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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财千万 不如薄技在身
目前就读汽车技职教育学院TOC Automo-

tive College修车课程的黄嘉俊，从芙蓉中华
中学毕业后，就算知道自己的成绩不比别
人优秀，依然不断寻找自己的未来出路。
有别于其他对前途茫然便选择先打工后念
书的毕业生，他在毕业后不到两个月，即
2014年1月就报读了国际英文水平应试测试
课程（IELTS），以增强自身的英语水平。
只是后来他报读的修车技职课程开课，他
唯有转学专心于修车课程。

刚入读修车课程时，黄嘉俊没有抱很
大的兴趣，可是身边的同学却对修车技术
课程充满热忱。因此，在身边同学的熏陶
下，他从课程里头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也
为自己定下了未来的目标。

“有时候在家无聊，也会拆解自己车
子的零件，然后再重新组装。”他说，修
车课程让他更加了解车内零件组装，并且
掌握正确的修车技术。“有些人不了解车
子，随便修理会对车子造成伤害。”

黄嘉俊表示，自己决定选读技职课程的
时候，父母皆表示赞成与鼓励，认为掌握
一门手艺也是件好事。说到梦想，他希望
在未来能够开一间店，经营售卖二手车的
生意。

黄嘉俊说自己报读修车课程后才慢慢培养了对课
程的兴趣。

现为Twenty5chef的老板戴嘉伟，七
年前从Cilantro Academy技职院校烹饪课
程毕业。回忆起当初选择报读技职课程
时，他的父母都投反对票，认为学烹饪
不用专门报读课程，只要去餐厅当学徒
即可，不需浪费钱。但是戴嘉伟最终还
是坚持自己的决定，报读烹饪课，毕业
后便到新加坡工作。

他说，在新加坡当厨师的收入并不
高，所以后来尝试从事零售业，但他发
现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待在厨房里工作。

戴嘉伟于2014年回到马来西亚，开始
了Twenty5chef的事业。最初创办Twen-
ty5chef时，因为资金不足问题，只能在
焦赖区康乐夜市摆摊售卖意大利面及烹
煮中小型活动的食物。短短七个月内客

源不断，一天的营业可以达到两百份意
大利面，足见其厨艺受欢迎程度。

今年9月杪，戴嘉伟将会收起康乐夜
市的档口，于11月杪在大城堡(Sri Petal-
ing)开设他的第一家餐厅。所贩售的食
物不再只限于意大利面，而会增加更多
自己的私房菜，让他的顾客能吃到意大
利面以外更多的菜色。

他说：“如果没读过烹饪课程，烹饪
依旧是难事，而且煮东西比较难上手，
需要更多时间去学习。”烹饪课程对于
他在毕业后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他认
为，真正的烹饪，靠的是经验的累积，
而食谱对于烹饪学生来说只能供参考或
辅助。

技职课程先行者 迎接自己的未来

你不知道的美麗人生

为了实现梦想 就要不断自我增值

目前就读星级化妆学院（DivaProduc-
tion）彩妆课最后一个学期的陈韦恩表
示，这个课程已经是她参加的第二项技职
课程。她曾是吉隆坡中华独中的学生，高
中毕业后尝试选择了A水平（A-Level）课
程，可是后来兴趣缺缺，便中途辍学。辍
学后的她选择了Top to Toe College of Beauty 
Therapy & Cosmetology 的美容课程，并在
2014年取得世界认可的美容文凭。

陈韦恩说：“我的父母一开始很反对
我报读美容课程，所以我顺着父母意愿修
读A-Level，可是并没有兴趣。”她不认
为就读技职院校是件羞耻的事，能够就读

自己喜欢且充满热忱的课程反而更能自我
增值并引发更多求知欲。

此外，她在就读彩妆课期间，也得到
许多实战经验，认识许多相关业界人士，
这有助于她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

询 及 完 成 彩 妆 课 程 后 ， 未 来 有 何 规
划？陈韦蒽表示会再进修，选读发型设计
课程。“现在职场里需要能够同时兼顾彩
妆和发型设计的彩妆师（Makeup Artist）
，而且从事这类行业就是要不断精进自己
的实力。”她计划未来完成发型设计课程
之后，赴新加坡开拓她的事业。

戴嘉伟在焦赖康乐夜市摆摊售卖意大利面，顾客源源不绝。

Twenty5chef的
意大利面。

陈韦蒽与她的作品（模特儿）合照。(照片由受访者
提供）

虽然在许多人眼中，技职教育不是自己中学毕业后的首
选，再加上多数父母仍然坚持“读大学才有出息”的观
念，像是孩子必须当白领上班族或是穿白袍才叫成功人
生。然而，在术业有专攻的训练下，却证明了技职院校的
莘莘学子凭藉实力和努力，同样能闯出另一片灿烂天空。

文字：林虢纶、简嘉洁
摄影：陈淑歆
编辑：李美婷

你不知道的美麗人生你不知道的美麗人生你不知道的美麗人生你不知道的美麗人生

陈韦蒽的化妆作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彩妆课程的学生在自己脸上练习上妆，再让老师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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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国内吸电子烟的现象逐渐普及化，但这股渐盛的风气在政府政策、健康议题上却处在灰色地带。现阶段，我国没有明
文列明其是否合法化，而坊间也流传它对健康无害，还说可以有效戒烟，不过也有人说其成分含毒。到底，谁是谁非？

文字：李佳憓，何征峰
摄影：胡琇婷
编辑：李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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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多少？
因无法律管制，电子烟民吞云吐雾的画面随处可见。

商家在为电子烟添加香精。

近年来，电子烟有成为香烟替代品的趋势，吸电
子烟的烟民也愈见年轻化，甚至成为潮流。市

场上，许多消费者也流传着电子烟有效帮助烟民戒烟的
讯息，但是我国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完整的医学报告或
研究显示电子烟可以成为“戒烟圣品”。

然而，不论其戒烟效用是否合法，据本报记者观察
所得，无论是在广场内、电梯内、路边摊，或是拥挤的
夜市，都能看见不少手拿电子烟，每隔几分钟就吸一次
的烟民。虽说电子烟只限售卖给18岁以上者，但吸电子
烟的风气在中学生群里也开始流行。由于电子烟的烟量
多，部分电子烟民喜欢用电子烟吹出不同形状的烟团，
以炫耀自己的吹烟技巧。

电子烟暂无法律管制

不过，针对在加影经营电子烟生意是否合法，加影市
议员黎潍裮则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并没有任何法律或规
范来限制或阻止这类生意。

对于加影区电子烟商店，加影市议会是以商业及工业
执照批准商家经营。他说：“我们批准场所经营执照，

是基于有关商店经营生意的类型，并不负责审查所售卖
的物品。” 

如果马来西亚在未来立法将电子烟列为禁止贩售物
品，市议会将依照法规取缔有关业者。

黎潍裮说，一般商家在提出执照申请之后，约一个
星期内就可以拿到临时的经营执照，而市议会执法员会
在一个月内前往该商店进行突击检查，若发现商家违反
营业条规，例如擅自转换生意类型（如杂货店转成理发
店），市议会有权吊销其商业执照。

香烟和电子烟区分为何？

尼古丁是香烟的主要成分之一，也是导致烟民染上烟
瘾的主因。烟民在吸烟之后，香烟中所含的尼古丁会停
留在人体内一段时间，但每隔三十分钟这个含量就会减
少一半。这时，烟民会因尼古丁份量不足而产生焦虑与
不适，因此需要适时补充尼古丁来消除这些不舒服。

但是，对于电子烟是否能够帮助戒烟的看法，部分
烟民持反对意见。他们普遍认为，一开始就吸香烟的人

会习惯性地依赖香烟，电子烟却只能让一些烟瘾较重的
人“过过口瘾”，并不能让他们达到消除焦虑的作用。

一位不愿具名的吸烟者说：“电子烟比较适合有吸水
烟习惯的人，因为两者的烟雾量和感觉都很相似，加上
电子烟方便携带、价格也较低，相比起香烟，它显得更
经济实惠。” 

商家民众看法两极化

售卖电子烟的商家表示，电子烟比香烟的竞争力来得
高。比起香烟，电子烟消费者可以自行选择尼古丁的含
量，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香精口味。烟瘾
较重的烟民可以选择逐渐减轻尼古丁的含量，如每隔一
段时间减少两毫克（mg），以达到戒烟的效果。

不过，对于不吸烟的民众来说，电子烟造成了许多的
困扰。因为电子烟中的甘油（VG）成分会偏高，比起香
烟，它会产生更多烟雾。而且电子烟的烟雾味道偏甜，
所以当电子烟民在一些公众场所吸电子烟时，大量的烟
雾还是会造成其他非吸烟者的不适。

电子烟香精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给。

商家向记者展示电子烟。

潮潮
你知多少？你知多少？

热
電子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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