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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第二財長
兼環境暨

公共衛生部長拿督斯
里黃順舸指出，隨著
砂再生能源走廊計劃
的推行，未來三五年
里，將有更多外國投
資者注資砂州，同時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屆時技術人員的需求
會增加。

“我相信常青
工藝學院將會更積极
發展人力資源，培訓
更多技術人才，以符
合市場需求。”

黃順舸表示，
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
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及為砂州招來龐大的
外來資金，同時提升
人民的生活水平，讓
砂州成為先進、繁榮
的州屬。

“州內生產總
值將從2006年的258
億令吉增加至2030
年的1千180億令吉；就業機
會也從2006年的90萬個增至
2030年的250萬個。”

森州開分院

培訓技工
黃順舸說，砂再生能

源走廊從2008年至2030年期
間，將為砂州帶來許多收
益，屆時年輕一輩將享有
自由的天空，讓他們發揮所
長。

他指出，常青集團執行
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是一
個小生意人出身，但是憑著
他過人的毅力、堅韌不拔及
積极奮斗的精神，他成功把
企業拓展到全世界。

“除經商外，他也把心
思投入建立工藝學院，培育
莘莘學子，這种精神和作為
值得贊揚。”

黃順舸透露，常青工藝
學院於2005年9月由張曉卿
一手創立，該學院已成為詩
巫的驕傲，這几年來培育超
過600位技術人員，以應付
各領域的需求，如汽車機電
工程及油棕种植領域。

他說，為應付
市場對合格及熟練技
術人員的需求，常青
學院今年年初在森美
蘭州汝來開辦分院，
目前該分院擁有500
位學生。

黃順舸表示，
將常青工藝學院拓展
至西馬是個非常有遠
見的決定，可為年輕
一輩提供高素質的技
術課程。

“我對於常青
工藝學院現今成為傳
授先進技術技能的主
要機構感到驕傲。
這項了不起的成就，
是學生、導師、職員
及管理層辛苦換來
的。”

一站式學院 

砂人驕傲
黃順舸說，今

日大家齊見証119位
學生獲得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City and Guilds）頒發的
各學科文憑及証書，包括17
位獲得由种植人協會發出的
園丘管理專業文憑。

他透露，常青工藝學院
與英國城市專業學會及英國
桑德蘭城市學院（City of 
Sunderland College）合
作，先讓學生裝備好自己，
之后再到英國大學求學，常
青工藝學院可說是一站式的
學院。

黃順舸指出，常青工藝
學院第三屆畢業典禮的舉行
不只是學生、父母、導師及
學院的驕傲，而是全砂子民
的驕傲。日后將有119位畢
業生進入不同的領域服務，
為國家做出貢獻。

“今日的畢業只是人
生的第一個里程碑，你們還
要繼續的努力，充實自己，
邁向更高峰，考取更高的學
位。”

“所謂學無止境，我們
不可停下學習的腳步，反之
要不斷的向前跨步，沖出本
地，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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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
爵士勉勵畢業生要有“常青藤”

的精神，就如第三屆畢業典禮主題所言般
“自強不息，傲志常在，刻苦奮鬥，名標
青史 ”。

“今天是常青工藝學院第三屆畢業典
禮，常青工藝學院成立4年的時間並不算
長，但是卻帶來很多的回憶。我記得當常
青工藝學院初期成立時，當時大約只有20
名學生報讀汽車電子機械課程。”

張曉卿說，不過這4年中，該學院在課
程中做出很多改進和提升，以確保課程符
合當前市場需求。

“目前，課程已從文憑課程提升至高等文憑課程，讓學
生可以前往常青工藝學院在英國的合作夥伴大學，繼續攻讀
學士學位課程。 ”

職場磨練幫助蛻變
張曉卿指出，這是馬來西亞在技術教育上的重大突破，

技術教育在社會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發展人力資本
方面，技術教育培育出技術純熟的員工，提高工業生產力，
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在常青工藝學院第三屆畢業典禮上致詞時表示：“令
人欣慰的是，我們的畢業生現在已經成熟，從沒有經驗的高
中畢業生，成為技能熟練的技術人員，我希望這些畢業生能
不斷的吸收新知識，終身學習。 ”

張曉卿說，在職業生涯中，你們不可避免的將會面臨種
種挑戰，而且這些情況并非時常會順從人意，但是這將會對
磨練你們蛻變成為不同的人。

他指出，你們一直以來的努力、獻身精神和不斷努力保
持高素質的精神，現在可以說已經獲得應有的榮譽了，這是
個自豪的時刻，同時也是你的老師、父母及導師應該感到驕
傲的時候。 

張曉卿說，畢業生們非常幸運可以在常青工藝學院中
學習理論，並從實際實習中學習，這些經驗將使他們受用一
生。 

“在面對現實與充滿競爭激烈的工作環境前，我希望你
們已經做好準備，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充分利用所學習的
知識追求成功。”

成功來自對社會貢獻
張曉卿指出，在你們的生活中，大多數事情的決定權都

在你自己手里，從現在起就需要作出一些決定，讓你們自己
的生活能獲得改變。 

他提醒畢業生們，雖然你們可能會成功創造財富，並積
極策劃著你的工作方向，但是你們也需要負起社會責任，盡
本份回饋社會。 

“一個人真正的成功，並不是衡量你的財富，或者是
個人的榮譽，而是在於你如何與周圍的人彼此分享你所擁有
的，以及和你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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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工藝學院昨日舉行第三屆畢
業典禮，有119位畢業生榮獲文

憑及証書。
常青工藝學院119位畢業生分別畢業

於汽車電子機械高級文憑課程（60位）、
汽車電子機械基礎課程（21位）、汽車
技術人員課程（14位）、農業機械技術
員（4位）及園丘管理專業文憑課程（21
位）。

傑出畢業生得獎名單：
園丘管理專業文憑課程最佳成績獎：

丘騏城
園丘管理專業文憑課程整体最佳表現

獎：林忠澔
汽車技術人員課程最佳學員獎：李耀 
汽車電子機械基礎課程最佳學員獎：

鍾光福
汽車電子機械高級文憑課程卓越成績

獎：吳凱翔
汽車電子機械高級文憑課程最佳實習

獎：賴利彬
汽車電子機械高級文憑課程整体最佳

表現獎：許慶麟

常青⼯藝學院畢業禮 

119學生獲證書

常青工藝學院院長盧友欽指
出，許多人對技術教育有

所誤解，將技術教育列為最后的選
擇，實際上這是錯誤的看法，技術
人才是擁有良好的深造機會及可享
有高薪。

他說，普遍上父母不愿意將孩
子送往接受技術教育，因為他們認
為技術教育是第二選擇，甚至可以
說是最后的選擇。

“父母及民眾認為只有那些輟
學或成績差的學生，才會選擇技術
教育，其實這是不正確的想法。” 

盧友欽指出，很多人以為技術
教育的畢業生若要取得更高學歷或
資格會面對很大的限制，即使他們
有能力，也無法更上一層樓。

“其實許多發展國家，如英
國、美國、德國、澳洲及日本的技
術教育制度非常完善，這些國家的
技術學院與大學接軌。”

“我們必須清楚這一點，技術
教育是可以與大學教育鏈接，但是
這胥視各別學生的基礎及語言掌握
能力。”

與外國大學建學位平台
盧友欽表示，常青工藝學院擁

有完善的平台及制度，可以讓學生
升上國外的大學修讀學士學位。

他指出，大眾對於技術教育的
另一個錯誤觀點，就是技術人員的
收入低。

“現在很多在民都魯及美里石
油及天然气領域工作的特別技能人
才都來自外國，而本地普通的白領
階層的薪水根本比不上他們。”

盧友欽說，各項研究、調查及
數据報告顯示，特殊技能人材比其
他人擁有更大的創業機會。

“因此我要吁請大家敞開心
懷，嘗試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技術

教育。”
盧友欽在常青工藝學院第三屆

畢業典禮上致詞時透露，常青工藝
學院將在西馬開辦技術大學學院，
屆時該學院將成為全馬其中一間最
佳的技術教育機構。

他指出，常青工藝學院自開辦
以來，為人力資源市場貢獻良多。
該學院今年年初在森美蘭汝來設立
分院。

明年開辦2高級文憑課程
盧友欽續稱，常青工藝學院提

供專業的技術訓練，如汽車電子機
械高級文憑課程，學生可獲得由英
國桑德蘭城市學院頒發的高等文憑
及英國城市專業學會頒發的高級文
憑，畢業生完成學業后，可到英國
大學修讀最后一年的工程系學士文
憑課程。

“我們也與非營利技術的技職
訓練組織合作，以吸納全國學生加
入技術教育行列。”

盧友欽透露，該學院將在明年
1月開辦兩項高級文憑課程，即電子
電機課程及資訊科技課程，畢業生
可前往英國修讀最后一年的課程。

盧友欽：技工享高薪

唸技職教育有前途

（詩巫3日訊）常青集團
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
指出，在全球面對金融困難時
期，大多數公司開始要求僱員
擁有多項技能，由此可見，社
會對於僱員的需求已經有所改
變，僱員們應該適時提升自己
的技能，以保持競爭力。

他說，目前全球各行業都受到
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許多企業進行
“瘦身”，甚至有一些公司無法跨
越危機而倒閉，職場上的失業率非
常高。 

張曉卿今日在常青工藝學院第
三屆畢業典禮上致詞時表示，在這
種困難的時期，更加劇社會對於多
技能員工的需求，大多數公司要求
僱員擁有多項技能，能在同一時間
執行多項工作。

“雖然現階段本地并不常見到
這樣的情況，但我們應該可以意識
到社會對於僱員的需求已經有所改
變，僱員們應該適時提升自己的技
能，以保持競爭力。 ”

張曉卿說，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要通過適當的技術培訓。然而，許
多家長對於技術教育持有負面的看
法，他們認為技術教育是低水平的
教育，是教育中的第二選擇。 

他指出，事實上，這是不正確
的，所有的生產線或前線工業的工
作都是由技術純熟的員工所負責。
因此，現在的社會對於機械操作等
相關行業，聘請高學歷技術員工的
需求越來越高，以便能符合日新月
異的機械操作技術。 

“因此，我希望家長改變他們
對於技術教育的看法，技術教育絕
不應該是第二選擇。”

張曉卿說，當然，技能和知識
並不能保證一個人的成功，這必須
與積極的心態相結合，同時擁有正
確的態度和勤奮工作的精神，這樣
才能讓一個人在困難的情況下成為
出類拔萃的人。 

他指出，常青工藝學院，做為
常青集團推動教育的輔翼，成功在
砂拉越發揮其培訓技術與知識化的
人力資源中應有的角色。

張曉卿呼籲所有的員工利用常
青工藝學院的優勢，尋找機會來提
高自己，因為“終身學習”的態度
對每個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要繼續朝向專業化發展，我
們必須繼續深入發展技術領域，以
及獲得商業知識，並且有能力運用
自己的技能來面對任何具有挑戰性
的情況。 ”

“儘管現在有微弱的跡象顯示
經濟正在逐漸復甦，但我相信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以讓它完全恢復元
氣。不過，相對常青集團將繼續朝
著企業目標前進，包括增加就業機
會，改善社會的生活質量等。”

公司成功仰賴人資
張曉卿認為，成功的公司主要

是依賴人力資源資本，因此，常青
集團將繼續致力提高福利，提升員
工的知識與工作表現。

“藉著所有員工的忠誠與奉獻
精神，我相信常青集團可以在面對
未來的挑戰中取得成功。”

僱員須擁多項技能
張曉卿：時刻提升⾃⼰

園 丘 管 理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畢業生與嘉賓合
影。

張 曉 卿
（右）頒發園丘
管理專業文憑課
程最佳成績獎予
丘騏城。

汽車電子機械高級文憑課程整
体最佳表現獎得主許慶麟（左）從張
曉卿手中接過獎狀及獎品。

汽車電子機械高級文憑課程最
佳實習獎得主賴利彬（左）從張曉卿
手中接過獎狀及獎品。

張曉卿（右）頒發汽車電子機
械高級文憑課程卓越成績獎予吳凱
翔。

黃順舸（右）頒發汽車電子機
械高級文憑予賴富林。

汽車電子機械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與嘉賓們合影，前排左二起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兼詩巫市議
會主席拿督張泰卿、常青工藝學院院長盧友欽、砂第二財長兼環境暨公共衛生部長黃順舸、常青集
團執行主席張曉卿、种植人協會首席執行員阿茲占阿都拉、砂人力資源局技術發展副局長伊斯邁及
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張建卿。

張曉卿（右）頒發汽車技術人
員課程最佳學員獎予李耀。 

張曉卿（右）頒發汽車電子機
械基礎課程最佳學員獎予鍾光福， 
中為盧友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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