系
也会探讨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正
确饮食习惯的重要性。
毕业生一般可在医院、学校、体育球队、
老人院或孤儿院等担任营养师，或在私人
业界（如健康食品公司、健身房或塑身美
容中心等）担任营养师。此外，亦可从事
相关的营养学研究或分析工作。

•

•

•

•

听力学 Audiology

生物医学 Biomedical Science

脊骨神经医学 Chiropractic

饮食治疗学 Dietetics

医学 Medicine

护理 Nursing

影像诊断与放射性治疗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ation Therapy

听力学是一门诊断、预防及治疗听觉障
碍的科系。此科系的学生不仅学习如何
运用各种仪器，如测听机、音叉	(Tuning	
Fork)	等，以进行听觉检验及鉴定听觉灵
敏度，也针对听觉障碍者的听觉程度给
于不同的治疗或复健计划。此外，学生
也将学习与听觉相关的保健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智力
障碍中心、助听器店和听觉与言语治疗
中心担任听觉师。此外，亦可在工厂担
任噪音安全顾问，或自行开设诊所。

生物医学是一门运用生物科技于医学研究和
治疗的科系。此科系在治疗过程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病人在治疗开始前，需要生物医学
的专才进行情况分析，以便诊断并制订有效
的医疗方案。学生必须大量使用电脑、接触
高精密度仪器、显微镜及其他高科技的实验
室设备，并熟悉许多复杂的高科技仪器的
操作。此外，学生也必须参与医药研究的项
目。特别提醒，此科系的毕业生不是医生，
不能提供任何手术或药物。
毕业生一般可在实验室、医疗中心、政
府或私人医院从事医药检验和研究工
作，或担任医药仪器产品顾问及销售
员、实验室管理员，或在保险公司负责
检查客户医药报告等。须注意的是，此
科系的毕业生不能从医，也不能为病患
进行任何手术或提供药物。

脊骨神经医学是一门专注于人体神经和肌
肉骨骼系统的自然医学。它运用外力（徒
手或工具）矫正人体的关节、骨盆、脊椎
等部位，以改善病患的病痛，帮助身体恢
复健康。
毕业生可成为脊骨神经医师 /脊骨
矫正师（Doctors	 of	 chiropractic	 /	
Chiropractors），自设诊所或在医院和骨
科医生合作，帮助病患进行复建治疗；此
外，也可以在体育界服务，帮助运动员复
建和治疗运动伤害。

影像诊断与放射性治疗在医学领域中分
别不同的专业，影像诊断是运用各种医
疗仪器诊断疾病成因，如X光机器、电脑
断层扫描（CT）、超音波、磁共振成像
（MRI）等；放射性治疗则是以高能量粒
子或电波（如X射线、伽玛射线、电子束
或质子等）治疗肿瘤、癌细胞等病症。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担任影像
诊断师或放射性治疗师。此外，亦可进入
医学实验室与研究所，以从事医药仪器或
放射性治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饮食治疗学是一门结合了疾病学、营养
评估、药物学、临床处治、生理学等学
问的科系。此科系的学生学习运用食物
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即透过为病人设计
餐单，从而协助该病人摄取适当的营
养；进而帮助病人改善及控制病情，并
提高病人的生活素质。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老
人院、孤儿院等担任饮食治疗师。
此外，亦可在政府研究机构，如
MARDI、PORIM、IMR等从事行政或研究
的工作，或选择在私人界的医药研究组
织、食品工厂、农业研究或相关的企业
担任研究员、分析人员或顾问。

牙齿保健公司（如Oral	B或黑人牙膏等）
从事相关的工作或担任顾问。

医学是一门栽培医生的学科，主要学习以
科学与实践手法，针对疾病的研究、诊
断、预后（Prognosis）、治疗和预防，
让患者恢复健康或提高身体素质为目的。
此科系的学习范围非常广泛，可分位基础
医学（专门探讨人体健康、致病原理、治
疗方法、药理学）、临床医学（分科研究
病变、病状、内外科治疗），以及预防医
学三大类。
毕业生在实习两年后，可正式获得大马医
药理事会承认为合格医生。之后，须在
政府医院服务三年，始可选择留在医院服
务，或自行开设诊所。此外，有兴趣继续
深造的合格医生，可继续攻读专科医学，
以成为专科医生，或修读硕士学位、博士
学位以在大学任教。

护理是一门培养专业护士的科系。此科系
的学生不仅需学习基本护理知识及照顾
相关病人的技能，也将被训练参与外科手
术。学生必须熟悉各种与手术相关的技
能，如手术前协助病人接受各种检查、手
术当中配合医生的指示提供手术器械和注
射药物、手术后仔细护理和观察病人身
体状况等，并能在任何突发状况时迅速反
应，向医生反映及进行急救。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诊所担任
护士或私人看护。此外，亦可投身相关医疗
保健领域，在疗养院、老人院、孤儿院，又
或保健品公司和医药产品公司等处工作。

•

•

•

•

•

•

•

•

•

•

牙医学 Dentistry
牙科是一门研究牙齿、牙骨和口腔软组
织的健康与保健之科系，学生不仅学习
如何对口腔、牙齿进行健康检查，也学
习补牙、洗牙、拔牙等技能。此外，学
生也将接触一些与美容业结合的技术，
如种植牙、牙齿矫正或牙齿美白等。
毕业生必须先在政府医院服务三年，始可
选择留在政府医院服务，或到私人医院工
作。此外，可自行开设牙科诊疗所，或到

•

•

•

•

•

•

生物、化学、物理、数学、高级数学

研究能力、助人能力、沟通能力、阅读能力、器械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实际型R

事务型C研究型I

艺术型A

企业型E

社会型S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医疗与保健类的科系？?

医疗与保健类认识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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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 Optometry

药剂学 Pharmacy

语言治疗学 
Speech and Language Therapy

中医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兽医 Veterinary

物理治疗学 Physiotherapy

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科廷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页17、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页
69、拉曼大学页97、马来西亚诺丁汉大
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光学是一门培养眼睛护理专家的科系。因
此，这科系的学生不仅学习光学原理及理
论，也学习一些人类生理及结构学，尤其
是眼部。此外，学生也学习操作特定的
仪器，为病患提供眼睛健康检验、诊断任
何视觉问题，如斗鸡眼	 (Cock-Eyed)、弱
视、懒惰眼等，以及与眼睛疾病，如白内
障	 (Cataract)、青光眼	 (Glaucoma)、红眼
症、视网膜	(Retina)	病变等，并为病患配
置眼镜，或建议其他修复视力的治疗。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担任眼机能
专家或光学师，或在私人业界（如眼镜公
司、制造镜片厂）担任镜片品质控制员或相
关的职位。此外，亦可自行开设眼镜店。

药剂是一门研究药物治疗的科系。因此，
这科系的学生不仅学习各种疾病的基本
知识，也必须对各种药物的来源、化学成
份、制造方法以及其用处具有医学上的概
念。此外，此科系的训练还包括如何按照
医生处方配药	 (Dispense)、为病人或其
它医疗人员提供药物使用意见、管理药房
的运作、药物采购、监察用药安全等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诊所、
社区药房以及其他医疗机构担任药剂师，
或在政府部门负责药物及药物行业的规管
（如日常巡查、药物注册、药物安全监察
或违法药品调查等）。此外，亦可在药
厂、药物批发商从事药物管理、生产、品
质控制、销售、研发及注册等工作，或继
续进修成为讲师。

语言治疗是一门治疗言语及沟通障碍的
科系。此科系的学生学习如何进行发
音、语言发展、智力等评估测验，诊断
各种语言障碍，如口吃	 、吞食障碍、兔
唇	(Harelip)、裂唇、自闭症	、智障儿、
中风或脑麻痹或大脑病变的失语症等，
以及如何判断病源、各种治疗手法与辅
导技巧。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学
校、诊疗所、福利社、智力障碍中心等
担任言语治疗师或语言病理学家，或自
行开设诊所。

中医源自中国汉族的传统医学，是研究
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等的一门学科。中医师使用中药、针
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
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
康复。
毕业生一般可在中医药诊所或医院担任
中医师，也可投身于教学或研究工作，
如中药保健品的开发或营销顾问、中医
药学教育、研究机构从业人员等。

兽医是一门培育“动物医生”的科系。
学生不仅需学习如何为动物诊断疾病、
如何使用药物控制病情，或为动物进行
外科手术，以治疗动物所患的疾病，也
学习有关控制与防范动物传染病的知
识。此外，此科系的课程也涵盖畜牧工
业的管理知识，如对动物卫生的监管、
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检验和公共咨询
等。同时，兽医学也包含与宠物美容业
结合的技术，如为宠物进行美容、疾病
治疗或阉割	(Castration)	手术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相关的政府部门（如兽
医局、野生动物保护局）从事教学、研
究或临床试验的工作，或投入私人业界
（如农场、动物园、水族馆、宠物食物
公司、制药厂和人工饲养机构等）担任
兽医、行政人员、研究员或管理人员等。

物理治疗是复健治疗的其中一门分支。
此科系的学生学习运动训练或以声、
光、冷、热、水等医学仪器，以及按摩
治疗，帮助因意外或疾病伤害而无法自
由行动的人恢复其基本的运动机能。此
外，学生也学习设计治疗方案，为病人
进行步行、轮椅等训练。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当物理
治疗师，或在社会福利机构、痉挛中
心，老人院，残障中心等服务，又或在
工厂、学校或运动中心等担任健康体格
顾问、治疗师。此外，亦可当物理治疗
器材销售执行员，或自立门户开设复健
诊断治疗中心。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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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陈碧敏
									拉曼大学中医系毕业生

	 我从小对中医充满好奇，日常生
活中接触到的凉茶降火、穴位按摩、
药膳进补等，都是我关注的事情。我
甚至会阅读中医书籍以了解什么是“
降火”、“解毒”、“祛邪”等。长
大后，我就下定决心——成为一名中
医师。
	 在读中医系的期间，我觉得自己
好像在学武功，每一个科目就像一门
武林秘籍，需要学习各种中医的治疗
手法。例如早晨时，我们需要演练一
套“推拿功法”，除了锻炼推拿治疗
时所需的力度以及流畅度，也能让自
己强身健体，一举两得。
	 我相信不少人觉得中医非常玄妙
和神秘，以为中医是一种超自然的治
疗方式。其实现代中医学是一个结合
了古人智慧兼现代科学的医学体系，
也是相当成熟和系统化。
	 如果学弟妹对中医有兴趣，建议
大家先多了解中医的范围，并以“大
医精诚”为目标——伟大的医者不但
要有精湛的医术，也要有一心为民、
悬壶济世的情操。

结合古人智慧兼
现代科学的中医学

“

”

拉曼大学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建筑、农业科学、艺术与设计、商业管理、
传播、教育、工程、财经、生命科学、语言、
数理、医疗与保健	、电脑与资讯科技、人文、
社会科学、大学先修
05-468	8888、03-9086	028、016-223	3557
enquiry@utar.edu.my
www.utar.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陈碧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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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类

数学、高级数学、物理、生物、化学 、商学、经济、会计等

器械能力、研究能力、算术能力、创造能力、阅读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研究型I

艺术型A实际型R

社会型S

企业型E

事务型C

?

数理类认识科系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数理类的科系？

精算学 Actuarial Science

工业化学 Industrial Chemistry

数学 Mathematics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应用物理 Applied Physics

金融数学 Financial Mathematics

精算学是一门研究意外、风险事件对财
务、经济及商业上所产生的影响之科
系。此科系需要将各种影响化为数据，
并深入探讨与研究这些数据，以保持工
商、金融界等在市场上的敏锐度、竞争
力及内部的财务稳定。因此，学生不仅
学习各种概率、统计学等分析技术，以
研究分析死亡率、制作生命表、应用利
息等精算学传统课题，也学习各种财务
金融、经济、保险、会计、风险管理等
方面的学问。
毕业生一般可在商业界（如保险公司、
金融机构等）的精算部门担任精算师或
精算顾问。此外，亦可自行开业，对企
业提供各种咨询服务，诸如财经投资、
风险管理、员工退休福利计划及公司资
产管理等。

工业化学是应用化学的其中一门分支，
它较注重与工业相关的技术学习及训
练。因此，这科系的学生不仅学习化
学、应用化学的基础理论，也必须通过
实验课程来熟悉相关的技能、培养独立
科研能力，进而将化工设计技能结合能
源、材料、环境、生命等知识，应用在
工业领域上。
毕业生一般可在工业领域（如化学厂、
废水处理业、食品加工业、环境保护领
域等行业）担任工业化学师或化学管理
员，或在商业领域里从事研究与开发的
工作，如科技管理、新产品开发和工艺
设计等。

数学是一门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
空间等概念的科系。此科系的学生必
学习各种数学公式理论及运算技巧，
并透过抽象的想象和严谨的逻辑推理，
了解各种由运算、量度、对物体形状
及运动等观察中产生的概念。此外，学
生也必学习如何从各种公式与定义中尝
试拓展新的概念，并数字公式化这些新
概念的猜想。此科系也被使用在各种不
同的领域上，包括科学、工程、医学和
经济学等，这些结合被通称为应用数学	
(Applied	Mathematics)。
毕业生一般可在各领域担任管理、财
经、销售、会计、统计等相关的职位，
或继续修读硕士或博士，以成为从事教
学与研究工作的数学家。

分析化学是化学的一门分支，它通过物理
和化学手段，分析物质的结构、含量等
多种信息。学生学习鉴定物质的化学组成
（元素、离子、化合物等）、测定物质组
成部分的含量、确定物质的结构（化学
结构、晶体结构、空间分布等）、存在形
态、物质性质之间的关系等。
毕业生可在制药、食品、化妆品、聚合
物工业等领域从事研究、分析、开发及
测试产品或材料的工作，如产品开发研
究员、化学分析师、质检员等。毕业生
也能在政府的卫生、警察及相关机构、
或私人企业公司担任职业健康与安全专
家、环境影响评估（EIA）官员等。

应用物理是一门将基础物理学的学术研
究成果与知识，落实到产业应用层次的
科系。因此，这科系的学生除了学习物
理学的基础学问外，更着重于将物理学
运用在工业领域。
毕业生一般可在研究机构或高科技产品
公司从事物理学的基础研究，或物理学
与其他科学的交叉领域之研究（如半导
体、材料、生物物理、电子学等的研
究），并参与有关新科学技术的开发与
运用。

金 融 数 学 又 被 称 为 计 量 金 融 学
（Quantitative	 Finance），是一门专
为金融市场而设的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主要是运用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对金融
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中包含了投资、债
券、基金、股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
具和市场。
毕业生可投身金融界，如银行、证券、
保险、信托、基金等，从事数据分析
师、金融工程师、交易员、财务规划
师、风险评估师等等。

•

•

•

•

究样本，以及协助判断罪案发生过程、
法院程序等。此外，学生也学习案件的
调查方法及相关程序，以及研究犯罪的
案例，如商业犯罪手法、伪造文书、仿
冒签名、走私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有关保安、调查和控诉
的机构、公司从事相关的工作，如在国
家化学局担任化验师；在大马皇家警察
部队担任调查人员；在国家关口局担任
官员；在保险公司担任调查人员等。然
而，此科系的毕业生并非法医，所以工
作范围不包括解剖尸体。

•

•

•

•

•

•

•

•

•

化学 Chemistry

鉴证科学 Forensic Science

化学从字面上可解释为“变化的科学”，
是一门研究物质的性质、成份、结构、
相互关系与变化作用等学问的科系，也
是人类从远古以来一直好奇不停探讨的
学问。化学存在于每个有机体	 (Organic)	
或无机体(Inorganic)，例如土壤、空气、
植物或动物等。因此，它和其它科学或
科技理论，如生物、物理、医学、环
境、地质、工程等息息相关。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的卫生、警察及相
关机构、或私人企业公司担任化学师，
以研究、分析、开发及测试产品或材
料，并准备有关的化验报告。此外，亦
可投身学术界，参与专业教学或研究工
作。

鉴证科学系是一门培训协助警察调查案
件、处理证据的专业人士之科系。因
此，这科系的学生学习如何处理证据，
如控制罪案现场、收集样本、化验及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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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 Material Science

物理学 Physics

核子科学 Nuclear Science

统计学 Statistics

石油化学 Petroleum Chemistry

材料科学是应用物理学的其中一门分支。
此科系主要是研究物质的学问。学生必须
学习与研究各种物质结构的学问，并结合
其他物理知识，如力学	(Mechanics)、
物体运动	(Object	Motion)、物质变化	
(Material	Changes)、能量转换	(Energy	
Conversion)、信息传递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等，以应用于开发各种
新技术。此外，学生也将探讨各种物质
如半导体	(Semi-Conductor)、合金	
(Alloy)、玻璃	(Glass)、超导体	(Super	
Conductor)	等之性质，并利用各种技
术提升及改良该特性以作为特定用途。
毕业生一般可在研究机构从事各种科学
研究工作，或投入电子工业、半导体工
业、聚合物工业、陶器业、合金业、玻
璃业等领域负责有关产品研发、品质管
理等工作。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其中一门基础科
系。此科系主要是探讨物质、能量、空
间、时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研究各种科学定律以了解整个自然宇
宙。因此，此科系的探讨内容广泛，从
小至原子和其内的基本粒子，到日常的
声、光、电、热等各种现象，都在其研
究范围内。学生必须掌握良好的自然科
学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以探索种种物
质、能量、空间、时间的运行规律及学
问。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
（如SIRIM、MINT、PORIM、MAS、国
家科学研究院等）从事理学及相关科技
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或选
择特定的物理领域继续深造，以成为从
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

核子科学是一门研究核子能的科系。此
科系专注于核子能的用途。学生不仅学
习与基础核子科学相关的知识，也将探
讨核反应堆	 (Nuclear	 Reactor)、核动力	
(Nuclear)	 等核子工艺的课程以加强对核
子能的理解和应用。此外，学生也将接
触一些放射性化学	 (Radiochemical)	 的
技术。
毕业生一般可在相关的政府部门或私人
企业公司担任品质管理工程师、保护辐
射人员、工业安全人员、科学研究人员
等。

统计学是一门用数学理论来研究概率	
(Probability)、变异性	 (Variability)	 和不
确性	(Uncertainty)	的学问。此科系的运
用范围非常广泛，从自然、社会到人文
各种科学学术的研究，到工商业界与政
府部门的情报决策，都可运用来了解与
测量各种资料、对其结论，并且做出决
策。因此，这科系的学生必须学习数据
的搜集、演绎，以及呈现方法，进而分
析、描述、推论资料的各种概率、随机	
(Random)、可能性等，以及这些数据呈
现背后的理论。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研究机构、
工商业界各领域（如银行、金融机构、
保险公司、股票与证券行、生产工厂
等）从事数据收集、研究、分析、决策
等与统计相关的工作。

石油化学一门学习与石油工业有关的化
学知识之科系。因此，这科系的学生不
仅学习化学的基础理论，更需要专门学
习与石油有关的化学知识。此外，此科
系的学生也必熟悉石化工业的作业过程
中，所牵涉到的各个环节，如油田的开
发、油气的集输、石油业的行销和经营
管理等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石油工业（如天然气液
化厂、石油提炼厂、塑料制造厂等）担
任石油化验员、执行员等。此外，也可
在政府机构（如环境局、污染控制部
门、海关和学术机构等）服务，或投身
其他化学领域如化学工业、陶瓷业、电
子业、农业、矿业等。

•

•

•

•

•

•

•

•

•

•

分享	|	赵咏欣
									伦敦大学数据科学与商业分析系在籍生

	 中学时，我不确定自己的升学方
向，直到我在修读大学基础班的统计
学时，才发现自己对分析数据和资料
的兴趣，因此我便选择了数据科学与
商业分析学士课程。
	 统计学的功能在于归纳总结事
物发展的规律，并从中作出合理的推
断，分析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意味
着，任何事情都可依靠数据分析来做
决策和规划未来的发展！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只要有电脑
分析软件的辅助，就能省略大部分的
演算步骤，轻松应付功课。可是实际
上，在这门课程，我们需要学习大
量数学相关的公式与理论，教学着重
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果”，进而
带出“怎样产生这个结果”。
	 这让我意识到，虽然电脑科技高
速发展，但是我们的脑力也不能跟着
松懈，因为人类的文明还是取决于“人
脑”的影响力！对于一名商业分析师来
说，能从没有生命的数据，为企业和社
会提供“人性化”的决策才是重点。

数据科学与商业分析
人脑比电脑更重要

“

”

新加坡管理学院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商业管理、传播、地理信息科学、财经、人文、
社会科学、数据科学与商业分析、电脑与资讯科
技、大学先修、休闲旅游、活动策划
017-457	0878
sim.my@sim.edu.sg
regional.simge.edu.sg/malaysia

学长姐带路

图	|	赵咏欣提供







新加坡管理学院页1、香港科技大学页105、
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页69、拉曼大学
页97、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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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与语言类

语文、历史 文书能力、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研究能
力、艺术能力、创造能力等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

社会型S

企业型E

实际型R

事务型C

?

研究型I

艺术型A

文史与语言类认识科系

外语 Foreign Language

英文 English Language

历史 History
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与整理人类有文字以来所
流传下来的文字与图像纪录之科系。学生不
仅须学习特定国家、区域，乃至世界的历
史，也将探讨不同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
与历史作品，以通过探讨过去历史中曾经发
生过的事件，从中学习与吸取教训，变成现
今现实的指导。此外，学生也将学习各种不
同的研究方法，以整理过去留下来的各种书
籍、文献、文物等史料。
毕业生一般可往特定的学术领域（如马来西
亚史、中国史、美国史、史学史等进行深入
研究），以成为某个领域的史学研究专家或
史学工作者。此外，亦可投入文艺、媒体等
私人业界，以从事历史、文学、文化、艺术
或相关领域的各种工作。

司、文教机构、旅游业、媒体业等处），以
担任外语指导员、翻译员、编辑、语言协调
员等职位。

外语是指以本国语言之外，其他国家或民族
的语言为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学习
的科系。此类科系除了将对学生进行文字与
语言的训练，也将对该语言的文学作品、文
化、历史等进行探讨，让学生不仅能掌握该
语文的沟通能力，也能对使用该语言的社会
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入政府部门，或进入私人
业界（如大型企业、外商公司、国际贸易公

英文是一门专注于研究英语的科系。学生将
进行英语的文字与语言的训练，其中包括训
练学生在各种情况下运用正确的英语发音、
节奏和语调。学生也将对英文的文学作品、
文化、历史等进行探讨。通过此科系，学生
不仅能掌握英语文的沟通能力，也能对使用
英语的社会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政府部门，或进入私人业
界（如企业、各种组织团体、文教机构、旅
游业、媒体业等处），以担任英文指导员、
行政人员、翻译、编辑、作家、语言协调
员、记者、教师、新闻播报员、广播人员等
职位。此外，亦可继续往特定领域深造，以
成为语言研究专家或文学家，或从事语文或
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翻译 Translation
翻译是一门研究如何精准地、通顺地把一种语
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科系。此科系
除了着重于学生在两种语言上的文字与语言训
练，也探讨各种翻译学的理论，并让学生进行
翻译实践。此外，学生也须对所涉及语言的民
族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以能更准确地翻
译该语言。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各政府部门，或进入私人业
界（如大型企业、各种组织团体、文教机构、
旅游业、媒体业等处），以担任翻译员、编
辑、语言协调员、口译员、同步传译员等，并
负责各种文字翻译或口头翻译的工作。

•

•

•

•

•

•

中文 Chinese Studies
中文是一门专注于研究华语/汉语的科系。通
过此科系，学生将进行中文听、说、读和写
的能力训练，以便学生能有效地进行沟通。
学生将了解中文的特性、语言与文化的关
系，通过阅鉴赏古典、现代篇章、评论时事
等活动提升学生文笔和表达能力。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私人业界（如大型企业、
各种组织团体、文教机构、旅游业、媒体业
等处），以担任中文指导员、行政人员、翻
译、编辑、作家、语言协调员、记者、教
师、新闻播报员、广播人员等职位。此外，
亦可继续往特定领域深造，以成为语言研究
专家或文学家，或从事语文或文学研究与教
学工作。

•

•

•

•







香港教育大学页3、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17、拉曼大学页
97、新纪元大学学院封底内页、马来西
亚诺丁汉大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升学管道

分享	|	丘凯文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在籍生

	 自中学开始，我就喜欢写作，也
在征稿比赛中获得不少奖项。虽然我
是理科生，但是文字创作给我更多成
就感和动力，因此中学毕业后，我就
决定修读中文系。
	 读了中文系之后，我发现中文系
并没有想象中“浪漫”，没有多少“
吟诗作对、风花雪月”的机会……我
们的学习主要以汉学研究为主，如文
学、历史、哲学、文化、语言等。另
外，我们也会上实用课程，如创作、
翻译、管理、出版等，为将来求职之
路做好准备。
	 在学习过程中，我对中华文化在
不同领域的博大精深由衷感叹，也让
我对中文的“视界”扩展不少。这不
仅有助于加强我的创作深度，也提升
了人文素养，肩负起社会关怀和文化
传承的使命。

“

”

新纪元大学学院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文史与语言、教育、商业管理、财经、
艺术与设计、传播、东南亚研究
03-8739	2770	/	018-211	7340	/
018-292	2414
enrolment@newera.edu.my
www.newera.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丘凯文提供

在“不浪漫”的中文系
体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文史与语言类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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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类

生物化学 Biochemistry

保育生物学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生物资讯学 Bioinformatics

食品工艺 Food Technology

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食品科学 Food Science

遗传学 Genetics

生物化学是研究生物体中化学反应的学
科。这是一门以实验室为基础的科学，
把生物学和化学结合在一起，利用化学
知识和技术，探索和解决生物的问题。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
实验室从事各种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
或在医院、医学研究室等处担任医药研
究人员、化验师或助理等。此外，学
生亦可投入生物化学的交叉领域（如工
业、农业等）从事相关的研究或化验工
作。

保育生物学是一门研究自然及地球生物的学
科，目的是要保护各种生物物种、栖息地和
整个生态系统，避免物种灭绝。	
毕业生可以从事生物与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例如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生物研究员、野
生动物和国家公园解说员或管理官员等。此
外，毕业生也可以从事教育工作者的行业。

生物资讯学是一门应用电脑和分析工具来
获取和解释生物学数据的学科。它是一门
跨学科的领域，结合了电脑科学、数学、
物理和生物学。
毕业生一般可在医院、医疗中心、研究机
构、实验室等处担任生物资料库管理人
员，负责分析和管理相关的数据。此外，
亦可投身私人界（如生物科技企业、医药
公司、化妆品制造公司、食品公司等），
负责生物资讯软件的规划或管理工作，成
为资料库管理人员、软件编写员等。

遗传学是一门探讨生物的各种特征如何遗
传，或变异到下一代的生物学科系。此
科系的研究对象为各种生物，包括人类本
身的基因遗传学问。学生必须学习三个
方面的学问，即遗传物质的本质	 (Germ	
Plasm)、遗传物质的传递，以及遗传信息
的实现。
毕业生一般可在研究机构、医院或实验室
从事相关研究、管理或技术开发的工作，
或投身私人业界（如生物科技企业、农业
中心、动物园等）从事相关的工作。

食品工艺研究食品加工和保藏的工艺技
术，此科系探讨农牧业产品的应用、贮

微生物学是一门研究形体微小、无细
胞、单细胞或结构简单的多细胞低等
生物的科系。此科系的研究课题包括病
毒	 (Virus)、古细菌	 (Archaebacteria)、
真菌	 (Epiphyte)、藻类	 (Algae)、原生
动物	 (Protozoa)	 等微生物的结构、形
态特征、生理特征、代谢、繁殖与变异	
(Variation)、抗性	 (Fastness)	和生态分布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等。此外，学生
也学习如何将微生物学应用在其他领域，
如生物科技、医药、保健、农业、环境污
染治理与修复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研究机构或政府与私人医
院，担任微生物、生物工程、生物科技等
实验室的研究员，以从事研究或技术开发
的工作。此外，亦可进入与微生物学相关
的工业（如医药业、环保业、防霉工业、
食品业、农业等）从事技术操作或开发等
相关的工作。

食品科学是一门以科学方法研究食物的科
系，其研究范围包括了各种动物、植物农
产品，和其加工处理。学生将研究各种食
物的成分，从而学习各种食物的营养、味
道、保存、加工方法等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
如卫生部、MARDI、PORIM、LKIM及LKM
等）担任食品科学家、研究人员、食品安
全检验师等职位。此外，也可以投入私人
业界（如食品公司、食品制作工厂等），
负责食品的研究与开发、品质检验与管
制、微生物研究、食品销售、行政管理等
工作。

•

•

•

•

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生物科技是以各种生物体或其生物系统，研
发出有用的科技，并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如
医疗、农业、食品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担任生
物科技的研究工作，或进入私人业界（如生
物科技企业、医药公司、化妆品制造公司、
食品公司、养殖场或环保企业等）负责生
物科技的技术使用、管理，以及研究开发工
作。

•

•

•

•

•

•

•

环境部、MARDI、PORIM、NAFAS等）负
责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工作。此外，亦可投
身与生物学或其交叉科学相关的工业，如
废料处理工业、肥料业、食品加工业、药
剂业、农业等。

藏、保鲜、加工、包装、运输等因素，
对食品质量、保存期、营养价值和安全
性等方面的影响。学生学习如何透过机
械化、自动化加工过程和各种崭新的加
工技术，使食物在新鲜、安全、卫生的
情况下大量生产和保存。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
（如卫生部、MARDI、PORIM、LKIM及
LKM等）从事科技研究工作。此外，亦
可以投入私人业界（如食品公司、食品
制作工厂等），负责有关新食品制作的
技术研究与开发、技术顾问，以及销售
与行政管理等工作。

•

生物学 Biology
生物学是一门研究生命现象和生物活动规
律的科系。个层次生物的种类、结构、发
育、起源和进化，以及生物与周围环境的
关系等，都是此科系的研究课题。学生也
学习各种实验技能，并研究将生物学与其
他领域，如药剂业、农业、食品加工业等
结合而产生的新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如

•

•

•

•

•

•

生物、化学、数学、高级数学

研究能力、阅读能力、器械能力、算术能力、创造能力等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实际型R

事务型C研究型I

艺术型A

企业型E

社会型S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生命科学类的科系？?

生命科学类认识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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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 Plant Biology

体育科学 Sports Science

动物学 Zoology

拉曼大学页97、香港科技大学页105、马
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植物学是一门研究开发、利用、改造和
保护植物资源的科系。此科系的学生不
仅学习各种植物的科学，如植物的细胞结
构	 (Cellularity)、形态、分类、起源与演
化等，也须探讨各种植物对环境、经济及
医学等各领域的功能。此外，学生也将接
触植物的培植技术，或相关的环境管理技
术。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如
MARDI、国家公园等）从事植物资源的研
究、开发和技术，以及环境保护等工作，
或投入私人业界（如动物园、休闲风景
区、农场、蔬果园、茶场等）从事品种改
良、保育、培植等相关的工作。

体育科学是一门培养熟悉于各种体育活
动、运动理论与训练技能专才的科系。这
科系的学生将受训于各种体育运动，如竞
技体育、球类、健身、休闲和娱乐活动
等，从而学习各种体力活动的知识，并延
伸探讨体力活动对运动医学、健康、管
理、教育及体适能等各方面的关系。此
外，学生也将学习各种体育运动的科学训
练、管理方法，以及各种运动伤害的急救
方法。
毕业生一般可在体育、教育、医护领域担
任体育教师、运动员、体育教练或球场医
护人员等。此外，亦可投入私人业界，如
在体育休闲事业中担任执行员，或经营运
动器材公司。

动物学是生物学的其中一门分支。学生
不仅学习和研究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注
重探讨动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并运
用这些知识作为研究与发展野生动物管
理系统、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此外，学
生也会接触一些其他相关领域的学问，
如生物科学、兽医学、农学、畜牧学
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机构（如野生动物
局等）从事濒临绝种动物的保育或研究
工作。此外，亦可投身私人业界（如动
物园、休闲农场等）从事照顾、繁殖与
物种保存等工作。

•

•

•

•

•

•







升学管道

分享	|	何婧璇
									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生物医学博士生

	 我之所以会选择读生物医学，
主要是考量到未来的职涯规划——我
自认不适合从事太多变化、消耗体力
的工作，比较喜欢长久而稳定的研究
工作，例如科学研究、医学检验等工
作。我也希望能为提高医疗诊断水平
和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生物医学着重研究、诊断、防治
人类疾病，例如我们会研究血液、尿
液、人体组织等，目的是要了解患者
的健康状况与病变的原因。这在医疗
系统里可说是“幕后军师”的角色，
别小看这些研究，因为错误的化验结
果将造成医生错误的诊断和治疗，可
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实验室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因为读生物医学要做很多实验，而且
往往同一个实验要反复做很久，务求
获得满意的结果。你不需要太聪明，
但一定要具备耐心、细心、观察力和
勤力，否则长期下来很容易磨灭你的
热诚，甚至会让你想放弃。

修读生物医学
实验室是你的第二个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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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管理、传播学、教育、工程、财经、社会科
学、数理、英文、医疗保健、电脑与资讯科技、	
地理与环境科学、人文、生命科学、大学先修
03-8924	8686
study@nottingham.edu.my
www.nottingham.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何婧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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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法律与社会科学类

历史、地理、数学、语文

沟通能力、说服能力、社交能力、助人能力、研究能力、文
字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社会型S

事务型C

实际型R

研究型I

?

艺术型A

企业型E

人文、法律与社会科学类认识科系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人文、法律与社会科学类的科系?

回教研究 Islamic Studies
回教研究是一门对伊斯兰教进行深入研
究的科系。此科系将培养学生对回教起
源、回教文明发展、回教遗产、《可兰
经》与《逊拿圣训》等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机构、私人企业、
政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宗教局、学校
等处担任宗教司、宗教顾问、宗教导
师、回教研究人员等。

•

•

应用心理学 Applied Psychology

人类发展学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国际关系研究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回教法律 Islamic Law

认知科学 Cognitive Science

消费学 Consumer Studies

印度研究 Indian Studies

工业与劳工关系研究 
Industrial Relations & Labour 
Studies

应用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原则和理论，解
决人们所面临的种种行为和经验问题，其
可服务的范围涵盖所有与人有关的领域，
包括科技工业、组织管理、市场消费、学
校教育、社会生活、医疗保健、体育休
闲、军事司法、环境管理等。
毕业生可投身教育、工业、企业、医疗、
社会等领域从事培训、管理、咨询、治
疗、技术指导等工作。

印度研究是一门研究马来西亚印裔社会
的科系。此科系将深入研究印裔社会的
语言、文学、宗教、社会文化遗产等各
方面的学问，以探讨印度社会对马来西
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发展所作
出的各种贡献与影响。
毕业生一般可任职于政府部门（如文
化、艺术及文物部、博物馆等处），或
投身学术、媒体等私人业界，以成为印
度文化领域的研究专家、印裔社会问题
顾问、文学家、艺术家等，或从事印度
文化的研究工作。

工业与劳工关系研究是一门跨领域学科，
主要学习如何维护劳工、雇主和政府之间
的关系与合作系统，以及解决劳工相关的
法律问题，并维护劳工权益。
毕业生可在企业界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任职，或在政府劳资关系相关单位如人力
局（Jabatan	 Tenaga	 Kerja）、公积金局
（Kumpulan	Wang	Simpanan	Pekerja）和
社会保险机构（PERKESO）等部门任职，
也可投身于职工会等相关非政府组织。

人类发展学研究人类个体从出生到死亡，
整个生命周期的发展过程。学生学习人
类在每个阶段中，伴随着年龄成长而来的
身、心、社会层面的种种变化，以及其所
衍生的各种发展课题，并进一步探讨如何
促进各年龄层人们的身心发展。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教育界或社会机构
（如学校、研究机构、社会福利机构、
文化中心、疗养院等），以从事辅导与
咨商，或策划、执行、管理等工作。

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其中一门分支。此科
系主要研究国际社会之间的外交事务和关
系，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国
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课题。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相关部门担任公务
员，或继续深造，以成为外交官员、国际
关系专家、时事评论员、大使馆代表等。

回教法律是一门培育精于回教法律的专业
律师之科系。此科系的学生不仅探讨一般
的法律学问，也更注重在研究各种回教法
律的条例与思想。学生将接触各领域涉及
穆斯林的领域，如回教银行、回教保险、
清真食品等，并研究如何处理其中衍生的
各种法律问题，为穆斯林提供专业的法律
咨询。
毕业生一般可在国家回教发展局、各州回
教发展局、回教银行、回教保险公司、企
业、各种非政府组织、立法机关、回教执
法机关、回教审判机关、回教仲裁机关等
处担任专业的回教法律实务人员（如回教
法律师、回教法律顾问等）。

认知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智能和思维信息处
理过程的科系。此科系是现代心理学、信息
科学、神经科学、数学、科学语言学、人类
学乃至自然哲学等学科交叉发展的结果，因
此，无论是从个体感觉输入到复杂问题思
考过程、或从人类个体到人类社会整体的智
能活动，以及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性质等
等，都属于此科系探讨的课题。
毕业生一般可担任软件开发与设计师、电
脑与网络界面设计师、自动系统支援专
才、系统分析师、商品设计师、工业认知
学家、企管培训人员等。此外，亦可投入
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及开发事业。

消费学是一门研究消费科学的科系。此科系
的学生学习在现代社会里有关消费方面的知
识，以成为供应商、消费人及执法机关之间
的桥梁，引导及解决因消费产生的问题。
毕业生一般可担任各商业机构、财务机
构、生产商、代理商或媒体等相关方面的
顾问。此外，亦可在政府部门（如国内消
费与贸易部、房屋与地方政府部）任职。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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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Law

马来研究 Malay Studies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心理学 Psychology

人口研究 Population Studies

社会与人类学 Social Anthropology

社工学 Social Work

东南亚研究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新加坡管理学院页1、香港教育大学页3、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5、世纪大学与
学院页7、精英大学页9、马来西亚诺丁
汉大学页20、新纪元大学学院页49、霹
雳Quest国际大学页59、拉曼大学页105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法律系是一门培养专业律师的科系。此科
系的学生不仅将研究现有的法律条文与
法律案例，也须探讨所有与法律有关的学
问，如法律意识、合法与非法行为的定
义、法律的产生、特征、作用、本质，以
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等。
毕业生一般必须通过法律执证考试后，才
能成为执业律师。执业律师可在政府机
构、企业、非政府组织、立法机关、执法
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关、
法律服务机构等处担任专业法律实务人员
（如律师、法律顾问等）。

马来研究是一门研究马来文化与风俗的科
系，以了解马来民族对马来西亚的政治、
经济、文化与教育发展所作出的各种贡献
与影响。学生将接触各方面的马来文化，
例如从历史到语言的正确使用与发展等等
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任职于政府部门（如文化、
艺术及文物部、博物馆等处），或投身学
术、媒体等私人业界，以成为马来文化领
域的研究专家、文学家、文化	 艺术工作
者等。

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	
以及政治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科系。学生
除了学习各种政治思想、哲学、理论、公
共现象讨论等政治学基本课程，也就不同
领域专研不同的课题，如比较政治、国际
关系、政治经济、政治心理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担任公务员，或
进入私人业界担任行政、决策、人事管理
等工作。此外，亦可继续朝政治学的进阶
领域深造，以成为政治学家、公共关系专
家、政论家等，并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与
教学工作。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思想及心
理现象的科系，其不仅以内在心理机能
来解释个人行为、社会功能及生理反
应，也以大脑运作过程、生理作用来阐
释个人的心智和行为反应。因此，此科
系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知觉、认
知、情绪、人格、行为	 、家庭、教育、
人类发展历程、身心灵健康等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医学界、工商业界、教

人口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其中一门分支科系。
学生学习各种人口学理论，以探讨特定区域
内的人口的数量、组成、结构与变迁等，以
及人口对各个层面的影响。此外，学生也学
习种种取得人口资料的研究方法与技能，并
运用在政策制定与商业企划上。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工商业界、企业
界等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或担任政策、计
划的策画顾问、执行人员等相关职位。

人类与社会学是一门合并了人类学与社
会学的科系。因此这科系不仅在考察及
研究人类于不同社会中的生活行为及其
历史变迁，也通过一些课程了解世界各
地一些民族的文化、习俗、信仰等，研
究他们如何在现今的社会体制下保留自
己的民族特质。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教育界、政府部门或
私人机构（如学校、研究机构、文化中
心、旅游中心等），担任研究学者、城
市规划研究员、人力资源部管理人员、
外交与公共管理人员、社会服务人员及
时事评论员、经济顾问、政治学家等。

社工学是一门培养社会工作者的科系。
学生学习社会工作学的相关技巧与经
验，并学习如何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
心，辅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以达到助人
的最终目的。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机构或私营企业公
司、非盈利机构、非政府组织、教育机
构、福利机构及戒毒所等的人事部、辅
导部及工人福利部等担任职位，或担任
记者、慈善机构管理人员等。

育界或特殊教育机构、人文教育机构、
福利中心、戒毒所等处担任相关的职
务，如人事发展与管理执行员、专业培
训员、企管顾问、研究员等。此外，亦
可继续考取硕士及博士资格，以成为某
个特定心理学领域（如教育心理学、临
床心理学、咨商心理学、老年心理学
等）的专家。

东南亚研究以东南亚各国（缅甸、泰
国、寮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
亚、文莱、新加坡、印尼、菲律宾）
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国的历史、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相互关系等各
种课题。
毕业生一般可任职于政府部门（如外
交部、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等处），以
从事行政或外交等相关工作，或投身
学术、媒体等私人业界，以成为东南
亚、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专家。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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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雷静怡
									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国际关学在籍生

	 我对各国的风土人情都非常感兴
趣，中学毕业后，我曾经透过AFS国
际文化交流组织（AFS	 Intercultural	
Programs）前往阿根廷，参加长达一
年的学习与交流活动。在异国，虽然
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但是只要用
心融入当地的环境，其实也可以跟当
地人成为好朋友。这段美好的经验，
使我决定修读国际关系学，为将来成
为外交官的梦想做好准备！
	 在国际关系学里，我们不仅是
学习政治理论与一个国家的制度，课
程也在训练我们的辩证思维能力。曾
经，我对某些国家存有刻板的印象，
不过透过国际关系学的训练，让我懂
得跳脱固定的思维框架，全面地了解
一个国家的情况，客观地分析他们的
内政与外交动机等等。
	 对于想要修读国际关系学的学弟
妹，我建议你们要抱着开放的心态进
来，因为老师时常在课堂上举行课题
辩论，而在辩论过程中，有些言论或
许会挑战我们的信仰、观点和原则，
所以我们需要愿意客观、自在地看待
每一种不同的意见，再来尝试以理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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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管理、传播学、教育、工程、财经、社会科
学、数理、英文、医疗保健、电脑与资讯科技、	
地理与环境科学、人文、生命科学、大学先修
03-8924	8686
study@nottingham.edu.my
www.nottingham.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雷静怡提供

国际关系学 挑战你的信
仰、观点和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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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类

语文、数学、商学、经济、会计

算术能力、研究能力、文书能力、沟通能力、阅读能力、
文字能力、说服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社会型

艺术型企业型E

实际型

A

研究型I

事务型

S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财经类的科系？?

C R

会计 Accounting

银行学 Banking

电子商务 E-Commerce

会计学是一门研究财务活动和成本资料
的科系。此科系的研究对象就是资金的
活动，学生不仅须学习各种会计的理论
与制度，也须学习如何组织和进行会计
活动的各种方法，以收集、分类、综
合、分析和解释所有资金活动的资料，
并能完成标准的商业账目。此外，学生
业也将学习如何提呈财务报告、预算
案、计算商业盈亏及估计税务，学习有
关资讯工艺的技能和商业法律的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工商业界，以担任会
计师、稽查员、税务员、财务人员、公
司秘书、银行或金融经理、公共会计
师、课税顾问、商业顾问等，亦可自行
开设会计楼。

银行是以支付、存款、储蓄、贷款、电汇
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此
科系除了研究银行的相关历史、体系、作
用、法令、功能等，也培养学生危机处理
能力，即解决银行与金融界可能面临的问
题。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银行业界，负责行政管
理、人力资源、柜面业务、客户营销、
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或进入金融或工
商业界，以担任金融分析师、公司财务顾
问、股票交易人员等。

电子商务是一门研究电子交易系统，将
传统的交易活动数位化的科系。此科系
的探讨范围包括了将传统商业电子化，
以缩短交易的时间与速度、提升经营绩
效。学生不仅须学习基本的商业学知识，
也须学习各种电脑资讯技术，如编程	
(Programming)、电脑语言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政府部门或私人业界，
以担任电子银行、网上付费、网络商店等
的技术开发者或执行员

•

•

•

•

•

•

风险管理与保险
Crisis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风险管理与保险是一门研究如何在商业
行为中，将可能面临的风险	 、成本与亏
损极小化	 的科系。因此，这科系的学生
不仅学习各种风险管理知识，也学习保
险业相关的知识。此外，学生也必须接
触一些金融与保险业相关的法律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工商业界（如银行、
金融公司、信贷公司、证卷行等），以
担任金融顾问、投资顾问，或相关执行
及管理人员。此外，亦可投入保险业
界，以担任保险经纪人、行销执行员、
签保人员、赔偿协调员等。

•

•

经济 Economics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物品或劳务的生产、
分配和消费，以及这一过程中有限资源
的消耗和使用的科系。根据不同的概念
或理论的不同，此科系也可以分为发
展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劳动经济
学	 、法律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分支。
此科系非常注重理论推演与思考训练，
学生不仅学习各种经济理论，也研究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现象，如通货
膨胀、汇率制度、财政与货币政策等知
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政府部门、学术界、
财经界、工商界、新闻界等，以负责经
济分析与企划、会计、财务金融、保
险、贸易、管理与行销等相关的工作。

•

•

金融学 Finance
金融学是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应用经济
学科，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
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司、个人、政府与
其他机构如何募集和投资资金的学科。
学生主要学习金融市场运行理论和公司
投资理论。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商业界，以担任投
资顾问、财务人员等，或进入金融业
界，以担任保险从业员、金融顾问、银
行、证卷行的管理、行政人员等。

•

•

财经类认识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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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银行学 Finance and Banking

回教金融与银行
Islamic Finance and Banking

此科系的研究课题包括了两个层面，即金
融市场运作的理论，以及公司或个人的投
资理论。因此，学生不仅须研究各种金融
市场运作的学问，也须学习各类投资理财
知识。此外，学生也将接触一些金融与银
行的相关法律。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商业界，以担任投资
顾问、财务人员等，或进入金融业界，以
担任保险从业员、金融顾问、银行或证卷
行管理、行政人员等。

回教金融与银行是受回教条规所规范的。
因此，学生除了须学习各种金融市场运作
的学问与各类投资理财知识，更需要熟悉
各种回教习惯与戒律，尤其是与财务及公
共管理有关的条规。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商业界，以担任投资
顾问、财务人员等；或进入回教金融业，
如回教银行、回教社会义务银行等，以担
任金融顾问、银行、证卷行的管理、行政
人员等。

•

•

•

•

新加坡管理学院页1、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17、詹姆斯库克
大学新加坡校区页69、南安普顿大学马
来西亚分校页77、拉曼大学页97、香港
科技大学页105、新纪元大学学院封底内
页、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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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投资学 Finance and Investment

法务会计 Forensic Accounting

税收学 Taxation

国际贸易学 International Trade

此科系结合了金融学和投资学的学问，
学生将学习到企业金融、证券分析和投
资组合管理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也包括了对货币市场、金融工具、金融
规划、银行和公司改组的全面研究。
毕业生可以到政府或公共组织、投资管
理公司、中小企业或投资银行从事投资
分析师、基金管理、财务管理、资金管
理、金融分析、外汇交易员等。

法务会计也被称为法庭会计，是一门综
合运用了会计学与法学知识的科系。此
科系运用会计学的专门技术与方法，从
而解决现时或预期的法律问题。法务会
计通过调查获取有关财务证据资料，并
在法庭上展示或陈述，以解决有关的法
律问题。可以说是一门融合了会计学、
审计学、法学、证据学、侦察学和犯罪
学等学科的边缘科学。
毕业生可以到保险公司、法律事务所、
法律机关以及跨国公司和小型企业担任
法务会计师、诈欺调查员、审计顾问、
法证分析师、调查会计师等。

税收是政府依照法律，向纳税人（个人
或企业）强制征收的货币与资源，如所
得税、销售税、公司税、博彩税等等，
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发展开销
用途。税收学除了涵盖会计、商业、金
融、经济等相关知识，学生也需了解国
家的税收政策与制度，熟悉相关税收法
规，能分析和解决税务相关问题。
毕业生可以到政府机关（如马来西亚税
务局）担任税务官员、税务审查员，亦
能到私人企业从事税务会计师、税务分
析师等。

国际贸易是指国与国之间在商品和劳务
等方面进行的进出口活动。它是各国在
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的主要形
式，反应了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
赖关系。此科系主要研究商品跨国界的
交易、种种跨国界交易的方式、交易双
方的利益分析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商业界，在跨国公
司、国际中小企业及国际工业工厂等，
担任经理、策画员、行政主管、执行员
等相关职位。

•

•

•

•

•

•

•

•

分享	|	李姵桦
									世纪大学会计与金融系校友

	 无论哪一个领域的任何企业或机
构，都需要处理财务的会计人员，因
此为了让自己踏足社会能顺利找到工
作，我便选择了会计与金融系。虽然
在中学时期我并没有选择会计科目，
但我在大学基础班时便努力打好根
基，让自己顺利衔接学士课程。
	 在求学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在一家公司担任审计实习生的
经验，那是一个颇具挑战的体验，它
不但考验着我对审计学的掌握，更紧
张的是这份工作挑战着我的“情商”，
因为我们受委托去审查客户的财政状
况和评估风险，并确保没有舞弊或做
假账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跟客户
有良好的交流和沟通——审查客户但
不可“得罪”客户，务求顺利完成查
账的任务。
	 会计和金融是充满挑战的行业，
如果你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人，你可
以尝试攻克会计和金融的认证考试，
例如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或特许
金融分析师（CFA）资格，因为有了
这些认证资格，在职场上更有竞争优
势！

会计与金融人才
各行各业都需要你

“

”

世纪大学
SEGi University

建筑、艺术与设计、商业管理、传播、教育、工
程科技、财经、心理学、餐饮、休闲旅游、英
语、医疗保健、电脑与资讯科技、大学先修
011-1210	6389
groupmarketing@segi.edu.my
www.segi.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李姵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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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类

数学、高级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科学

器械能力、算术能力、空间能力、创造能力、研究能力、
阅读能力、手巧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研究型I

艺术型A实际型R

社会型S

企业型E

事务型C

?

宇航工程 Aerospace Engineering

环境工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食品工程 Food Engineering

汽车工程 Automotive Engineering

生物化学工程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生物医学工程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宇航工程是一门将航空学的基本原理用
于航空器，如各类型飞机、卫星、火箭
等的研究。该课程除了要掌握航空器的
设计、试验、制造、使用和维修，也要
深入学习航空器科学运算、机械与电子
工程的理论与技术、航空管理知识等。
毕业生一般可任职于各航空公司，如马
来西亚航空系统公司（MAS），以担
任负责从事飞机维修的技术工程师。此
外，亦可担任飞行学院讲师，或担任卫
星系统公司系统工程师。

环境工程通过全方位的工程理论与实践
来解决环境卫生问题，因此，学生不仅
须学习各种土木工程方面的理论与技
术，也须探讨环境科学方面的理论与知
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政府部门或建筑业
界、工商业界，以担任环境工程师或环
境工程顾问，并负责工程评估、工程监
督、环境工程的设计、规划、管理与施
工等相关的工作。

食品工程或称食物工程，是一种结合生
物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
程、工业工程等学门，还有涉及品质管
理、食物保存、包装、物流、食品安全
等，用以生产食品的综合性工程技术。
毕业生一般可进入食品产业，以负责生
产、制作、加工、开发、改良、包装或
研究食品的工作，亦可以负责工厂的运
营、管理、物流和批发。

汽车工程是一门研究汽车、拖拉机、机
车、军用车辆、工程车辆等陆上移动机
械的理论、设计和技术等工程学科。该
课程结合了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和
安全工程的要素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汽车工业（如汽车、
摩托车制造工厂等等）担任工程师、维
修人员、技术人员等，以负责汽车、摩
托车等陆上移动机械的设计、制造、试
验、产品开发、销售与管理工作。

生化工程，亦称生物技术工程或生物程序
工程，是化学工程的一门分支，主要学习
设计并建立包含生物有机体或分子的单元
制程（Cellular	Manufacturing），例如生
物反应器。生化工程被运用于石油工业、
食品、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废水处理工业
等领域。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业界（如化学工业、
食品加工业、生物工艺工业、药剂工业、
材料工业等），以担任生物化学工程师，
并负责设计、控制、管理与监督工厂内所
有生物化学反应与产品的制造过程，或相
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生物医学工程是一门交叉学科，主要特
点是运用工程学和应用科学的知识和
技术，解决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科学
问题。该学科充分研究生命系统及其行
为，开发相关的生物医学系统和设备，
帮助患者得到更好的照料，提高健康个
体的生活质量。
毕业生一般可任职于政府或私人医院、
医疗中心、研究中心等，以负责医学工
程技术方面的工作，如各种配备的研究
与开发、操作、维修，或在动手术时进
行技术支援等。

土木工程是一门学习如何建造房屋、高
楼、大桥等建筑物或公共设施的科系。
建造一项工程设施经过勘察、设计和施
工三个阶段，而学生的学习范围也将绕
着这三个项目。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与建筑工程设计、策
划与施工有关的领域（如建筑承包公
司、土地发展商等），以担任设计工程
师或地盘工程师。

•

•

•

•

•

•

•

•

•

•

•

•

•

•

化学工程 Chemical Engineering

电机与电子工程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化学工程研究有关化学加工程序的工业，
如石油炼制、冶金、食品、印染工业等。
该学科以物理和化学理论、科技，应用在
工业设备的开发、设计、操作及改善等问
题。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业界（如石化工业、
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加工业、生
物工艺工业、半导体工业、金属工业、药
剂工业与油棕工业等），以担任化学工程
师，并负责设计、控制、管理与监督工
厂内所有化学反应与化学品的制造过程。

电机与电子工程是一门研究电流的科
系。电机工程较注重研究发电、供电及
电动机方面的学问；而电子工程则注重
研究各种电子产品的电子线路的学问。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商业界，按照各自
深入研究的专业而从事不同的专业技术
工作，如进入电力公司、电讯公司、电
子产品公司、电子工厂等处，以担任各
部门的工程师、维修员、技术人员、产
品开发员、技术开发人员等。

•

•

•

•

工程科技类认识科系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工程科技类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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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工程学
Geomatics Engineering

微电子工程
Microelectronic Engineering

核子工程 Nuclear Engineering

制造工程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电讯工程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材料工程学 Materi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海事工程学Marine Engineering

地理信息工程是一门收集、测量、监测
和归档地理数据的学科。该学科除了要
学习地图编制技术，也要掌握区域地理
的特性，如矿产、气候、地形、地貌、
生态环境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各类企业机
构（如公共土地局、国家测量局、建筑
业、种植业、石油业、矿业等）任职，
从事测量土地、海洋、矿产等资源的工
作。

微电子工程所学与电子工程相近，只是
研究对象是比一般电子元件更为微小的
微电子元件与线路。此科系的学生须学
习如何设计、制造和使用这些微小型电
子元器件和电路，如设计电子电路板、
数码系统、电子处理器、电子晶片等。
此外，学生也将接触各种半导体	 、电子
零件和器具的相关学问。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商业界（如电讯公
司、电子产品公司、电子工厂等处），
以担任各部门工程师、维修员、技术人
员、产品开发员、技术开发人员等职
位。

核子工程是原子核物理学的工程应用层
面，主要领域有核电、核医学、核子材
料学与辐射度量等方面。此外，学生也
会接触到核子相关国际性议题，如核武
器、核扩散等。
毕业生一般可进入核工业、环境保护和
发展业、研究中心等，以担任核子工程
师、核子开发企业顾问、研究人员等，
从事研究、生产、加工或开发关于核子
燃料、武器、动力装置等的工作。

制造工程是一门研究工业生产、制造系
统的科系，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所在。
学生不仅须熟悉于各种制造过程和各工
程程序与工业产品的生产方法，也须具
备设计制造流程、研究和开发新工具、
机器和设备、研究和开发工艺程序的能
力，并将其综合成为一个新的制造系
统，以达到高效生产的目的。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制造工业（如塑胶产
品制造厂、金属提炼厂、汽车制造厂、
电子工厂等），以担任制造工程师、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等。

电讯工程是一门结合了电子、电机与电
脑工程的综合性科系，旨在培育各类电
子通讯仪器、装置的设计、制造与维修
的专业人才。学生须学习的内容不仅涵
盖电子与电机领域的相关知识，也包括
了通信技术、微波工程与数位信号处理
的相关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通讯、电子与电脑等
相关行业（如电讯服务公司、电讯系统
用具制造公司、电视台、电台等），以
担任通讯工程师、顾问、技术人员、维
修人员等职位。

材料工程是一门研究如何将自然资源转
换为有用产品的科系。此科系的学生将
学习各种人类经常使用的物质，如陶
瓷、金属、聚合物	 、半导体和合成物等
的相关知识，以辨认不同物质在不同情
况下产生的变化。此外，学生也将学习
如何分析物质样本与研发新的物质，以
加强或改变物质的特性。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业界（如金属提炼
工厂、钢铁工厂、塑胶工厂、制陶工厂
等），以负责维护、测试产品的品质、
控制生产过程、挑选工业材料等各方面
的工作。

机械工程是一门研究各种工具或机器之
操作原理的科系。所有的工具与机器，
如引擎、小型发电机、空调系统、蒸气
炉乃至现代工业领域内所使用的各种装
备机械等，都是此科系的研究对象。学
生须学习的范围广泛，从各种机械的操
作原理，到机械的设计与实际制作，都
在此科系的课程范围内。此外，学生也
将学习如何运用一些电脑工程绘图软
体，以制作工程蓝图。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商业界（如冷气工
业、汽车工业、发电厂、化学工厂、食
品工业等），以担任机械工程师，并负
责各种工厂器具或机器的操作、保养、
维修，以及机械的设计与研发、品质管
理等工作。

海洋工程是应用工程科学（如机械工
程、电气工程、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
为基础，开发、设计、操作和维护船
舶、石油钻井平台和任何其他海洋相关
设备的学科。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与海洋工程设计、策
划与施工相关的领域，以负责有关工程
的设计、研究、监察、管理、施工等工
作。

•

•

•

•

•

•

•

•

•

•

•

•

•

•

•

•

分享	|	范仲尧
									南安普顿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机械工程在籍生

	 我自认是一个实际的人，希望能
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在生活上，而往工
程领域发展，正好可以让我实际地参
与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我相信不少学弟妹觉得读工程
系的人是“独行侠”，只需要死背硬
记一大堆数理公式和学术理论来应付
考试，或是埋头钻研机械构造就可以
了。其实我们也需要培养社交能力、
团队合作等软技能，因为每一项工程
往往是在团队的合作下完成。
	 在组别专案（Group	 project）
中，我们除了发挥所学，还要与组员
们集思广益，共同打造实际的机械模
组。此外，我们也要有良好的文案能
力，因为我们需要透过文字，让别人
了解我们的设计概念。

念工程也要学写文案
不只硬实力还要软技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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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科技、商业管理、财经、大学先修
07-560	2560
marketing.malaysia@southampton.ac.uk
southamptonmalaysia.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范仲尧提供







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页17、南安普顿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77、
拉曼大学页97、香港科技大学页105、马来
西亚诺丁汉大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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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

语文，其他视执教的科目而定

助人能力、沟通能力、教导能力、研究能力、社交能力、
文字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艺术型A

研究型I

实际型R

事务型C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教育类的科系??

企业型E

社会型S

教育类认识科系

辅导教育 Counselor Education

体育教育 Physical Education

学前教育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文/理/商科教育
Literature, Science and Business 
Education

辅导教育是一门培育专业辅导教师的科
系。此科系须同时学习教育基础课程与
辅导课程。学生将学习如何通过心理咨
商、辅导活动、激励课程、生涯规划
等，协助校园内的学生自我成长，并且
塑造正面积极的人格与价值观。
毕业生除了可以在学校担任辅导老师，
也能在政府部门内的心理辅导部及私营
企业公司人事处担任职位，或可在非盈
利机构、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福利
机构及戒毒所等担任心理辅导人员。

体育教育是一门培养专业的体能教育师
资之科系。学生除了须学习一般教育系
必修的基础教育课程，也更注重训练自
身的体能、以及熟悉各种体育运动、体
能训练方法、运动员管理方法、急救方
法等。
毕业生一般都会被委派到国中，或可选
择在独中、私立学校、体育学校等，担
任体育教师、运动教练等。此外，亦可
投入健身休闲产业，或运动器材公司等
从事各种相关工作。

学前教育是一门教导小学前儿童或幼儿
的学科。此科系除了学习促进儿童身心
健康发展的学前教育理论与专业技能，
也会学习如何通过涉及各种趣味活动，
让儿童掌握正确的道德观、对周遭环境
进行初步认知和探索、学会简单社交技
能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幼儿园担任幼教老师、
幼儿园园长，或担任幼儿教育产品研究
与开发人员、学前教育管理顾问、学前
教育研究员等。

特殊教育是一门以拥有特殊情况，如患

教育系是一门栽培专业教师的学科，大
体分为文/理/商科。除了必修基本教育理
论与教学技巧，其他课程编排则根据主
修科目而有所不同。学生必须充分掌握
主修科目的相关知识、学习方法与实践
技巧。
毕业生一般都会被委派到国中任教，或
可选择在独中、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担
任老师。此外，亦可以选择投身与主修
科目相关的行业，如成为英语媒体工作
者、化学研究员、经济研究员等。

•

•

•

•

•

•

•

•

•

教育行政与管理学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技职教育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教育行政与管理学研究教育体制的行政
管理和教育的现象，其中包括对于人员
和物资的监管、规划和执行。其研究的
范围可包括教育管理活动、教育管理体
制、教育管理机制及教育管理观念等
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教育界，以担任小
学、初中、中学教师或行政人员，也可
以进入政府部门擔任行政人員(如教育行
政、公共管理)。

有视力障碍、语言障碍、听力障碍、智
力障碍、阅读障碍等的人为对象，学习
如何对其提供教育的科系，让此类特殊
的学生也能通过教育，学习各种知识、
学问，以及自行独立生活的技能。
毕业生一般可在特殊教育学校或班级担
任老师，或到相关的非政府组织、社会
福利部、社团组织等担任专业特教导
师。此外，亦可从事特殊教育产品研究
与开发工作，或特殊教育的研究工作。

技职教育是一门培育技术与职业训练专
业师资的科系，以便他们能为社会培训
具备各领域的技术与职业技能的人才。
学生除了须学习一般教育系必修的基础
教育课程，也更注重于掌握其主修专业
的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教育界，以担任中学
技职教育教师、工艺学院讲师、大专技
职科教员等。此外，亦可进入相关技术
与职业的领域（如公共工程、机械工程
等），以成为实务工作者。

•

•

•

•

•







香港教育大学页3、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
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页69、拉曼大
学页97、世纪大学与学院封底内页、马来
西亚诺丁汉大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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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吴恺澄	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系在籍生

	 中学时，我曾经到过重庆一所特殊学校当义工，和聋哑学生相处后，我发现自己
对服务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有一份热诚，同时我也观察到特殊教育工作者供不应求的现
象。因为我希望自己也能实际地帮助特殊儿童，所以选择了修读特殊教育荣誉文学士。
	 这无疑是个充满挑战的领域。除了学习理论，我们有不同的机会在特殊学校和福
利机构做义工。面对着不同特征的孩子，如智能障碍、学习障碍、过动障碍等，是极度
考验一个人的耐心、爱心和热心的历程。记得有一次，一个严重智能障碍的孩子因为过
于兴奋，在我的脸和脖子上吐了很多口水。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一定会情绪崩溃。
	 虽然学习过程充满挑战，但是在我得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的信任与接纳时，心里
总会被触动，令我继续有动力和热诚去关心他们。

踏入特殊教育 拥抱每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

“

navi.fsi.my

学长姐带路

图	|		吴恺澄提供

香港教育大学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音乐、视觉艺术、教育、环境研究、心理学、中文、英文
852-2948	7654
gao@eduhk.hk
www.eduhk.hk



餐饮、休闲与旅游类

语文、数学、商业、经济、会计、地理等

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助人能力、领导能力、手巧能力、
创造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社会型

艺术型企业型E

实际型

A

研究型I

事务型

S

?

C R

航空服务 Airline Service

烹饪艺术 Culinary Arts

活动策划 Event Management

航空服务是一门培训专业空中服务员（
简称空服员）的课程。学生除了学习表
达、仪态和妆容，也学习为乘客提供各
项服务，如帮助乘客完成登机和托运手
续、确保飞航安全、供应飞机餐、指导
乘客使用机上安全设备、维护机舱环境
整洁、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引导乘客安全
离开机舱等。
毕业生不仅能在机场或航空公司担任勤
务人员（地勤、空服员等），也能在邮
轮、酒店、客服公司等担任服务人员。

烹饪艺术是一门培训专业厨师的课程。学
生除了掌握扎实的烹饪技巧和熟悉运用
各种类型的厨具，以呈现“色、香、味”
俱全的料理，也要学习餐桌礼仪、厨房管
理、食品成本预算、菜单设计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各级餐厅成为厨师或管
理人员等。

活动策划课程主要学习策划和筹办各种
商业活动，如大型商业活动、企业年度
晚会、品牌开幕典礼、演唱会、婚礼、
生日派对等。学生学习身为活动策划人
（Event	 Organizer）的技能和职责，如
活动定位、目标受众、设计活动概念、协
调技术、沟通技巧、人力与财务规划与管
理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活动策划公司、工商业
界营销部门，成为管理人员或执行人员。

•

•

•

•

•

•

酒店管理 Hotel Management
酒店管理是一门研究酒店、餐饮业的经
营与管理策略的科系。此科系的学生不
仅学习各种相关的管理知识，也学习有
关财务、行政管理知识。此外，学生也学
习策划、协调各种活动，以及服务礼仪	
(Services	Etiquette)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酒店业或餐饮业，以负
责门迎、接待、客房服务、管理、活动策
划、业务洽谈、对外联络等工作。

•

•

餐饮管理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学生学习酒店、餐厅、酒吧等行业的餐
食和饮料管理，并学习规划餐饮供应、
卫生与安全、采购成本预算、储存方
式、食材原料运输等管理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各种类型的餐饮事
业、烘焙业以及其他相关的观光行业，
从事技术、服务、经营与管理等工作，
如厨师、调酒师、餐厅管理人员、餐饮
服务顾问等。

•

•

新加坡管理学院页1、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17、詹姆斯库克
大学新加坡校区页69、拉曼大学页97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升学管道
糕点制作/烘培 Pastry/ Baking

此科系包括面包、蛋糕、饼干、西点、
派、塔、披萨、泡芙等各类甜食的制作
技术。学生除了了解制作手法，也熟悉
于各种原料，以及掌握各种烘培用具和
电器。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烘焙相关的工作，担
任西点蛋糕师、面包师、中/港式甜点厨
师、餐厨助手等。

•

•

体育管理学 Sports Management
体育管理学是有关体育活动管理的科
系，学习内容包括职业体育管理、学校
体育管理、娱乐体育管理、体育市场
营销、活动管理、设施管理、体育经济
学、体育金融学和体育信息学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与体育相关的工作，
担任体育教练、健身教练、救生员、运
动员经纪人等，也可以投入教育界，担
任体育老师。

•

•

旅游管理 Tourism Management
公共管理是一门研究公共部门或公共机
构的管理学问与方法之科系。学生不仅
须学习政治学、公共政策、经济等方面
的知识，也须学习各种策划、组织、协
调、执行等管理技能，以运用于各项公
共服务，提升其工作绩效与服务品质。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党政机关、企业单
位、社会中介机构与科研院所等，以负
责行政管理、公共事务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政策分析、经营管理等工作。

•

•

餐饮、休闲与旅游类认识科系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餐饮、休闲与旅游类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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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黎绍政	思霖专业厨师培训学院烹饪课程在籍生

	 自从中学辍学后，我就在一间中餐馆的厨房做帮手。一开始只是抱着打工赚钱的
心态，渐渐地对烹饪产生了兴趣。为了学习更多有别于中餐的烹饪技巧，让自己在餐饮
界有更多元的发展，我便报读了西餐烹饪课程。
	 之前在餐厅当学徒，只是学到烹饪的步骤和方法，但是在正规的烹饪课程中，我
们除了学习烹饪技术，也会学习烹饪的原理和艺术。这样的培训有助于提升让我们的创
意思维和艺术审美能力，真正贯彻“厨艺”的精神。这对于日后到高级餐厅工作，或创
业开餐厅，都是必备的技能。
	 料理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一种文化艺术。每当构思了一个料理的概念后，
再亲手把概念烹制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珍馐，是我最大的满足。我有一个梦想，那就
是透过打工旅行的方式，到世界各地的餐厅打工，乘机认识和学习异国的各种料理。

在正规的烹饪课程中贯彻“厨艺”的精神

”

“

学长姐带路

图	|	黎绍政提供

思霖专业厨师培训学院
Cilantro Culinary Academy

餐饮管理、烹饪、烘焙	
03-8023	0555	/	011-2324	9798

chef@cilantro.edu.my
www.cilantro.edu.my

edufair.fsi.my



电脑与资讯科技类

数学、高级数学、电脑

器械能力、研究能力、算术能力、创造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研究型I

艺术型A实际型R

社会型S

企业型E

事务型C

?

电脑与资讯科技类认识科系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电脑与资讯科技类的科系？

云端计算 Cloud Computing 交互式软件科技
Interactive Software Technology

电脑科学 Computer Science

数据科学 Data Science

资讯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云端计算也被称为网络计算。通过云端
计算方式，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可
以按需求提供给电脑各种终端和其他设
备。这门学科主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的信
息技术及应用方法，并学习计划、设
计、实施、管理和维护云端网络，并确
保其安全性。
毕业生可以担任首席技术官（Chie f	
Technology	 Officer，简称CTO）、服
务器开发人员、云解决方案顾问、技术
支持经理、IT云测试工程师、云平台开发
者、IT解决方案经理、云解决方案开发工
程师、IT云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应用平台
服务专家、云架构师、云软件工程师、
云网络工程师、云产品经理、云顾问等
等。

交互式软件科技研究“人机互动”软件
的设计和开发，例如移动应用程序、
视频游戏、增强现实（Augmen ted	
Reality）、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
等，以开发各种互动软件，供游戏、教
育、培训、商业、传媒等用途。
毕业生可以到相关领域担任游戏设计
师、游戏程序员、游戏软件工程师、游
戏生产商、游戏测试员、技术主管、网
页设计师、多媒体开发人员、软件开发
人员、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系统分
析员、游戏设计师、游戏开发者、游戏
程序员、游戏测试员、Web设计师或
Web开发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或软件程
序员。

电脑科学是一门包含了各种与电脑相关
的综合性科系。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个
大领域：硬件、系统、软件、网络、计
算理论和计算方法。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政府部门或各类企业
机构，以担任电脑程序分析员、电脑程
序设计师、电脑系统与技术开发人员、
电脑系统安全顾问等职位。

数据科学又名资料科学，是利用科学方
法、流程、算法和系统，从数据中提取
价值的跨领域学科。学生主要学习利用
一系列知识，包括统计学、电脑科学、
机器学习、业务知识等，来提取与分析
从网络、智能手机、客户、传感器和其
他来源收集的数据，进而整合成具有参
考意义的资料。
毕业生可以任何公司底下担任数据科学
家、数据工程师、数据分析师、数据建
模工程师、软件开发人员、移动应用程
序开发人员、电脑科学研究人员、机器
学习工程师等等。

法证审计师、电脑法证分析师、安全政
策开发员、资讯安全官等。

资讯科技是一门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
采用的各种技术的学科，其主要是应用
电脑科学和通信技术来设计、开发、安
装和部署信息系统及应用软件。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各类企业机构
任职，以担任电子商务软件开发与维护
人员、电子资讯管理人员、电脑程序分析
员、资讯工艺执行员、资讯工艺顾问、网
页设计人员、电脑网络管理员等。

•

•

•

•

•

•

•

•

•

•

电脑保安系统
Computer Security System

智能电脑系统科技
Intelligence System Technology

电脑保安系统是一门涉及电脑和网络安
全的学科，目的是保护电脑的硬件、软
件和数据，不因偶然和恶意的原因而遭
到破坏、更改和泄露，确保系统持续正
常运行。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电脑系统保安相关的
工作，担任资讯安全性分析师、安全和

智能电脑系统科技研究能产生人类智能
行为的电脑系统。智能电脑系统具备自
动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思维与推理
的能力、问题求解的能力和自动学习的
能力。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智能电脑系统相关的
工作，担任软件开发人员、商业分析人
员、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资讯分析
人员、系统工程师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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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游戏开发 Game Development

网络科技 Network Technology

游戏开发是一门通过个人电脑、手机和
游戏机平台创造电子游戏的学科，学生
可以选择游戏的艺术和设计，或是偏向
游戏的编程和技术。游戏开发是一门跨
学科的课程，它牵涉到数字媒体和游戏
开发的科技、艺术、设计、数学、创
业、管理等领域。
毕业生可以成为人工智能程序员、游戏
内容程序员、游戏引擎程序员、游戏力
学程序员、游戏技术总监、游戏工具程
序员、游戏物理程序员、游戏声音和音
频程序员、用户界面程序员等等。

网络技术是指两个或多个电脑系统连接
起来，并在它们之间传递信息的技术。
学生学习如何保持网络平稳运行、测
试、排除故障、分析、执行维护和解决
网络问题。
毕业生可以到信息技术公司、电脑或软
硬件公司、电信公司担任网络工程师，
也可以在设有资讯部门的企业上班。

•

•

•

•

移动计算与科技
Mobile Computing & Technology

多媒体科技 Multimedia Technology

移动计算与科技是一门研究移动设备
（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手持游戏
机、GPS导航器等）的学科。学生需具
备电脑科学知识，并掌握无线技术（如
蓝牙、4G网络、WiFi无线网络等）、开
发与设计应用程序等技能。
毕业生可以到电讯、网络、资讯科技等
相关企业担任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
移动iOS开发者、安卓移动开发者、移动
商务顾问、移动程序员、电信解决方案
顾问、应用工程师、移动应用专家、技
术支持经理、移动解决方案顾问、移动
商务顾问、移动应用程序设计师等等。

多媒体是一门探讨多种媒体相互结合的
理论与技术之科系。此科系将文本、图
形、图像、动画和声音等多种类型的信
息综合在一起，并通过电脑进行综合处
理和控制。学生不仅须具备电脑科学的
一些相关学问，如编程语言、程序设计
等，也将深入探讨有关多媒体应用的理
论背景、多媒体技术工具、虚拟历程的
制作等学问。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政府部门或各类企业
机构，以担任多媒体工程师、多媒体软
件开发人员、电脑图像工程师、网络图
像工程师、网页开发人员、电脑程序人
员、程序分析师、电脑游戏设计师等职
位。

•

•

•

•







新加坡管理学院页1、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17、詹姆斯库克
大学新加坡校区页69、香港科技大学页
105、拉曼大学页97、纪元大学学院封底
内页、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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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居静文	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资讯科技系校友

	 我当初在做升学规划时，我已经想好要从事自己感兴趣、有前途和自由度高的工
作。由于我喜欢玩电玩游戏，也在升学讲座、报章新闻等了解到电脑与资讯科技的趋势
大热，今后都会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我便选择报读资讯科技课程。
	 资讯科技的学习内容非常全面而丰富，可细分为六大领域，分别是：云计算、物
联网、编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商业科技。虽然那时候面对着如此庞大的
知识领域觉得很头痛，有点感到后悔，不过进入职场后，我才知道所学的技能都非常实
用。此外，这个选择也达到了自己当初选科的其中一个准绳——自由度高，因为在资讯
科技业，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你并不会局限于某个工作岗位——你可以是程序编写员，
也可以是分析数据师或电玩游戏设计师等等。
	 对于想进入资讯科技领域的学弟妹，你们要将自己当成“海绵”，尽可能吸收和
学习资讯科技相关知识和技能，务必让自己成为全面、具有竞争力的IT人才！

从电玩设计到系统分析，
无所不能的资讯科技！

”

“

学长姐带路

图	|		居静文提供

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
James Cook University, Singapore Campus
商业管理、学前教育、社会科学、财经、电脑与资讯科技、
医疗保健、建筑、环境科学、人文、餐饮、休闲与旅游、

农林渔牧、统计学、大学先修	
65-6709	3888、017-270	6709

admissions-singapore@jcu.edu.au
www.jcu.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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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类

语文、数学、美术

社交能力、沟通能力、文字能力、创造能力、研究能力、
阅读能力、艺术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企业型E

实际型R艺术型A

事务型C

研究型I

社会型S

?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传播类的科系？

广告学 Advertising

传播管理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图文传播 Graphic Communication

资讯传播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广告学是一门复合型专业，既和大众传播

有关系，也是商学中行销策略的其中一
环。广告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创意构思以
及运用媒体的能力。此课程着重训练学生
发挥创意与构思的能力，动手绘图或制
作的能力反而是其次。广告学涉及了心理
学、社会学、商学、经济学、传播学、统
计学、美学、多媒体等众多学问。虽然它
常被归于传播学院之下，但学生要学习
的领域非常多，尤其是有关商业的各种知
识，如市场学、消费心理学等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媒体界，以从事广告和
商业领域的工作，如广告企划、行销、公
关等。

传播管理学是一门整合传播与管理两大领
域的科系，主要培养媒体相关产业需要的
管理人才。学生除了修读大众传播的基本
理论与接受实务训练外，也须学习经营管
理的知识，并将所学应用在结合传播与管
理的领域。
毕业生一般除了可投身媒体界工作之外，
亦可加入一般服务业或制造业，以负责业
务、行销、服务与管理等部门工作。

图文传播学主要研究如何使用图形元素
沟通，是一门与印刷业或数位出版相关
的科系。它传授学生原稿设计、摄影、
文字输入、电脑排版、电脑绘图、影像
处理、平版制版、印刷与装订加工等印
刷行业所需之基本技能。一些研究型大
学的课程则结合理论，注重印刷业的新
科技研究和未来的发展。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媒体界，加入广告与
公关公司、多媒体制作公司、视觉设计
公司、电视与电影公司，或成为编辑
等。

资讯传播是一门将传播的理论与知识，应
用于新媒体内容的设计、制作和生产，如
电子报、网络媒体、自媒体等。该学科由
三类课程组成：传播课程、科技课程，以
及设计制作课程，使学生具备跨领域的知
识，有能力成为数位媒体的开发者与管理
者。
毕业生一般可在媒体行业从事与电脑资讯
相关的工作，担任网站开发人员、程式设
计师、软体工程师、网站管理员、动画设
计师、电子报编辑、游戏设计员等。

•

•

•

•

•

•

•

•

企业传播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企业传播是一个企业或组织对内和对外
的信息交流活动，它依据组织战略，为
各部门提供传播规划和服务，对内部和
外界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广
告、沟通等传播活动，以达到传播的目
的，并且提高企业的形象和知名度。
毕业生可投身媒体，也可加入企业、政
府部门或非营利组织，从事公关、广
告、宣传、行销工作。

•

•

新闻学 Journalism
新闻学是一门搜集、撰写、编辑及报道新
闻的学问，学生除了必须掌握新闻学的基
本理论与知识外，也修读一些人文学科的
课程，以培育基本的人文素养。在实务方
面，则着重在新闻的采访编辑、企划、出
版制作、管理等相关方面的训练。随着各
种电子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以及互联
网）的使用日益普遍，如今的新闻学专业
更要学生学习掌握各种电子与电脑器材的
运用。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媒体界，当记者、摄影
记者、编辑、新闻主播、电台新闻播报
员、国际新闻编译员等。

•

•

传播类认识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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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 Mass Communication 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

口语传播 Speech Communication

电视与广播学  TV & Broadcasting

战略传播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媒体研究 Media Studies

大众传播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利用媒体
（如声音、文字、影像等）将讯息以某种
形式传递给人群的学科。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媒体新闻界（如报馆、
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影制作公司等），
以担任各种相关职位，如记者、媒体企划
人员、公关、公共政策策划员、节目策划
与执行人员、新闻编辑等。

公共关系属于大众传播分支，是一门学习
帮助组织或个人各种传媒手段，在公众社
会中树立起良好的声誉和形象，以取得理
解、支持与合作的专业。
毕业生一般可在任何商业机构或非营利组
织的公共关系部、企划行销部等担任行销
专员、企划专员或公共关系从业员等。

口语传播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训
练专精于沟通、协调与表达的人才。学生
须学习沟通理论，并将口述资料与访谈内
容加以整理、分析和报导，运用到新闻传
播与其他领域。
毕业生一般除了可从事与媒体相关的工
作，如担任媒体企划人员、社会观察员、
公关、公共政策策划员等。

电视与广播学主要培养专业的广播、电视
节目或电影的制作人才，强调内容创作
与流程训练，并传授相关知识与技能，让
学生得以担任广播、电视与电影制作、导
演、幕僚、管理等工作。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媒体界，加入电台或电
视台，以成为主播、导播、广播员、配音
员、节目主持人、影片剪接员、节目企划
与制作人，以及各种技术人员。

策略传播是一个组织或机构为达到特定目
的，使用精心策划的传播策略，向特定目
标受众传达信息并施加影响的过程。策略
传播提升人们对传播主体的认知、形象或
身份，进而改变人们对于传播主体的态
度、价值认同，并且转化人们对于传播主
体的实际行为和行动。
毕业生可投身媒体，也可加入企业、政府
部门或非政府组织，从事公关、广告、宣
传、行销等工作。

媒体研究是结合社会科学与大众传播的学
科，主要研究各种媒体的内容、历史和
意义，并探讨各种媒体在政治、社会、经
济和文化等各层面所扮演的角色与影响。
毕业生一般可从事与媒体相关的工作，如
新闻工作者、社会观察员、评论员等。

•

•

•

•

•

•

•

•

•

•

•

•







新加坡管理学院页1、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科
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17、拉曼大学页97、新
纪元大学学院封底内页、马来西亚诺丁汉大
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升学管道

分享	|	梁祖鸿	大同韩新学院媒体研究系在籍生

	 我在选择课程时，在大同韩新学院的广电系和媒体研究系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
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经过招生人员的解说后，我才了解到该校的广电系是以影音制作
为主，而媒体研究系则是以公关为主。由于我的性格偏外向，喜欢跟人交流，因此我便
选择了媒体研究系。
	 媒体研究系的课程教导学生掌握创新公关传播、创造新颖内容、创意活动企划的
能力，以便将来成为富有“三创”的媒体人。我觉得，学习这门课程不能只是纸上谈
兵，更要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因此，我积极投入校园内的课外活动，担任学生会执委、
活动筹委主席等。虽然课外活动并不会计入学术成绩里，但是有了参与和筹备活动的经
验，再结合媒体研究的理论知识，我的履历表上添加了许多亮眼的“战绩”。
	 只要你是一个主动、善于沟通、有抗压力和富有创意的人，那么媒体研究课程肯
定很适合你。

媒体研究课程
让你成为富有“三创”的媒体人

”

“

学长姐带路

图	|		梁祖鸿提供

大同韩新学院
Oneworld HanXin College

传播
03-9171	6789/017-3102	735

hanxin@hanxin.edu.my
www.hanxin.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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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管理类

语文、数学、商学、经济、会计

社交能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助人能力、文书能力、
销售能力、说服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社会型

艺术型企业型E

实际型

A

研究型I

事务型

S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商业管理类的科系？?

C R

航空管理 Aviation Management

工商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航空管理是一门涉及航空公司、机场和
与航空航天业相关业务的管理课程，当
中还包括对机场或航空部门的地勤人员
的培训。此外，学生也会学习到机场安
全、航空法律、空中交通管制塔台功能
等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航空业，以负责机场
营运管理、航空公司管理、物流管理、
航空安全管理、空中交通控制、设施维
护管理等相关的工作。

工商管理是一门以商品的生产到销售过程
为研究对象，系统性学习其中的管理学
问与方法的科系。因此，学生除了须学习
工商业的相关知识，也须学习各种管理的
理论与技巧，以能进行生产到销售上下
整合。学生将被训练成为各种组织的管理
者，通过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
控制等来协调各生产或商业活动，以提高
生产力和极大化商业利益。
毕业生一般可进入工商业界，担任	 工
业或公司、企业的各种管理职位，如行
政人员、执行经理、生产主管、管理顾
问、市场行销员等。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以组织内的人力为研
究对象，系统性学习管理学问与方法的学
科。学生须将学习各种涉及人力调配的管
理理论，以及如何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
为进行诱导、控制和协调，以将组织内的
所有人力资源做最有效的利用。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政府部门或任何商团组
织，以担任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相关职
位，并负责人事、行政或员工培训的工
作。

•

•

•

•

•

•

物流管理 Logistics Management
物流管理是一门研究各种材料、产品和信
息，从供应者到需求者之间的流动过程之
科系。学生不仅须学习基本的物流管理学
问，也须学习如何规划一套最短时间完成
的运输流程，以降低运送成本。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工商业界，如在制造
工厂、批发公司、大规模零售店、快递
公司等负责物流部门的工作。

•

•

国际商务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学是一门研究国与国之间所
进行的经济商业活动之科系。此科系
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与金融、管理
学	 (Management	 Studies)、商业组织	
(Business	Organizations)	等方面的理论
与应用方法，也须学习各种法律条规、
国际贸易条件、文化差异等知识，使国
际之间的贸易活动能顺利进行。
毕业生一般可投入工商业界，在跨国公
司、国际中小企业及国际工业工厂等担
任经理、策划员、行政主管、执行员等
相关的职位。

•

•

新加坡管理学院页1、科廷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页17、香港科技大学页105、詹姆斯
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页69、新纪元大学
学院封底内页、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南
安普顿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77、拉曼大学
页97、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升学管道

海运管理
Maritime Management / Operations

海运管理专注于港口货船的管理与系
统，如负责港口、码头、航道、岸线的
审核和审批等等。港口与海事业在我国
扮演很重要的领域。学生可学习到港口
交易的沟通技巧、基本电脑知识、创意
思维、海事法律、海事管理学和海事运
作等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海运业，以成为人力
资源管理人员、值班人员、航海员、港
务人员、航运导航员工等；亦可以接受
海军培训，成为海事中尉。

•

•

行销管理学 Marketing
市场行销学是一门研究商机的科系。此
科系的学生将学习各种商业学知识，以
及各种商品销售的理论、策略与技巧，
以提高公司的产品销售量与商业利润。
此外，学生也将接触一些商业与市场行
销的相关法律。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工商业界，以担任市
场管理、经营、销售、宣传等职位。此
外，亦可投身广告业界，以负责商品广
告、宣传、包装等工作。

•

•

公共管理 
Public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公共管理是一门研究公共部门或公共机
构的管理学问与方法之科系。学生不仅
须学习政治学、公共政策、经济等方面
的知识，也须学习各种策划、组织、协
调、执行等管理技能，以运用于各项公
共服务，提升其工作绩效与服务品质。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党政机关、企业单
位、社会中介机构与科研院所等，以负
责行政管理、公共事务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政策分析、经营管理等工作。

•

•

商业管理类认识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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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陈资渊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国际商务在籍生

	 由于我的父母都是企业界的管理人员，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对商业管理也有了兴
趣。不过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我并不想像父母一样长时间呆在办公室工作，而是想到
世界各地参加商务活动，希望在出差的同时也能顺便旅行。因此，我便选择了修读国际
商务课程。
	 除了一般的上课，我们模拟学习各种企业管理中的工作活动，例如制作企划书、
汇报、模拟谈判等。我会很认真地参与这些项目，因为这不只能让我在成绩上获得高
分，更重要的是从中磨练自己的能力，为将来踏入职场做好准备。经过这些体验式的学
习，我发觉自己的表达技巧和交际能力都有所进步，让我更有自信地与人交流。
	 投身国际商务，我们必须不断地关注国际，并且具备时事敏锐度，因为国际局势
瞬息万变，说不定就能从中找到商机，开启成功的道路。

国际商务学  适合爱出差和交际的你

”

“

学长姐带路

图	|	陈资渊提供

新加坡管理学院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商业管理、传播、地理信息科学、财经、人文、

社会科学、数据科学与商业分析、电脑与资讯科技、	
休闲旅游、活动策划、大学先修

017-457	0878
sim.my@sim.edu.sg

regional.simge.edu.sg/malaysia

《带你飞》网志每日精彩文章，要你天天有好看！
请登录 blog.fsi.my或扫描QR码。



美容与造型类
美容与造型类认识科系

美发 Hair Styling

身体护理 Body Care

化妆 Make-up
化妆是一门使用化妆品和化妆手艺为人们改
善容貌、提升外形的技能课程，学生除了学
习化妆技巧外，一般也学习关于皮肤护理和
保养的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加入摄影界、时装界或美妆界
成为专业化妆师。

美发是一门根据人们的头形、脸形、体型、
发质、年龄、职业等要求，使用美发工具和
用品，提供毛发护理、发型设计、化妆造型
及制作的技能课程。
毕业生一般投身于美发院或成为秀场造型设
计师。从事理发、美发或造型设计等工作。

身体护理是一门以按摩、仪器和护理产品，
让身体达至血液流通、松弛肌肉及促进代谢
的技能课程。
毕业生一般可加入美容院、专业美容沙龙或
美容形象设计公司担任美容管理、美容师、
美容顾问等工作。

宠物美容 Pet Grooming
宠物美容是一门使用工具及辅助设备，对各类
宠物进行毛发、羽毛、指爪等清洗、修剪、
造型、染色，以提升和保护宠物外观的技能课
程。
毕业生一般可進入宠物美容店、宠物旅館、宠
物店等成為宠物美容師。

•

•

•

•

•

•

美容 Beauty
美容是一门改善、提升人们体态外形美观的
技能课程，包括洗脸、皮肤护理、按摩、香
薰、瘦身等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美容相关工作，担任美容
师、美容讲师、美容治疗师、芳疗师、新娘
秘书、美容助理、美容产品讲解员或销售员
等，也可自行创业，例如成立造型工作室、
美容护肤沙龙等。

•

•

•

•







新纪元大学学院页封底内页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升学管道

分享	|	罗欣燕
									SPIC槟城顶尖国际美容彩妆教育学院在籍生

	 我本身就是爱美之人，自中学起
就时常光顾美容院做保养，间中也“
偷师”一些美容技巧与知识。毕业
后，我就顺理成章地报读美容课程。
除了兴趣使然，也是因为想学一门终
身受用、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美容课程不只是学美容手法、操
作仪器等，我们也要学习美容科学，
如认识脸部的骨骼和肌肉、美容产品
成分对皮肤的影响等。此外，学院还
特别为我们安排激励营、分享会和美
容服务活动，目的是要增强我们在实
践上的沟通能力，毕竟美容师需要跟
顾客打好关系，让顾客能放心将脸部
的保养交给我们。
	 我曾经服务一个脸部状况“有
点吓到我”的顾客，不过在我费了一
番工夫，帮他清除脸部的黑头和粉刺
后，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仿佛自己是
让皮肤“重生”的“魔法师”，也更
加坚定了自己在美容界服务的信念。

“

”

SPIC槟城顶尖国际美容彩妆教育学院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美容与造型
017-9284733
enquiry.spic@gmail.com
www.senseperfect.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罗欣燕提供

美容师——让皮肤
“重生”的“魔法师”

美术，或技职相关科目艺术能力、创造能力、空间能力、手巧能
力、沟通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

企业型E

实际型R艺术型A

事务型C

研究型I

社会型S

?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美容与造型类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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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类

美术、音乐、语文、数学

艺术能力、创造能力、空间能力、手巧能力、表演能力、
音乐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企业型E

实际型R艺术型A

事务型C

研究型I

社会型S

?

舞蹈 Dance

服装设计 Fashion Design

美术 Fine Art

舞蹈是一种舞动肢体动作的表演艺术，一
般有音乐伴奏，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的
艺术形式，此外也借助服装和其他各种道
具来呈献舞蹈的艺术。舞蹈本身具有多元
的社会意义及功能，包括运动、社交、求
偶、祭祀、礼仪等。
毕业生一般可加入舞台艺术表演院团、文
化馆、演艺设备公司、艺术活动培训中
心、文化娱乐机构、及设计类企事业单
位，以成为舞蹈员、职业排舞师、专业/
儿童/减肥班/兴趣及社交舞蹈老师、编舞
员、舞蹈教练、舞蹈艺员、舞蹈资格考
官，或成为歌星、广告伴舞、自由工作
者，或参与演唱会、MTV、商业宣传活
动、电视台、电影等。

服装设计是一门学习服装设计专业理论
与技能的科系。此科系的学生将学习有
关各种服装的制作理论，并以创意构思
设计出符合美学、潮流的服装。
毕业生一般可任职于纺织工业、商业、
外贸等部门的服装工厂或服装设计单位
当服装设计师、时装设计师、时尚设计
师，以负责服装、服饰的设计工作。

美术是艺术的其中一门分支科系。此
科系一般可分为两个大领域，即纯美
术	 (Fine	 Art)	 与工艺美术	 (Design	
Technology)。前者是以满足精神娱乐
和欣赏的需求为目的，运用各种物质材
料，创造出可观的、静止的、占据一定
平面或立体空间的作品；而后者通常指

•

•

运用于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艺
术，特点是以实用性为主要目的，同时
具有一定程度的审美性。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文艺美术界，以成为
画家、艺术摄影师、艺术顾问、艺术品
修复人员、美术教师，或展览馆与美术
馆的管理员、助理、行政人员、经理
等。此外，亦可进入工商业界的设计部
门，以负责工业成品设计、商品陈列设
计、视觉艺术行销、插图等工作。

•

•

•

演艺与戏剧 Drama
演艺与戏剧是表演艺术的一种。学生除
了学习各种艺术理论外，也学习不同的
表演艺术形式，如戏曲、话剧、歌剧、
舞蹈等，并在舞台上呈现，以锻炼各种
表演的技术与技巧。此外，电影也是表
演艺术中的一种综合艺术，学生将接触
各种艺术电影思想、拍摄理论、导演技
巧等，学习运用镜头与拍摄手法来表现
艺术。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文艺团体、艺术研究
单位、文化机关等，以成为专业的戏剧
与舞台表演者。此外，亦可进入娱乐与
传播业界，以负责电台与电视节目制
作、舞台管理、艺术摄影等工作，或加
入电影工业，以成为编剧、导演、美术
指导、武术指导、动作指导、剪接、场
记、经理等。

•

•

•

平面 / 视觉设计
Graphic / Visual Design

工业 / 产品设计
Industrial / Product Design

平面/视觉设计又称图形设计，是以“视
觉”作为沟通和表现的方式。透过多种
方式来创造和结合符号、图片和文字，借
此作出用来传达想法或讯息的视觉表现。
毕业生一般可加入出版社、媒体界、广告
界等处，以负责美术设计、美术编辑、视
觉设计工作、包装设计、策展人员、数字
编辑、计算机动画、网页多媒体、插画创
作等工作。

工业设计是一门以工学、美学、经济学为基
础，设计工业产品的科系。此科系不仅只是
设计产品的外形和构造，也须学习在产品中
加入各种功能性设计，令产品更符合人体工
学、美学、经济、环保等。因此，此科系的
学生须学习的知识非常广泛，从基础的美
学、设计技巧等，到人体工学，环境学、材
料学等都在课程范围内。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工商业界，以成为产品
设计部门的设计师、设计顾问等。此外，
亦可进行跨领域设计，从事建筑、室内、
服装等设计工作。

•

•

•

•

艺术与设计类认识科系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艺术与设计类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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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设计 Interior Design 音乐 Music

多媒体 / 动画设计
Multimedia / Animation Design

交通工具造型设计 Transport Design珠宝设计 Jewellery Design

室内设计是一门以室内空间为研究对象的
设计学科系。此科系是从建筑设计中的装
饰学分化而来，是对建筑物内部环境的一
种再创造学问。学生将学习如何根据建筑
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等先决条件，运
用技术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功能合理、
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
的室内环境。因此，学生不仅须学习各种
工程技术上的理论与知识，也需要学习艺
术上的理论和技能。
毕业生一般可成为室内设计师，以负责室
内设计、室外环境设计、景观设计、规
划设计、展示设计、家具等设计工作。此
外，亦可从事设计管理、广告设计、企业
形象设计及设计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音乐学是一门是研究音乐理论的科系。此
科系的学生须选择一种乐器或音乐专业，
如声乐	 (Vocality)、合唱	 (Choir)、指挥	
(Conductor)	 等，作为主修。此外，学生
也必须学习各种音乐基础课程，透过与音
乐有关的各种现象，来研究音乐的本质及
规律，如音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音乐乐
器的物质材料特点、音乐形态及其构成、
作曲技术与理论等，以及各种与音乐表演
有关的学问，如表演理论、指挥法等。
毕业生一般可加入音乐表演乐团、社会文
艺团体、艺术研究单位、文化机关等，以
成为专业的音乐表演者或指挥。此外，亦
可加入音乐行业与传播业界，以负责电台
与电视节目制作、舞台管理、乐器维修与
维护、音乐产品批发及零售、广告音乐、
音乐录音与创作等工作。

多媒体设计系以设计为基础、电脑为媒
体、内容为导向，意思就是运用先进的数
位科技，设计出引人注目的作品，使内容
信息达到最大的视觉传达功能，如游戏动
画、数位影音、数位学习等。
毕业生一般可担任游戏企划人员、游戏程
序设计师、游戏2D美术设计师、游戏3D
美术设计师、3D动画设计师、游戏测试/
品管人员等。

交通工具造型设计属于工业设计的分支，
是一门涉及交通工具（主要以汽车、自行
车、机车为主）美学与功能的设计学科。
毕业生一般可成为各交通运输业（航空、
铁路、公路和海运）的交通工具造型设
计师，负责汽车、摩托车、巴士、卡车、
自行车与火车等内部与外部设计工作。此
外，亦可设计与交通工具有关的零件、头
盔及变速器等产品。

珠宝设计是一种横跨艺术、手工与设计领
域的创作。主要以金属、宝石等贵重材质
为主体，打造出可穿戴的饰品，并以提升
一个人的气质为目的。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珠宝设计或营销行业，
以成为珠宝设计师、珠宝设计顾问、珠宝
产品经理、珠宝制造商等。此外，亦可进
行跨领域设计，从事配件、产品、平面、
展览等设计工作。

•

•

•

•

•

•

•

•

•

•







香港教育大学页3、达尔尚艺术学院页6、世
纪大学与学院页7、拉曼大学页97、新纪元
大学学院封底内页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升学管道

分享	|	叶家喜
									达尔尚艺术学院商业插画系校友

	 我很喜欢电玩、动漫与音乐短
片，当中富有想象力的插画深深吸
引着我，于是我选择了商业插画课
程——对我来说，修读自己感兴趣的
课程是一件开心和幸福的事。
	 起初，我的绘图基础不是很好，
后来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看到自
己在进步。我一开始所创作的人物和
背景都很粗糙，一直到后来，终于有
能力做出吸引别人目光的作品。这样
的进步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也让我
更加热爱美术，创作灵感也随之不断
涌现。
	 很多人说插画师赚不了什么钱，
但我认为这可不一定。但是肯定的
是，我们拥有自由的工作时间和空
间，即使当前碰上新冠疫情，只要有
电脑、画板和网络，插画师仍然可以
在家工作，也可以在社交媒体分享自
己的作品，吸引工作找上门。
	 对于插画有兴趣的学弟妹，我想
说，一定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当看到
别人的作品受欢迎、能力比我们好，
不要因此而自卑、而放弃，反而要提
醒自己必须更努力，持续生产亮眼的
作品，千里马总会遇上伯乐！

电脑、画板和网络
插画师随时随处可创作

“

”

达尔尚艺术学院
Dasein Academy of Art

艺术与设计
03-4142	2990、011-2689	2990
enquiries@dasein.edu.my
www.dasein.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叶家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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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城市规划类

数学、高级数学、物理、地理、美术 

器械能力、研究能力、算术能力、创造能力、空间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研究型I

艺术型A实际型R

社会型S

企业型E

事务型C

?

建筑与城市规划类认识科系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建筑与城市规划类的科系？

建筑学 Architecture

建筑估量 Building Surveying

建筑管理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景观设计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材料估量 Quantity Surveying

建筑学是一门结合建筑物设计与建筑技术
的学科，跨越工程技术和艺术美学两大领
域。除了要求建筑物实用性，也兼顾外观
造型。该学科主要研究建筑物从无到有的
策划、设计、实施、改善等过程。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建筑企业、房地产公
司等相关的单位当建筑设计师或建筑顾
问，以负责建筑设计、材料采购、工程
预算、测量等多方面的工作。

建筑估量是一门研究建筑物的建设监
督、勘测、维修管理、安全检验等方面
的学问。此外，学生也须对建筑法律	
(Buildings	 Law)	有深刻的了解，因为他
们将审核绘测师的设计图，评估它是否
符合法律规格。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建筑业的政府部门或企
业机构（如建筑承包公司、土地发展商、
产业发展商、保险公司、银行、金融机构
等）成为建筑估量师或顾问，负责在建筑
物进行拆除、改建、扩建、维护、维修、
抵押、出租、售卖或转售前，评估或诊断
建筑物的状况与缺陷，再进行建筑物估
值、提出修复工作建议、监督工程施工、
建筑材料估价等服务。

建筑管理是一门结合了工程与管理两个
领域的交叉科系。此科系的学生将重点

景观设计是建筑设计的一门分支。此科
系的研究对象是建筑物室外的园林景
观、庭院、公园等所有户外设施的规划
与设计。因此，学生须学习大至区域的
整体规划，如绿化公园的分布、园林设
计、环境改造与管理等；小至造景工具
的设计，如盆栽的摆放美学、植物的绿
化栽种等。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建筑企业、房地产公
司等相关单位，以成为景观设计师或景
观建筑顾问；或进入政府部门、工商业
界的景观设计与施工部门，以负责设
计、预算、估价、咨询、监控与管理景
观工程等工作。

材料估量為測量整个工程建造過程中
与“数量”有关的工作，包括整个工程
工程量的计算与核算，对工程收支的
管理与控制等，是集工程概算、验工计
价、项目索赔等于一身的、综合性和技
术性很强的专业技术人员。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与建筑工程设计、策
划与施工有关的领域（如建筑承包公
司、土地发展商、建筑材料供应商等）
担任材料估量师、材料估量顾问，通过
建筑设计图，估量一项建筑工程的可行
性、建筑材料数量、成本预算、回酬率、
施工时长等，并监督工程的施工进度。

•

•

•

•

学习建筑工程中，所涉及的人力与物力
之管理知识。学生不仅须学习如何根据
建筑蓝图来预算成本、探讨该建筑的盈
亏，并建议符合预算的建筑材料与设
计，也须学习如何巡查建筑工地、监督
建筑工程进度、观察原料的使用情况
等，以确保建筑计划在达到品质标准之
余，也能在拟定的时间与预算内完成。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与建筑工程设计、
策划与施工有关的领域（如建筑承包
公司、土地发展商、建筑材料供应商
等）担任产业经理、项目经理、施工经
理、理赔经理、策划人员、执行人员等
职位，以负责建筑施工进度、质量、安
全、资金、设备、材料、人员等各方面
的管理。

•

•

•

•

•

•

建筑科技 Building Technology
建筑科技研究建筑物的室内环境、地
基、能源提供、灯光、冷气、防火、电
梯、安全设计等系统。学生需掌握建筑
科技应用在建筑物的设计与施工过程。
毕业生可以选择加入政府和私营部门，
例如建筑技术专家、工程技术专家、项
目助理经理、建筑病理学家、合同管理
人、项目管理顾问、房屋开发商、承包
商、企业家、研究员等等。

•

•

房地产管理
Real Estate Management

房地产管理是研究土地、房屋、大楼等不
动产的学科。此学科研究影响房地产价
格的因素（如经济、法律、政府政策、建
筑工艺等）、房地产法律知识（如买卖手
续，出租手续等）、房地产管理方式（如
保养、翻新、重建）等知识。
毕业生后可在房地产经营与发展公司、
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房地产投资咨询公
司、房地产经纪公司、屋业管理公司等
从事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分析、房地产管
理、房地产估价、房地产营销、房地产
经营与发展项目管理等工作。

•

•

城市与区域规划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城市与区域规划是建筑设计的分支，是研
究城市的发展、建筑布局和规划建设等学
问的一门科系。学生学习如何根据区域的
人口结构、坐落地点、地理环境等条件，
合理地规划其发展方向、规模和布局，并
协调各方面在发展中的关系。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如
国家城市与乡村发展局、地方市议会、国家
区域发展局、环境发展局等），以成为城市
与区域规划相关部门的行政人员、顾问等。
此外，亦可进入私人业界（如大道公司、房
地产公司、发展商等），以从事区域规划、
统筹工程等相关工作。

•

•







世纪大学与学院页7、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页17、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页69、
拉曼大学页97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dufair.fsi.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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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邬欣怡	华东理科大学环境设计系在籍生

	 你知道吗？艺术不只是审美观赏，也能实际地应用在生活上！
	 我在中国的华东理工大学主修环境设计专业，学的就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公
共艺术设计、景观设计等等实用的生活艺术。多元的学习内容和训练，让我日后在找工
作时，可有多元的发展，而不局限于单一的职业方向。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专业。环境设计的范围广泛，功课多且耗时；此外，在高手云
集、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中，一开始时让我觉得很有压力，而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迎战
学习。
	 审美是主观的，无论是导师或同学，对你的设计模型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当你面
对负面评价时，记得保持豁达的心态——自我改进并说服别人！
	 虽然过程是辛苦的，但是看到自己的设计，从抽象的概念形成了具体的模型时，
那种莫大的成就感，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环境设计学多元且实用
只要努力就能说服别人

”

“

学长姐带路

图	|		邬欣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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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艺术与设计、商业、工程科技、财经、社会科学、生命科学、语言、电脑与资讯科技
+8621-6425	3279	/	6425	3277

cie@ecust.edu.cn
ies.ecust.edu.cnies

fsi.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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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渔牧类

农商 Agribusiness

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畜牧学 Animal Husbandry
农商是一门研究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
学科。学生不仅须学习基本农科学问，
如农作物的生产地、季节性、地域关系
等，也将学习各种市场经济与商业管理
知识，以及一些农业相关的法律，以熟
悉农产品的各种生产与销售问题。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从事农产品
的规划、生产、加工、销售、品质监督
或研究工作，或投身私人业界相关的企
业，以负责采购、销售、开拓市场、推
销等工作。

农业科学是一门研究种植物、农作物及其制
成品的科系。学生须学习各种栽种知识、品
种改良、产品开发，以及相关技术的研究。
此外，学生也学习农业与种植业的经营管
理、产品开发、加工、销售等学问。
毕业生一般可任职于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
（如国家农业局），以从事研究、技术设
计、策划、推广与开发等工作。此外，亦可
选择进入私人业界（如种植园林、农场等）
负责生产、经营与管理、品质监督、原产品
及加工品的銷售等工作。

畜牧学是一门研究家畜的饲养、管理，及
其制成品的科系。学生学习各种家畜的饲
养、畜牧业管理和各种相关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在私人业界与畜牧业任职，
负责计划、生产、管理、销售的工作。此
外，亦可在研究机构（如大学研究所或畜
牧实验室等）从事动物品种研究和改良研
究的工作。

•

•

•

•

森林学 Forestry
森林学是一门研究森林及森林资源的科系。
此科系的学生不仅学习各种与森林相关的
知识，也学习如何保护及管理森林的生态系
统。此外，学生也将学习正确的土地开垦策
划，以将森林转换成其他用途。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如森
林局、野生动物保护局、国家公园、土地发
展局等）从事研究、执行或管理等工作，或
投身私人业界（如木材业、森林产品业、家
具业、制纸业等）从事相关的职业。此外，
亦可进入休闲业，在户外休闲公园、旅游胜
地、高尔夫球场、酒店及渡假村等处工作。

•

•

•

•

水产养殖学 Aquaculture
水产养殖学又称养殖渔业学，是一门学习
人工养殖水产动、植物（鱼类、贝类、甲
壳类、藻类等）技术和管理的学科。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如
海关、水产检验、水族馆、水产实验室
等）担任监督、研究，或其他相关的职
位。此外，亦可进入私人业界（如生物科
技公司、保育组织、水族馆）从事相关的
工作。

•

•

生物、地理、科学、数学

研究能力、器械能力、创造能力、阅读能力、算术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实际型R

事务型C研究型I

艺术型A

企业型E

社会型S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农林渔牧类的科系？?

农林渔牧类认识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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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管道

园艺学 Horticulture 木料工艺技术
W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造纸工艺技术 Pulp & Paper Technology
造纸工艺是一门与造纸工业相关的科
系。纸张作为人们的记载和传播工具，
以及工业、农业和建筑等各方面不可缺
少的材料。因此，这科系也涉及其他三
个领域，即生物资源科学与工艺、纸浆
和造纸工艺和涂层技术。此科系的学生
不仅学习纸张的制造工艺技术，也需参
与纸张的改良、扩展原料等方面的研
究，在提高纸张的品质之余，减少造纸
业对木材的依赖。
毕业生一般可在木料业或造纸业担任产
品的研发员、生产员、工程师、品质管
理员或行销人士等。此外，亦可涉足其
他不同的领域（如家具业、环保业、工
农业等），以从事相关的工作。

园艺学是一门研究园艺植物的栽培，以
及环境美化、景观规划与建设的科系。
此科系不仅学习各种园林植物的相关知
识，如栽培与照顾方法、品种改良等，
也将学习一些景观设计与管理的学问。
此外，此科系也会训练学生创作园艺
作，发挥创意和生活美学。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从事环境的规
划、设计与建设等相关的工作，或在私
人业界（如土地发展商、园丘等）担任
经营、管理或行销等工作。此外，亦可
以任职于相关的研究机构，负责园林工
程的品种改良、技术改良与设计。

木料工艺是一门培育木料工业专才的科
系。此科系的学生不仅学习有关木材的知
识，更需学习与木料产业有关的科技技
术，如使用高科技机械或特殊工艺来测量
木材品质	 、分辨木材的种类、木材化学
成分及再循环木材纤维的处理等，以开发
更高品质的木材制造产品。此外，学生也
接触木材的进出口、运输、管理等相关的
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如森林研究
院、天然资源与环境部等）担任木材应用
的相关官员、研究员、木材企业公关等。
此外，亦可投身私人企业界（如木材产品
业、木材业、家私业或制纸业等）担当木
材业顾问、研究人员、出品经理、品质监
察经理、行销经理、机器操作员、伐木业
经理等。

•

•

•

•

•

•

分享	|	谢敏敏
									拉曼大学农业科学在籍生

	 小时候，我时常在姑妈的菜园帮
忙。虽然浇水、捉虫、摘菜等等都是
又累又脏的活儿，我却乐在其中。从
小，妈妈也灌输我们珍惜粮食，体谅
农人的观念，这些都是促使我选择修
读农业科学的原因。
	 投入农业领域，我们真的需要抱
持极大的热诚，迎接每一个挑战。我
们不仅要承受日晒雨淋，也要能忍受
肮脏臭味，等等。另外，我们也要提
防潜伏其中的危险，如传染病、被动
物咬伤等。学习过程虽然辛苦，但是
能学到实用的农耕与养殖知识，绝对
能让你体会到收成的快乐与满足。
	 农业领域拥有无限的发展，因为
这是一个造福人类社会的关键领域，
人口越多，对食物的需求也越高。世
界各国都很重视农业科学的人才，马
来西亚也不例外，政府为农耕者或农
商企业提供很多的补助与福利。

农业科学发展无限，
人类吃饭全靠它

“

”

拉曼大学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建筑、农业科学、艺术与设计、商业管理、
传播、教育、工程、财经、生命科学、语言、
数理、医疗与保健、电脑与资讯科技、人文、
社会科学、大学先修
05-468	8888、03-9086	028、016-223	3557
enquiry@utar.edu.my
www.utar.edu.my

学长姐带路

图	|	谢敏敏提供

	升学情报	•	105



地理与环境科学类

新加坡管理学院页1、香港教育大学页3、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页17、詹姆斯库克
大学新加坡校区页69、香港科技大学页
105、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页封底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通讯与科系资料，页
106至108。
线上教育展课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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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管道

生态学 Ecology

环境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

地理学 Geography 海洋学 Oceanography
生态学是一门探讨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
互影响关系之科系。此科系不仅需学习
生态学问，更需要研究环境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尤其是人类活动引发的恶性影
响，进而探讨各种生态环境的保护及管
理方法与措施。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担
任环境研究人员、天然资源策划员、土
地发展官员、发展计划监督员、行政人
员等，或在自然保护区，如红树林等处
负责各种生态恢复与保育工程相关的工
作。

环境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
以平衡人类发展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之科
系。因此，这科系的学生必须学习各种环境
管理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以解决自工业革命
以后，人类快速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问
题，例如水和空气污染、工业废料的排放、
垃圾处理、天然资源短缺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如科
学工艺与环境部、化学部、农业部、森林
部、地质部等）担任环境研究人员、天然资
源策划员、土地发展官员、海事人员、发展
计划监督员、行政人员等相关的职位。此
外，亦可投入私人业界成为工业管理人员，
以确保公司的发展计划或排污系统符合政府
所拟的环境质量法。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的科系，此
科系涵盖的课题广泛，大致上可分为自然
地理（Natural	 Geography）和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两大分支。此科
系的学生除了须学习各种地理知识，也
须探讨人类社会发展（Development	
o f 	 Human	 Soc ie t y）与地理环境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之
间的相互作用此外，学生也将会接触一些
与地理学相关的科技，以收集并分析地理
相关的资料。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如
环境局）担任环境研究员、策划人员、地
理研究员，或从事其他工作，如当城乡规
划人员、水利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等。

海洋学是一门研究海洋的科系。此科系可
分为海洋基础调查研究、海洋资源开发及
海洋工程三大部分。因此，学生不仅学习
各种海洋的科学学问，也研究海洋生物、
生态、海洋资源的开发、管理及运用等等
课题。此外，学生也将接触各种与海洋有
关的工程、工艺技术及管理学问，及军事
海洋学等。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如
海洋保护局、海关、水族馆、海洋研究所
等）从事海域管理、海事研究与海洋生态
保护的工作。此外，亦可在私人业界（如
旅游局、船务公司等）担任相关的职位。

•

•

•

•

•

•

•

•

地质学 Geology
地质学是自然地理的其中一门分支，是
对地球的起源	 、历史和结构进行研究的
科系。此科系的研究范围包括地球与宇宙
的关系、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
外部特征、各圈层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
历史等。此外，学生也将以地球岩石圈	
(Earth's	 Lithosphere)	为研究对象，学习
各种土壤、矿物、岩石的知识。
毕业生一般可在政府机构（如土地局或森
林局）从事保护环境、控制污染、研究地
理灾难的工作，或投身私人业界（如大道
公司、土木建筑公司、石油工业、矿物工
业等）担任地质顾问，以负责地质测量、
探矿、评估工程安全性等工作。

•

•

地理、科学、生物、化学、物理

研究能力、器械能力、创造能力、阅读能力、算术能力

关键能力

SPM / UEC 相关科目实际型R

事务型C研究型I

艺术型A

企业型E

社会型S

?

地理与环境科学类认识科系

什么类型的人喜欢地理与环境科学类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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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Patricia	Henry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地质学系在籍生

	 你知道远古的地球原本只有一个叫Pangea的大陆，后来随着板块运动而分裂，才
形成现今的七大洲吗？你知道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是从海底积年累月地推升上来的
吗？由于我对地理非常着迷，加上想了解更多地球进化史的奥秘，我便选择了修读地质
学。
	 在地质学系，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地球的过去，也能预测地球的未来。我们会学到
有关地球结构、地下水、天然能源等相关知识，进而预测海啸、山崩、地震等自然灾害
的发生几率，以及研究淡水资源、天然燃料枯竭对社会影响。有了以上种种认识，我们
就可以预测天灾，做出预防措施，降低人类的损失。
	 如果你是一个好动又充满好奇心的人，那么地质学系绝对很适合你。我们时常去
野外探勘地质，观察岩石土块。在充满趣味与惊喜的过程中学习，说不定你还会发现恐
龙的化石哦！

地球就是我的教室
在乐趣无穷的地质学关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

”

“

学长姐带路

图	|		Patricia	Henry提供

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Curtin University, Malaysia （Curtin Malaysia）

环境科学、工程科技、电脑与资讯科、商业管理、财经、
传播、建筑、水产养殖、心理学、哲学、旅游管理、

英语、医疗保健、大学先修
085-630	000

enquiries@curtin.edu.my
www.curtin.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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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科系	
AIMST University

	 04-429	8000
	 www.aimst.edu.my
	 护理、物理治疗、医学、药剂、生物科技、
	 生物资讯、牙科、商业行销、金融会计、电子工程、
	 电机工程、大学基础班

Asian Nursing Scholarship

	 ✔+65 97611236 / 012-713 3188
	 ✔www.ihrsvc.com.sg
	 ✔护理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novation

	 03-8996	1000	/	1-300-888-278
	 www.apu.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设计与艺术、商学与管理、
	 财经

AUG Student Services

	 03-5634	3767
	 www.augstudy.com.my
	 全部

Axismatics Professional Institute

	 03-9173	5686
	 www.axismatics.edu.my
	 配镜专业、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发展、行销管理

Blue Pillar Academy

	 012-467	1315
	 ✔www.bluepillar.my
	 ✔景观建筑、室内设计

Camou Academy of Media Arts

	 ✔07-556 7477
	 ✔www.camouacademy.com
	 ✔媒体设计

Celmonze Aesthetic Academy

	 016-213	9535
	 ✔www.cabincrew.my
	 ✔商业管理、美容、身体护理、美容护理、化妆

Centuria Academy Sdn Bhd

	 ✔012-663 0605 / 016-296 9161
	 ✔caabeautymba.edu.my
	 ✔空服员培训、航空公司客户服务

China Campus Network Malaysia

	 ✔✔014-267 0075
	 ✔✔www.ccneducation.com.my/en
	 ✔✔通信工程、人工智能、物联网、跨境电商、
	 物流工程、大数据管理、金融科技、数字媒体

Cilantro Culinary Academy

	 03-8023	0555
	 www.cilantro.edu.my
	 糕点制作/烘焙、厨艺

Crew Lounge Malaysia

	 017-776	3088
	 www.crewlounge.com.my
	 空服员培训

Curtin University, Malaysia

	 6085-443939
	 www.curtin.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旅游礼待与餐饮、
	 大众传播、商学与管理、财经、大学先修

Dasein Academy of Art

	 03-4142	2990
	 www.dasein.edu.my
	 设计与艺术、大众传播

Eduroam Sdn Bhd (German Educare)

	 ✔03-5870 3189
	 ✔www.germaneducare.com
	 ✔剑桥A水平课程（包含德语）

Etasgo Academy

	 07-557	7989	/	03-8958	5040
	 www.etasgo.com.my
	 厨艺、烘焙、餐饮管理

First City University College

	 03-7727	3200
	 www.firstcity.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设计与艺术、大众传播、
	 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大学先修

Golden Chef Culinary Academy 

	 04-331	1019
	 www.gcca.edu.my
	 厨艺、烘焙、餐饮管理

HELP University

	 03-2716	2000
	 www.help.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生命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大众传播、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厨艺、
	 大学先修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03-8894 3888
	 ✔www.hw.edu.my
	 ✔建设施工项目管理、工料测量、国际商业管理、
	 工程、能源、会计与商业金融、商业与金融、
	 心理学、商业心理学、精算科学、统计数据科学、
	 大学先修课程

Highlands International Boarding School

	 03-6100	1688
	 www.hibs.edu.my
	 IGCSE英国剑桥课程、剑桥A水平课程

Imperium International College

	 03-2788	2000
	 imperium.edu.my
	 商业管理、营销学、机械工程、电机与电子工程、
					会计、金融、烹饪艺术、酒店管理、旅游创业、电	
					脑科学、资讯系统、大学先修课程

Infrastructure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IUKL)

	 03-8926	6993
	 www.iukl.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生命科学、设计与艺术、人文
					与社会科学、大众传播、语言、商学与管理、	财
					经、汽车维修/工艺、农业、	大学先修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e (IMI)

	 012-207	6863
	 www.imi-luzern.com
	 ✔商业管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烹饪艺术、节目策划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stralia, Singapore 

Campus

	 65-6709	3888
	 ✔www.jcu.edu.sg
	 ✔商业管理、学前教育、热带环境与社会、商业与环
					境科学、财经、人文与社会科学、酒店与旅游管
					理、数据科学、糖尿病研究、热带医学、资讯科
					技、大学先修课程

JWC Coffee Academy

	 016-717	7472
	 www.jwcacademy.com
	 精品咖啡、调酒、烘焙

KL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65-8381	3025
	 www.klc.edu.sg
	 幼儿教育

K-Smart Education Group

	 016-301	8683	/	03-2096	9739
	 www.k-smart-education.com
	 全部

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

	 +65	496	5000	
	 www.lasalle.edu.sg
	 艺术与设计

Le Cordon Bleu Malaysia

	 03-5632	1188	
	 www.lecordonbleu.com.my
	 烘培、烹饪艺术

Macao Institute for Tourism Studies

	 853-2856	1252
	 www.ift.edu.mo
	 厨艺管理、酒店管理、旅游企业管理、旅游会展与
					节目管理、旅游零售及行销管理、文化遗产管理

MAHSA University

	 012-635	8813
	 www.mahsa.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医药卫生科学、保健护理、	
	 商学与管理、财经、旅游礼待与餐饮、大学先修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rt

	 03-4108	8100
	 www.mia.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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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n Institute of Baking

	 010-778	5868
	 www.mib.edu.my
	 烘焙、烹饪艺术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Singapore 

(MDIS)

	 +65	8747	8518
	 www.mdis.edu.sg
	 商业管理、传播、酒店与旅游管理、文史与语言、
	 工程与科技、生命科学、医疗与保健、
	 艺术与设计、A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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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科系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65-6248	9746	/	03-2035	9680	/	81	/
	 017-885	5708
	 www.simge.edu.sg
	 电脑与资讯、科学/理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大众传播、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07-558	6605
	 www.southern.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设计与艺术、大众传播、
	 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大学先修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52-2948	7654
	 www.eduhk.hk
	 设计与艺术、社会科学、教育、文史与语言、
	 视觉艺术、全球及环境研究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52-2623	1118
	 join.ust.hk
	 商业管理、工程科技、环境管理与科技、
					海洋科学与技术、财经、风险管理、中国研究、
					数据分析、生物化学、生物科技、数理、
					人工智能、电脑科学、决策分析学

The One Academy of Communication Design

	 03-7875	5510
	 www.toa.edu.my
	 电脑与资讯、设计与艺术、大学先修

Think Education

	 012-258	7256
	 www.thinkeducation.com.my		
	 韩语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03-4145	0100	/	23
✔	 www.tarc.edu.my
✔	 电脑与资讯、工程、科学/理学、生命科学、
	 设计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大众传播、
	 商学与管理、财经、大学先修

UNDO School of 3D Animation

	 03-6151	5162
	 www.undo.com.my
	 电脑与资讯、设计与艺术

University Malaysia of Computer Science & 

Engineering (UNIMY)

	 603-8800	7100
	 www.unimy.edu.my
	 资讯科技、软件工程、互联网与计算机工程、
	 工商管理、互动及数码媒体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03-8924	8686
	 www.nottingham.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
	 医药卫生科学、保健护理、人文与社会科学、
	 大众传播、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大学先修、
	 法政与语言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

	 016-723	5300	/	016-721	5400
	 www.reading.edu.my

One World Hanx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03-9132	5418	/	017-310	2735
	 www.hanxing.edu.my
	 大众传播

Oriental Culinary Academy

	 03-8023	0555
	 www.oriental.com.my
	 旅游礼待与餐饮

Oriental Nilam College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06-334	0008
	 ✔www.orientalnilam.edu.my
	 ✔护理、重症护理、骨科护理、手术护理

Peninsula College

	 ✔03-3344 7961 / 03-5161 1524 / 04-893 1024
	 ✔www.peninsulacollege.edu.my
	 ✔商业、物流管理、酒店管理、公共管理、
	 会计、金融管理、A水平课程（文科）

PSB Academy

	 011-2630	9889
	 www.psb-academy.edu.sg
	 平面设计、商业管理、媒体与传播、工程与科技、
							会计与金融、庆典与活动策划、酒店与旅游管理、
					生物医学、生物科技、运动科学、制药科学、
					电脑与资讯科技

Ques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erak

	 05-249	0500
	 www.qiup.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	地球与环境科学、
	 生命科学、医药与卫生科学、社会科学、
	 教育、财经、大众传播、文史与语言、
	 商学与管理、旅游礼待与餐饮、大学先修

Republic Polytechnic Singapore

	 www.rp.edu.sg
	 建筑科技、艺术与设计、商业管理、传播、
	 工程科技、环境与海洋科学、金融科技、生命科学、
	 应用化学、医疗与保健、电脑与资讯科技、
	 酒店管理

SEGi University & Colleges

	 03-6145	1777	/	011-1210	6389
	 www.segi.edu.my
	 社会科学、商学与管理、语言

SENTRAL College Penang

	 04-262	1888
	 www.sentral.edu.my
	 商业管理、幼儿教育、会计、金融、旅游管理、
	 导游课程、商业科技、数码商业、电脑科技、
	 大学先修课程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017-928	4733
	 www.senseperfect.edu.my
	 美容与造型

Seri Stamford College

	 017-223	1689
	 www.seristamford.edu.my
	 商业管理、法律、酒店管理、会计

Manipa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06-798	9200
	 www.miu.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生命科学、大众传播、
	 财经、商学与管理、大学先修

MDIS Malaysia

	 07-207	2601
	 www.mdis.edu.my
	 电脑与资讯、大众传播、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

Merdeka Education Centre（独大教育中心）
	 03-8739	7080
	 www.merdeka.university.org.my
	 医疗与保健、民政与社会、殡仪、商学、电脑与资
						讯科技、工程与科技、建筑与规划、艺术与设计、
					大众传播、师范教育、烹饪与营养、酒店旅游、
					食品科技、农林渔牧与环境科学

Methodist College Kuala Lumpur

	 03-2274	1851
	 www.mckl.edu.my
	 人文与社会科学、财经、教育、大学先修、
	 美国学分转移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03-5514	6000
	 www.monash.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生命科学、医药卫生科学、
	 设计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大众传播、
	 商学与管理、财经

Mystudy

	 603-2771	6068	/	017-889	7743
	 www.mystudy.my
	 全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65-6516	1010
	 www.nus.edu.sg
	 电脑与资讯、工程、科学/理学、医药卫生科学、
	 设计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大众传播、语言、
	 商学与管理、财经

New Era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 Continuing 

Education

	 03-8737	8770	Ext:	314
	 www.neivce.edu.my
	 电脑与资讯、仪表造型、科技与工艺、
	 旅游礼待与餐饮、设计与艺术、商学与管理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03-8739	2770
	 www.newera.edu.my
	 电脑与资讯、设计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
	 大众传播、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

Nido Student (学生宿舍服务)

	 +44(0)	207	1000	100
	 www.nidostudent.com
 
Nilai University 
	 06-850	2338
	 www.nilai.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生命科学、医药卫生科学、
	 商学与管理、财经、大学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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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与资讯、工程、科学/理学、生命科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

国立嘉义大学

	 ✔886-5-271 7296
	 ✔www.ncyu.edu.tw
✔ 景观学、农艺、森林、动物科学、音乐、
	 视觉艺术、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
	 辅导与咨商、工程、企业管理、财务金融、
	 行销与观光管理、生物科技、食品科学、
	 微生物免疫与生物药学、水生生物、中国文学、
	 外国语言学、应用化学、植物医学、兽医

树德科技大学

	 +886-7-615-8000	Ext:	1608	/	1610
	 www.stu.edu.tw
	 电脑与资讯、生命科学、设计与艺术、
	 商学与管理、财经、糕点制作/烘焙、美容、
	 身体护理/纤体、美发/美甲、空服员训练

静宜大学

	 ✔886-42632 8001
	 ✔www.pu.edu.tw
	 ✔商业管理、大众传播、教育、会计、财经、人文、
	 法律与社会科学、观光事业、文史与语言、
	 应用化学、数据分析、化妆品、科学、食品营养、
	 电脑与资讯科技

世新大学

	 ✔✔886-2-2236-8225
	 ✔www.shu.edu.tw
	 企业管理、财务金融、信息管理、行政管理、传播、
	 经济、法律、社会心理学、观光、中国文学、英文、
	 日文

台北医学大学

	 ✔886-2-2736 1661
	 ✔www.tmu.edu.tw
	 ✔✔医学、临床、食品安全、医学信息研究、护理、
	 生药学、牙科、医务管理、保健营养、公共卫生、
	 呼吸治疗、奈米医学工程、大数据科技及管理、
	 生医材料暨工程、国际生医工程、生医光机电、
	 生物医学

中原大学 

	 ✔886-3-265-9999
	 ✔www1.cycu.edu.tw
	 ✔✔建筑与城市规划、艺术与设计、商业管理、教育、
	 工程科技、财经、心理学、生物科学、语言、数理
	 工业设计、系统工程、电子工程、电机工程、
	 机械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
	 石油工程、电力工程、会计、工业数学、
	 软件工程、资讯工艺、多媒体电脑、大学基础班

元智大学

	 ✔886-3-463 8800
	 www.gao.yzu.edu.tw
					艺术与设计、管理、资讯传播、工程科技、社会科
					学、中文、应用外语、资讯管理、资讯工程、
					电机通讯

升学情报网成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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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科系	
	 材料估量、商业管理、房地产、会计与金融、
						金融与商业管理、法律、心理学、大学英文课程、
				大学先修课程

University of Southamphton

	 07-560	2560
	 www.southampton.ac.uk
	 电脑与资讯、工程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05-468	8888	/	03-9086	0288
	 www.studyutar.edu.my
	 电脑与资讯、工程、科学/	理学、生命科学、
	 医药卫生科学、设计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
	 大众传播、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农业、
	 大学先修

UOW Malaysia KDU University College

	 ✔03-5565 0538
	 ✔uowmkdu.edu.my
	 工业设计、纯美术、平面/视觉设计、
	 商业行政管理、	创业学、大众传播、厨艺、
	 电机工程、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会计、
	 金融与银行、国际商务、法律、烹饪艺术、
	 酒店管理、电脑与资讯科技、化学、A水平、
	 大学基础班

UTM Space

	 07-521	2000	/	07-531	8000
	 www4.utmspace.edu.my
	 景观设计、材料估算、建筑、城市与区域规划、
	 工业设计、系统工程、电子工程、电机工程、
	 机械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
	 石油工程、电力工程、会计、工业数学、
	 软件工程、资讯工艺、多媒体电脑、大学基础班

Vocational Trainning Council 

	 (852)	2836	1705
	 https://ido.vtc.edu.hk
	 全部技职科目

华东理工大学

	 021-6425-3279
	 www.ecust.edu.cn
	 化工、生物工程、化学与分子工程、药学、
	 材料科学、信息科学、机械动力、
	 资讯与环境工程、商学、社会与公共管理、
	 理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外语、法学

长荣大学

	 886-6-2785123	ext.	1802
	 www.cjcu.edu.tw
	 艺术与设计、无人机、人文与社会科学、
							文史与语言、商业管理、财经、观光与餐饮管理	、
					信息管理、环境科学、消防安全、大众传播、
					兰花产业、生物科技、医疗与保健、资讯工程

中国科技大学

	 +886-2-2931-3416	Ext:	2206	/	2207
	 www.cute.edu.tw
	 电脑与资讯、工程、设计与艺术、语言、
	 商学与管理、财经

玄奘大学

	 886-3-5302255	#2143
	 www.hcu.edu.tw
	 视觉传达设计、艺术与创意设计、时尚设计、
						大众传播、影剧艺术、应用心理学、社会工作学、

					法律、宗教与文化、餐旅管理、应用日语

中国医药大学

	 +886-4-2205-3366
	 www.cmu.edu.tw
	 医药与卫生科学、生命科学、保健护理

东海大学

	 +886-4-2359-0121
	 www.thu.edu.tw
	 电脑与资讯、工程、科学/理学、生命科学、
	 设计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语言、
	 商学与管理、财经、畜牧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886	7601	1000
	 www.nkust.edu.tw
	 建筑与城市规划、艺术与设计、商业管理、
	 工程科技、财经、文史与语言、数理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886-5-534-2601
	 www.yuntech.edu.tw
	 电脑与资讯、工程、医药卫生科学、设计与艺术、
	 人文与社会科学、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

国立东华大学

	 886-3-5302255	#2143
	 www.hcu.edu.tw
	 艺术与设计、商业管理、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
					教育、工程科技、地理与环境科学、会计、
					财务金融、经济学、人文、法律与社会科学、
					生命科学、文史与语言、数理

国立中兴大学

 +886-4-2284-0216
	 www.nchu.edu.tw
	 电脑与资讯、工程、科学/理学、生命科学、
	 医药卫生科学、设计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
	 语言、商学与管理、财经、农业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886-2-2771-2171	Ext:	6513
	 www.ntut.edu.tw
	 电脑与资讯、工程、生命科学、设计与艺术、
	 人文与社会科学、语言、商学与管理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侨生先修部

	 +8862-7749-8299
	 www.nups.ntnu.edu.tw
	 大学先修

国立宜兰大学

	 +886-3-935-7400
	 www.niu.edu.tw
	 电脑与资讯、工程、生命科学、语言、财经

国立金门大学

	 886-82-312723
	 www.nqu.edu.tw
	 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企业管理、工程科技、
					国际暨大陆事务、海洋与边境管理、运动与休闲、
					观光管理、食品科学、文史与语言、长期照护学、
					护理、社会工作学、资讯工程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886-49-291-0960
	 www.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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