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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未来，我的关心”辅导工作坊（雪隆站） 
 

简介 
 

随着马青总团教育局主办的“2016 全国升学辅导巡回讲座会”结束，多

位参与的讲师纷纷反映国内现今的辅导老师缺乏最新的升学资讯，导致学生

们在进行生涯规划时，做出了不符合本身的选择。因此，马华教育发展中心

决定举办“学生的未来，我的关心”辅导工作坊。 

这次的辅导工作坊主要把课程内容环绕着 2 个主要的课题。第一个是

提供最新的升学资讯，以让辅导老师可以了解时下的升学动态，尤其是辅导

老师往往忽略的一环—技职教育。在第 11 大马计划当中，技职教育已经成

为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一环。为了提高技术专才的需求，政府将在未来 5 年投

入大量资金，以培训更多的专业人才。由于辅导老师对技职教育的陌生，培

训营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技职教育的重要、展望及未来。 

于 2015 SPM 考试时，一位准考生因自疑考得不理想，而在家里悬梁自

尽。这事件正好反映出现今父母对孩子课业的高要求，导致能力与兴趣不成

正比的情况日渐恶化，进而衍生出 Spoon Feed 的 90 后及 00 后的年轻一辈。

这些问题都是辅导老师们所面对的棘手问题。因此，辅导工作坊另一个着重

的课题就是心理辅导，中心也针对心理辅导这项目设计的多个有关心理辅导

的课程。在辅导讲座中，主讲人可以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让参与老师可以

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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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坊细则 

主催单位： 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 

主办单位：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咨询委员会 

马青总团教育局 

协办单位： 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 

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 

雪兰莪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 

吉隆坡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 

主题： “学生的未来，我的关心”辅导工作坊（雪隆站） 

对象： 吉隆坡及雪兰莪在籍中学辅导老师或华文老师 

人数： 150 人 

收费：免费 

目标：  A) 改善参与老师的辅导方式。 

B)让参与老师有个平台空间，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日期：2017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八时半至下午五时 

地点：吉隆坡马华大厦 M 楼会议室 

交通：交通自备（可停放于马华大厦停车场，RM5/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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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师简介 

讲座 1 ：完全升学辅导 

讲师 ： 柳志祥 

教育背景 ： 马来亚大学应用统计学硕士学位 ，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经济学士学位 - 主修经济统计学。 

工作经验 ：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台湾健心苑心性管理专业讲师。 

简介 ：在大学时期开始活跃于升学辅导活动并担任全国大专科系入学积分 
手册总编辑。同时联合其它大专的升学辅导组在各教育展提供升学资
讯柜台服务。毕业后继续投入升学辅导工作至今。 
§ 马青总团教育局顾问兼资深讲师;
§ 自 2002 开始，担任全国巡回升学咨询与学辅导讲座会讲师，已主

讲超过 100 场的升学辅导讲座;
§ 受邀至多所中学、教育展和电台(AiFM & Melody FM)分享升学资讯;
§ 接受《星洲日报》和《学海》周刊专访，内容涵盖：中学毕业后

的升学管道、如何选科及填写大学志愿、科系对专才培养等相关
的教育课题。

另外，也协助中学生和大专生做生涯规划和管理，探索 性格、兴趣、能力、工作

价值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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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2 ：未来世界需要的人才 

讲师 ： 尤芳达教授 

教育背景 ： 槟城钟灵中学 
马来亚大学电机工程系一等荣誉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与电脑科学硕士学位 
多媒体大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验 ： 1994 年回国后，于马大工程学院担任讲师。1997 年 5 月始任多媒体 
大学工程学院讲师，及先后任资讯工艺学院副教授，院长与多媒体大

学副校长(学术)等职。2008 年 9 月始在拉曼大学任教，现为拉曼大学
副校长，主管学术发展与国际化，并为拉曼大学李光前理工学院教授。 

简介 ：尤芳达教授研究领域为微波遥感、感应器网络、互联网科技和卫星图 
片处理等。曾得多项国内外奖项， 包括 1996 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URSI）青年科学家奖、2005 年马来西亚十大青年（学术成就及领导）

奖、2011 年东丽(Toray)科技奖等。他现为东盟工程科技院（AAET）
院士、马来西亚科学院（ASM）院士及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MQA）
理事会成员、教育部爱心学校计划顾问、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科技及

创新组副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育咨询委员及马来西亚
MIT 校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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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3 ： 培养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学生 

讲师 ： 郭燕群博士 

教育背景 ： 英国渡伦大学教育博士 (Durham University, England, UK)(2004-2008); 
临床心理辅导督导执照 (St Andrew’s Lifestreams, Singapore, 2007); 
叙事心理治疗证书 (Academic Human development Singapore, 2006); 
认知行为治疗证书 (飞跃家庭服务中心, 2005); 
学辅导学硕士 (Durham University, England, UK, 1995-1996); 
道学硕士 (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1983 – 1986); 
中国文学学士 (国立台湾大学, 1979 – 1983)。 

工作经验 ： 拉曼大学心理与辅导系副教授; 
新加玻国立教育学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兼职导 
师，负责督导辅导硕士班学生的辅导实习(2009); 
新加玻新亚学院 (TCA College, Singapore) 辅导学系资深讲师，教导有 
关教育与心理辅导的课程，并督导学生的辅导实习(2006 -2009); 
新加玻飞跃家庭服务中心资深辅导员(2004-2006); 
新加玻来佛士女中学校辅导工作。 

简介 ：有多年学生辅导经验。拥有超过十年的辅导经验，辅导青少年，夫 
妇，家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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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目表 

08/04/2017 (星期六) 

时间 活动 

08:00-08:30 报到/早餐 

08:30-11:00 

讲座 1：完全升学辅导 
马青多年来升学辅导的心路历程。详细为您分析 STPM vs A 
LEVEL、技术 vs 学术、国内留学 vs 海外留学等等您耳熟能
详但未必了解的真实答案。 

讲师：马青总团教育局讲师柳志祥 

11:00-11:15 小休 

11:15-13:15 

专题演讲：未来世界需要的人才 
读什么课程=未来的工作。在升学的道路上，没有好的课

程，只有适不适合你的科系。未来你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
人才，让尤教授为您分析。 

讲师：拉曼大学副校长尤芳达教授 

13:15-14:00 午餐 

14:00-16:00 

专题演讲：培养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学生 
很多学生已变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问题来找

GOOGLE”。这是好的现象吗？辅导老师的角色似乎被遗忘
了？为什么我们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有又可以自行解决这
些问题呢？ 

讲师：拉曼大学心理与辅导系副教授郭燕群博士 

16:00-16:15 小休 

16:15-17:00 闭幕典礼/结束 

报名截止日期 ：2017 年 4 月 3 日 

--> 报名表格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kDGa3PgzcfZ2P63sY_aGSDG5m0eiwdVZEkfT6yGy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