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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欢迎乘搭“未来航空”
开始您的升学之旅

（请填写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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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未来的生涯目标

决定了
您的升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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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
您想从事什么工作？

不知道

（请写下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如果没有答案，请翻到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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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从事什么工作

您未来

您现在
就应修读什么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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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修读什么科系？

不知道

（请写下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如果没有答案，请翻到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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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的决定

是选校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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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去哪一所学校？

不知道

（请写下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如果没有答案，请翻到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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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未来航空”的机票上
填写您的目的地和
个人资料。
请将填好的机票交给我们，或拍下机
票Whatsapp到012-6918 604。
我们将进一步协助您达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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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航空机票】

英文姓名：

手机号码：

未来想从事的工作：

未来想修读的科系：

未来想进入的学校：

ALL
GATEFly To FuTurE



此机票为您专属，飞行目的地、航线、航
班、航速、座舱等飞行条件皆由您决定；您
也可以随需要，随时转换飞行条件，唯您必
须对此机票的兑现负起全部责任，包括您的
时间、精力和花费。

为控制时间、精力和花费的付出，未来航空
建议您在决定飞行条件之前先自行做好功
课，包括：收集资料、里外思考、讨论商量
和详细规划。

飞行期间，请系上“三心”安全带——专
心、用心和信心；全程不允许抽烟，但是间
中您可以聊天、唱歌、运动，或是享用未来
航空为您提供的娱乐和美食，让旅途在充
实、健康且喜悦中完成。

1.

2.

3.

【条款与条件】



何伦职业兴趣
简易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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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看六种何伦职业兴趣类
型的描述，选出两种您认为
最像自己的类型。

realistic

Social

Artistic

Conventional

Investigative

Enterp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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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型
您是个情绪稳定、有耐性、坦诚、直率的
人。您喜欢在讲求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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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机械、电器、工具、动物或
植物方面的事情比较有兴趣。您在生活上以
实用为重，而且重视眼前的事多于对未来的
想象。

（请勾选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很像    像    有点像    不像    很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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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型
您擅于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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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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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具有数理能力和科
学研究的精神，喜欢观察、学习、思考、分
析和解决问题。

（请勾选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很像    像    有点像    不像    很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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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
您的直觉敏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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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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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喜欢管人和被人管，在无拘无束的环境
下，工作效率最好。您具有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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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勾选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很像    像    有点像    不像    很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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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型
您对人和善、宽容，容易相处。您喜欢倾听
和了解别人，也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解决
别人的问题。您不爱竞争，喜欢和大家一起
做事，一起为团体尽力。您关心自己和别人
的感受，并且交友广阔，往往关心人多于关
心工作。您有教导、与人温暖相处的能力。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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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勾选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很像    像    有点像    不像    很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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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型
您的精力旺盛，好冒险和竞争。您做事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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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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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因
现在的成就而满足，并且要求别人跟你一样
努力。您具有领导、说服他人的能力。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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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勾选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很像    像    有点像    不像    很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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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
您的个性谨慎，做事讲求规矩和精确，喜欢
在有清楚规范的环境下工作。您做事按部就
班、精打细算，给人的感觉是有效率、精
确、仔细、可靠且有信用。您的生活哲学是
稳扎稳打，不喜欢太多改变，也不喜欢冒险
或领导。您具有敏捷的文书或计算能力。您
喜欢处理文书或数字资料，或遵循成规处理
事务。

（请勾选您的答案，然后翻到下页。）

   很像    像    有点像    不像    很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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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像您的两种类型是：

（根据您勾选的答案，请写下
R、I、A、S、E、C六种类型当中，您
觉得最像自己的的其中两种类型。） 

这就是您的简易版何伦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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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升学情报科系与职
业指南》的何伦职业兴趣类
型职业对照表，看看列出的
职业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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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了解有关职业，请
根据职业后面的页码，前往
阅读有关职业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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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自己

感兴趣的职业

您不但做得开心

也往往做得更出色
此心理测验是升学情报中心根据心
理学家何伦的职业兴趣测验编制的
简易版测验。
如果此测验对您带来任何困惑，请
email至counseling@fsi.com.my或
WhatsApp至011-5680 5134，以便
我们协助您解开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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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写下您感兴趣的职业：

（找到职业，请回到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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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与职业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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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科系与职业地图：

找到领域 找到类别 找到行业

找到职业找到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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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一张“纸”
而令您一生受困

“学以致用”并不是说，修读A科系只可以从
事A职业，而是说，把在A科系里所学到的任
何知识和技能，应用在任何适用的职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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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写下和您的
未来职业相关的科系：

（找到科系，请回到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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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教育展寻找有
提供相关科系课程
的学校

请登入升学情报线
上教育展
(edufair.fsi.my)
查找学校

（找到学校，请回到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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