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翔宇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本地调查显示，对于大学毕
业生应具备哪些特质才算做好入
职准备，雇主以及大学师生的看
法虽然基本相似，但认知与期许
仍有所不一致。
　　雇主在衡量大学毕业生是否
做好就业准备时，把敬业乐业的
工作态度视为首要特质；大学学
生和教职员心目中最重要的特质
则分别为具有工作经验，以及掌
握好相关知识与技能。
　　这项探讨雇主、大学师生对
入职准备看法的调查结果收录在
今年3月出版的《高等教育与就业
能力》（Higher Education and Job 
Employability）。此书主编是南洋
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属下教学
与实践研究中心的鄞霖霖博士。
　　这项在2019年展开的调查
采 取 了 质 化 研 究 （ q u a l i t a t i v e 

research）的方法。研究员通过一
系列开放式问题，深入探讨32名
研究对象如何定义入职准备，以
及他们认为哪些特质对毕业生最
有帮助。
　　雇主方面接受调查的是15名
来自科技、教育、工程、制造行
业，以及非盈利领域的企业老板
和人事部代表。大学师生方面是
九名就读社会科学、教育学和工
程系的大学生；另八人是体育管
理、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大学
教授和职业咨询人员。
　　研究发现，所有受访者把敬
业精神列入毕业生应具备的10大
特质。不过，雇主把这项特质放
在首位，大学师生分别列在第五
和第七位。
　　也是这项调查首席研究员的
鄞霖霖说，受访雇主来自中小企
业、跨国公司及政府机构。他们
认为敬业精神包含勤奋、尽责，

以及具备良好诚信及品格。

研究发现： 
公司和员工期望不对接
　　她说，受访的中小企业老板
多为五六十岁，在各领域经验丰
富。在他们看来，如今大学毕业
的年轻员工比较不愿意超时工
作，而且较有自己的想法，未必
愿意向前辈或老板学习。
　　“可能有些大学生认为，考

获了大学文凭，找工作没有问
题。我们推出这本书也是希望提
醒学生，雇主对他们有一定期许
和要求。”
　　她认为，年轻人有主见不是
坏事，也显示他们对工作有一定
的热忱，希望获得更大的发挥空
间。她也观察到，本地不少企业
仍采取上级下达指示、下属执行
命令的管理方式，上层不一定了
解底层员工的需求。

　　“这项研究的重点发现之一
是，很多时候公司和员工的期望
是不对接的。雇主和员工应该就
彼此的要求和期许进行沟通。”
　　在受访雇主心目中，第二和
三大特质为工作经验和终身学习
精神，学科知识与技能排第四。
大学师生则把对学科知识与技能
的掌握，排在第一和第二位。
　　鄞霖霖指出，在雇主看来，
本地大学毕业生的学科基础知识
相当扎实，但某些领域如三维打
印行业，由于技术更新速度快，
大学毕业生投入职场后仍需培
训，未必可马上投入工作。因

此，这类雇主会把员工的学习态
度放在学科知识与技能之上。
　　对于如何让大学师生的想法
与雇主的期许更好地衔接，她建
议，大学可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有
机会与业界接触及沟通，帮助学
生更顺利地过渡到职场。
　　她也呼吁学生认真看待实习
项目，积极寻求职场专人或大学
职业导师的引导，以更好地适应
职场要求。大学教职员也应进一
步与业界加强联系，以便帮助学
生提升应对实际工作挑战的能
力，并培养雇主所重视的特质。

大学生入职准备调查：

雇主重视敬业精神
师生侧重经验与技能
雇主在衡量大学毕业生是否做好就业准备时，把敬业乐
业的工作态度视为首要特质；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心目中
最重要的特质则分别为具有工作经验，以及掌握好相关
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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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雇主 大学生 大学教授／讲师

 1 敬业精神 经验 学科知识与技能

 2 经验 学科知识与技能 人际交往技能

 3 终身学习精神 职业身份 经验

 4 学科知识与技能 人际交往技能 团队合作能力

 5 韧性 终生学习精神 敬业精神

 6 人际交往技能 自我了解 终身学习精神

 7 能力 敬业精神 应用知识的能力

 8 动力 应用知识的能力 动力

 9 主动性 动力 良好信念和价值观

 10 适应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适应能力

对比雇主和大学师生心目中入职准备十大特质

早报图表／李太里资料来源／《高等教育与就业能力》

更好地规划职业道路
学生应尽早探索
自身兴趣和强项
　　大学师生重视的一些特
点，如自我了解和价值观的培
养等，并没有“入围”雇主
最重视的10大特质。不过学者
指出，这不表示这些特质不重
要。
　　例如，学生认为职业身份
和自知能力（self awareness）的
培养很重要，但受访雇主较少
提到这些特质。此外，大学教职
员相当重视毕业生应具备正确
的价值观和服务社会的信念，
雇主和学生则较不强调这点。
　　鄞霖霖强调，这不表示这
些特质不重要，学生应尽早探
索自身的兴趣和强项，了解自

己应提升哪些技能，以便更好
地规划职业道路。
　　她认为，教职员必须持续
向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这
些往往都在雇主对毕业生的期
许之中，如要有敬业精神、职
业道德等。
　　不过，鄞霖霖指出，调查
访问捕捉的是受访者在某个时
间点的看法，大学生进入职场
后想法可能转变。此外，调查
的采样虽然尽量做到多元化，
但是由于参与者人数有限，未
必能涵盖所有行业雇主及大学
科系师生的观点，下来的研究
有必要扩大范围。

演出

舞蹈电影《别忘雨林》
（至12月31日，SISTIC Live，票
价：10元）化生艺术团邀请小朋
友们走进神秘的雨林探险寻奇，
通过儿童纯真无邪的想象，讲
述一个有关森林砍伐的故事。
网址：www.sistic.com.sg/events/
slrainforest0622

讲座

孙子兵法：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20时－22时，宗乡总会2楼讲
堂，大巴窑2巷，收费：15元）
随笔南洋网创办人李叶明主讲。
电邮：clhp.program@gmail.com／
电话：85187659（报名）

展览

新加坡诗歌节：
诗的变形记——
陈志锐·周德成的
文人诗书画联展
（11时－19时，至9日，旧国会
大厦艺术之家，Blue Room，免
费）新加坡诗歌节主办，书画
作品形式多样，包括传统书画卷
轴、现代创意书法与新水墨、信
笺折扇册页，目的是以传统、

创新的文人书画形式和汉字来
表现新加坡四大种族诗人的作
品。网址：www.facebook.com/
SGchipoetryrecite2022/

符致珊眼中的大自然
（11时30分－19时，至12日，艺家
画廊，百胜楼3楼15号，免费）展
出1980及1990年代的25幅作品，
欣赏他笔下的树林乡村等景色。
网址：www.artplusgallery.com.sg

无常之永恒：
再思新加坡雕塑
（10时－19时（星期五21时结
束），至明年2月5日，新加坡

国家美术馆，底层1楼大堂（The 
Spine Hall）／义安公司中央大
厅展厅，圣安德烈路，新加坡公
民和永久居民入场免费）展览分
成四个部分——“权力”“神与
灵”“人体”“制作、拆解和改
造”，来检视雕塑观念与功能的
改变。展品不少出自国家馆藏，
有些首次展出，有些则是美术馆
委约创作。网址：nationalgallery.
sg/nothingisforever

今日触点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319-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数码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五大热门新闻

●港星23岁女儿本地毕业  
　网赞“美女”爸爸却嫌丑

●前议员杨康海高级律师病逝 
　终年60岁

●女佣掌掴杯敲头 
　虐101岁失智嫲

●8月起入境马国无须填旅客卡

●武吉知马美食街 
　男女抢车位酿塞车

装修省钱看过来！ 
便宜实木家具哪里找？
通胀压力来袭，装修费用上
涨，人们在装修房子时，不得
不想尽办法节省开支。有屋主
却能花不到$3000为四房式组
屋添购实木家具，究竟怎么做
到？

扫描QR码，
观看完整视频！

街访街坊 中年转业当自强

蓝云舟　报道
yznam@sph.com.sg

　　中年转换工作岗位，学习和熟悉新的数码技
能，曾金兴没有因为碰到挑战而却步，而是激励
自己不断寻求进步，跟上时代趋势。
　　56岁的曾金兴10年前离开他服务了27年的集
装箱码头，加入船务业。他目前在永合船务担任
营运人员，负责确保各个海事项目顺利运行，包
括编排人力和船务，以及向船员说明项目需求，
确保他们能有效执行任务。
　　随着海事相关领域朝数码化转型，曾金兴发
现，重复性质高的任务和文书工作减少了。不
过，他不担心因自动化被淘汰，反而想通过自己
的专业经验，协助公司把一些工作流程数码化，
让公司能长远获益。
　　今年3月，在公司的鼓励下，曾金兴参加了劳
动力发展局为海上交通专业人员推出的转业计划
（Career Conversion Programme），接受技能再培
训。他说，在更了解数码化和它的长远用处后，
他能更自信地减少具重复性质的作业程序。“我
能用实时数据对船只进行数据分析和预先维修，
这有助减少运作中断。根据生成出来的数据，我

也能就船只的运作状态和船上人员的情况，更快
提供深入报告，更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
　　虽然重回课堂碰到一定的难度，但曾金兴对
接受技能再培训保持开放心态，也相信不断提升
知识对自己有益。
　　他说，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得在技能再培
训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虽然在舒适区的感觉很
好，但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因为会停滞不前……
技能再培训有时不容易，但绝对不是不可能。在
自我改进的道路上把每个弱点转为长处，就能继
续前进。”

虽然重回课堂碰到一定的难度，但56岁的曾金兴

对接受技能再培训保持开放心态，也相信不断提

升知识对自己有益。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新闻热线：1800-7416388
　　　　　或92288736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 
　　　zaobaosg

曾金兴认为，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得在技能再培训
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永合船务提供）

卢慧菁　报道
fcloo@sph.com.sg

　　新加坡管理学院旗下的职业
深造学院在未来数月，会陆续推
出三个面向专业人士和高阶管理
层的课程，协助企业培养新一代
领导人才。
　　新课程从今年10月起至明
年1月开办，即首席执行官职责
（JoCE）、首席永续发展官职
责（JoCSO）及首席学习官职责
（JoCLO）课程。
　　首席执行官职责课程是专为
准备接任领导人职务的高阶管理
人员量身订制。课程会通过合适
的工具，让报读者学习有系统的
领导，通过激发他人和采取行动

获取领导成果。
　　新加坡管理学院旗下共有两
大学院，即新加坡管理学院职业
深造学院（SIM Academy）及新加
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SIM Global 
Education）。
　　前者专注于为在职者提供职
业发展与企业培训课程，每年开
办超过460个课程，让约1万1000
名专业人士提升个人业务能力，
从而协助企业提升绩效。

重塑品牌推出新标志
　　新加坡管理学院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谢劲松受访时指出，要在
日益讲求数码化的时代保持竞争
力，现今的职场人士面对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除了必须敏捷、适
应能力强，更须要在各个阶段持
续学习。他说，随着终身学习日
益受重视，管理学院希望成为各
年龄层的首选学习伙伴，因此它
必须不断调整课程内容以因应多
变的市场需求。
　　谢劲松说，学院自1964年成
立以来，在鼓励终身学习，以及
提升本地与区域劳动力方面都走
在前沿。
　　为了更好地反映一贯使命，
学院重塑品牌，正式推出以红蓝
色为主的新标志。新品牌的主题
是“生而向学，以学致盛”，展
现要协助社会、企业和个人提升
的决心。

为企业培养领导人才
新加坡管理学院将开办三个高管课程

安诗一　报道
anshiyi@sph.com.sg

　　新加坡花园节与东南亚胡姬
花协会联合举办胡姬花艺比赛，
在植物园展出超过400种珍异绮丽
的胡姬花。第八届花园节星期六
（7月30日）开幕首日，即吸引了大
批花卉和园艺爱好者前往观赏。
　　这些形态各异争奇斗艳的胡
姬花由本地花卉爱好者及业界人
士培育，并依照花朵的类别、生
长环境陈列在不同的展馆中。
　 　 即 日 起 至 8 月 9 日 ， 公 众
可 前 往 国 家 胡 姬 园 的 伯 尔 基
馆（Burkill  Hall）、热带高山
胡姬花馆（Trop ica l  Mon tane 
Orchidetum）、陈温祥雾室（Tan 
Hoon Siang Mist House）和胜科冷
室（The Sembcorp Cool House）免
费观赏这些花。
　　参赛者之一高秀慧（61岁）
五年前加入东南亚胡姬花协会，
学习培植胡姬花，她周六热情地

向朋友介绍如何品鉴胡姬花。
　　“你看花的名字，如果第二
个词是小写字母，它就是原生
种，不然就是杂交培育的。有的
胡姬花不喜欢阳光，就不可以长
时间放在太阳下。每种花的习
性都不一样，可以学到很多东
西！”
　　参展的胡姬花根据花的大
小、质地、形状、品相、培育难
度等进行评比，每个级别中前三
名的胡姬花会分别配有蓝色、红
色和白色缎带奖章。

展出获奖园艺与景观设计
　　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主持了
花园节开幕仪式，并在伯尔基馆
为全场最佳的胡姬花培育者颁发
奖杯。植物园展出的红色惠兰
（Cymbidium erythraeum）获得总
统挑战杯的冠军和槟城园艺协会
挑战杯的最佳品种奖。
　　此外，公众还可以在植物

园内的生态公园（Eco-Garden）
区域，观赏园丁杯（Singapore 
Gardeners'Cup）的获奖园艺与景
观设计。
　　来自各个社区的40个园艺团
体与国家公园局合作，以园丁狂
想曲（Gardeners’Fantasia）为
主题，他们秉持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对常见的材料进行设计与改
造，完成了五个园艺作品。
　　西南社区的“蜻蜓之舞”
（The Dance of Dragonflies）、中
区的“皇家蜂树旁”（By Royal 
Bee-cree）、东北社区的“花蜜
花园”（Garden of Nectar）荣获
金奖，西北社区和东南社区的作
品获得银奖。“花蜜花园”以太
阳鸟的栖息地为灵感，造了一个
巨大鸟巢，并用从社区收集来的
回收材料进行装饰，荣获了最佳
呈现奖。
　　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和国
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为园丁
杯获奖团队颁奖时说，园丁杯为
社区内各行各业的人提供一个合
作平台，社区园艺不仅可以提高
绿化，使新加坡更宜居，也是加
强社会联系的纽带。

免费展出至下周二
400种珍异胡姬花植物园斗艳

国家胡姬园的
伯尔基馆里，
形态各异的胡
姬 花 争 奇 斗
艳，让爱花者
流连忘返。

（海峡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