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工作，不是单凭它在新加坡有
多少人手，而是它在新加坡、英
国和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人才网
络。新加坡对成功的定义不在于
能在我国为新加坡人创造多少份
工作，而是在我国及以外的世界
能创造多少更好的机会。
　　顺应工作性质的改变，教育
学府也须转型为持续学习学院。
学府应趁早培养学生对终身学习
的态度，同时加紧同企业的合
作，促进学术界与企业之间的知
识交流。
　　陈振声强调，推动终身学习
是确保我国竞争力的关键。如果
我国每年单靠每届的约三四万名
毕业生，劳动队伍的更新率只有
1％至2％。要维持国家的竞争力
就得确保劳动队伍与时俱进，他
提出每年应有两三成劳动人口进
修的目标。一些北欧国家的培训
率已超过40％，这也应是我国努
力追求的目标。

戴森：工作场所能激荡创意
　　研讨会也邀请在我国设立业
务的英国科技公司戴森的创办人
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主
讲。他也强调学无止境的重要，作
为一家致力于开创新技术的科技
公司，工作场所更是一个激荡创
意、展开协作与研究的学习场地。
　　为了应付英国工程人才短缺
的问题，戴森五年前成立戴森
工程技术学院，提供大学文凭课
程。他指出，学生能与世界优秀
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协作，参与开
发新技术，并在实践中学习。
　　针对戴森如何确保背景多元
的团队，吸引自家学院以外的人
才，戴森首席科技官约翰·丘吉
尔（John Churchill）在对话会上
回应说，公司重视多元化团队，
招聘人才时考虑的是个人的发展
潜力与技能，将继续从学院及以
外吸纳人才，而且世界各地也有
从戴森学院毕业的工程师。他认
为，具备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并
勇于踏出舒适区等特质与软技
能，在未来职场会日益重要。
　　由新加坡管理学院首次举办
的系列研讨会是校方支持企业发
展与职场学习的项目之一，接下
来也会针对高阶管理层开办首席
永续发展官职责、首席学习官职
责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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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高增值的工作已不局限于某
个地区，雇主今时的挑战在于如
何网罗各地人才，重视与时俱进
的技能，以确保竞争力。
　　教育部长陈振声星期二（9月
20日）出席新加坡管理学院举办
的研讨会时提到企业、学府与个
人该如何应对工作性质的演变。
　　单靠一纸文凭来衡量雇员的
能力已不实际，雇员在职场生涯
中须定期“填补”技能与知识的
缺口，更多微型课程也应运而
生。企业更须重视实际技能，加
强对人才的栽培。这场研讨会以
“工作的未来”为主题。
　　陈振声指出，企业甚至是国
家面对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平衡本
地和外籍雇员的比例，尽管在处
理许多社会课题上，这依旧是重
要的考量。“企业或国家面对的更
大挑战是如何网罗人才，建立有
深远影响力的人才网络，以快速
的发展超越竞争对手。这是因为
工作的性质已改变，尤其是高增
值工作，已不局限在某个地区。”
　　他以曾参观的跨国动画媒体
公司为例说，公司之所以能争取

教育部长陈振声（右）出席新加坡管理学院举办的系列研讨会，与受邀主讲的英国科技公司戴森创办人詹姆斯·戴森（中）以及新加坡管理学院董事
会主席吴幼娟（左）交谈。（陈斌勤摄）

教育部长陈振声指出，新加坡对成功的定义是在我国及
以外的世界能创造多少更好的机会。

陈昱嘉　报道
yujiatan@sph.com.sg

　　员工安装扇卷闸门发动机时
触电身亡，女雇主承认未确保工
作场所安全，被判罚款10万元。
　　这起工业意外发生在2019年
11月7日。涉案公司陈金成卷门的
合伙人李宜藤（65岁）星期二（9
月20日）出庭，承认一项违反工
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法令的罪名。
　　陈金成卷门的主要生意是修
理和替换卷门的发动机。死者董
宝荣是公司的外籍员工，法庭文
件没透露他的国籍和年龄。
　　案发当天，董宝荣和两名工人
来到樟宜南2道的Tritech大厦，为
一家建筑公司更换卷门的发动机。

　　三人在早上9时30分许开工。
发动机距离地面约5.6米，董宝荣
爬上阶梯安装新的发动机，另两
人则手握阶梯，把器材递给他。
　　由于董宝荣开工前没关掉总
电源，一启动发动机就有电流通
过，导致他触电从阶梯跌下倒
地。他被送往樟宜综合医院抢
救，在早上10时39分伤重身亡。

被告称当时不在现场 
无法控制员工采取措施
　　人力部主控官指出，被告的
过失导致董宝荣丧命。调查显
示，根据公司的安全工作程序，
员工开工前只须关掉隔离器的电
源，但没有指示要关总电源。

　　另外，公司的风险评估没有
点出触电的危害，也没确保员工
采取相关的安全措施，如身穿绝
缘手套和安全鞋、与带电的零件
保持安全距离，以及需在鹰架上
工作。在场的三名员工也没经过
合格训练，无法搭起鹰架。
　　被告求情时称，她当时不在

案发现场，不能控制员工是否采
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公司也提供
搭鹰架的材料，但员工那天选择
不使用。她也称员工其实懂得搭
鹰架，只是因为不识字及听不懂
英语，无法获得合格准证。
　　被告说，她的丈夫患胃癌刚
动手术，接下来还得接受心脏手
术，医药费将用掉大笔存款。被
告称生意规模小，恳请法官从轻
发落，判低数额的罚款就好。
　　法官指出，这起事件导致一
人丧命，造成显著的伤害，控方其
实有理由要求被告判入狱，这次只
要求罚款，已算合理公平。法官允
许被告今天先缴交5万元罚款，余
项以分期付款处理。（人名译音）

陈昱嘉　报道
yujiatan@sph.com.sg

　　前股票经纪谎称提供外汇投
资，骗四人交出超过112万元，被
判坐牢六年两个月。
　　被告洪万裕（51岁）星期二
（9月20日）承认六项欺骗罪状，
其余15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
虑。他已针对判刑提出上诉。
　　2013年至2015年，被告曾
是外汇经纪商NoaFX的股票经纪
人。在这段期间，他向四人谎称

可替他们投资赚取利润。事实
上，被告拿了钱后没有投资，只
当成“回报”支付给其他受害者
或还债。
　　被告拥有几个NoaFX的模拟
投资户头，以便无风险测试股票
交易策略，这些模拟户头跟真正
的户头一模一样，用户通常无法
辨别。
　　其中一名受害者肖恩听信被
告的谎言，以为每月可赚取8%的
投资回报，两年内共给了他66万

元。为了让肖恩信以为真，被告让
他登入模拟投资户头，使对方相
信这笔钱已拿去投资。实际上，
被告拿了大部分的钱去还债。
　 　 被告的同座邻居阿里也上
当。阿里知道被告从事投资行业，
某天找他帮忙投资，被告于是与
他签下合约，并承诺阿里每月可
获得2.5%的回报。结果，被告将阿
里给他的35万元全部用来还债。
　　四名受害者共交出112万8000
元。扣除当作“回报”归还受

害者的23万余元，以及被告偿还
的11万余元，受害者仍损失77万
6920元。
　　被告原本打算抗辩，在审讯
开始前一周才决定认罪。
　　主控官形容被告为“连环投
资骗子”，并指他预谋干案，甚
至利用模拟投资户头和投资合约
蒙骗受害者，行骗长达两年，因
此承担更重的罪责。
　　控方也指投资骗局近年越来
越常见，警方数据显示2021年的
投资骗局案比2020年多出超过一
倍，诈骗的数额也跟着倍增，此
类骗局引起关注，被告必须严惩
以儆效尤。（人名译音）

黄贝盈　报道
npeiyin@sph.com.sg

　　本地越来越多盗版串流平
台被封锁后，约三分之一的消
费者花更多时间观看免费串流
服务，也有逾两成的人已签购
合法串流服务。
　 　 亚 洲 视 频 行 业 协 会
（AVIA）属下的反盗版联盟
（CAP）去年底委托YouGov针
对本地用户观看网络内容的习
惯进行调查，发现封锁非法网
站有助改变消费行为。
　　新加坡高庭今年2月颁布庭
令，要求本地网络服务供应商
封锁30个非法串流网站和近150
个相关的域名。反盗版联盟星
期二（9月20日）透过文告说，
网络服务供应商已封锁多99个
与这些非法串流网站相关的域
名 。 联 盟 也 引 述 上 述 调 差 结
果，加以说明封锁的成效。
　　最新一次的封锁同样是以
反盗版联盟成员、英国广播公
司工作室、探索通信（Discovery 
Communications）、西班牙甲级
足球联赛、英格兰超级足球联
赛，以及电视广播（国际）有
限公司（TVB International）的
名义提出。这遏制了非法网站
企图通过页面跳转，规避原有
庭令的做法。
　　反盗版联盟总经理奇塔姆

（Matthew Cheetam）说，封锁网
站这类做法若有效使用，非常
有利于打击网络盗版，并扭转
这类活动造成的伤害。
　　不过，他也提醒，封锁网站
只是打击盗版的策略之一。“除
了封锁，重要的是整个内容生
态体系的参与者都合作打击网
络盗版。我们很高兴看到区域
周边的业界人士、政府和中介
机构正推进这点，认识到盗版
能对行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
坏，而且对消费者非常有害。”
　　本地约有1100人参与于今
年1月公布结果的调查。调查显
示，逾四成消费者会在网上观
看盗版的直播或点播电视节目
及视频，使用的服务包括社交
媒体或聊天平台、串流盗版网
站以及安卓电视盒。
　　虽然许多消费者因政府封
锁盗版串流服务而改变习惯，
一些消费者却并未受影响。逾
三成的人称这是因为自己并未
使用遭封锁的网站，也有约一
成的人指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
盗版网站。
　 　 针 对 网 络 盗 版 的 负 面 影
响，52％的消费者知道网络盗
版会提高手机和设备遭恶意软
件攻击的风险，30％的人也指
这会导致在创意行业工作的人
丢失饭碗。

调查：封锁非法串流网站见效
逾两成消费者签购合法服务

员工装发动机触电身亡　女雇主未确保安全判罚10万元

谎称提供外汇投资骗逾112万元
前股票经纪判监六年两个月

苏秉苓　报道
sohpl@sph.com.sg

　　探索未知的强烈求知欲、
积极开放地看待变迁，以及坚
韧 应 对 可 能 出 现 的 挑 战 或 状
况，是企业最渴望拥有的人才
特 质 ， 也 是 离 开 学 府 、 准 备
踏 入 社 会 的 年 轻 人 应 具 备 的
“软”条件。
　　多名大型企业的领袖星期
二（9月20日）出席新加坡管
理学院举办的“工作的未来”
研讨会时都异口同声地指出，
“软”优势比一纸文凭更符合
未来职场的需要。
　　他们也呼吁本地高等教育
学府做出相应配合，加强与业
界的互动，设计出更符合市场
需要的教学课程，确保未来劳
动队伍继续受雇。
　　这些“软”技能包括批判
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持
续学习的上进心，以及搭建人
脉桥梁的能力等。
　　参与研讨会小组讨论的有新
电信集团总裁袁坤满、微软新加
坡区董事经理李慧丽、戴森首席

技术官约翰·丘吉尔和LinkedIn
亚太区董事经理洪雍华。
　　新电信集团在本地拥有1万
3000名员工，总裁袁坤满鼓励职
场新人“敢于造梦”，在初入职
场时不妨多尝试不同的工作岗
位，发掘兴趣、确定志向，深化
专业知识，成为领域的行业专
才。“年轻一代除了要保有好奇
心，不断学习，更可以提出对个
人及企业具影响力的建议，争取
自己想要的工作，敢于造梦。”
　　李慧丽则认为，新人除了得
具备勇于变通、灵活适应各类新
角色的条件，也应善用分析及批
判性思维。“希望教育学府能尽
早在学生的学习阶段加强这方
面的训练，这是下一代面对未来
职场新挑战的核心技能。”
　　洪雍华也指出，成长型思
维及积极学习的态度是未来受
聘的重要考量，“四成雇主看
重的是技能，而不再只是资格
证书和过去的工作经验。”
　 　 全 球 最 大 职 场 社 交 平 台
LinkedIn的最新数据显示，到
2025年，本地工作岗位所需的技

能预计有一半与现在不同，当
中还有四种是全新的。

六成本地经理级员工认为 
公司高管与员工期望脱节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些
新技能与员工现在拥有的技能
相当类似，只要通过再培训，
大部分员工都能胜任。
　　另一方面，领导企业转型
前进的高阶管理层也须换位思

考，挑战自己的思维模式。
　　微软今年的内部员工调查
结果显示，六成的本地经理级
员工认为，公司高管与员工的
期望脱节。
　　李慧丽认为，高管必须要
有让员工犯错和尝试失败的空
间，以包容的态度聆听员工挑
战现状的声音，才能激发员工
的潜能。
　　袁坤满则强调，持续学习

不应止步于高管，高管本身必
须以身作则，才能塑造面向未
来的企业文化，留住人才。
　　此外，高管也应重新审视公
司内部不合时宜的工作安排，重
视现有员工，而不是让新引进的
员工享受更好的待遇，“让不同
年代的员工都对自己的工作产生
使命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能与
公司并肩成长、发挥影响力，才
能留住人才。”

新电信集团总裁袁
坤满（左起）、微
软新加坡区董事经
理李慧丽和新加坡
管理学院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谢劲松在
讨论会上分享对未
来工作的看法。

（陈斌勤摄）

大型企业：　“软”优势比一纸文凭更符合未来职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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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声：雇员须及时“填补”知识缺口

企业应重视实际技能网罗各地人才

涉案公司陈金
成卷门的合伙
人 李 宜 藤 出
庭，承认一项
违反工作场所
安全与卫生法
令的罪名。

（徐颖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