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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新加坡海事与离岸
工程业在风雨中屹立不倒，并
且还积极吸取优秀海事专才，
为其雇员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培
训与提升机会，以确保国人能
有更好的就业发展。欢迎加入
海事业，拥抱美好前景

　　为提高对生产力概念的认识，
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推出了WSQ
海事运营管理创新计划(OMNI@
Marine)，旨在训练专业人才，评估
海事业公司的营运状况，并且实施
创新计划，来提升生产力。此外，
新加坡海事工业商会也开展了一系
列提高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训练。

①WSQ海事运营管理创新计划

　　由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连
同 新 加 坡 海 事 工 业 商 会 与 新 加
坡制造技术研究院（Singapo re 
Institute of Manufacturing）合作
制定的WSQ海事运营管理创新计
划，在研究和开发的基础上提供了
一个成熟且创新的运营管理方法
（OmniMethodology），以不断提
高公司运作的效率。
　　WSQ海事运营管理创新计划包
括三项课程，由两部分组成：课堂
培训和实践。首个课程培训为期四
周。

　　该课程侧重于传授知识，业务
管理和OmniMethodology的掌握。
　　针对对象为管理人员，例如参
与营运的公司总监、经理、工程师
管理人员、工程师、供应链、采
购、物流，生产和工程管理人员。
中小企业里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
民雇员，如符合条件，将可获得新
加坡劳动力发展局所提供高达90%
的资金赞助。非中小企业里的新加
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雇员则将获得
70%的资金赞助。

②提高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训练

　　为提高中小企业对海事生产力
的认识，新加坡海事工业商会为各
家参与海事业的船厂和公司，举办
了一系列有关提高生产力的基本要
素训练，以传播生产力的概念及核
心价值，借此提高并且改善生产
力。

　　由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和新加
坡海事工业商会合作成立的技能提
升计划奖学金，旨在培训出更多优
秀的海事技术人员，帮助更多在职
海事人员在本地兼职攻读纽卡尔斯
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UK）
海事技术硕士文凭课程。

　　该课程为期两年半，奖学金仅
开放给新加坡公民，另学员必须是
在职至少两年的经理、执行人员或
工程师，也必须由雇主赞助。学成
后，必须与公司签署服务至少一年
的合约期。

●拥有至少N水准或O水准资格
●拥有三年工作经验
●无海事相关技能和经验的新加坡公
　民或永久居民可获得考虑

　　海事技师入职培训计划是专为没
有海事技能相关背景的国人和永久居
民所设立的。
　　这项培训集合技能评估测验初
级和第二级证书（SETC 1&2）和新
加坡劳动力技术资格鉴定制度下的海
事与应用团队合作职业安全与健康法
案。
　　见习生在受训期间可获1500元
的基本月薪，经一年培训后，将成
为海事技师，月薪至少1600元，他
也可修读为期一年的国家工教局证书
（NITEC）课程。

　欢迎对海事技师职位有兴趣者
前来参加职业展。欲预先报名，
可致电：64743777。

日期：4月11日（星期四）
时间：上午1０时至下午2时
地点：亚逸拉惹民众俱乐部
　　　150 Pandan Gardens
　　　Singapore 609335

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e2i）职业展

海事与离岸工程业
前景乐观
　　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长期需求预
计保持强劲，因此海事与离岸石油天
然气开发的前景仍将非常乐观。随着
全球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新加坡力争
加强已有的竞争优势，巩固新加坡作
为海事与离岸工程业中心的地位。
　　为确保我国离岸石油天然气开发
行业的持续增长，新加坡劳动力发展
局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也将联
同其他政府、科研、教育机构及业界
紧密合作，以提高这个行业的生产
力，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

新加坡海事业
全球领先地位
　　新加坡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海事
与离岸工程枢纽，位于领域前沿。
本地领先企业如吉宝海事（Keppel 
Offshore & Marine）和胜科海事
（Sembcorp Marine）更是享誉盛
名。我国占有全球最大的升降式钻油
台（jackup rig）制造70%的市场、
全球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FPSO）
改装70%的市场，以及全球船舶修理
市场20%的市场。

积极培育海事业人才
　　新加坡海事业发展可追溯到20世
纪60年代时期，而我国至今已拥有一
批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海事专业人
员。
　　2011年，本地的海事工业员工
约有7万5000人，为许多专业及技术
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就业及晋升机会。
　　为了让海事业持续蓬勃发展，我
国不少大专学府已加紧培育海事专业
人才，其中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义安理工学院及新加
坡理工学院。此外，新加坡劳动力发
展局(WDA)也同新加坡海事工业商会
(A S M I )和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e2i)和职总海事与机械工程业工会群
体（吉宝雇员联合会(KEU)，吉宝远
东雇员联合会(KFEU), 造船与海事工
程雇员联合会(SMEEU)与胜宝旺船厂
雇员联合会(SSEU)）为海事行业培训
杰出海事专才。

我国是全球离岸石油和天然气
开发行业市场的领头羊。
（图由胜科海事提供）

新加坡海事与离岸工程业

广纳优秀海事专才
就业前景无限美好

新技能资格(WSQ)运营管理创新计划

助提高生产力

入职培训计划 　培养行业人才

技能提升计划奖学金
(STEP Marine & Offshore Scholarship Programme)

　　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与雇
主合作，通过在职培训，协助海事
行业员实现渐进式薪金增长。
　　此计划由劳动力发展局和职总
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所资助，并且
获得造船与海事工程雇员联合会的
鼎力支持。这项新的入职培训计

划（Place and Train 
Programme），只有N
水准和O水准文凭的国
人，在没有相关技能和
经验情况下，也能加入
海事业。

你适合当海事技师吗？

黎远漪　报道
yuanyi@sph.com.sg

　　本地七家志愿福利团体疗养院将在两
年内陆续安装医疗科技系统，在提升办事
效率与准确性的同时，又可节省人力，让
工作人员能抽出更多时间照看病人，提升
护理水平，为即将在2015年前采用的加强
版疗养院执照标准做好准备。
　　这七家疗养院是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
院、救世军勿洛多元日间乐龄中心、万佛
堂疗养院、灵光养老院、广惠肇留医院、
仁慈疗养院与新加坡圣若瑟护理之家。
　　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与救世军勿洛
多元日间乐龄中心，已开始使用这套特地
为本地疗养院设计，名为“医革”(INGOT 
II)的第二代综合医疗科技系统。
　　到了2015年，预计本地每五个疗养院
床位中，就有一名年长者能透过这个系统

获得工作人员更即时、精准与频繁的护理
照顾。
　　这个系统是由连氏基金与资讯科技软
件公司PulseSync合作推出，前者共投入
200万元资助上述七家疗养院安装科技系
统，其余65万元费，用则由个别疗养院自
行承担。
　　系统透过云端计算、科技软件，再配
合为院内的一些护士与物理治疗师提供的
30台iPad，从注册登记，到给予年长者医
疗照顾、物理治疗安排、管理人员批阅文
件、院方与社工之间的协调、办理住院手
续、医药账单处理等资料，全部输入系
统内，工作人员只需几个按键，就可索取
资料，再也不必携带或搜查厚重的档案文
件。
　　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执行理事长刘
美兰说：“这套系统大大地提升了我们的
工作效率，工作人员不再被繁琐的记录、

行政程序给耗去过多时间，能腾出更多时
间花在照顾年长者身上。”
　　“以办理入院手续为例，在没这系统
前，我们的工作人员需协助年长者家属填
好几个文件，再将文件交给管理层审阅、
继而批准。如今有了这个系统，填写资料
变得更简单迅速，管理层即使不在疗养院
内，系统也会通过iPad提示我们有新年长
者要入院，让我们能即时审查与批准。这
一改变可让我们的入院确认工作从原本的
两天，瞬间减至几个小时。”
　　不仅如此，随着更多年长者入住疗养
院，以及院方为年长者提供更多服务，这
家疗养院原本得聘请多一成的工作人员，
但这个系统却协助它解决这一人手短缺问
题。
　　若转换为开销，相信可为这家设有
401个床位、聘请235名工作人员的疗养
院，每年减少约70万元至80万元的开销。
　　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护士艾普尔
（42岁）说，在没这套系统前，如果年长
者突然不适需要医院医生问诊，医生却无
法即时赶到时，她们只能通过电话与医生
沟通，汇报年长者的病情，然后经过再次
确认后，才记录下须服用的药物。有了这
套系统，医生可在护士的协助下，直接通
过视频了解年长者的情况，然后直接输入

系统该服用的药物。这一改变不仅提升护
士的工作效率，也增加了问诊与配药的准
确性。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受访时说：
“这套系统其实也适合其他疗养院采纳，
新加坡共有60多家疗养院，我们现在为其
中七家推出，希望其他疗养院与政府了解

它的好处后，也可考虑扩大与引进系统，
协助更多疗养院提高能力并给予年长者更
好的护理。”
　　连氏基金在2007年推出第一代医革系
统，让10家本地非官方医疗机构用在资源
策划、提高生产力、病人护理服务及机构
管理等方面。

郑靖豫　报道
peckgek@sph.com.sg

　　兼职为辅华中学当了两年乒乓教
练仍未收到酬劳，还被告知是义工，
乒总前助教有被“欺骗的感觉”。
　　新加坡乒乓总会前会长朱为强和
前高水平经理许丽萍被指挪用8400元
公款，给前助教罗捷作为后者2001年
至2003年在辅华中学兼职的酬劳。本
案主要证人罗捷（42岁）昨天通过华
语通译员叙述，他如何成为辅华中学
的教练和两年来多番追讨都收不到1万
元酬劳的经过。
　　罗捷透露，他在1998年加入乒总
当国家队陪练，三年后在受雇于乒总
时，经由辅华中学原本的教练陈文介
绍到该校接替她当兼职教练。
　　罗捷在2001年成为国家队助教，
2004年当上教练。两年后，他离开乒
总，目前自雇，在数所学校提供教练
服务。
　　中国籍的罗捷是朱为强（58岁，
高尔夫球场总经理）和许丽萍（44
岁，房屋经纪）失信乒总公款审讯中
控方的第13个证人。
　　据罗捷说，陈文推荐他给辅华中
学时，曾告诉他酬劳是每小时40元，
与她的一样。辅华中学负责乒乓队的
教 师 曾 慧 珠 也 曾 与 他 提 到 他 的 收 费

率。他在同年3月开始教练，每堂课后会签名确认提
供了服务。
　　虽然学校应该每个月付他酬劳，但他服务了一个
半月后仍没收到钱。曾慧珠说负责课外活动的主任张
和益（译音）还在处理账目，之后会发钱给他，可是
却没讲明确切的时间。
　　同年年底，罗捷还得不到酬劳，曾慧珠又说学校
要与他签合同，之后才一并付款。她还劝他别着急。
　　可是，罗捷没与学校签约。过了一段日子之后，
张和益告诉他说，因为他持工作准证，不能签约。但
是，张和益保证会把酬劳给他，只是当年的预算用尽
了，要等到隔年才能给他钱。
　　又半年过去了，罗捷仍未收到酬劳，再向张和益
了解，得到的答案却是学校因他不是永久居民而无法
付钱给他。学校被指会在罗捷获得永久居留权后，把
酬劳算给他。
　　尽管分文未得，但罗捷还是继续服务至2003年
二三月，因为张和益坚称会给他酬劳。
　　在2003年7月成为永久居民后，罗捷又向学校追
讨酬劳，该校一名教练却告诉他说，因为他是义务教
练，所以学校不会付钱给他。
　　“之前，没有人跟我讲过我是义工。”
　　罗捷感觉被骗。
　　他称，辅华中学拖欠他的酬劳约1万元。他向乒
总当时的会长朱为强求助，后者成功代他向辅华中学
追讨8400元。朱为强告诉他说，辅华中学答应还钱给
罗捷，条件是乒总得派教练去学校训练学生。
　　罗捷也称，他与朱为强协议，乒总从辅华中学收
取的费用中扣除部分酬劳后，剩余的交给罗捷当辅华
中学拖欠他的薪酬。
　　2005年，罗捷终于通过乒总收到酬劳，但这包括
了另一名教练在辅华中学服务的2700元酬劳。因此，
罗捷实际只得5700元。
　　他说：“能要多少回来是多少，这么多年了，总
比没有的好。”
　　朱为强的律师慕仁礼（K Muralidharan Pillai，前
称慕仁利）向罗捷指出，他的当事人当会长时为乒总
立下愿景，即新加坡在2012年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五个
乒乓强国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身为会长的他，
在上海时探访罗捷生病的母亲，还买了补品和给她红
包。

李美花今天可能供证
　　不仅如此，朱为强也安排罗捷在上海受训，也与
他和其他教练经常共餐以建立感情，为的是让罗捷和
其他教练能专心而竭尽所能训练国家队。
　　另一方面，贪污调查局在原为控方证人之一的张
和益去年9月离境后联络不上他。张和益是马来西亚
公民。
　　案件今天续审时，控方可能传召乒总现任会长李
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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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陆续安装医疗科技系统

七福利团体疗养院将提升护理水平

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护士艾普尔（面向镜头者）指出，有了“医革”系统，医生可直
接通过视频了解年长者的情况及配药，提升了护士的工作效率，也增加问诊与配药的准
确性。（曾道明摄）

这个系统透过云端计算、科技软件，再配合为院内的一些护士
与物理治疗师提供的30台iPad，从注册登记，到给予年长者
医疗照顾、物理治疗安排、管理人员批阅文件、院方与社工之
间的协调、办理住院手续、医药账单处理等资料，全部输入系
统内，工作人员只需几个按键，就可索取到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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