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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迫切需要提升人力资源这一行业。我们
已迈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颠覆性的变化将
影响各行各业，企业也将不断面对转型的
挑战。协助员工灵活应变、掌握新的技能、
过渡到新的角色，变得至关重要。
人力资源专才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员工适应行业
的颠覆因素，并克服业务转型的挑战。我国的
人力资源行业基础虽然稳固，但需要新的方式
提高成效。
在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下, 我们制订了一套
强化行业和相关服务领域的措施。通过劳资政
伙伴的努力和多管齐下的策略, 让人力资源行
业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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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加坡的经济和劳动队伍正经历重要转型期。
我国生育率低，人口急速老龄化，致使本地劳动
队伍增长缓慢，从过去平均增长 2 至 4%，到未
来预计只能达到区区 1％ 的增长率。为了维持以
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劳动队伍，外来人才的增长
也会受到约束。我们需要转型为一个人力精简
的经济体，才能维持增长。也就是说，持续发展
人力资本，栽培高效益且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劳动
队伍，已是我们势在必行的当务之急。
人力资源专业是迈向人力精简经济体和发展人
力资本的重要推手。人力资源专业人才需要借
助恰当的结构和能力，以支援业务转型。人力资
源专业人才需要鼓励公司采纳积极的人力策略，
以吸引、发展和留住人才。
作为一个横向领域，人力资源领域在所有产业
转型蓝图中都不可或缺。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
的出炉，正是为了因应这项挑战，结合劳资政
三方和业界利益相关者，为人力资源领域的转型
进程清晰地勾勒出一幅路线图，明确制定三大
策略方向：

策略方向一：
强化人力资源专业的能力
策略方向二：
为雇主就人力资源提供更大支援
策略方向三：
蕴育生气勃勃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
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获
益。人力资源专业人才会有更多机会深化技能
和发展事业，同时也会在推动人力资本方面为
机构带来更大价值。雇主也可借助劳资政三方
给予的更大支持，提升公司的人力资源能力，
培养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劳动队伍。人力资源业
者则可期待通过新领域的协调合作，改善各自
所提供的人力资源服务。我们的广大员工最终
也能在一个公平和积极的工作环境中享有更好
的事业前景和发展机会。
这项计划反映了劳资政三方和利益相关者对于
加强人力资源领域、发展人力资本所做出的集
体努力与承诺。我们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落实
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并在人力资本发展的
道路上支持我们迈入下一个阶段。  

人力资源领域劳资政三方委员会联合主席

陈美玲

郭柄汛

人力部副常任秘书（发展）

新电信集团首席人力资源总监

支援伙伴

雷家英

全国职工总会会长

叶进国博士

全国雇主联合会会长

黄子鹏

精深技能发展局局长

陈俊祥

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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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精简经济中经商的挑战
全球化和自动化趋势，加上数码化的工作场所和流动性强
的劳动队伍，正在改变商业运作和竞争的方式。随着生育
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本地的劳动力增长今后料会持续显
著放缓。

经济价值得靠知识和技能来创造，而知识和技能就深藏在
人力资本之中。只要人力资本的价值受认可，并通过积极的
人力策略加以培训和发展，人力资本必可成为企业成功转
型并维持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器。

为了维持竞争力并与世界接轨，我们的员工和企业必须做
好准备，应对各种挑战、把握新环境所带来的许多机遇。我
们的员工必须懂得灵活应变——借着掌握和发展精深技能
和能力，在事业道路上继续成长和创造价值。我们的商界
也必须转型——变得更愿意创新，争取提高生产力，同时
深化对区域和全球市场的知识，才能持续成长和壮大。

振兴人力资源领域，是壮大人力资本的先决条件；而惟
有建立起强大的人力资本，才足以为业务转型乃至新加
坡整体经济转型提供必要支援。产业转型蓝图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s, 简称 ITMs) 计划为 23 个纵向行
业制定转型路线，协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抗压性，而人力资
源领域却是横跨所有行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人力资
源领域劳资政三方委员会于 2015 年成立，为人力资源行业
作出具体规划，制定策略，振兴人力资源领域。

身处一个人力精简的经济体之 中，雇主愈发需要重视人才，
为人力资本作出投资，才能协助员工释放和发挥所有潜能。

随着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
本地的劳动力增长今后料会
持续显著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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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人力资源领域，是壮大人力资本的
先决条件；而惟有建立起强大的
人力资本，才足以为业务转型乃至
新加坡整体经济转型提供必要支援。

新加坡的人力资源行业
强化人力资源专业
新加坡有超过 4 万 3000 名人力资源专才1。人力资源职
位的增长强劲，2011 至 2015 年间，每年平均增长 9%，增
长职位以人力资源经理和辅助专业人才为主。公司内全职
人力资源专才的工资也持续攀升；2015 年 6 月，人力资源
经理赚取的中位数月薪为 6900 元2。
由劳动力发展局（简称劳发局）展开的一项人力资源人力
研究，对本地 800 多家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许多人力资
源团队在人事管理功能方面相对能胜任，但大多都受困于
琐碎的流水账工作，如处理人手招聘以填补职位空缺，或
确保准时发薪。
虽说这些都是人力资源作业上必须处理的工作，但研究也
显示，企业和人力资源领袖急需拥有一个能为未来做好
准备的人力资源团队，足以发挥更大的战略性功能，而非
仅仅停留在行政工作层面。面对不断改变的商业和人力需
求，人力资源专才在业务协作方面要更具技巧，更能配合
当今雇佣情况的新变化，为强化人力资本制定解决方案。
人力资源运作也应善用科技来支援业务和雇员。调查显
示，人力资源足以在几个领域发挥增值效应，包括：同

1
2

高级管理层在共同商讨和制定人事策略、确保重要职位的
接班计划顺利展开、处理雇员关系、增进员工的参与度
和归属感。

打造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源领域
本地有超过 2300 家人力资源公司提供人力资源咨询、外
包、讯息系统、招募和猎人头服务，在 2015 年取得 38 亿
元的营运收入，以及 24 亿元的增值。
全面强化人力资源专业支援经济转型之际，也必须相应地
建立起一个能为未来做好准备的人力资源领域，以支持机
构为人力资本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例如：人力资源共享服
务公司可以帮助减轻人力资源专才的流水账和行政工作，
使后者能专注于人力规划和人才发展等更具战略意义和
有利于推动人事发展的活动。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则可以为
人力资源专才和企业领导人提供指引，帮助公司建立更好
的系统和流程，为员工的学习与发展以及建立归属感等方
面提供更好的支持。作为服务提供者，人力资源服务业者
也同样必须提升自我能力和善用科技，以不断加强服务的
质量和竞争力。

Source: Comprehensive Labour Force Survey, Manpower Research & Statistics Department, MOM
Source: Occupational Wage Survey, Manpower Research & Statistics Department,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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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源
有能力随时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源专业人才，既是策略性商业伙伴，也
是人力资本发展的推手。人力资源专才必须懂得雇用、留任、奖励
并发展人才，协助这些人才为公司创造价值。作为业务领导者和直线
经理的策略伙伴，人事部在推动人力资本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
支持业务取得成功，为新加坡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作出贡献。

争取人才落实商业目标
建立结构性系统以吸引和管理人才
善用雇佣技巧和职场实习项目，更好地确认
哪些应征者真正具备相关技能和胜任能力
根据职务与贡献给予适当补偿与奖励

充分释放员工潜能
支持实时和持续学习，以发展劳动队伍的
技能和能力
设计有系统的人才管理计划，让员工在国内
和海外接触不同工作职能
发展督导和培训计划，搭建平台让海外专家
能把国际优秀的作业方式和技术转移给本地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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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员工体验，发挥人力极限潜能
灌输企业价值观，激发员工的团队精神
制定策略以组建一支高绩效且表现稳定的团队
推动积极的职场作业方式，支持不同劳动队伍
的需求，从而加强员工留任率，减少重新雇用
重新培训的必要

为未来业务发展进行规划
同总裁和其他业务领导人共同制定劳动队伍管理和
发展策略,因应业务转型和未来发展前景所需
发展人才策略，以协助落实与执行重大的商业决策
就人力资本的危机处理、变革管理、业务可持续性、
地缘性拓展和其他策略挑战等方方面面，为决策者
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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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依视路集团

为个人发展
打造明亮远景
源自法国的跨国镜片制造商依视路集团 (Essilor Group)
员工团队 5 万 5000 人，产品销至全球 72 亿人口。
成立 160 多年来，创新与企业精神一直是推动业务增长的核心
要素。而今，创新的焦点持续蜕变，人事政策亦与时并进。

研

发新护眼产品时，依视路集团如今进一步加
强“以客为本”的策略。依视路创新团队正在
认真研究是哪些因素左右了消费者的购买决
策，所探讨的范围甚至包括一些繁琐的细节，如了解消费
者在旅行时喜欢较省事的眼睛护理方法，研究消费者常
用的是哪些电子产品，在使用这些产品时眼睛需不需要
额外保护。
依视路集团亚太、中东、俄罗斯及非洲区域人力资源主管
王慧玲总结心得：
“集团的创新理念从以产品为导向，转
向以消费者为本；过程中人事部扮演了重要角色，组织并
推动整个团队有所表现，做出成绩，也创造了价值。”  
她进而补充：
“我们相信，要维持市场领导地位，我们的
人才必须能自如地在系统架构下工作，同时又懂得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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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总结
•
•
•

采取结构化的事业和发展模式，为员工提供
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根据个人志向强处规划事业前景
让员工参与企业决策制定

变通。他们必须能享受创新和创意，同时又具有韧性和能
力，因应对模棱两可和复杂多变的状况。”
要强化员工持续创新、重塑和适应的能力，依视路集团

采取“七、二、一”的 个人事业和发展模式。人才发展工作
中，七成是透过创造具挑战性的工作人物和项目来达致。
另外两成是从工作上的沟通、全球同侪和导师的对内和
对外网络当中学习。

余下的一成，则是更正式地通过集团的在线学习平台“依
视路大学”学习， 以及范围更广泛的企业领导发展计划。
这些计划是特别针对发展管理基础、个人领导能力、策略
发展和复杂管理技能而设。
王慧玲也说: “我们要创造一个能启发、激励和留住人才
的文化。不能用一个模子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得根据个
人的志向和强项，来量身订制事业道路。”
员工也获得授权参与企业的最高决策。所有员工都能够成
为公司的股东，并加入 Valoptec 协会。这是一个为现有
和退休员工而设的独立组织，可对管理层在作出与公司策
略、人事和社会政策相关的决策时，发挥显著的影响力。
王慧玲解释道: “Valoptec 协会是一个独特的平台，能
让员工参与监管和商讨商讨如何形塑依视路未来要走的
路。这对于我们培养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拥有感，起了
很大的作用。我们的离职率不及 10%，平均服务年资至少
15 年，都一再印证了这一点。”
为了加速壮大人才库，以支援业务增长，依视路集团推
出“全球年轻人才发展计划”，征选并栽培有潜质的新生
力军，充当业务和功能管要职的接班人。首届为期两年的
计划征选了九名来自新加坡的年轻毕业生，这些年轻人将
和本区域获选的其他 24 名学员一起，到不同国家接受密
集的发展和培训。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协助这些深具潜质
的青年才俊做好准备，将来可随时调往各小型业务单位出
任管理要职或扮演跨领域多面手角色，或者派往区域各地
发挥支援功能。

好处与成果
•
•
•

依据业务需求与市场挑战栽培人才
培养强烈的归属感和拥有感，实现低离职率和
更长服务年资
培养足够人才，担当业务与功能管理要职

我们要创造一个能启发、激励和
留住人才的文化。不能用一个磨子
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得根据个人
志向和强项，量身制定事业道路。”
王慧玲
依视路集团亚太、中东、俄罗斯及非洲区域
人力资源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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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联邦资本有限公司

余愈勤和招聘大使

快乐员工
成为优秀
猎人头大使
在职员工有多愿意去说服别人加入自己的公
司，往往是衡量雇员工作满意度的最佳指标。
联邦资本 (Commonwealth Capital) 就是
其中表率。健全的人力资本方案，加强了员工
的归属感，让员工充满动力，乐于成为公司的
招聘大使。

经验总结
•
•

招揽具备相应技能经验的新员工
推行具前瞻性的人力资源作业，建立员工
归属感，协助员工成为有效的招聘大使

以

新加坡为基地的投资公司联邦资本，旗下品
牌包括家喻户晓的百事达 (PastaMania)
、Swissbake、The Soup Spoon 和 Udders
Ice Cream 等。除了通过传统的渠道招募人才，公司每
年必定会举办全国招募日。这一天，员工都会放下手上的
工作，纷纷走上街头派发招聘传单，鼓励公众考虑加入
联邦资本这个大家庭。
招聘日一天的活动下来，足以引进多达 40 位本地新人，
而且可立即就职。这还不止；公司还会进一步鼓励员工
随时带着“事业卡”，日常生活中如果碰上合适的优秀人
选，就把“事业卡”递上，吸引他们加入联邦资本。
集团人事部主管余愈勤指出，公司注重为将来寻找、栽
培和留住优秀人才。在物色新人才时，联邦资本正在逐步
落实以技术为本的招聘理念，更重视应征者的技能和经
验而非学历。一有新人加入，从报到第一天起就会启动
伙伴配对制度，由旧人引导和协助新人融入联邦资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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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快乐的团队会自豪地工作，自豪地提供
服务，自豪地招募他人加入。员工一旦建立起了
归属感，就会更愿意留下来，为业务增值。只要
他感觉自己受重视，就会愿意去凝聚他人建立
自己的团队。这是一整个循环。”
余愈勤
联邦资本有限公司集团人力资源主管

家庭。公司也有完善的接班和升迁制度，确保未来领袖
从在职员工当中栽培，给予员工晋升或跨业务调动的
空间。
余愈勤进一步解释：
“我们的劳动队伍有限，全看我们
如何栽培现有员工，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层次。员工有机
会擢升，就会建立成就感，也会更愿意留下来为公司效
力。”
然而，对余愈勤人事部旗下的 12 名专才来说，为所有
员工规划事业途径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他们要支援的
对象，从食品物流到生产业务横跨多个领域，遍布全国
50 余个零售点，员工人数 1200 人。
一开始，人力资源团队将整个集团不同部门共用的不
同服务，如发放工资和招募员工等事项，整合到同一个
平台上以提高作业效率。在策略层面上，团队再根据业
务需求制定人事方针。
人力资源团队也意识到，公司的多元化业务也意味着
每一项业务都有特殊的挑战，各组员工团队也有不同
的人事需求。人事部为每项业务配对一位人事专才，以
更密切地支援个别业务。这就能确保每一项业务都有
量身定制且高效的人事政策。

余愈勤形容道：
“我们人事部委派的人事业务伙伴会经常
同业务负责人沟通，了解员工对业绩的影响。他们会和业
务负责人采取策略性合作，决定确切的员工成本，制定
在高峰和低谷时期最有效的员工计划。他们深入各职场
基层，同员工交谈，了解员工的需要。”
通过这些密切配合，公司得以重新设计工作，提高生产
力。除了成功降低离职率，培养了一支更稳定更具生产力
的劳动队伍推动业务增长，人力资源团队近两年来也建
立起了信誉，成为一个可为业务增值的好伙伴。
展望未来，余愈勤认为内部连系活动很重要，因为这有
助于加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对公司的归属感。他说：
“一个
快乐的团队会自豪地工作，自豪地提供服务，自豪地招募
他人加入。员工一旦建立起了归属感，就会更愿意留下
来，为业务增值。只要他感觉自己受重视，就会愿意去凝
聚他人建立自己的团队。这是一整个循环。”

好处与成果
•
•
•
•

多方撒网，招揽具备相应技能经验的潜在新员工
更稳定和高效的团队推动业务增长
人事方针与业务发展策略更紧密挂钩
加强人力资源团队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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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星洲清新

以人为本的清流
面对一个劳动力日益精简的环境，本地制造商星洲清新 (Freshening
Industries) 意识到，为人力资本作出投资，将是未来扩大业务的关键要素。
这家本地湿纸巾制造业领头羊在营运 20 年后，决定大刀阔斧强化人力资源
投资，为提高生产力、改善员工留任率、栽培本地人才三大方面奠定基础。

经验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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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新局为中小企业推出的人力
资源诊断工具，协助评估公司在
管理员工方面的不足之处和取得的
绩效
建立企业文化，加强员工的归
属感，并赋予他们更大权力来规划
自己的事业发展和工作流程

人

“

力成本既是占了我们营运开支的 70%
，可见重视人力资源在这么一个经商
环境里有多么重要。”星洲清新执行
董事潘少文这么说。
“我们不鼓吹请了人再随时开
除的文化。我们必须确保公司引进最合适的人选，
然后依循业务逐渐壮大的步伐，持续提升这些人
才的素质。”
管理层使用标新局（SPRING Singapore）推出的
人力资源诊断工具，客观地评估了自己管理 100 名
员工所取得的绩效，并意识到能在这方面做得更

多。公司找来一位企业顾问充当外援，同时聘请了一位
人力资源部助理总监，以展现公司对发展人力资源作出
的坚实承诺。这些专家协助管理层使用人力资源诊断工
具，诊断出公司需要改善的地方。
其中一个成果，就是星洲清新推出了自动化的薪水单系统，将
薪水单处理过程，从两天减少到只需要半天时间。这个系统与
时间管理系统结合，将所有不同班次的员工工作时间计算好，
准确计算需要支付给每名雇员的薪水总数。它也能提供数据，
进行不同部门的人力资源表现分析，确保都遵循最新的人力
部条规。
公司也改变了过去随机的培训模式，以较具结构性系统化的
培训计划取而代之。每名员工必须具备的软硬技能，均会通过
一个能力矩阵绘制出来，让人力资源部门足以更有针对性地
确认适当的培训课程或在职训练计划，弥补员工胜任能力方
面的落差。
此外，工作表现评估制度也获得改进，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和留任率。原有的单向评估过程改成双向评估制度，让员工也
进行自我评估，确认自己希望在哪些领域更进一步，又有哪些
培训计划有助于他们在这几方面有所提升。表现评估现在每
年进行两次，以便更频密地获得及时的反馈，并尽快落实培训
机会。
事实上，双向沟通一直是星洲清新企业文化的其中一个特质，
管理层积极聆听员工提出的反馈和建设性意见。通过携手合
作的方式，公司也能在 2014 年顺利重新规划工作范畴，并推
出新的“自动取纸系统”(Automated Paper Withdrawal
Systems)。
“自动取纸系统”原为一位生产员工在自我评估时提出的想
法，而后获得公司采纳开发；使公司可使用空间增加了 50%，
每个班次人员需求减少 30%，职场环境也更安全。新系统从

设计到推行的整个过程中，公司确保过去负责扛搬和卸载原
材料的员工积极参与，并且让他们重新受训掌握新技能，以便
担负起操作高速机械的更精细复杂的责任。
过去多年，星洲清新的员工留任率其实一直很平稳。而今，
因为更着重于员工的成长和参与感，公司在 2016 年的员工留
任率较前一年大幅提高了 23%。管理层也继续同高等院校合
作，招聘和培养有意进入这行的本地人才和实习生，确保公司
能拥有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来支持公司长期的业务增长。

“要落实我们的人力资源目标，重要的是，
必须建立一个让所有人都有参与感并获得
授权的文化，为自己的工作空间和职业
发展提供建设性反馈。这是个双赢的方案，
因为员工可以建立具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终身事业，而我们也能有一支高效、积极
和负责任的团队，来推动公司不断前进。”
潘少文
星洲清新执行董事

好处与成果
•
•
•
•

结构性的培训和发展，提升员工技能，协助
业务增长
以“双向表现评估制度”激励员工
开发自动化系统，提高生产力
员工留任率提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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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机灵·宝贝 (BibiNogs)

“在员工身上作出投资，可直接
提升员工的能力，长远来说也会让
员工更愿意对公司作出贡献。”
梅丽莎 (Melissa Cowden)
机灵·宝贝业主

机灵·宝贝总监林桂云和
阿妮萨（Anisa bte S Shagihan）

两位业主梅丽莎（左）和李意彬

为增长
制定蓝图
优质的教学、服务、环境卫生，往往是幼童
家长区分学前教育水平高下的衡量标准。
机灵·宝贝 (BibiNogs) 两位业主梅丽莎
(Melissa Cowden) 和李意彬对此应该再清楚
不过了。毕竟机灵·宝贝早自2010年起就为
婴儿与幼童开办一系列学前教育课程，涵盖
豆豆班、幼儿班及其他儿童才艺课程。

经验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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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员工制定具结构性的在职培训
为不同的业务和营运功能，制定综合培训蓝图

“随着业务持续增长，制定系统化
的发展策略与培训程序，让我们能
在每个分行中，建立起机灵·宝贝
的声誉。”

好处与成果
•
•
•
•

让新员工更快融入各自的工作岗位
协助新员工做好充分准备应付新工作
让培训内容与企业价值观紧密挂钩
为客户提供一致性品牌体验

李意彬
机灵·宝贝业主

这

些年来，要在各方面都保持水准其实并不容
易，因为刚加入公司的新人分别由不同的资深
员工带着，在职培训的方法因人而异，效果也
参差不齐。梅丽莎和李意彬随即意识到，她们需要建立一
套有系统的培训制度来支持未来业务增长。于是，2014
年底，两人决定为在职培训工作制定蓝图。
梅丽莎是人力资源学士出身，在 2013 年接管机灵宝贝之
前，也曾拥有多年人事部工作的经验。她相信，对员工的系
统化培训作出投资，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服务质量。
她说：
“我们的公司规模不大，唯有建立一套高水平的培
训标准，才能维持我们的服务质量。在员工身上作出投
资，可直接提升员工的能力，长远来说也会让员工更愿意
对公司作出贡献。
机灵·宝贝申请到劳动力发展局“企业培训援助计
划”(Enterprise Training Support Scheme) 下的培训
津贴与课程情景化与调整津贴，着手制定 13 套培训蓝
图，涵盖面广泛，从如何处理学校参访活动、安排学生出
游，到如何规划课程、保持环境卫生。培训蓝图还包括如
何应付家长见面会，为家长提供孩子的学习进度报告，以
及业内其他多方面的行政与教育课题。

到了 2015 年，所有新加入的员工都会经历这一套培训蓝
图的系统化培训，从而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为所有
儿童与家长提供机灵宝贝品牌旗帜下标准统一的体验。
阿妮萨 (Anisa bte S Shagihan) 就是在培训蓝图下受
惠的一位新教师。她 2016 年加入机灵宝贝时，由总监
林桂云亲自提供培训；林桂云借助培训蓝图，让阿妮萨
很快就适应了新工作。她不但清楚了解了自己的各种责
任和角色，也能顺利自如地适应团队的文化。
阿妮萨说：
“培训过程顺利而且系统化。我在短短一个
月内就熟悉了所有相关的程序和做法，建立起对新工作
的信心。”
对管理团队来说，制定培训蓝图的过程其实也给他们提
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因为这个过程迫使她们以有条不
紊的方式，重新审视了以前的做法。当梅丽莎和李意彬
将既定的日常工作流程拆解成个别的小任务，她们更能
识别当中的不一致，更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与浪费，再采
取最佳做法提高生产力。她们也更能将企业价值观注入
培训内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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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R 1: HR IN THE FRONTLINE

人力资源行业
发展计划
18

前方的道路
人力资源领域劳资政三方委员会成立于 2015 年底，

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阐述了人力资源这一行的发展愿

旨在推动“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HR Industry

景，那就是：一、成为有价值的专业，提供优质的工作；二、

Manpower Plan)。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劳资政三方伙伴、

成为公司企业的业务战略伙伴；三、充当推手，将员工落实

业界、人力资源机构协会，与学术界。

为人力资本。

（委员会成员完整列表刊第 46 页）
这个愿景要实现，须得贯彻三大策略方向。

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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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人力资源专业的能力
目前，新加坡大约有 4 万 3000 名人力资源专才，以及正在我国高等教育学府
修读人力资源相关课程的约 700 人。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旨在使人力资源
专才具备相应技能、能力和心态，成为企业总裁和领导者在业务上的战略伙伴，
共同推动企业公司的人力资本开发。

为人力资源管理系学生
提供支持与更多业界实战经验

为人力资源专才
深化技能、扩大事业前景

为了强化人力资源人才来源，那些在高等教育学府修读人
力资源课程的学生将有更多机会丰富学习，并深入了解人力
资源领域所面对的实际挑战。课程期间，学生也有机会获
得人力资源领域相关的实习机会，也有助于学生在学成加
入劳动队伍后，成为真正发挥效益的人力资源专才。

总裁和企业领导者益发期望人力资源团队实施强有力的人
事举措，以支持更广泛的业务发展。因此，人力资源专才必
须持续更新与深化技能，才能成为业务上有效的战略伙伴。
我们将为各个层级的人力资源专才深化技能提供更大支
援，有意中途转业加入人力资源领域的专业人士也会在中
途转业计划下获得支持。

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现有的人力资源学生实习计
划将进一步加强，由参与公司委派导师辅导实习生。在
实习计划下，参与公司与实习生均需致力达成一系列明
确的学习成果，确保所有人都从中获益。
2017 年 5 月推出了新的人力资源领域之“技能创前
程在职培训计划”(SkillsFuture Earn and Learn
Programmes)，为毕业自工院和工教院的人力资源领
域新生力军的职业发展提供助力。在职培训计划参与者
将与人力资源工作配对，接受系统化培训与导师指导，
让人力资源岗位上的新生力军能深化职场上的人事技
能与知识。这么一来，这批新人既有了较有系统的职业
规划，也更能与公司的人才栽培计划齐步，他们会从中
获益。对于参与的雇主来说，在职培训计划让他们能招
募新的本地人才，加以栽培，以迎合机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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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业界奖学金 (Singapore-Industry
Scholarships，简称 SgIS) 得主如果在指定大学攻读
全时间本科生课程，选修的又是人力资源专科或学位
课程，均可申请“新加坡业界奖学金-人力资源延续教育
与培训津贴”(SgIS - H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Grant)。符合条件的 SgIS 得主可申请高达
一万元津贴，在毕业后继续深化人力资源专业认知。
早期和中途转业的人力资源专才，也可申请“人力资源
技能进修奖” (SkillsFuture Study Award for HR)，
报读人力资源相关课程以深化技能。这项进修奖
2017 年 6 月推出，每年颁发 50 份各 5000 元奖学金。

对于中途转业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而
言，
“专业人士转业计划（人力资源）”(Professional
Conversion Programme for Professional
Executives - HR) 将赋予他们必要的胜任能力，在各个
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作用。计划于 2017 年 2 月
推出，学员须接受三到六个月的课堂培训以及招聘公司
系统化的在职培训。2016年底启动的“技能创前程专才
计划”(SkillsFuture Fellowship)，则对那些在特定行业
或人力资源等专职上，通过多年的实际经验掌握精深
技能的新加坡公民予以认可。奖项得主各可获一万元
奖金，以支持他们在各自的专业跑道上不断精深技能。

在资深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方面，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
(HCLI)于 2016 年开设了人力资源领导力培训项目
(HR Leaders Programme)。这个项目为资深人力资源
专业人士搭建平台，让他们有机会同思想领袖、总裁、
人力资源业界翘楚，就人力资本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进行沟通讨论。此外，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还设立了
针对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个人董事会 (HR Personal
Board of Directors) 项目。项目成员来自于不同行业，
将被分为不同小组，就领导力、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以及如何应对亚洲商业环境等话题进行私密和坦诚的
对话。

强化人力资源专业能力的重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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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为人力资源专才提供可依循的指
标，方便自我评估专业能力水平。有了这么一套明确指
标，人力资源专才将懂得如何掌握必要技能，有效地协
助公司开发人力资本，为公司业务发展带来正面效应。

人力资源专才认证——
为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源专才
立下标杆
劳资政三方 2015 年成立工作小组，以制定一套全国人
力资源专业认证框架，为新加坡人力资源领域设定卓
越指标，让人力资源专才的能力和技能获得专业认可。
超过 500 名来自不同机构的人力资源从业员和业务领
导在过程中受邀参与，提供宝贵的建议与经验分享。
试点计划顺利落实后，全国人力资源专业认证框架于
2017 年正式推出 ，由人力资源专才学会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 简称 IHRP) 管理，
现称“人力资源专才认证”(IHRP Certification)。   
人力资源专才学会制定一套能力标准，明确阐述面向
未来必须具备的基础与功能方面的种种能力，以及所

通过全面严谨的评估程序，人力资源专才认证
(IHRP Certification)将根据特定的技能和知识
水平，分三个层级对人力资源专才进行评估认证，
分别是初级的“IHRP 认证专才”(IHRP Certified
Professional)、高级的 “IHRP 高级专才” (IHRP
Senior Professional)，以及管理层级别的“IHRP 大师
级专才” (IHRP Master Professional)。
这就为人力资源专才明确提供了从初级、高级到管理层
级认证资格的一个职业晋升路径，并且详细阐明每一次
晋级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和持续学习的目标。

人力资源专才认证
(IHRP Certification)
+*42
ę̅͆ʗƷ
+*42/CUVGT
2TQHGUUKQPCN
+*42
Ƭ͆ʗƷ
+*425GPKQT
2TQHGUUKQPCN

+*42ΞըʗƷ
+*42%GTVKHKGF2TQHGUUKQ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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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技能架构
随着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出炉，也有了更多加强人力资
源专业能力的新举措，就更有必要确保人力资源行业的重
要信息，以及各个人力资源岗位的职务范畴与发展规划都
能清楚阐明。
就好比其他领域的产业转型蓝图也各有一套技能架构一
样，人力资源领域的技能架构也将由精深技能发展局、劳
动力发展局、人力部和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联合主导，再参考
了雇主、教育与培训机构、工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建议
后，共同制定。这套技能框架将在 2018 年推出。  
人力资源技能架构将包括人力资源专才学会的能力标准指
导原则，以及同一系列职前培训计划和延续教育与培训计
划相衔接，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对行业趋势和需求技能有
个共同的参照点。  

ǁԥŠাۋন
ȅĘථι

ƢԺȉˆů
뻛ƍɁਁɑ뻜

̰φʗˡş
ȶĥΞը

Ե҄ǡ៣ȡʠ֢ĩƺ
͎ǩ

ˈɩ+*42ę̅͆ʗƷ
ӍԅˡʠচǚɈ
ħĉƺѺ۷ףǟŜᅎତ

Ģāႊג

ͷՖ͔ĉƺѺ۷͵آাۋ

ĉƺѺ۷ʕǟǁԥ

٣Ű͎ؗɝ
Ӎċޯœୗ
Šċޯࠕތ

ĉƺѺ۷ʕǟǁԥ
̰φʗˡş %2&

ȠȱĉƺѺ۷ڐĩ
ƫᇌζг
뻛˓ֻŠĻşʠੜ뻜
ܡˡ߽ࡳ

Ĉвʿ

ܡˡ߽ࡳ

23

焦点

人力资源专才认证首批参与者

人力资源专才认证

专业认证与认可
让人事专才更上层楼
陈文月、凯鲁阿扎尔 (Khairul Azhar bin Khalid) 和陈桂延都是人力资源专才认证
(IHRP Certification) 试行阶段首批率先参与评估的人力资源专才。参与这项专为人
事专才而设的全国认证框架，他们有哪些经验和体会？又怀着多大抱负？听听三位先
行者的分享。

怎么会决定参加“人力资源专才认证”(IHRP
Certification) 的试点计划？

人事专才获得认证，会如何让雇主受益？
也谈谈自己的例子。

陈文月 是我们的人事部主管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我后
来了解到认证标准是以胜任能力为导向，对人力资源专才
的技能和知识进行评估；这正好符合了我为事业所定下的
长期目标。像我这样出身工程领域、几年前才转行当起人力
资源业务伙伴的人来说，这个新制定的认证框架真的鼓舞
了我，让我最终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试行计划。

陈文月 我相信如果人力资源从业员能获得全国水平的认
证和认可，会为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机构内其他员工提供
信心和保证，说明这些人力资源人员，确实已达到这个领域
中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行业知识与能力的最高标准。身为
人力资源从业员，我们需要不断展现对工作的承诺与付出，
以赢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让他们有信心将个人前程交托
给我们，和我们一起壮大团队、机构和社群。

凯鲁 我是因为对计划感到好奇才加入的。先是在浏览
LinkedIn 时，偶然间看到一位同好分享了有关这个新计划
的文章，起初很怀疑这样的框架到底能起着什么作用。但
在了解了更多有关这个认证框架和评估程序的信息之后，
我的看法变得积极，认为这个全国计划很可能会对人力资
源专业发挥催化作用，使人事这一行加速制度化为业务的
一大核心功能。
陈桂延 我从一位同事那里听说了这项认证计划。这位同
事也是劳资政三方委员会成员，正在参与制定人力资源行
业发展计划。我认为这是一个让人力资源业者加强专业知
识的机会。我从毕业以来就一直从事这一行，自认已经做好
了准备。这纯粹是一次个人决定，我想借此为自己的技能寻
求认可，也为自我提升设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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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 获得认证，有助于正式确立我在所服务的 AXS 私人
有限公司里作为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的资格。身为人事部经
理，我致力于在所有人力资源相关的领域中提供咨询服务
和必要支援，以战略伙伴的角色继续同管理层和部门主管
紧密合作，共同落实营运目标。总的来说，我相信这份认证
能为雇主提供一套可靠的人力资源能力标准，确保各自的
人事部团队成员也应该达到这样的标准。
陈桂延 它将向雇主作出保证：他们的人事部专员将不仅
仅符合今日的要求，也具备能迎合未来需求的知识和作业
方式。虽然我有 30 多年的人事管理经验，现在是南洋理工
学院的人事部主管，我还是想知道，根据认证框架下的各项
胜任能力标准，自己的能力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陈文月
凯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凯鲁阿扎尔
AXS 私人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

陈桂延
南洋理工学院人力资源部主任

身为人力资源专才，您如何从评估中受益？

您会不会鼓励其他人力资源专才也申请认证？

陈文月 以人力资源社群的一份子来说，我认为对个人的
可靠度和诚信度进行评估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我们都需
要尽一份力提高新加坡的人力资源作业水平，才能产生集
体效应。经过了整个认证过程，我认识到整个行业设下的
素质标准。我也更深刻地了解到如何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和
转型挑战做好准备。

陈文月 会，事实上，我已经在凯发内部做了一次简报和分
享会，向其他人事部成员，介绍了这项计划和人力资源专业
认证框架。我认为整个认证过程相当直截了当，有足够信息
和解说清楚的资料让我们为评估测验做准备。所有课题都
涵盖在内，实际评估程序也井然有序地展开。

凯鲁 对我来说，获得人力资源专业认证，受到正式认可，
更像是一种自我挑战。为评估程序做准备而后接受评估的
整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迫使我重新温习也重新思考
自己对人力资源种种相关事务的知识。它让我持续地反复
学习，让自己随时与时并进，在专业上更敏锐。
陈桂延 我将认证过程视为自我挑战。我申请的是高级人
力资源专才资格认证考核，准备和评估过程都令人兴奋。
就像再次重返校园当学生一样。有些时候，尝试回述或引
用自己经验中碰过的例子也深具挑战性，这些实际经验也
展现了所学的知识来到特定的执行阶段时必须具备的胜
任能力。

凯鲁 我会推荐给我的人事部同行。原因是，更多人力资源
专才决定申请认证，就意味着整个行业的水平会往上提升，
进一步加强人们对新加坡人力资源管理的信赖。整个行业
会因此而跨前一大步。
陈桂延 是的，我肯定会这么做！我觉得整个过程的处理
非常专业。我其实已经和人事部的同事们分享了这个认证
框架的细节，也强烈鼓励大家去考取这个专业认证。我本身
既已经历过了整个认证程序，必然也会提供一切支援，让我
的人事部团队成员也获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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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金雅拓

提升人力资源技能
深化商业价值
2016年，杨应昇参加了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开办
的“人力资源领袖课程”，获得了许多值得深省
的新启发。这项课程有别于其他研讨会，它请来
了经济学家、商业策略师和政府领袖，提出许多
以商业为导向的观点，并展现这些观点会如何
形塑人事政策。

收

“

获非常丰富，也很有意义，因为人力资源管
理就是必须在一个商业和经济体制内运
行。”金雅拓 (Gemelto) 东南亚、日本和
大洋洲区人力资源总监杨应昇这么说。
“商业环境不断
改变，人力资源团队需要提升自己的技能，人力部署策略
才能应对商业挑战。”
这位持续学习的倡导者强调，人力资源专才必须拥有两
项相关技能—“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
和“雇主品牌”，才能更好地因应未来的商业需求。
所谓“变革管理”，杨应昇解释道，他领导的人力资源部
门通常得负起支援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和协调的任务，
让来自不同团队的人和谐共处，为同一个目标并肩合作。
不仅如此，为了强化横跨多年的发展计划，金雅拓每隔三
四年都要展开一次结构组织变革，这些工作也必须由人
力资源团队来监督执行。
此外，配合机构产品组合的创新改变，人力资源部门也要
重新部署人手，负责处理下一代新产品。当工作场所越来
越自动化，人事资源部门必须重新设计工作，协助员工转
移到增值更高的工作岗位。在金雅拓，杨应昇的团队最
近就协助生产操作员提升技能，转变为产品科技师，不只
壮大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工资待遇也大为改善。
在“雇主品牌”方面，杨应昇说明，在征聘人才时，机构必
须向对方清楚解释这份职业的价值定位。虽然金雅拓不
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它却是个在 48 个国家网罗了 1 万
5000 人团队的跨国大企业。要把这类“企业对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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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资源专才必须持续学习。
只要我们提升技能，展现自己的
战略价值，业务领导人必会有所
启发，人力资源也才可以顺利
晋升到咨询角色的层次。”
杨应昇
金雅拓东南亚、日本和大洋洲人力资源总监

机构定位成好雇主，就需要人力资源团队掌握雇主品牌技
巧，才能以充分的知识有效地延揽有潜质的新雇员。除了
掌握硬技能，杨应昇也补充，为了强调业务伙伴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专才也需要学习软技能，包括如何对别人发挥影
响力、如何建立信任、如何有效协商。在金雅拓，辅导和指
导是向刚入行的新人传授软技能的重要渠道。新人也会有
机会站到业务团队最前线接受磨练，让他们能在入行初期
就开始慢慢建立信心。
杨应昇也强调，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应该从多种渠道学习。
加强对公司和产品的认识也是必要的，以便能更好地支持
业务需求。此外，人力专才也需要了解劳工条例和法规并
通过大量阅读与关注时事，更好地掌握与理解影响业务的
外部因素。
最后，他建议人力资源专才应积极和其他机构的同侪建立
联络网，从如何处理人力资源棘手问题的分享当中，汲取
好点子。

商业视角
“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人力
资本都是金雅拓成功的一个关键
因素。在面对业务挑战时，人力
资源团队必须与时并进，经常
提升行业和业务知识，了解科技
和工具的改变。能够紧跟来自
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员工不断改变
的期许，人力资源团队也就足以
协助促进职场内四代人的合作。”
陈帝利
金雅拓亚洲区政府业务部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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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渣打银行

在学习领域中以身作则

无

“

为鼓励员工参加培训和发展计划，让他们
的技能赶得上时代，人力资源团队以身
作则，毅然负起带头角色。对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新加坡
区）人力资源主管汤石群来说，同样重要的
是，鼓励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树立榜样，
提升自己的技能以应对业务上的挑战。

“持续教育让我们能了解最新的
学术研究和市场作业方式，以便
更有效地发挥我们的作用。”
汤石群
渣打银行（新加坡区）人力资源主管

论身处哪个工作岗位，知识都是关键；人力资
源领域亦然。”汤石群如此总结。
“除了参加
课程，人力专才也可参加研讨会，与同行就最
佳作业方式进行交流，并提高对行业最新趋势和发展的认
识。持续教育让我们能了解最新的学术研究和市场作业方
式，以便更有效地发挥我们的作用。”
在新加坡渣打银行，汤石群鼓励属下的 70 人团队，每年至
少参加三项正式学习计划。
第一项是与人力资源相关的技术技巧，掌握有效执行核心
职能所需的基本技巧。
第二项属于个人发展范畴。人事部成员可参加一系列内部
和外部课程，提高他们在协商、合作和辅导等方面的技巧。
级别较高的人事部领导也可参加领袖课程，如新加坡人力
资本领导力学院开办的“人力资源领袖课程”，汤石群本身
也参加了这项课程。
第三项是 SkillsFuture@SC。这是银行在“技能创前程”
(SkillsFuture) 全国计划的基础上发起的 200 万元行动，
让银行所有员工有机会学习和发展。人事部团队成员也和
所有员工一样，每年可在其中一个领域选择一门培训课程，
包括跨部门技能、银行业增长领域和新趋势、个人技能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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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和新科技趋势领域。培训项目内容多样化，从跨文化协
作、沟通及表达、情绪智商技巧，到电脑知识和数据分析，
应有尽有。
此外，为了让人力资源团队为支持未来业务做好准备，汤石
群着重于业务学习。在渣打银行，人力资源人员参加银行产
品、应变管理和金融科技课程并不罕见。人事部员工也有机
会到各业务部门学习，从而深入了解业务需要。
渣打银行新加坡总裁徐仲薇对这个以业务为导向的学习方
式表示认同。她说：
“当人力资源团队更了解业务运作方式
及需要，它所制定的计划和政策，将自然而然能够给予业务
所需的足够支援。”
SkillsFuture@SC 就是个最佳实例，反映汤石群和人事团队
如何与管理层合作，找出顺应当今商业环境员工需要学习
哪些新技能。人力资源团队策划了 50 多个课程，将它们列
入公司内部网络，让员工在线报名，尽可能提供员工方便。
计划推行首四个月内，便有 100 位学员报名参加课程。
2017年，内联网还将纳入职业发展规划，展现每个职务所需
的核心能力和技能，以及相应的学习蓝图，让员工可以轻松
规划并跟进自身的培训计划。

商业视角
“人力资源专才必须不断自我
提升，跟上人力发展的最新
趋势；但有三个基本要求是
不变的。他们必须以人为本、
贴近业务，同时培养起前瞻性
且深具创意的商业触觉，以
协助业务领袖管理人才。”
徐仲薇
渣打银行新加坡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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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雇主就人力资源提供更大支援
要使人力资本成为业务发展的重点环节，雇主所扮演的角色与人力资源专才同样
重要。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也力求为雇主提供更多资源，以强化机构企业的
人力资源能力。
充分善用人事资源
评估现行人力资源功能的成熟度
人力资源入门网站

寻找支援，填补人力资源缺口
中小企业经自行评估后确认的缺漏，可以通过多个管道和
现行计划举措寻求支援，作出弥补改善。

新加坡标新局和英国特许人力资源和发展协会以及职总恒
习中心合作，于 2017 年下旬为中小企业推出加强版人力资
源入门网站。中小企业可借助网站上的一系列自助资源，
如人力资源工具、指南、样板范例，使各自的人力资源服务
能更有效地展开。中小企业也可使用“小块状”网上培训教
材，巩固人力资源能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机构企业，可
通过网站所提供的资源，因应各自人力资源发展的需求。

人力资源共享服务 (HRSS)

人力资源评估工具

能力发展津贴（CDG）

雇主可以利用标新局设立的人力资源评估工具 (HR
Diagnostic Tool) 自行评估公司现行的人力资源作业模式
有多成熟。这项评估工具针对 11 项功能，对企业机构在人
力资源方面的强处与弱点进行分析，所涵盖的功能包括招
聘、培训和发展、绩效管理、人才管理、员工参与感和归属
感等，然后从中确认可改善之处，方便雇主跟进。

将更多流水账和人力资源行政工作外包出去，是改进和优
化机构内的人力资源营运效率的关键方式。这么做让公司
更能专注于核心业务职能和人才管理与接班人人事部署
等策略性人力资源活动。在“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计划”(HR
Shared Services)下，中小企业借助标新局批准的供应商
提供的人力资源服务，可享有资助。

中小企业雇主可利用“能力发展津贴”(Capability
Development Grant) 来支持招聘遴选、加强员工参与
度、人才管理等内部人力资源项目。这笔资金可以用来抵消
合格项目成本高达 70％，包括咨询、培训、认证和器材成本
等项目。

技能创前程中小企业导师计划
中小企业雇主如有意加强雇员的学习与发展能力，可通
过“技能创前程中小企业导师计划”(SkillsFuture SME
Mentors Programme) 与有经验的导师配对，在导师的协
助下改善公司现有的学习与发展系统和流程，也给予直线
经理和管工适当指导，帮助提升他们培训下属的能力。

30

志愿人力资源主管
希望提高人力资源能力的中小企业，也可获配一位志愿人
力资源主管，进行一对一的互动与引导。这些志愿人事部门
主管来自私人领域或公共部门，从他们身上，中小企业可收
获宝贵见解，并且学到先进的人力资源作业方式和人力资
本发展策略。

推行积极的人力策略
获得额外资源与支持
发展人力资本以推动业务和经济转型的道路，必须坚持不
懈持续往前行。这一路上跑在前头的公司，理应获得认可和
鼓励，激励它们做得更多。
各行各业的机构企业，凡是致力于推动符合“2/3 + 1/3
> 1”目标的积极人事策略及人力资本开发举措以壮大业
务并维持竞争力，就可在“人力资本伙伴计划”
（Human
Capital Partnership, 简称 HCP) 获得支持。

“人力资本伙伴计划”自 2016 年底推出以来，超过 75 家
公司加入成为人力资本伙伴。他们总共雇用约 10 万名
新加坡人。这些实施积极人力策略的公司正在不断增加，
它们可获得以下几方面支持：
即时回应 – 通过与人力部进行交易的专属热线，获得更
快回应与更高效服务;
获得认可 – 获颁人力资本伙伴计划标志 (HCP mark)，
受认可为优质雇主;   
更多资源 – 更多咨询服务，更容易取得政府支持和资
源。
“技能创前程雇主奖” (SkillsFuture Employer Award)
是由劳资政三方推出的一项举措，旨在表彰那些积极投入
资源推动员工技能发展的雇主，他们也是技能创前程运动
的坚定支持者，并愿意将员工发展计划同全国其他人力发
展目标挂钩。第一批获奖者，将于 2017 年下半年公布。

而所谓 “2/3 + 1/3 > 1” 目标，指的是：
致力栽培“三分之二”劳动力 – 投资于各层级的本地员
工的培训与发展，建立更坚实的本地核心劳动队伍;
引进“三分一”劳动力，辅助“三分二”核心劳动力 – 引
进熟练的海外员工，加强本地和外籍员工之间的互补
性; 以及

提高整体劳动队伍的竞争力，即三分二加三分一，效益大
于 1  (2/3 + 1/3 > 1) – 落实海外员工到本地员工的技术
转移，壮大本地核心劳动队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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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育生气勃勃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
今日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包含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高等院校、人力资源培训
提供者以及人力资源机构等众多参与者。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旨在强化人力
资源整体能力，以及提升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各种计划的质量，以期建立一个
生气勃勃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支持人力资源社群。
加强人力资源服务质量
本地有超过 2300 家人力资源公司，提供人力资源咨
询、外包、讯息系统、招募和猎人头服务。云端人力资
源平台和产品也日益普遍，为人力资源专才提供有关劳
动队伍的实时见解，并适时提升他们为雇员提供人力资
源服务的能力。提升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服务素质，有
助于创造更多优质工作，提升人力资源服务营运的生产
力，并支持人力资源专才成为各自所属机构和领域发展
人力资本的有效代理。

职总恒习中心 (NTUC LEARNINGHUB)
职总恒习中心将帮助公司企业依据国际标准衡量它们
人力资源团队的能力水平；同时强化人力资源团队功能
与角色，使之成为公司里落实改革积极有效的代理。
配合现有的人力资源专才认证和人力资源技能框架，
职总恒习中心也致力于推进人力资源的专业化进程，
以及通过以下方式，使人力资源成为推动业务成功的
重要推手。

增加行业相关培训与发展

通过扩大和加强人力资源专业水平，让人力资源行
业继续受到尊重、赢得信任。

随着人力资源专才更渴望更新和深化行业技能，与行业
相关的培训计划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力资专才认证和
即将推出的人力资源技能框架，都为人力资源专才在事
业上晋升所需的技能和能力，提供了清晰的指标。

确保未来的人力资源专才可通过人力资源 WSQ 新
技能资格课程、大师班及其他资格认证课程，掌握
必要的知识、技能、行为，才能赢得这样的尊重与
信任。

几家主要培训机构如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和职总恒
习中心都在开发培训课程，帮助人力资源专才为考取专
业认证和今后专业发展做准备。高等教育学府也会继续
定期检讨和改善同人力资源专业相关的课程和单元，协
助胸怀大志的人力资源专才做好充分准备，学成后在人
力资源岗位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
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将提供课程，帮助人力资源专才
掌握知识和实际技能，以支持他们在专业发展与认证方
面继续前进； 包括进修人力资源专才认证框架下经人
力资源专才学会承认的课程。
全国雇主联合会也正开发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和精简人
力计划方案，以加强人力资源在机构转型期间可发挥的
作用。

32

人力资源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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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仅属举例，并非尽数

助人力资源专才扩大人脉
对于人力资源专才来说，交流平台和实践社群是分享知
识以及向其他同侪和商业领袖学习的宝贵机会。人力资
源机构和协会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在支持同侪学习
和建立人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加坡人力资源协会 (Singapore Human Resources

Institute) 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组织。通过各种备受瞩
目的大会、会员活动、对话会和交流会，协会让海内外人
力资源专才和业务领袖有机会聚集一堂。协会也与全球
附属于新加坡的各大人力资源协会密切合作，为新加坡
引进国际和区域最佳人力资源作业方式、见解和服务。

“五十多年来，新加坡人力资源协会一直致力于倡导
能反映全球局势和劳动人口利益的人力资源最佳
作业方式和标准。随着新加坡迈向下一个转型阶段，
新加坡人力资源协会的目标，仍会是赋能予人力资源
专才，帮助他们为不断改变的角色做好准备，最重要
的是，重申发展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人力资源）的
重要性。唯有如此，新加坡的劳动队伍才能继续凭借
一股因时制宜、勇于创新、坚韧不拔的特质，在国际
舞台上立足。”
陈勇铭
新加坡人力资源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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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力资源专才向上晋升: 人力资源专才学会
人力资源专才学会 (Institute for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 简
称 IHRP) 是个人力资源专业组织，成立宗旨是要加强和提升新加坡人力
资源领域的专业能力与定位。人力资源专才学会希望能引领新加坡采纳
先进的人力资本作业模式，为人力资源行业确立卓越标准，并成为人力资
源领域公认的权威组织。其愿景是：创建一个世界级的人力资源社群，助
雇员和机构落实坚定而目标明确的变革。
人力资源专才学会于2016年由劳资政三方——人力部、新加坡全国雇主
联合会、全国职工总会——共同成立，学会今后将负责执行全国统一的
人力资源认证框架，称为“人力资源专才认证”(IHRP Certification) 。这
认证资格标准由人力资源领袖和劳资政三方代表共同开发，为人力资源专
才提供具有信誉并由业界认可的质量标准，协助这些专才将人力资本的潜
力发挥到极致，为业务创造正面效益。
未来，人力资源专才学会也将协助人力资源专才加强人力资本作业，使人
力资源团队成为企业和机构的战略伙伴。人力资源专才学会也将致力于
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并促成人力资源生态系统中的
各个利益相关者和不同行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期将人力资源行业发
展计划全面推广到各行各业。

“随着经济转型，要为新加坡充分形塑和开发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专才任重道远。他们必须掌握面向未来的技能和
能力，才能引领公司转型，协助劳动队伍适应和成长。”
吴瑞真
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董事会主席
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副会长
新加坡蚬壳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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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研究和国际评估标准
一个生机勃勃的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还不可少了在人力
资本开发实践进程中，确立步伐、引领思潮的教育培训机
构。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 (Human Capital Leadership
Institute) 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多年来通过研究、联系网
络和各种课程，发展出以亚洲为中心的人力资本知识。人
力资本领导力学院的研究成果，也融入所开办的课程中，
包括 2016 年推出的“人力资源领袖课程”(HR Leaders
Programme)。我们将确保这些引领潮流的人力资本作业
方式和研究成果能通过各种渠道与广大的人力资源社群分
享，才能共同因应局势的不断变化，集体齐步与时俱进。

“全球化力量在亚洲这个原本就复杂多元的地区
里发挥了效应，使管理原则和作业方式出现了
跨国界交汇。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致力于对亚洲
整个大环境建立起透彻了解和所需的关键技能，
协助领导者为机构企业推动可持续增长。”
黄素燕
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首席执行官

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
(HUMAN CAPITAL LEADERSHIP
INSTITUTE, HCLI)
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是人力资本和领导力发展领
域的专业机构。这所学院与来自商界、政界以及
学术界的专家密切合作，分享他们对于亚洲商业
社会的深刻见解，在亚洲经商的成功经验，以及
亚洲情境下的领导力和人力资本发展战略。
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的校友网络涵盖不同行业和
地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及高潜质商业领袖。学院
期待能培养出对亚洲市场具有深刻理解的全球商
业领袖，以及具有国际视野及全球性领导职能的
亚洲商业领袖。
学院开办的人力资源领导力培训项目(HR
Leaders Programme)旨在加深人力资源专业
人士对于亚洲范围内的人力资本领域不同课题
的理解，明白全球化亚洲在充满颠覆性的商业环
境中所面对的挑战。学院还每两年举办一次新加
坡人力资本峰会，邀请世界级的商业和人力资本
领袖就全球趋势如何影响亚洲人力资本战略进行
讨论。除此以外，学院针对人力资源领域举办
的活动还包括个人董事会 (Personal Board of
Directors) 项目，以及人力资源研讨会系列(HR
seminar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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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SALADSTOP!

为人事健康
评估把脉
SaladStop！是新加坡快速崛起的健康
食品连锁店。2009 年前开业时，它只有
一个八人团队和一家分店。随着人们越来
越讲究健康饮食，分店和员工数目也跟着
增加。而今，SaladStop! 员工团队增至
180 人，共有 18 家分店遍布新加坡 全岛
各地，另有中央厨房和办事处，同时在菲
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有特许
经营店，今年也会在西班牙、韩国、香港
和马来西亚开业。

经验总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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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新局为中小企业推出的人力资源诊断
工具，协助评估公司在管理员工方面的不足之处
和取得的绩效
使用“技能创前程导师计划”，帮助公司改善在
管理员工方面的不足之处
为员工制定具有结构性的绩效管理系统和事业
发展规划，促进学习和培养新工作能力
开发手机应用程序改善作业

虽

然老板看到公司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的潜力，但
他们也都意识到，必得先把重点放在人员管理
和培训工作上。他们要好好地栽培员工，为员工
提供深具挑战的工作和机会，让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能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学习与成长。
2016 年，SaladStop! 借助标新局设立的人力资源评估工
具 (HR Diagnostic Tool) 自行为人事政策把脉，结果在招
聘程序、绩效管理、员工职业规划、人才管理、接班人计划
等多个方面都确认了还有改善的空间。好些流程需要规范
和结构化，才能支持公司不断壮大的员工队伍和海外加盟
店。
SaladStop！董事凯瑟琳 (Katherine Braha Desbaillets)
说：
“我们是一家以人为本的企业，公司不断前进的动力，
靠的是员工的集体努力。通过人力资源评估工具，我们了解
到公司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成熟度，找出需要关注的不足之
处，好让我们采取行动改善人力资源作业，并创建一套更有
效的系统。”
公司着手发展雇员策略和程序，构建灵活的组织架构；同
时清楚阐述各职位说明，并推行绩效管理系统。管理层也
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确认需要加强的领域，壮大员工的
实力以支持公司的扩展大计。
这些计划一一到位之后，一本员工手册诞生了。公司推出了
人力资源业务运作指标系统，为所有分店里繁忙与非繁忙
时段全职与兼职员工的部署提供指引。此外，公司也主办了
一系列文化交流会，商讨出跟企业品牌息息相关的企业价
值观。人事政策和作业改善后，员工留任率达到 87%。
在人力培训和发展方面，凯瑟琳相信，
“工作场所
应该尽可能愉快，一个受过培训的人会更自信和快
乐。”SaladStop！已经有一套全面的创意培训教材，其
中包括新的培训手册、识别沙拉配料的图片卡，以及让员
工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并互动评估的 iPad 培训计划。它
也有一个强大的培训团队，包括拥有培训与评估高级证书
（ACTA）的全职和兼职培训人员，与公司的区域经理、品
管经理、审核师、营养顾问互相配合。

“我们的独特文化需要加以阐明并转化为
价值观，才能引导我们雇用能与核心团队
合作的人才，让离职率持续偏低。”
凯瑟琳
SaladStop！董事
SaladStop！正专注于建立一套更全面、更有结构
性的培训计划，目前在“技能创前程导师计划”
(SkillsFuture Mentors programme) 下，与专家导师
配对。其中一项尝试是把培训工具转为多种语言手机
应用程序，方便新加坡员工以及海外特许经营业者使
用。手机应用程序让新加坡的培训人员可实时为各个
市场更新或推出新内容。
有了导师的支持和指导，公司也终于可以重新启动一
项早年的梦想计划：最终成立一所 SaladStop! 学院
(SaladStop! Academy)，充当受认可的培训机构，
可以有系统地为新加坡乃至全球加盟店雇员的学习和
发展提供支持。

好处和成果
•
•
•
•

找出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上的缺漏，采取弥补行动
制定和规范人事制度和政策
提高员工留任率
建立经认证的培训机构，以支援全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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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CKE 制造厂

受训后
火力全开
2016 年 6 月，趁着一位新来的实习技工刚
加入 CKE 制造厂，企业发展经理关礼锋
摩拳擦掌，殷切地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
将自己和人事部同事杨惠雯合作发展的
新培训发展制度付诸实践。

对

他来说，那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较早前，公司
使用了标新局的人力资源评估工具，结果发现
因为缺乏系统化的培训和发展框架，导致公司
流失了不少重要人才。

经验总结
•
•

为了进一步改善给予员工的培训和发展，CKE 制造厂参
加了同样由标新局推行的“技能创前程中小企业导师计
划”(SkillsFuture SME Mentorship)，获配一位人力资源
专家外援，指导公司如何更好的支持员工的学习需求。
关礼锋说：
“有系统的培训和发展方式 ，能让我们激励、
挑战和鼓励员工，在公司内学习和进步。我们也鼓励他们
发挥‘工匠精神’，为提高生产力提供创意点子，为公司的
未来增长作出贡献。”
在人力资源专家导师的指引下，公司先根据员工的不同职
责进行学习需求分析，确认需要弥合的学习和发展落差。
接着，公司拟定一套计划，详细说明公司能如何弥合落
差，同时确认有哪些有经验的督工和经理足以担当起内部
培训员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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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结构化的培训和发展架构，满足员工的学习
需求，确保技能发展与时俱进
使用“技能创前程导师计划”，帮助公司改善
员工在学习和发展方面的不足之处。让公司内有
经验和资深的雇员成为培训导师

下一步，培训和发展结构具体成形，包括列出每个人在各自
工作岗位上的胜任能力水平，也为所有员工清楚制定职业
上的发展进程。公司也设立了一个学习记录系统，以更好地
评估新实习生和员工的学习进度。
新计划试跑了！新来的实习机工莫哈默法德希尔
（Muhammad Fadhli Zakaria）和在公司拥有16年经验
的督工谷德列斯（Gudlesh VH）配对，由谷德列斯负责培
训这位新人。谷德列斯学着如何为法德希尔设计出一套系
统化的半年培训计划，涵盖各种工作要求、须执行的任务和
安全程序等等。

“试跑成功让我们更确定，我们在培训发展和职场学习方面
走对了路。在技能创前程导师的协助下，我们如今能更好地以
最安全也最有满足感的方式提供内部机械培训。我们也能够
为实习生提供更多亲手操作的工作体验，最终希望能鼓励他
们转为全职员工。”
关礼锋
CKE 制造厂企业发展经理
通过每周的观察和反馈，执行团队对法德希尔就学习目标
和掌握必要技能等方面的进度进行评估。四个月后，法德
希尔的学习进度和所取得的进展，比之前初入行的新人在
同一期限内所能达到的水平都来得高。他甚至有能力在极
少引导或完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行安装一台电脑数控
研磨机。而在这同时，谷德列斯也建立起了信心，证明了自
己是一位有效的在职培训导师。

技能创前程导师吴孔宗 (右) 和
CKE 制造厂企业发展经理关礼锋

这次经验也推动 CKE 制造厂继续把新的培训和发展框架
做到尽善尽美。公司计划每隔两年编进行一次学习需求分
析，以确保所列出的技能和学习需求仍合时宜。公司也打算
每年发展一套培训计划，让员工持续学习和发展。

好处和成果
对于这样的成绩，关礼锋感到非常欣慰。他作出总结：
“试
跑成功让我们更确定，我们在培训发展和职场学习工作上
走对了路。在技能创前程导师的协助下，我们如今能更好地
以最安全也最有满足感的方式提供内部机械培训。我们也
能够为实习生提供更多亲手操作的工作体验，最终希望能
鼓励他们转为全职员工。”

•
•
•
•

结构性培训和发展框架，能让员工掌握推动
公司增长的所需技能
拥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在职培训计划更有效
规划学习计划，激励和挑战员工
培训一批资深员工成为内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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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张服装私人有限公司

借助专家支援
整顿人事
提振士气

经验总结
•
•

参与“人力资源共享计划”，改善公司的人力
资源管理作业，使之更专业化
推行一套清楚列明的人力资源流程和作业
方式，并明明白白地以书面方式写进员工手册中

服饰制造商张服装私人有限公司 (Teo
Garments) 在新加坡的员工可能不到 40 人。
然而，这个规模不大的员工团队却是业务
增长的重要基础。所以公司希望确保人力
资源作业能愈发完善健全，才能更好地吸引
和激励人才，推动人才发展。

“在
张伟雄（左）和他的团队（左二起）：会计和财务经理涂
学强、人力资源经理曾素曼、会计执行人员黄玉莲

本地培养一支强大的团队，来支持我们
国际业务扩张，是很重要的。”张服装私
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张伟雄这么说。
“我
们相信，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拥有强大、专业的人力资
源功能是必要的，才足以因应员工不断改变的期许和价
值观。”
早在 2014 年，公司就发现其人力资源流程过于耗时费
力，公司的政策过时、程序缺乏透明度。公司急需制定
新的人事措施，如推行海外旅游奖励方式，才能跟得上
不断变化的业务要求。结果是管理层需要花大量时间来
处理这些因欠缺效率所产生的问题。
为了彻底整顿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作业，使之更专业
化，张伟雄参加了由标新局推行的“人力资源共享计
划”(HR Shared Services)。这项计划让张服装公司能
借助全职人力资源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一年内为
公司重新制定人事管理方针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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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来自资源咨询公司 Resource Consulting 的顾问
团队，对张服装公司现有的人力资源流程，如招聘、表现
评估制度、薪酬福利以及培训和发展等领域，进行了重
组和改进。同时，公司也依据政府的现行条例和法规重
新设定了人力资源政策。此外，公司的标准作业程序中也
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最佳做法。一份全新的员工
手册出炉了，让员工可更加自信和轻松地参考。

“在本地培养一支强大的团队，来支持
我们国际业务扩张，是很重要的。我们
相信，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拥有强大、
专业的人力资源功能是必要的，才足以
因应员工不断改变的期许和价值观。”
张伟雄
张服装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员工们也对新推出的表现评估制度感到满意。张伟雄
说，以前的系统太复杂了，员工搞不清楚状况。公司根据
人力资源顾问的意见，将年度表现评估加以精简，使之
对员工更有实际意义。顾问还对表现管理和评估简报方
式进行了改进，以更清晰的方式呈现，方便管理层在做
决定时有个明确的参考。
除了改善现有制度外，资源咨询公司 Resource
Consulting 还派出一人，每周两天到张服装办事处工
作，同公司的员工紧密合作，帮助员工熟悉新的程序和
做法。
到了年底，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相关流程已在公司内部
扎根，整个公司团队能够自行地系统化且有效率地让人
力资源流程继续运行。对于张伟雄来说，这是好消息，因
为他的员工团队现在能专注于迎合企业面对的新需求，
让他也得以无后顾之忧地放眼如何为张服装公司开展可
持续的业务拓展大计。
“通过人力资源共享服务，我们能够利用外部专家的知
识和资源，为公司引进人力资源最佳作业方式。”张伟雄
如此分享心得。
“如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以书面方式写
进员工手册中；而我们也建立起了一套高效且系统化的
方式来管理人力资源，保障了业务的持续性和增长。”

好处和成果
•
•
•

人力资源和管理层能聚焦于策略性人力资源
课题
公司依据政府的现行条例和法规重新设定了
人力资源政策
人力资源政策和作业方式更好和更透明，
提升员工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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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CHARLES＆KEITH 集团

持续学习
放眼全球
CHARLES＆KEITH 集团旗下拥有
CHARLES＆KEITH 和 PEDRO 两大品牌，除了
新加坡全岛各地的 41 家零售店，集团业务版图
已扩大到亚太、中东和拉丁美洲，门市店面超过
600 家。虽然早年的业务专注于创新，但集团
现在要充分发挥品牌和营销效应，以推动下一
阶段的全球扩张计划。

经验总结
•
•
•

在业务和人力资源部门之间建立紧密合作
关系，让人力资源策略能支持业务取得绩效
量身定制“小块状”培训模块和培训方法，有助
于迎合业务需求，并发布到全球各办事处
鼓励人才在全球分行之间流动，加速知识转移
过程，建立国际市场工作经验

对

于公司来说，全球品牌一致性最重要，这能确
保消费者不论在新加坡、迪拜、上海、首尔甚
至是在网络平台上购物，都能拥有相同的购物
体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业务团队与全球人才管理团队
的人力资源专家合作，聘请合适的人才，同时设计并落实
学习和发展流程，以期贯彻全球化品牌一致性的目标。
公司的人力资源及人才管理部门主管谢慧芷说：
“顾客认
识我们的品牌，靠的绝不只是我们店面的呈现方式；还在
于我们的门市服务团队如何展现自己、提供服务，并回应
顾客的要求。人力资源团队提供学习和发展的专业知识，
让我们的员工能将品牌的价值观加以内化，成为生活中的
DNA。”
为了培训全球 5000 多名雇员，雇员，成为品牌大使，谢
慧芷的团队着眼于实际运作时面对的具体业务和服务挑
战，，包括各个市场的在地文化和购物行为差异。确认了
不足之处后，团队设计了新的培训内容，制作成小块模式
或视频模式的培训模块，再发布到全球各办事处。

“顾客认识我们的品牌，靠的绝不只是
我们店面的呈现方式；还在于我们的
门市服务团队如何展现自己、提供服务，
并回应顾客的要求。”

由于公司的零售团队非常忙碌，
“小块状”培训模块有助
于简化和加速知识转移过程；视频培训内容则让员工能在
方便时自行学习。2016年推出的新培训单元就涵盖服务
沟通技巧、造型、客户关系管理、甚至领导能力等范畴。  

谢慧芷
CHARLES & KEITH 集团
人力资源及人才管理部门主管

团队目前正在评估其他培训平台的可行性，例如通过应
用程序学习，以及开办在职培训导师课程，让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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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认证的培训导师接手培训当地员工。计划中的还包括
DNA 工作坊以灌输理想中的品牌价值观，与哈佛等著名大
学合作，协助担当要职的员工培养领导力与商业触觉。长远
下来，人事部团队计划将全面的端到端机构发展流程在全
球规模的基础上加以制度化；这就包括通过学习计划建立
一套适用于全球时常的企业卓越标准，并通过一些衡量工
具，如全球神秘购物者、净推销者评分和平衡计分卡等，将
全球机构卓越标准与业务表现挂钩。
此外，员工每周都会收到各种有关形象设计和最新时尚潮
流的小贴士，帮助他们在维持形象方面能够紧跟潮流。其他
促进与员工互动的活动还包括雇员专属面簿 (Facebook)
页面上每个潮流星期五登场的“当日最佳造型”介绍，以及
时尚秀，让员工都能身体力行地展现品牌价值观中走在时
尚前端的个性。
既是放眼全球，CHARLES＆KEITH 集团自然非常重视跨境
人才流动。在这方面，谢慧芷的团队将不同国家之间的人
才调动制度系统化，以促进知识和技能的转移，从而强化
全球一致性。这种跨境人才流动进一步让重点栽培的人才
不同的市场经验，也丰富了他们的职业生涯。这也符合了集
团更远大的人才培训目标，那就是，栽培人才，让雇员有充
分机会横向或纵向跃升。

人才培训计划推出几年来，集团的员工离职率已趋稳
定于 20％ 的范围，比五年前有所改善。这项计划实为
CHARLES & KEITH 集团最强的人力资本措施之一，也因此
而让集团受认可为“人力资本伙伴计划”(Human Capital
Partnership Programme) 的伙伴企业。  
谢慧芷指出，最终，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员工的实力。她
说：
“员工是我们最好的资产，是企业取得突破，超越一般
可实现范围的关键。身为人力资源专才，我们的作用是帮助
员工打造有意义的职业生涯，让他们不只在专业上取得卓
越成就，在个人方面也有所成长。最终轮到他们来引领集
团，实现永续发展。

好处和成果
•
•

受过良好培训的员工队伍，协助公司取得全球
品牌一致性，支持商业策略
拥有国际经验的稳定人才团队，协助推动
未来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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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人力资源领袖 放眼未来
人力资源领域的重大突破

人力资源领域再创造

未来的关键角色

“人力资源结合了科学和
艺术。作决策时一方面得
有数据和政策为基础，却
也同时需要具有创意的人
力资源方案，才能兼顾到利益相关各方
多元复杂的业务需求。

“人力资源领域需要更
主动掌握未来技能；
重新装备劳动队伍并
善用日新月异的科技，为
业务提供必要支援。能掌握未来
科技，人力资源团队就有能力
更好地预测并克服吸纳、留住和
激励人才时所面对的挑战。

看到政府决定提升人力
资源领域的定位，也有
更多企业认可人力资源
的战略功能、愿意在
人事政策上不断改进，让我深受鼓舞。

成立人力资源专才学会以落实专业
认证架构是一次重大突破，象征
新加坡人力资源领域正式获认可为
一门专业。这将鼓励年轻人选择
人力资源为事业，也为正处于职业
生涯中期的人力资源专才提供进修
提升的机会。只要更多人更能看清
人力资源的战略功能，我相信它会
成为一个精彩而有前途的专业领域。”
王国朝
人力资源经理
新电信

如今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出炉，我
期待人力资源领域能借着合时宜的
新技能获得再创造，这对推动业务
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我很高兴人力
资源终于能走进董事局会议室，受
认可为业务发展一项关键的战略功能。”
陈建佐
高级顾问
怡安翰威特 (Aon Hewitt)  

现代企业必须紧跟新科技瞬息万变的
发展，也须应付更为频密的变数和
干扰，人力资源所发挥的作用于是
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要在激烈的
竞争中保持领先，如何吸引和留住
人才，比起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面对这样的未来，人力资源无疑
将发挥关键作用。”

方敏瑜
Associate, People Search,
Garena

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源行业

对人力资源专才而言 – 精彩可期的事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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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业务领导人而言 – 人力资源团队成了战略伙伴

有系统的职业发展规划，打造更受重视更能创
造价值的专业，在事业上能不断晋升与成长          

为未来准备就绪的人力资源专才，有能力释放劳
动队伍的完整潜能，以支持并落实业务发展计划

拥有更多机会更新和深化自己的人力资源技能

提供支持和资源，以进一步改善员工的作业方式
和人力资源运作

就业首选

规划事业发展

一展所长的推动力

“我们正从基本的
经济链经济转向知识
密集和以服务主导的
劳动队伍， 人力资源
行业发展计划可谓来得及时。

“处在一个有影响力的
位置，人力资源专才从来
就不轻松。你的一举一
动不只影响‘人’，也要
深刻了解公司的优先重点和挑战才能
在公司制定未来战略和计划时发挥
影响力。

“我准备攻读人力资源
管理学位以提升这方面
的基本技能，并在批判性
思维、创意、和职场上
与时并进方面拓展自己的视野。

对任何机构来说，人力资源的价值
在于其活力和推动力，以及能凭着
对业务及整体经济的批判性意识进行
思考和采取行动。提升人力资源领域
的定位， 使之成为就业首选，也有
助于为这个社群注入更多新晋人才
和蓬勃生气。我完全支持这项计划。”

吴宏鹏
人力资源业务伙伴副总裁
巴克莱投资银行 (Barclays Investment
Bank)

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确认了未来
发展的水平和技能，让我在事业上
有了自我提升的空间和目标。这些
年来在人力资源领域工作的经验
棒极了，我期待未来有机会参与
更多人力资源相关培训。”

林静儀
人力资源业务伙伴
ScienTec Consulting Pte Ltd

对员工而言 – 积极进取的人力资源作业

获悉人力资源行业发展计划将改造
人力资源管理这一行，真是让我兴奋。
我相信强大的人力资源团队，是任何
机构成功背后的主干。今后人力资源
发展和培训机会愈发受重视，对像我
这样的人力资源专才来说，是个很大的
推动力，让我在未来能一展所长。”

胡江舫
人力资源管理辅助人员
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

对行业业者而言 – 新的商机

积极进取的人力资源作业方式，能促使整个劳
动团队更包容也更有参与感

技能和能力认证框架，为发展人力资源业
内相关的课程和项目提供指引

有更多提升技能或掌握新技能的机会，让员工
在工作岗位上与时俱进，事业上有所增进

借助科技和云端技术应用程序提供更高
效的无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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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领域劳资政三方委员
联合主席
郭柄汛
副常任秘书（发展）
人力部

陈美玲
集团首席人力资源总监
新电信

会员
吴恩智
集团首席运营官
The Lo & Behold Group

许茵妮教授
业务开发副校长
金融学实践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学
黄毅静
全球副总裁，人力资源部门（软件商业）
施耐德电气
符传心
总署长，人力资本与企业能力
标新局
陈勇铭
会长
新加坡人力资源协会
黎信恩
人力资源领域发展处处长
人力规划与政策暑
人力部
邢诒鑛
副院长
南洋理工学院
谢正炎
董事长，Linhart Group
实践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钱雪碧
职总人力资源署 署长
全国职工总会
何保华
集团人才资源总监
华侨银行

邢益雅
董事
敏学管理顾问公司
黄莉云
司长, 企业发展司
劳动力发展局
高元杰
执行理事长
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
刘碧琴
首席人力资源司长, 高级司长 (人力发展)
公共服务暑,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公署
马扬
总裁
人力资源专才学会
黄朝盛
集团人力资源总经理
科思达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佘邱依文
高级副总裁,人力资源
圣淘沙名胜世界
田峻玮
首席执行官

Atlas Sound & Vision

陈光杰
人力资源总管
职总平价合作社
黄素燕
首席执行官
人力资本领导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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