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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遠矚 永續經營
雙威集團創辦人兼主席丹斯里謝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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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蘭莪聞名的雙威城（S u n w a y  
City）綜合休閒城鎮，被譽為大馬
創業佳話「化腐朽為神奇」傳奇之

作。
這個距離吉隆坡市中心18公里的項

目，集結購物中心、水上樂園、度假酒
店、醫療中心、教育機構及住宅等多方面
的核心業務，不僅是為大馬人打造，更歡
迎來自全世界對此的矚目。但鮮為人知的
是，這座繁榮城鎮在此之前，其實是個不
起眼的礦場。

從荒蕪礦場到繁榮城鎮，推動雙威城
的幕後功臣丹斯裡謝富年博士功不可沒。
當時被許多人認為商機渺小的礦地，在他
的眼裡卻看到了無限商機。

買下這片荒蕪礦場，當時謝富年的想
法不被看好，然而卻也激發出他內心最原
始的戰鬥本能。

「我認為，雖然沒有錫礦，但錫礦下
面還埋藏有豐富的礦砂、錳、沙石及高嶺
土等資源，只要經過開採及技術處理，就
會變成高價值的工業及建築材料。而當時
大馬已逐漸開始轉型，尤其電子業、製造
業、建築業及服務業迅速崛起，這無疑是
一大良機與商機。」

謝富年憑著獨特眼光、逆向思維模
式，乘勢抓緊商機，也一一解決了所有難
題。

1974年，他成立雙溪威控股有限公

司，後更名為雙威控股。當時，
謝富年僅用10萬令吉買下位於
雪蘭莪的小型礦場。短短2年
內，他利用礦場的資源，將事業
版圖擴充到採石、建材、房地產
開發及土木工業領域，賺得人生
中的第一桶金。同時雙威控股也在
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成功掛牌上市，
正式立足市場，繼續開拓本土商機。

在荒蕪之地注入新生命元素

事業起色，但謝富年沒有停滯不前。
他意識到若要將業務永續發展，不能單
依靠採礦事業。他看準礦場的地理位置優
勢，不僅介於吉隆坡及雪蘭莪之間，更靠
近吉隆坡國際機場，因此他萌生了將這片
荒蕪之地打造成綜合型度假城鎮的念頭。

在當時的社會，謝富年腦海湧現的這
想法看似瘋狂，但卻也阻擋不了他的創新
決定，同時也獲得雙威集團總裁周志堅的
鼎力支持。

1982年7月，正式成立雙威城有限公
司；4年後，啟動雙威城計劃。同時，在多
個單位之間的多番努力與遊說下，加上當
時雪州政府的積極推動，謝富年獲得了州
政府的99年開發契約，促使雙威城的建立
獲得了充分的外部支持。

然而，將一個佔地5000畝的黃枯之地
眼神變為旅遊場所，談何容易。建造綜合

重重。
但謝富年定謀貴決，投入大量資金，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不管是從土地策劃、
建築設計等方面都卯足心思，致力為消費
者或使用者，提供最優質的成品。

如今的雙威城，成功成為大馬最具特
色及代表性的旅遊休閒勝地，涵蓋休閒娛
樂、水上樂園、度假酒店、會展中心、購

雙威城集合休閒娛樂、水上樂園、度假酒店、會展中心、購物廣場、醫療中心、

大學及住宅區等綜合用途，成功成為大馬最具特色及代表性的旅遊休閒勝地。

正式立足市場，繼續開拓本土商機。

在荒蕪之地注入新生命元素

事業起色，但謝富年沒有停滯不前。
他意識到若要將業務永續發展，不能單
依靠採礦事業。他看準礦場的地理位置優
勢，不僅介於吉隆坡及雪蘭莪之間，更靠
近吉隆坡國際機場，因此他萌生了將這片
荒蕪之地打造成綜合型度假城鎮的念頭。

在當時的社會，謝富年腦海湧現的這
想法看似瘋狂，但卻也阻擋不了他的創新
決定，同時也獲得雙威集團總裁周志堅的

型城
鎮 項 目
本身就是一
項艱巨挑戰，更何
況礦場經過開採後留下
的「後遺症」更讓項目建設困難

礦地蛻變繁華城鎮
雙威城成大馬驕傲

物廣場、醫療中心、大學及住宅區等所有
人們所需的生活元素及條件，成功實現當
年謝富年心中的大藍圖。

對此，他說，如今雙威城的成功靠的
不僅是本身的有勇有謀，更有賴於其團隊
對計劃的堅信不疑及全力支持，這是他和
員工們一起努力20年後的成果。

繁華雙威城的前身是片荒蕪的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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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富年對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的治
國韜略、唯才是舉的遠見十分欣賞。

他說，雙威集團在1997年陷入財務危
機時，是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對
該集團鼎力注資，讓集團得以成功降低債
務、度過危難。

2003年，李光耀偕同夫人前往雙威
城，謝富年親自接待他們到處參觀。謝富
年犹記得拜訪結束後，李光耀握著他的雙
手說道：「好樣的，你把一個廢地蛻變成
了一座樂園。」

李光耀的參觀與一番讚歎，也讓謝富
年因此在馬來西亞迅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
物，更因此形成了了「前瞻鑄城，化腐朽
為神奇」的美譽。

謝富年指出，他非常感激在從無至有
的過程中，每每遇到危急時刻仍願意與其
共進退的股東、銀行家及債權人，一起攜
手戰勝了所有的挑戰。

「我深信是因為我和團隊向來秉持正
直、謙遜和卓越3個集團核心價值，我們
才得以在關鍵時刻獲得投資人的信任。」謝富年（左起）接待新加坡前已故總理李光耀及夫人參觀雙威城。

年份及發展史：

堅定信念良好信用 走出事業困境
謝富年透露，在成功的道路上並無捷徑，在創業過程

中，雙威集團也曾經歷艱難時刻。
「1987年，東南亞面對經濟不景氣，但仍然可以面對應

付；1997年，集團受到經濟蕭條打擊，集團市值從逾80億令
吉下滑至約5億令吉，10年心血幾乎被摧毀。所幸憑著歷年來
所建立的良好信譽及誠信，加上團隊的堅信不疑，集團才得
以順利度過難關。」

面臨創業絕境，謝富年仍然冷靜面對。談及當年，他
說，當時的狀況只能讓他作出兩項最終決策，一，宣佈企業
破產倒閉，交由重組委員會接管；二，選擇自己背負企業的
債務，致力帶領企業走出困境。他表示，為鞏固購房者和投
資者信心，該集團唯有提供優惠折扣，並勸說大眾不要撤銷
購買事宜。同時為了讓集團擁有穩定的周轉資金，再忍痛變
賣該集團最大收的入來源——採石業務。

此外，即使當時有人想買走公司的控制權，卻遭謝富
年拒絕，他堅持創業道路，就要勇往直前，繼續茁壯成長。
「沒有誰，一生永不遇到困境，也沒有誰，在困境中永遠是
勝者。我們只能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在現有的條件下做出
最好的決定。」

致力增加買家信心

20世紀90年代，雙威城第一期建成後，彼時大馬經濟
從低迷中復甦，就整體市場而言，是購入的最佳時機，然而
他發現，即便是公司的員工，甚至是參與該住宅計劃的工程
師，也沒有表現出濃厚的購買意向。

他親自向他們瞭解情況，並一一說服，逐漸打消購買者
的疑慮，經過一番努力，首期項目立馬銷售一空。

「在有生之年盡所能啟發更多的人」，是謝富年秉持的
人生座右銘。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更高的人生目標，抱
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正確觀念，致力將自己所備有的資
源，造福社會。目前，雙威集團正開發佔地約1.1萬畝的雙威
依斯干達城「盛綠之都」（Sunway City Iskandar）綜合項
目，期望打造另一個世界級綜合城鎮計劃。

霹
靂州佈先（Pusing）是個曾靠錫礦開採而
繁盛的地方，而雙威集團創辦人兼主席
丹斯里謝富年正是出生在當地一個知名

的錫礦家族當中，在10個兄弟姐妹裡排行第4。
1945年出生的謝富年，雖然雙親受教育程

度不高，但父母深知教育對於人生未來道路的重
要性及影響，因此對孩子的教育非常嚴格。

因此在謝富年年幼時，被送往英校接受西
方教育；成年後，進入澳洲福斯特拉工藝學院
（現為維多利亞工藝大學），選讀會計專業，
並考取了專業會計師資格證書。學成歸來後，他
與一般人一樣，選擇在一家汽車裝配廠擔任會計
師。但日子漸久，曾經讓很多人謀生致富的開採
錫礦行業，卻在60年代此時逐步走向枯竭。

據當時數據統計，1965年時馬來西亞錫礦
約工人4.5萬，間接與錫礦產業相關的人口高達
40萬，占總人口的5.5%。但隨著過度的開發，導
致錫礦資源枯竭殆盡，昔日繁忙的礦山變為大片
被廢棄的土地，對社會帶來極大的影響，尤其眾

人的謀生行業遭遇困境。當時，馬來西亞政府關
閉眾多礦場，錫礦產業瞬間成為夕陽產業。

隨著家鄉錫礦業發生的變化，當時擔任會
計師的他也不甘僅為人打工，毅然決定自己創
業。謝富年決定用雪州這片曾養活眾人的礦地再
創一番作為，開拓商機，點石成金。謝富年創立
了雙威控股，建設了雙威城，經過一番打拼，事
業有聲有色。同時在教育、醫療、社區開發、公
益及環保等領域，他也為大馬甚至全世界做出了
突出貢獻；1996年也被馬來西亞政府授予「丹
斯裡」榮譽頭銜。

謝富年和妻子暨雙威集團執行委員會成員
潘斯裡拿汀斯裡謝叔珍博士，育有3名孩子，目
前皆在雙威集團為家族事業打拼努力。大女兒謝
燕蒂目前擔任雙威集團執行董事；大兒子謝延鑫
擔任雙威集團執行副總裁和中國雙威集團首席執
行員；小兒子謝延善則是雙威酒店集團策略營運
經理。

馬來西亞旅遊行動理事

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馬來西亞政府高科技房

屋建築產業協會主席、

馬來西亞國家生產力

促進中心董事、

馬來西亞國家生產力理事會成員、

吉隆坡馬來工商總會首位非馬來

裔榮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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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雙溪威控股有限公司；同年，

用10萬令吉買下小型礦場，賺得人

生第一桶金。

雙威城計劃啟

動；開始籌建雙

威學院。

開始興建主題公園及其它領域項

目，包括酒店（1996）、購物廣場

（1997）及醫院（1999）等。

1974年 1986年 1990年

雙威集團主席，

更在華社、醫療、

房產、教育等各種

領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成功邀請莫納斯大學

于雙威城設立第一所

海外分校。

1998年

授頒「丹斯裡」

榮譽頭銜。

榮登2009年福布斯亞洲

大慈善家排行榜。

2009年

再度榮登2015年福

布斯亞洲大慈善家

排行榜。

2015年

謝富年

已故李光耀高度讚賞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理事會成員、

馬來西亞肝臟基金會創始受托人、

馬來西亞國家腎臟基金會副主席

哈佛大學全球顧問委員會成員、

哈佛大學資源委員會成員、

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組織馬來西亞分會主席

雙威學院升格為雙威大學學

院，與英國、澳洲及美國等高

等學府攜手開辦優質課程。

2004年

1996年

1988年
推出首個雙威

城住宅計劃。

2010年
成立謝富年基金會，

取代創辦于1997年的

雙威教育信託基金。
雙威城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

1982年

雙威學院開幕。

1993年 成立雙威教育

信託基金。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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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斯里謝富年事業茁壯成長，但他
仍心系教育。他相信，「教育是
擺脫貧困的最佳途徑」，並認為

只有教育才是回饋社會最好的禮物。
1986年，謝富年在雙威城中辟出黃金

地段，創辦雙威大學，成立了雙威教育集
團（Sunway Education Group），傾力投
入資金和師資，冀打造馬來西亞乃至全亞
洲的頂尖私立高等學府，教育英才，為許
多莘莘學子提供升學的機會。

作為私立學府的雙威大學，透過與
海外名校如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
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世界著名大學
結盟，建立合作橋樑，讓學生能以較實惠
的學費享有西方優質高等教育，取得國外
知名大學的學位。

談及教育，謝富年希望可將雙威大學
打造成為「東方的哈佛大學」。

「雖然不太可能實現，但希望透過種
種的努力與推動，雙威大學可達到猶如哈
佛大學般的含金量水準，奠定本土的學術
界地位。」

重育才不重盈利

1997年，雙威集團面臨財務危機，即
使受到銀行家遊說，將教育集團於股票交
易所上市，謝富年仍堅持拒絕相關建議。

他說，至今他也不曾後悔這項決定，
因為於他而言，成立大學的宗旨是培育英
才，而非獲取盈利。

「當學生因為得以接受教育而向我表
示感謝時，這才是無價的滿足。」

2007年，謝富年的事業漸入佳境，因
此決定投入更多精力與資源，發展教育事
業。他成立謝富年基金會（Jeffrey Cheah 
Foundation），旨在為貧困學生提供助學
金，完成學業。

截至2019年，謝富年通過基金會已經
發放超過4.82億令吉的獎學金，惠及馬來
西亞等國的數千名學生。他更指出，他此
生的目標為希望捐助10億令吉的獎學金。

近年來，謝富年已向全馬各地多所華
校捐款超過2500萬令吉，並在依斯干達雙
威城耗資1500萬令吉建造了一所華校。從
小受英校教育的緣故，謝富年不諳中文，
但他深知中文的重要性，他也要求自己的
孫輩接受華文教育，為馬來西亞華人社區
做出更大貢獻。同時，他計劃將與北京大
學合作，在大馬積極推廣中文教育。

2009年，他向基金會永久捐贈雙威教
育集團旗下16所教育機構，包括雙威大
學、莫納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謝富年醫
學院、雙威學院和雙威國際學校中，目前
價值數十億令吉的全部股份。

謝富年不僅在經費上協助學生，雙威
教育集團與時並進，在支持教育的同時也
注重科技創新。

2017年，該集團推介了雙威創新實
驗室（Sunway Innovation Labs，簡稱
iLabs），由雙威集團、雙威大學和雙威創
投（Sunway Ventures）聯手合作，凝聚業
界、學術及政府機構的力量，及借助海內
外各行專才的力量，幫助企業新鮮人打造
一個完整的初創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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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雙威學院開幕之時，謝富年親自為時任首相敦馬哈迪進行解說。

雙威大學設備齊全，師資優良，培養了許多優秀畢業生。

醫療保健亦是雙威集團的發展重點。截至目前，
該集團已挪出超過10億令吉發展旗下醫療保健業務。

位於雙威城的雙威醫療中心（Sunway Medical 
Centre）自1999年11月開辦以來，迅速發展成為馬來
西亞領先的私營醫療中心。

該醫療中心是一所獲得澳洲醫療服務標準委員會
（ACHS）認可的私營醫院，是雙威集團醫療保健業務
的旗艦實體；提供全方位的醫療服務，包括針對門診
和住院專科護理、健康和保健方案的多項設施和先進
醫療技術。

雙威集團也在蕉賴雙威偉樂城建設旗下第二家醫
院，並計劃建設全馬首個介助型老年公寓，提供老年
人所需的護理服務，及策劃日常聯誼活動。該集團也
打算投資10億令吉，在全馬開設多6家醫院。

與集團教育並前進，雙威醫療中心隸屬於謝富年
醫藥和保健科學院，為修讀醫學和外科學士（MBBS）
學位、護理及專職醫療課程的學生提供臨床學習和培
訓。同時，該集團與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合作，攜手
培養業界優秀醫療人才，並於英國劍橋大學臨床醫學
院合作，建設醫學院和臨床研究中心。

雙威醫療中心開辦以來，迅速發展成

為馬來西亞領先的私營醫療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