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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不意味著前途無“亮”，從林嘉水的

身上，可看到他的刻苦耐勞。林嘉水憶

起畢業時同學寫給他的一句話，“用你

的腦袋創造幸福。”帶給他很大的啟

示，從來沒有人教他如何做生意，今日

坐擁主板掛牌公司，印證了成功並非偶

然，是經得起磨練而來。 

他小時家境貧窮，父親拉二胡維生，過

後轉去當小販，而他需要幫忙捧茶水給

顧客，下午才去學校；家里小孩子多，晚上也只能點上土油燈，沒有一個讀書的好環

境。 

檳城鍾靈中學畢業後，他當過家教、倉庫管理員、書記等工作，林嘉水指出，學校教

導的簿記不夠實際，因此他還得去跟朋友學習做帳目，除了正職，勤力的他晚上還幫

10多間公司抄帳多賺一些錢。 

理財從小開始，去學校時父親給的零用錢，林嘉水把5分1角都存起來，養成儲蓄的好

習慣，所以才有小小的資本開始生意。 

他對機械原本一竅不通，不過看著弟弟帶著員工去幫人修理，帳目卻沒人管，因此才

開始幫忙涉入慢慢摸索。(TTK) 

勤學勤勤學勤勤學勤勤學勤跑跑跑跑擴充業務擴充業務擴充業務擴充業務   花花花花200元要元要元要元要賺賺賺賺回回回回600 

70年代檳城工業剛地步，林嘉水看到了這個領域需要機械配件的前景，1977年和弟

弟、妹夫，每人出資6000令吉，籌得1萬8000令吉，設立小公司做起機械服務的工

程。 

過後他兼做業務推銷員，到怡保、吉打等地方找客戶，由於公司還小，貨也不多，因

此他就加倍地努力，跑得非常勤。 

“比如我知道出去一趟可能要花上200令吉，我就必須賺回600令吉，所以一天可上

20、30家，至少有幾家看在你時常過去，而給你訂單。” 

他表示，就如你去巴剎，其中一檔口看到人經過都打招呼，若有10人可能做成一兩人

的生意，另一檔口看到人經過都不打招呼，那肯定就是零，這就是勤能補拙的差別，

蟲子就是留給那早起的鳥兒。 

勤跑業務外，他擔心客戶的汽鍋或機械壞了，找不到配件或員工修理，週日也不關

店，每分每秒爭取生意進來。 

過後，他向國外商家拿貨做起貿易，慢慢擴充業務，並在北賴設下工廠，當時大馬的

技術不夠先進，他到台灣偷師，力求提升自己品牌的素質，取信於客戶。 

一旦和客戶建立起關係，他們習慣了就會繼續交易，因此必須維持產品和服務的品

質，不讓他們失望，以此留住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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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出狀元，在林嘉水的眼中，沒有做不成的生意：只要有心、勤勞，加上堅持，必

能成功。 

“很多人告訴我這不能做、那不能做，不過我覺得什麼都可做，端看如何去實行而

已。” 

他說，同樣的行業，只要找出其獨特點就能突圍，然後像賽跑一樣，比別人快一步就

能贏。 

要做一番大事業，就必須冒險，但冒險並不意味一頭撞去，而是要懂得降低風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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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水是白手興家的典範，靠的就是勤勞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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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水說，沒有冒險精神，生意就很難做大，否則上市公司沒發展，股票就不能上，

無法賺錢向股東交代。 

“當然，開始做生意時要按部就班，先把根基紮穩，有多大的頭就戴多大的帽，否則

風一吹來帽子就掉。” 

他指出，做生意不能短視，不要看沒有太陽就不帶傘，若經濟好時沒做好準備，遇到

經濟不景更是如何能應付？就是因為他未雨綢繆，因此歷經幾次的金融風暴，聯合機

械都能一一挺過，沒受到大影響，業績反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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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了世界市場三分之一的中國，讓林嘉水非常看好，未來將投入更多心思在神州，認

為它能取得一舉三得的回酬。 

他點出所謂的三得，就是人民幣、土地會持續升值，還有生意和營業額也會增加。 

他舉例，聯合機械約10年前在天津購入一塊21畝的土地，時值一畝5萬人民幣，如今

已經飆漲至一畝50萬。 

他說，土地愈來愈貴，但太貴也不划算，所以得看准來，購買土地若不符合經濟效

益，只好用租的。 

林嘉水認為，中國政局穩定，強勢經濟成為火車頭，雖然低廉勞力成本也會隨著上

升，但是要找一個能夠取代中國的也看不到。 

聯合機械目前在天津、河北及東莞有3間工廠，中國各地也設立貿易公司，未來將繼

續與廠商洽談，促成收購或合作的關係。 

此外，聯合機械將擴充泰國和印尼的版圖，也打算開拓越南、阿拉伯市場，進軍石油

化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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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水注重誠信，認為這是企業生存的法則，信用帶來的聲譽也是公司的最大資產。 

他說，當初生意需要資金週轉，他向親友借錢，利息不超過1.5%，從來不拖欠。“如

果你不守信用，以後要再借就沒人願意理會了。” 

他挨了一段時日，10多年後才還清債務，到了1985年，才有資格向銀行貸款，購買店

屋，擁有自己的產業。 

公司的生意做大了，林嘉水的壓力反而變小，這就是因為他深懂得用人的關係，把工

作分配了出去。 

他指出，靠一個人的頭腦並不足夠，所以需要有團隊，集結不同的腦力，由他擔任舵

手做決策。 

他強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一旦起用就得信任人，因此海外公司他交由大馬

人管理，讓他們帶領熟悉國情語言的當地人來打拚。 

“同樣地，你也必須懂得做人，也就是要照顧到別人，不能事事只想著自己好，否則

如何能夠說服別人來幫我做工？” 

他處處為員工著想，讓他們有歸宿感，才能長久忠誠為公司服務，此外，他也以誠待

人，包括供應商、客戶、股東等，讓大家各有所獲，皆大歡喜。 

把企業做大最滿足把企業做大最滿足把企業做大最滿足把企業做大最滿足   工作狂也很愛家庭工作狂也很愛家庭工作狂也很愛家庭工作狂也很愛家庭 

說林嘉水是工作狂並不為過，因為他已經和工作融合一起，並享受著其中的樂趣，他

和朋友出國游玩，別人想著最好多玩幾天，而他則想著多工作幾天才妙。 

雖然如常地朝八晚五，但他會順手把文件帶回家，不過他很重視家庭和諧，而盡量留

些時間給家人。 

對林嘉水來說，投入工作把企業做大，不純粹是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而是獲得滿足

感，而且能夠貢獻付出，做慈善回饋給社會。 

工餘他也積極參與獅子會，他說，從中認識了不少朋友，學習如何領導、談吐社交，

也養成每週打羽球的運動習慣。 

  

人氣小人氣小人氣小人氣小檔檔檔檔案案案案 

拿督林嘉水拿督林嘉水拿督林嘉水拿督林嘉水 

61歲歲歲歲 

聯合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兼董事經理聯合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兼董事經理聯合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兼董事經理聯合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兼董事經理 

履歷： 

1977年--以1萬8000令吉資金，開始從事機械服務。•

2000年--聯合機械在大馬證券交易所第二板掛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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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晉升大馬證券交易所主板。•

2009年--獲第六屆“十大中華英才”。•

精彩語精彩語精彩語精彩語錄錄錄錄 

服務要好，跟客戶建立了關係後，不要讓他們失望。•

我為集團的壯大而工作，股東們的滿意是我的榮幸。•

用你的腦袋創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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