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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50年，檳城在5位首長的領導

下促成了州的結構轉型。

首先，在王保尼帶領下，我們看

到了麥曼珍和北賴工業區的成立。其

次，在林蒼祐的領導下，檳城轉變為

工業化實體。這一時期以檳州發展機

構為促進機制的快速經濟轉型，對工

業自由貿易區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

是利用產業政策改善了就業機會。

第三，在1990年代，通過檳州發展

機構（PDC）的全球供應商計劃積極推

動中小企業發展的第三任首席部長許

子根作出了努力，改進了繼承自林蒼

祐的工業發展框架。

2008年檳州政權輪替後，在林冠

英及曹观友領導下，檳州改變了發展

方向，除了專注於電子領域，還推動

檳城成為醫療旅遊業的中心。這種發

展和部門範式的轉變是由於檳城面臨

來自全球競爭對手的挑戰，如鄰國越

南、印尼、泰國、菲律賓和柬埔寨，

以及中國的影響。

2022年，標志著檳城工業化的金

禧，國家經歷了成功的轉型，值

得慶祝。

在電氣電子（E＆E）
的競爭下，作為企業和

政府機構數字化歷

程中的推動者，

檳城的醫療技

術、數字經濟和全球商業服務（GBS）

看到了未來。除此之外，檳州還在探

索食品和空間技術的機會。與此同

時，醫療業更在檳城發展神速，也是

馬來西亞三份之一醫療器械公司的所

在地——使其成為B-Braun、Boston 
Scientific、Abott Laboratories、In-
teger、Haemonetics、Japan Life-
line、Tecomet等公司的主要集群。

這些公司製造的產品包括科學儀器、

醫用電極、導管、手術設備、骨科器

械、起搏器、除顫器等。

2018年底，馬來西亞醫療器械的整

體出口價值達到229.7億令吉，而2017

年為197.8億令吉（資料來源：MA-
TRADE）。馬來西亞醫療工業協會

（AMMI）也報導該行業在2019年增

長約8%，2021年更增長10%以上。這有

力地證明了檳城是馬來西亞超過55家

醫療器械公司的總部所在地。

吸引至少15萬名知識型移民

檳城的強大產業生態系統，加上

新興的全球趨勢，檳城準備將自

己轉化為馬來西亞創業中心的

領先樞紐。設想檳城人平均

收入水平不久將在全馬

名列前茅，檳城人有

高收入工作，是何

等美好的事。縱

使檳城人均收入並未高過全國平均水

平，也是值得高興的。檳城的目標是

在未來10年內吸引至少15萬名知識型

員工移民到檳城。工業和教育提供者

之間的雙方關系，是制定和實施關於

人才發展計劃的短期和長期戰略。擴

散的技術改造引發需求將產生創新的

產品。

檳城是馬來西亞電氣電子（E＆E）
產品最重要的製造基地，更是全球最

充滿活力的集線器之一，占全球半導

體銷售的5％。利用尖端技術，檳城正

在進行轉變傳統的食品製造技術，以

實現更好的運營效率。秉承良好的基

礎設施和數字連接，秉承均衡的生活

方式，檳城已被定位為人才中首選的

工作場所。工業化將馬來西亞轉化為

一個新興的經濟體。

1950年代，進口替代工業化和提升

馬來亞一個特殊殖民地出口經濟，其

中初級商品出口，特別是橡膠、錫、

木材和鐵礦石組成了GDP非常重要

的部分。1960年，出口占GDP的55

％。因此，橡膠價格下跌以及其他初

級商品的遲緩增長，對20世紀60年代

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帶來了非常嚴峻的

挑戰。經濟的多樣化顯然是前進的方

向。1969年大選後，在民政黨州政府

管理下，檳城開始引進外資推行工業

化政策。

第二馬來亞計劃最重要的決議是“

經濟多樣化的必要性，包括農業多樣

化和工業化”。但是，農業多樣化需

要長期的妊娠期。檳城熟練的勞動

力，強大的供應鏈和頂級基礎設施使

其成為投資的首選目的地。迄至2021

年，檳州人口已經增長至177萬人。

工業區發展及企業提升

峇都加灣工業園區，世界一流的生

產企業如Lumiled、伊納裏（Inari）、

本田、偉特（vitrox）、宜家（IKEA）

、UWC、Pentamaster和西方數字

（Western Digital）以及和泰機構

（HOTAYI）等都在此園區建廠 。

峇六拜有一個自由貿易工業區，以

極優惠的條件招攬了許多跨國公司諸

如博世、摩托羅拉、戴爾和惠普在此

設廠生產，為檳島打造了“東方

矽谷”的美譽。

細說從頭

早期的峇央峇魯是簡樸的村落，後來

蛻變成基礎建設完善的工業區。

檳州工業發展滄桑50年
作者：拿督斯里丘光憲博士



檳城是2020年第三高外國直接投資

（FDI）製造業的州屬，締造了馬幣

1.1億令吉的紀錄，創造了1萬3268名

新的就業機會。

檳城的獨特賣點是什麼？檳城擁有

300多家跨國公司和3000個中小企業

的支持性和強大的生態系統。其半導

體、電氣和電子產品（E＆E）和醫療

設備加速了工業經濟的增長。

檳城是E＆E行業的關鍵支持者，它

貢獻了全球後端半導體輸出的8％。超

過3000多種多元化的本地供應商，涵

蓋了自動化、塑料、電子產品、軟件

開發，包裝和精密工程領域。

8武士在檳設廠

當我們進一步了解E＆E的產業，我

們可以看到許多公司選擇在檳城建立

倉庫和工廠。

在包括半導體器件在內的電子

元件中，在檳城有英特爾、伊爾

登、Broadcom和Analog Devic-
es、Mini-Circuits、Vitrox、Keysight 
Technologies，摩托羅拉在工業電子

產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至於電子製

造服務（EMS），Inari、Amerton、-

Jabil和Sanmina都挑選在檳城建立他

們的基地。

檳城擁有50年的工業經驗和商業

智能。

1972年最

初的“8武士”，

即英特爾、博世、

歐司朗、惠普、AM-
D、Clarion、Renesas和
Fairchild在檳設廠營運。

現有高開發技術公園如檳城科

學公園，峇都加灣工業園區，武吉

敏耶和武吉丁雅工業園區，北賴工業

園區，詩布朗再也工業園區和麥曼珍

工業園區。

全馬最多高科技上市公司

此外，它還有國內第5大海港，有

22個泊位和第三大機場。檳島通過2

座大橋及南北大道連接到半島內陸，

另外有雙軌鐵路在北海連接到泰國南

部，是第二大貨物樞紐，每年可處理

超過15萬噸貨物。 檳城海港也是國內

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過去檳城已有350家中小型企業上

市，成為全馬最多高科技上市公司的

州。其中大部分的公司市值已超過

一億令吉，包括2000年代的Globe-
tronics、Eng Technologies、Job 
Street、Pentamaster、Vitrox Cor-
poration，這份成績單就是工業發展

的標志。

檳城是全國外國投資（FDI）最佳

目的地之一。儘管Covid-19之後引

發了全球危機，檳城製造業在2020年

第三次獲得最

高直接投資，投

資額高達馬幣141億

元，全馬招徠到手的11

個高價值投資中7個在檳州

設廠營運。去年我國批准的總

投資額當中，檳城是錄得最高投資額

的州屬，達835億令吉。

技術提升了

儘管是第二個最小的州，但檳城是

一個經濟型強州，檳城的GDP在2019

年為947億令吉。2020年的出口總值

為3124億令吉，比上年同期增長10％

，占全馬總出口31.8％，其中60％是 

E&E產品。

5 0 年 前 ， 檳 城 還 是 個 農 業 社

會，1972年外資進來投資設廠，除了

帶來工作機會，也間接或直接訓練檳

城人在技術及工商管理方面的能耐。

當時，一般人月薪僅300令吉左右，工

業領域則偏重勞動密集型。經過50年

的歲月焠煉，我們的技術提升了。電

腦日益普遍，加上AI、5G、半導體產

業已成為全球領導者，工業管理與供

應鏈也愈加精進，超越鄰國。

所以是時候為我們的前景作出有效

及適當的調整了。

是時候
改變了

峇六拜工業區基礎設施非常完善。

90年代北賴工業區。



之

我們買一台電腦，上面註有“Intel 
Inside”。明明就是檳城製造，為什

麼不是“Penang Inside”呢？

2001年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

時，檳城已有超過1萬2000名

高薪技術工作。2020年的統

計，檳州有超過20萬人

服務於工業區，成為

最大族群的人口。

從薪資來看，也是全國最高，因此也

帶動巨大的消費能力。比如說，一

位大專畢業生，在沒有任何工作經驗

下，起薪約3500至4000令吉，主管階

層每月薪資一至三萬元令吉。

造就高科技人才

除此之外，不少企業符合上市的條

件而選擇維持私人企業。最明顯的就

是SRM Technologies，該公司是製造自

動器材儀器的頂尖企業，雖然已經成

立超過二十年且營收業績特佳，絕對

有資格上市，而且會以高超的股價和

市值，成為馬來西亞的領頭羊之一，

可是該公司至今仍是一家私人企業。

科技方面，人才培育較其他行業更

加顯著。檳城企業人才已經是全球頂

尖的半導體開發、設計、 AI、軟體、

醫藥器材、農業技術等自動化設備和

系統的領導。檳城除了吸引外資，也

引進全球大型工業前來採購，包括

Apple、Tesla、航空業的訂單。

人材培養包括年輕學子離挍後的出

路。目前大專院校畢業並不具備科技

上的工作能力，尤其在新科技的發展

中，甚至學校老師也未有這方面的接

觸，造成有學術斷層的現象。

眾所週知，工業界的需求是“應

用科學”, 這方面在我國是非常缺乏

的。通常這類新人才需要三兩年前專

案訓練，才有能力提供實質的貢獻。

我建議設專科大學，專攻新科學

領域，如高頻無線通訊（High Fre-
quency Wireless Communi-

cation）、太空衛星導航系統 

（Space Satellite System）、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環境保護科學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Technolo-

gy）等項目。除

增進年青人才的發展就業外，更能加

速我國工業革命的腳步，並促進我國

的競爭優勢。

過去我們轉型非常成功，但是科技

是繼續不斷發展，加上國際趨向更發

達先進，檳城勢必要再度轉型。這些

大改變是不可避免的，原地踏步只會

被世界遺棄。

珍惜有限人材資源

我們不能一直是作為世界“廉價工

廠”，替歐美國家增加外匯，並成為

他國GDP成長的工具。當我們沾沾自喜

地宣布某外國公司到檳城設廠，大內

宣為成功吸引多少多少投資，提供數

千就業機會的時候，為什麼不反過來

想一想，有關外資公司利用我們的人

才資源及享受種種優惠待遇，產品出

口不必付稅的同時，又和我國的中小

企業成為競爭對手，搶奪聘用有限的

人才呢?

希望政府明智思考國家本身的利

益，除了為人民就業謀求出路，更要

為馬來西亞本地公司的長遠發展鋪

路。以國家利益為依歸，而非個人政

治利益為先。

向前看，人類發展至外太空，糧

食是最基本的需求，環境保護不止是

潮流，也是必須的願景，民生水準提

升，基本設施的建設挑戰性更高。

檳城再度轉型的大前提需要全盤的檢

討、策劃、執行。政府和企業應從長

計議，設計一個藍圖，為國家社會帶

來無限的發展空間。

檳州工業發展滄桑50年

再轉型
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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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圖為北賴工業區，下圖為武吉丁雅

工業區。

今年是檳州工業發展第50個年頭。



檳城產業要轉型，就必須利用現有

優勢，擴大迫在眉睫的經濟現實預估

能力。

州政府推出了幾個面向檳城的轉型

項目。檳城運輸總體規劃PTMP是島嶼

和內地的全面交通藍圖。 除了通過諸

如輕快鐵（LRT）、公共汽車、電車和

水上出租車等各種模式提供公共交通

連接外，也包括一個主要道路和高速

公路網絡，以方便增加交通運行，緩

解目前和預測未來的擁堵。

目前在檳城工業區的工作人員已超

過20萬人。以加乘作用來計算，至少

對100萬人民有正面的經濟效益，此外

也給國家帶來投資和旅遊效果。

檳城是國內工業化經濟最先進州屬

之一。作為較大的馬來西亞經濟一部

分，在過去的成果下如何改善收入和

消除貧困，檳城當年推動工業化的經

驗和歷程，可資借鑒。

回頭想想過去50年，檳城從農業州

成為國際科技產業界的領頭羊，身為

檳城的人民是應該感覺自豪的。

資助本國中小企業

筆者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的資

源協助本國的企業，尤其中小企業。

外資固然重要，政府不應大量資助外

資 而 忽 略

了本國的產

業。筆者雖以

外資身份前來投

資，仍寄望國家對本

地中小型企業給予至少

相同的支持和關注。

40年前，台灣在蔣經國總

統年代作了一個當時被認為不可

思議的決定，要求外資撤離，鼓勵國

內中小型企業發展，招募台灣在歐美

的科技人才，以優厚待遇，免個人所

得稅，補貼孩子教育基金吸引他們返

台，並成立台灣國家工研院（ITRI，國

家工業孵化中心），協助國人發展事

業。

回想起來，如果沒有當時這些政策

和一系列行動，今天哪來的台積電、

日月光、宏基、廣達、聯華電子等國

際領導企業？

我國政府過去50年偏愛外資，除了

提供免稅優惠、優先購得工業地、建

築經費補助等，變相在經濟上補助外

資，本國企業望塵莫及。

筆者40年來參與工業發展，最清楚

沒有一個國家僅僅依靠外資可以持久

發展與富強的。

太過依賴外資不只帶來經濟負擔，

同時也阻礙本地的企業發展。50年前

我們需要外資提供技術和就業機會，

半個世紀的時間過去了，吸引外資的

優惠政策一成不變，了無新意。而本

地企業不知不覺間已淪為二等公民。

因疫情和供應鏈的挑戰，本地企業面

對史無前例的困境。

政府對外資入駐大馬，經常是廣為

宣傳，本地廠商增資或擴充，連基本

報導都難得看到。後果是員工缺乏，

本地企業聘用問題更加嚴重。有道

是“收養的孩子比親生的更珍貴”，

說得非常貼切。

歐美國家也是從本地小型企業做

起，成為國家企業發展的基礎。韓國

在30年前已經了解國家的工業發展不

能依靠外商，30年間培養了三星、現

代及SK等企業。

無論如何，檳城需

要繼續開放市場，創造

新科技，研發新產品。我

國擁有不少天然資源，加上多

年來在精密自動化儀器設備的經驗，

放手一搏，前途未可限量。

推動技術合作

比如說我國是回教國，在清真食

品上可以發展中東及其他回教地區市

場。經過多年的實質應用也可融入自

動化人工智慧在農業發展上。增加糧

食產量減少資本，並在環保議題方面

作出貢獻。

故筆者建議政府開始一項重大轉

型，以在全球範圍內提升本地能力，

特別是在電子電氣和自動化行業方

面，鼓勵外國公司將其製造、研發和

其他業務流程外包給本地技術成熟的

公司。這是雙贏或三贏的建議。

首先外國企業不需以大量資金購地

建廠，可以節省時間和經費。與此同

時，本地企業可以參與國外另類的高

科技生產過程或產品。

據我所知，本地公司如 Inari、-

Carsem、Unisem、D&O、VS、Vi-
Trox、Pentamster、Greatech等都能

有效地為外商降低成本，也可以為本

國提高經濟成長，增加利潤，提供工

作機會。這個模型已經被證實是可行

的，例加台灣的台積電、鴻海富士

康、 廣達等，在過去30年皆以代工成

為國際品牌的佼佼者。

重視並扶持
本地廠商

之



1969年迄今，檳城是唯一政權三度

輪替的州屬，自失去自由港地位後，

失業浪潮和經濟危機席捲而至。林蒼

祐上台後，迅速重新整合檳城地位，

也奠下50年工業發展的基礎。

1972年峇六拜機場旁邊的土地改為

工業用地，總面積 560公頃（1384英

畝），英特爾、AMD、惠普、Clari-
on、National Semiconductor、Hi-
tachi、Osram八家外資工廠率先進

駐，設廠營運。

這些企業前十年的成長幅度是緩慢

的。首先這些公司，比如英特爾、AMD

等在母國仍是小型工業，檳城也是他

們在海外的第一次投資，雙方都在摸

索階段，檳城員工絕大多數也不具備

技術專長。80年代，台灣、日本、韓

國企業才開始前來投資。其中包括英

業達、Lite-on、日月光、SONY等。可

惜好景不常，2000年前後這些工廠陸

續收盤轉移到中國去，只剩下日

月光留在檳城生產。理由很簡

單，單靠廉價勞工始終會

失去吸引力。

2000年初，檳城

的投資額逐漸下

滑。2003年時任首長許子根非常關注

事態發展，他指示我們幾位企業界人

士商討應對方案。

投資檳城機構（InvestPenang）成

立於2004年11月5日，是檳州政府轄下

一個非盈利一站式機構，提供有關檳城

投資機會的全面信息，並促進企業在每

個階段的運營，包括建立新的投資。作

為檳州唯一的促進投資組織，其目標是

通過促進外國和本地投資，加強和持續

注入州內的商業活動，從而維持和振興

檳城的經濟。經過將近二十年的時光，

以實質效果來分析，那是正確並有效的

決定和政策。

2008年3月8日，檳城政權再次輪

替，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出任首席部

長。不久之後，筆者在一次諮詢中得

知林首長意識到人工智慧的重要性，

而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發展科技人

才。為此，檳城科學家委員會（Pen-
ang Science Council）於2014年

4月18日成立， 後改名為 Penang 
Science Cluster。PSC董事會成員來

自跨國公司和領先的本地公司包括

B.Braun、英特爾、明凱科技和摩托

羅拉。數年後，Exabytes、ViTrox和
Jabil、安捷倫科技、惠普、Dream-
Catcher和NI也加入聯合領導。 

PSC是一家非營利性免稅組織，其使

命是通過激發人們對科學和技術的興

趣，在檳城和馬來西亞的年輕人中建

立創新和創業文化，從而建立健康的

人才管道。

南島計劃宜商宜居

2010年州政府大刀闊斧開發

檳城峇都加灣工業園（Batu 
Kawan Industrial Park，

簡稱BKIP），日本汽車業

巨頭本田汽車有限公司

和多元化企業集團

東方控股有限公

司的合資企業

（JV）最先投入。此後，瑞士真空閥

製造商VAT Group AG、美國閃存先

驅SanDisk都相繼加入。最近幾年，B-

KIP才看到來自美光科技公司、Lam 
Research Corp、DexCom Inc、-

Simmtech Holdings Co Ltd、Great-
ech Technology Bhd、Vitrox, Inari, 
Applied Engineering 和 QES Group 
Bhd 等公司的巨額投資。

如今，佔地1151英畝的BKIP——作

為在峇都加灣島開發7000英畝土地的

綜合總體規劃的一部分，經已吸引約

200家公司，其中包括外國跨國公司

（MNC）和本地大公司（LLC）前往

設廠營運。

明顯看得出峇都加灣工業園區已大

受好評。關鍵因素是熟練勞動力的可

用性、與區域客戶的近距離以及經商

的便利性。加上檳城南島（Penang 
South Island，簡稱PSI）項目體現了

檳城2030 的核心社會和經濟目標。該

項目佔地4500英畝國有土地，將跨越

三個島嶼，構成一個先進的新生態系

統，成為馬來西亞工作和宜居新興城

鎮的未來典範。

製造業投資創紀錄

現任首長曹觀友認為更多工業用地

可以有效刺激投資環境，短短2年內檳

州就吸引超過300億令吉已獲得批準

的製造業投資，成為全國最有吸引力

的州屬。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在峇

都加灣以外尋找更多工業用地，因為

可持續生活、綠色和智能狀態、生活

質量、充滿活力的文化藝術、基礎設

施和教育，都是吸引商家來檳投資的

因素。決策者在決定投資某個地點之

前，將考慮所有這些因素和條件。

就此曹首長決定創設峇都加灣工業

園2（BKIP2），這對我們未來10至20

年的工業化之旅非常重要。檳城已建

成的9個工業園分別位於麥曼珍、北

賴、峇六拜、威省、武吉登雅、武吉

敏雅、檳城科學園、檳城北部科學園

和峇都加灣工業園。BKIP2將是檳城的

第10個工業園區。

檳城去年製造業投資達到創紀錄的

762億令吉，同比飆升440%，超越2012

至2020年的累計投資731億令吉。762

億令吉製造業投資占全國總投資的

39%，傲居全國榜首。

檳州工業發展滄桑50年

開發更多
工業區
招商引資

作者：拿督斯里丘光憲博士



2020年迄今的新冠疫情並未對檳州

的工業地位構成重大影響，反而促使

檳城繼續重點推廣各領域的表現，即

電氣和電子、機械和設備 、醫療科技

和其他先進領域。檳州強大的行業生

態系統和人才庫，將有效實現企業的

供應鏈彈性和運營優勢，這對於緩解

全球供應鏈中斷和重組帶來重要的影

響。

此外，這些投資預計將為本地鏈製

造巨大的機會，對本地公司來說是個

好事，進一步鞏固檳城在全球價值鏈

中的地位。

通過投資檳城機構，檳州政府期待

加強與聯邦政府的夥伴關系，以吸引

更多優質投資進入檳州。有鑒於涵蓋

多功能和高科技的全球頂尖企業在檳

城廣泛投資，具有各種專業知識的人

才應到檳城探索就業機會。

投資風向政策在改變

檳城被譽為全國最宜居的城市之

一，以平衡的工作、生活、休閑娛樂

方式為基礎，並高度重視旨在建立綠

色和智慧型州屬，我們歡迎所有人才

來到檳城並在這里創業。

之前筆者要求政府開始一項重大轉

型，以在全球範圍內提升本地能力，

特別是在電子電氣和自動化行業，鼓

勵外國公司將其製造、研發和其他業

務流程外包

給本地公司，

這樣外國的跨國

公司就不必來馬設

廠，改與本國公司合

作，以幫助他們在我國生

產和服務。最終，我們可以

成為下一個台灣或韓國，同時

可以避免鄰國以較廉價的工資，取

代我國的競爭優勢。

今年5月17日，富士康通過一家

子公司，與我國科技公司Dagang 
NeXchange Berhad簽署了一份諒

解備忘錄。雙方擬成立一家合資企

業，在我國建造和運營一座12英寸芯

片工廠。富士康是全球十大代工廠，

最大客戶是蘋果。

此舉表明，富士康在半導體領域的

擴張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也是推進

其電動汽車雄心的關鍵一步。這也證

明轉型至代工是正確和可行的模式。

檳城發展一枝獨秀

富士康擁有DNex 約5%股份，並在

董事會擁有一席位。這也意味著，富

士康間接控制了芯片製造商Silterra在

我國的8英寸芯片工廠。計劃中的工廠

預計每月生產4萬片晶圓，包括28納米

和40納米工藝，這也是微控制器、傳

感器、驅動器集成電路和連接相關芯

片和最廣泛使用的芯片生產技術。根

據計劃中的產能和涉及的技術，該項

目的資本支出可能在30至50億美元之

間。

除了中國外，富士康同時也與美

國，印度等國簽署了大型投資計劃。

此舉也意味著富士康了解到“雞蛋不

能擺在同一個籃子裏”。同時也證明

投資的風向和政策正在改變。

適逢歡慶檳州工業化50周年，檳

州決心制定前進政策與所有利益相關

者並肩前進，在數字化、持續卓越和

創新的驅動下，推動檳城成為高收入

經濟體。從數據來判斷檳城過去的成

就，檳州2020年尾的儲備金只有18億

2100萬令吉。盡管由於Covid-19的不

利影響，經濟和醫療保健受到抑制，

檳城的失業率仍創

下歷史新低，在3.5%

至3.9%之間，是檳州歷史

上 最低的。在製造業方面，從

2020年1月到去年3月，檳州共創造了1

萬5596個工作。

筆者深信，檳城的人民是幸福的。

雖然檳城多次政黨輪替，由不同政黨

及背景的首席部長掌權，工業發展方

向和政策卻是一致的。從林蒼祐設置

自由工業區、許子根創設投資檳城機

構、林冠英的科學委員會，到曹觀友

沿續下來開發擴充工業園區，繼續改

善基礎建設，進而提升檳城競爭優

勢。人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安居樂

業，過著安逸高品質的生活。這點基

本權利，50年不變也不折不扣、如火

如荼地進行著。

筆者曾受邀到鄰州提供諮詢，談了

多次，都無疾而終，也看不到成果。

唯獨檳城一枝獨秀，領導人的心態和

毅力是關鍵，不是單靠土地和金錢或

廉價勞工可以解決的。

筆者是1972年林蒼祐時代工業化的

第一批員工，有50年的經歷。2000年

在檳城創業，也曾在州政府3位首長旗

下義務效勞，加上對工業產業生態有

親身體會的見解，因此對工業發展有

機會發揮專長。可以說，我是檳州工

業的受益者，能夠為檳州人民作出小

小貢獻，是我的福氣。這也是筆者30

年後回檳投資和定居的主要因素。

歡迎人才
來檳創業 

檳州交通大藍圖的計劃落實后，檳交

通和物流方面將會更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