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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认为，新院未来不只要建设成一所国内知名的

大学，也要成为国家的资产。而要成为优质的大学，强大的师资阵容是

核心，目前世界上人才竞争白热化，因此新院也要建立完善的机制，才能把

人材留住。

潘院长是在5月29日接受《新院视野》专访时，提出他对新院未来发展蓝

图。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我国需要与中国经济列车挂钩，新院可以为

国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今后将争取更多科系以中英双语教学。他希望

把新纪元办成一所研究型、国际性同时兼具民族特色的大学。

不过，他也指出，目前新院的师资水平仍待提升，而且讲师们相对年轻，

未来应增聘资深的讲师，结合老中青不同资历的师资。他认为办学应该结合

社会和董理事的力量，学术人员的长处是在教学研究，而董理事则可为学院

筹措资源，双方应建立良好沟通管道，维持合作关系，彼此尊重。

在接受《新院视野》专访时，潘院长也谈及升格大学的时间表、校园空间

规划的构想、学术咨询团的功能，以及未来姐妹院校的合作模式等等。以下

为本次专访的主要内容整理。

新院教职员都诚心服务

问：请问您自2009年1月上任以来，对新纪元学院的认识与观感，前后有何变

化？

潘：刚上任的时候，其实对新院不很了解，对教职员和学生也陌生，只是从

报章报导得知风波的发生。在风起云涌的情况进来，经了解后，新院情

况比想象中平静。上任4个多月以来，透过与学生和同事们的接触，与行

政部、学术部所有单位和全体讲师举行了30余次交流，对新院的了解已

相当透彻。

  在风波中，学生有相当程度的参与，原本有些忧心，但通过与学生交

流后，发觉大部分学生比想象中成熟，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学生在校第

一要务是努力求学，必须把书念好，不可辜负父母和师长的期望。对成

绩好的学生，可参加社团活动，从中学习自治、独立和课本以外的知识, 

对将来升学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成绩不理想，社团活动应少参

加，先把书念好，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至于同事们，一般学术部门的教职员比较稳定，这也许和教育与年纪有

关系。行政部门同事相对的比较年轻。年轻人的好处是朝气蓬勃，做事情

能够勇往直前，但较负面的就是有时太过激情，容易冲动，不计后果。整

体来说，新院教职员，无论是行政或学术部门，都是诚心为新院服务的。

问：新院是在极具挑战的环境下成长，您如何评估它过去十年的发展，您又

认为新院未来应走的方向为何？

潘：我认为新院的创办象征着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建设，那就是从小学、中

学延伸到大学的体系。目前，新院设有8个科系与20多个课程，共有学生

1600人，以文商为主。最大科系是商学系，共有500个学生。新院第一

个阶段的建设以文商为主是有其原因的，文商科系的投资一般比理工科

低，教学设备也比较简单。很多私立大专也是从文商和电脑资讯工艺开

始，因为理工科系须要大量与昂贵的设备和器材。

  新院10年建设虽已建立稳固基础，但现在尚未具备升格大学的条件。

去年新院申请升格大学学院不成功，主要是拥有博士资格的讲师太少，多

数开设课程未得政府认证，学术水平离开办大学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新

院在未来2年会集中精力提升教育与学术水平以达到高教部要求，同时，

也为升格为新纪元大学做准备。升格大学学院或大学必须具有完善的大学

纲领以引导大学的运作和管理，未来新院会邀请专家制定大学纲领。

大学成功与否取决师资强弱

  除了升格大学，新院的未来发展是建设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高等学

府，实践传承中华文化的理念。同时，新院办学也必须与时并进，根据

国家社会的重要需求，培育高素质人才。由于中国的崛起，新院毕业生

未来将可大展拳脚，为国家社会服务，加速我国与中国经济列车挂钩。

我乐观的相信，未来新院的贡献有望使新院成为国家的重要资产。

整理：罗奕媚

专访潘永忠院长

新院要成为国家的资产

文转第六页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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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民族特色的优质大学

新纪元学院创办迄今已有十年，这期间，在众人的努力下，这所深得全

体华社厚爱的民办大专学府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建设。新院

目前开办的八个科系和二十多项课程，以及宏伟的校舍、完善的教学设备，

充分证明了新院过去的努力，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此外，我们的毕业生也

在社会崭露头角，他们身居国会议员，州行政议员，州议员，市议员等要

职，为国家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校友们的骄人成就让新院引以为傲。

新院已开始迈入第二个十年，教育是百年大事业，新院将继续开创新的

发展格局，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攀高峰。新院最终目标是升格大学：一所具

有民族特色的优质大学。以目前的条件而言，新院已经初步符合升格大学学

院的要求。在未来的一年，新院将集中精力完成高教部的各种认证要求，期

望届时重新提呈升格大学学院的申请书。为了达到升格大学的目标，新院也

将在短期内成立由华社学术精英组成的学术顾问团，集思广益，筹划未来的

发展大方向。

未来的两三年，新院将着重于提升教育与学术水平，同时，也计划把学

科多样化，尤其是理工科的开设。因此，新院将物色专才以展开筹备工作。

除了人才，硬体条件也同等重要。雪邦校园的建设尚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

决，未能及时提供未来数年所需的课室及工地。因此，新院计划在加影校

园，做出新的规划，同时，考虑租用附近的商业大楼，也是我们的选项。

在开展新的工作之余，新院也将加强目前的科系和课程，尤其是师资方

面。高教部规定升格大学或大学学院，现有师资百分二十必须具有博士学

位，具有硕士学位者则为百分六十。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新院将鼓励教职员

深造，同时，也计划未来增聘更多合乎要求的讲师。

未来的一年，新院必须与华社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我们希望能到全国各

地与爱护新院的同道们交流。如果我们期望在这一个纷乱的时代，开创新的

纪元，那么就必须回到群众。没有群众支持的力量，不会有今天的新纪元，

未来如果没有这股强大力量的支持，也不会有明天的新纪元。

让我们携手共同迈向新纪元大学。

院長/首席执行长

潘永忠博士

A University With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New Era College (NEC)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1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we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fi rst phase of the development under the generosity 
and kind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date, NEC is a magnificent 
campus with excell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facilities. It has 8 academic departments, 
offering more than 20 programmes. In addition, we are proud of our alumni, who 
have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 as Member of the Parliament, State 
Executive Councilor，State Assemblymen and City Councilor.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ttributed mainly to the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of all staff in NEC for 
the past 10 years.

For centuries, promoting education by any higher institution has always 
been a big challenge. NEC is presently moving towards her second decade of the 
development. We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openings and to achieve greater 
height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established by our former founders.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develop and upgrade NEC to the level of university, with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urrently, NEC has fulfilled the preliminary requirements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status. Major efforts will be devoted in the coming years with the aim to 
obtain full accreditation from MQA for all academic programmes offered in NEC. 
For the next few years, NEC will also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qual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academic programm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o achieve these goals, experienced and 
dedicated academic staff will be recruited. In addition, existing academic staff will be 
encouraged to pursue higher degree studies. This is also part of the effor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hich 20% of the academic 
staff in a university or university college must possess a doctorate degree, while 60% 
with a master degree. 

Major efforts will also be made to upgrade the infrastructure of NEC. While 
the issues on the proposed Sepang campus remain to be resolved, alternative plans 
have been made to overcome the shortage of classrooms and offices, owing to an 
increase in student number, staff and academic programmes in the coming years. One 
option is to lease some commercial lots near the Kajang campus to accommodate 
our present needs. In addition,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new buildings on the 
campus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2009, NEC has planned to form an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comprising 
senior academicians and professional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main 
role of the advisory board is to provide advices to NEC on the improvement and 
diversifi cation of academic programm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ampus.

Undoubtedly, the succes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EC is relied on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Therefore, we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coming years by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to interact with our 
dedicated patrons. 

We understand that the new phase of NEC development will be very challenging. 
Let us work hand in hand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New Era University.

Principal/Chief Executive Offi cer
Pua Eng Chong, Ph.D.

潘永忠博士简历

• 195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适耕庄。就读适耕庄育群华小与巴生槟华

独立中学。

• 1969年赴台深造。

• 1974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

• 1979年考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理学硕士。

• 1983年考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生物科技学博士。

• 1983－1986年前往加拿大加尔格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与美国纽约

洛格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从事科学研究。

• 1986－2004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任教与

从事科研工作。

• 2004－2008年返马任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Monash University)马来西亚分校

文理学院系主任与教授。

• 2009年1月任新纪元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长。

• 曾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以及美国洛格菲勒基金会生物科技奖学金。

• 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多名博士生导师。

• 曾担任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亚大学与印度数所大学校外博士

考试委员。

• 曾在国际著名科学刊物与国际会议发表论文达150篇以及多本生物科技专业

书籍。

• 曾在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印度，越南，加拿大与美国各大科学研讨

会上发表专题论文。

• 曾受邀在国际多所大学/研究所演讲。包括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马来

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农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科技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杭州水稻研究所，中山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所以及印度科学院。

• 曾担任国际生物科技学科刊物主编，编辑与科学文献评审员。

• 曾担任美国与亚太区域国际学术会议的顾问团成员。

潘永忠博士接任新纪元学院第三任院长。

院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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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课程名称 MQA编码

1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3+0课程 
BA(Hons)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0

[KPT/JPS(PA9062)07/13]

2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3+0课程 
BA (Hon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0

[KPT/JPS(PA9063)08/13]

3 商业与行政学士2+1课程 
Bachelor in Commerce and Administration 
(2+1)

[KPT/JPS(A6252)10/12]

4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KPT/JPS(PA8942)08/13]

5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Accounting

[KPT/JPS(PA9291)01/14]

6 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  
Foundation in Business

[KPT/JPS(KA8298)11/12]

7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Web Development

[KPT/JPS(KA8944)06/13]

8 系统管理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Systems Administration

[KPT/JPS(KA8943)06/13]

9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Commerce

[KPT/JPS(PA9008)08/13]

10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Media Studies

[KPT/JPS(PA9335)04/13]

11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KPT/JPS(A5992)5/14]

12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Visual Art

[KPT/JPS(PA9098)01/14]

13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KPT/JPS(PA9099)01/14]

序 课程名称 MQA编码

14 纺织与服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Fashion & Textile Design

[KPT/JPS(KA9100)07/14]

15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Drama & Visuals

[KPT/JPS(PA8536)02/13]

学院注册编号:BAP4069 (有效至2014年1月19日 )

本院有2项课程已获得办学素质认证（Accreditation）, 有9项为临时认证

（Provisional Accreditation）, 15项课程获开办准证（Approval）。这些课程

皆可申请PTPTN。（更新至2009年6月）

行政动向

新院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课程获开办认证

首创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课程最近获得以华语授课的教学准证，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

士于2009年4月21日亲临新纪元学院主持颁证仪式。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和法规下，新院媒

体研究系专业文凭课程获得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局（MQA）学术认证，首创以中文为教学媒介

语，无疑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一项大突破。

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指出，得到这项认证后，修读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

不但可以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贷学金。持有此文凭毕业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国立或其他大专的学

士学位课程，或者担任大马公务员。他较早前也证实只要获得大马学术资格鉴定局所承认的文凭，

就可以衔接本地大学学士学位课程。至于本地大学是否接受，就要视大学本身的意愿譬如学额的问

题和一些条件因素。

莫顺宗副院长对外表示，新院媒体研究系是于去年12月接到高教部通知，获准媒体研究系以中

文和英文开办课程，4月初接到正式“开课准证”（Approval），并于4月22日获高教部副部长何国

忠颁发“临时学术”认证（Provisional Accreditation）资格。不过，新院媒体研究系需在两年半内

获得最高认证，这样才算全面获得高等教育部的认证。

他也指出，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在4月28日通知新院，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已获准申

请借贷高等教育基金（PTPTN）。新院是在取得“临时学术认证”后向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提出相

关申请。他表示，申请获得批准的学生，1年将获准贷款1万2000令吉，为期2年半的课程共可借贷3

万令吉。专业文凭课程的学费一年约6000令吉，学生在支付学费后还有余款可做生活费用途。

而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表示，他希望以后高等教育部可以批准新纪元

学院更多课程以中文、英文或双语教学。

何国忠（左一）颁发媒
体研究系课程学术认
证证书给潘永忠（右
一），并由王超群及叶
新田见证。

何国忠（坐者左三）访问新纪元学院，前排左起是莫顺宗、王
超群、叶新田、潘永忠、邹寿汉。

部门重组与
人事更动

 新纪元学院的部门重组与人事更动如下：

（一） 自4月1日起增设一个新的部门--政府事务处, 由Azizan bin Othman
出任部门主任。此部门主要的职务是处理有关政府联系的业务。

（二） 自4月1日起，委任邓珮君出任注册处副主任。

（三） 公关与学生事务处正式分割, 公关处与国际交流处合并成为一个部

门，命名为“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新部门的主任是原国际交流处

主任孔婉莹。原有的公关与学生事务处将改为“学生事务处”，叶

汉伦受委为学生事务处主任。

（四） 自5月1日起，推广教育中心合并入教育系，新部门名称为教育系推

广教育中心，赵苑冰为教育系课程策划专员，余宗发博士委任为部

门主任。

新纪元学院课程认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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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与设计系推介

3+0荣誉学士学位课程 

新纪元学院于2009年3月21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新纪元学院C座学生

活动中心举行美术与设计系3+0荣誉学士学位课程推介礼。推介礼邀请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前来主持推介和致词，其他出席的嘉

宾有台湾树德科技大学施纯协教授、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莫

顺宗、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邹寿汉、沈德和、张光明博士、李云桢、新纪元

学院理事会理事刘国伟、新院行政与学术主任、教职员等。

莫顺宗在记者发布会时说，美术与设计系于2009年9月和英国著名学府西

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联办两项3+0

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分别为平面设计荣誉学士学位课程(BA Honours Graphic 

Design)，以及平面设计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动画组）(BA Honours Graphic 

Design with Animation)。目前正在展开招生活动，希望能招收33名学生。

此课程的3年学费是4万5000令吉，这比起其他私立学院相同的课程，学费相

对的便宜。他指出，为配合合作大学与课程的需要，新院将会做更多的空间

扩建，也计划在原有的陶艺室扩建成教学楼。

莫副院长也补充，根据高教部的要求，所有入学者必须完成12年的教

育，因此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SPM）都必须就读为期一年的基础班，入学资

格是SPM 5科优等。至于高级教育文凭的毕业生（STPM）,则需呈交自己的代

表作品，为此本院将会开办为期3个月半的密集课程，为没有美术基础的学生

准备个人美术作品集。

西英格兰大学是英国最大及最受欢迎的大学之一，现有逾30,000名学生

在不同学院就读。西英格兰大学特别引以为傲的是教学质量一直都领先所有

新兴大学,在每年的百所大学教学质量排行榜上位居全英国大学的前五名，

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必能培养出优秀学生。西英格兰大学的艺术学院更是

“皇家视觉艺术学会基金会”在英格兰地区成立的两个视觉艺术中心之一，

也只有伦敦与布里斯托(Bristol)两地才具备此种追求卓越的专业水平。该学

院是英国西南方最大的艺术学院，共拥有3,000名大学部及研究所学生。此学

院特别为动画、绘画、电子艺术、及印刷等领域的学生提供专属的工作室，

学生可在此学习专业知识。

作为一所民办高等学府，新纪元学院秉持着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

理念，透过这项3+0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嘉惠莘莘学子，提供学费廉宜和优质教

育的升学管道，实现他们既无需出国深造，也能获得英国高等学府的荣誉学

士学位文凭。本着培养具备良好态度、创意与技术的教学宗旨，强调绘画功

能的重要性，辅以充裕的师资以及先进的教学设备，新纪元学院美术与设计

系力争成为国内美术与设计的重点课系。

出席推介礼的嘉宾（左起）：刘国伟、邹寿汉、李宽荣、李云桢、施纯
协、潘永忠、叶新田、沈德和、高淑平、翁诗佣、莫顺宗、邝其芳。

出席推介礼交流会的嘉宾，左起为莫顺宗、叶新
田、潘永忠、孔婉莹、萧英蓉。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在推介礼上
致词。

《蜕蛹•蝴蝶飞》三月份迎新营

让新生走向缤纷多彩的大专生活
2009月3月27日起，新纪元学院为了3月份入学的新生，举办3天2夜的迎新

营活动，主题是《蜕蛹•蝴蝶飞》。 

三月份迎新营主题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进入新纪元学院就学的时期，就

好像是正在蜕变的蛹，攀上求学的另一阶段，如蝴蝶般飞向缤纷多彩的未来

生活。在从中学升上大专，新生们难免会面对种种的不适应。因此，迎新

营的筹委兼学长们，都扮演着提灯人的角色，把新生带入光明之路，帮助新

生们脱离那段黑暗、彷徨的小径，使他们通过迎新营的阶梯，打破彼此的隔

膜，融入新纪元学院，成为独立自主的大专生。迎新营希望能够培养出新生

们的正面学习态度和高效学习方式，提倡互相学习的健全人格发展，并通过

踊跃参与新纪元学院院内活动，关心这个社会。

为了办好迎新营，为新生们服务。筹委们在3月3日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培

训，在时间的压力下，大家都牺牲睡眠，受尽煎熬。可是营会之后，这些成

了筹委们的共同美好回忆。

这一次的迎新营，大家希望能突破框框，办个全新的迎新营。营会中的

课程活动包括“新院有何不同”为主题的讲座，由岑劲霈主讲；两性讲座

“当火星遇到金星”，由蔡福花讲师主讲。另有，学生会及系会交流、让新

生们更了解自己的心理测验活动——“人际关系与沟通”、导读《幼稚园大

学》文章、带出环保意识的电影欣赏——《The Simpsons》、综合营会课程

的“脑力激荡”活动以及让新生们更了解新纪元各个部门的“部门导览”环

节。除此之外，也安排一连串的团康活动和寻宝游戏旨在培养新生们的团队

精神，从而让新生们通过活动更了解彼此，解除彼此的生疏感。

三月份迎新营的营委和新生们在营会圆满结束后来个团体大合照。
蔡福花讲师透过生动有趣的游戏让两性讲座更能吸
引新生们的注意力。

寻宝游戏让组员们建立团队精神，打破隔膜并一起
努力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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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媒体研究系配合世界新闻自由日

举办活动推广近用媒体权利
媒体研究系为了配合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从5月3日起主办为期六

天、主题为“Shout Out：2009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系列活动；《独

立新闻在线》是协办单位。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于2001年创系开课，《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

庄迪澎当时是该系创系主任，推动媒体研究学会主办“世界新闻自由日论

坛”，并列为常年活动，迄今八年从不间断。今年的活动主题为“Shout 

Out”，口号则为“Right To Speak, Speak For Right”，主要是传达讲话

的权力及向权力讲话的信息。

“Shout Out：2009年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筹委会主席黄志喜说，此项

活动的宗旨是建立平台，透过各类活动让参与者对媒体近用有更深入认知，

以及提高学生近用媒体的能力。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5月3日下午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系列活动致开幕

词时勉励媒体研究系学生，不但要坚持说话的权利及为权利发言，更要学习策

略与方法，因为这是强调机智和讲求创意的时代，呐喊虽可发出响亮的声音，

但不必呐喊而发出的声音，会比呐喊更有力量，更能打动人心。因此，他鼓励

年轻人在勇于表达思想和感受的同时，也多学习、多思考、多观察。

潘院长说，该院媒体研究系从2001年创系以来，常年主办“世界新闻自

由日”活动，迄今已经成为媒体研究系的传统，也充分体现媒体研究系师生

的坚强意志。 他也表示：“这也是媒体从业员的特色，坚决为理想献身。媒

体推动社会前进，也打造更开放的自由社会，新院媒体研究系就是秉持这种

精神和理念办学。”

《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庄迪澎是新

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创系主任，他受邀致

词时说，他在2001年推动学生成立媒体研

究学会及催生“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

用意不只是希望藉着这场活动深化学生对

新闻自由理念的认识，以及体会它对当代

民主社会的重要性，更长远的目标是希望

新院媒体研究系毕业生成为对媒体自主与

新闻专业有要求、有担当、有理想的新闻

工作者，甚至传播学者。

他说，媒体研究系创系第二年就成为

新纪元学院第二大系，而且过去数年在华

人社会及中文评论圈口碑不俗，除了是因

为学生们在媒体机构实习期间及毕业后表

现优秀，更重要的是媒体研究系讲师在与

新闻自由息息相关的社会运动中不但不缺

席，还成为这些社会运动的理念倡议者和陈述者。

“媒体研究系讲师们的社会参与，让华人社会见识到知识分子关怀社会

的热忱与精神特质。”庄迪澎补充说，媒体研究是一个不能局限于象牙塔，

却与社会脉搏切割的学门，师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不亚于从学术文献中汲

取知识。

2009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海报设计

院长潘永忠（左二）在媒体系讲师梁美珊（左一）
陪同下，为百姓媒体C Media部落格举行推介礼。

《做个发声的公民，近用媒体迎向公民社会》讲座会
嘉宾合影，左起黄光胜，陈丽亭，黄志喜，庄迪澎，
陈慧思及梁美珊。

广播组学生的Voice Out空间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开播
2009年5月14日，配合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的开播，全体媒体研究系广

播组学生于“空的空间”办了一场造势活动，呈现一系列精彩的表演。

掀起序幕的节目有学生DJ演绎的广播剧，剧情环绕时下新闻的话题人物为主

轴，内容诙谐幽默，获得院长与师生一致的好评。接着，所有节目主持人轮

流向大家介绍其节目内容及播出的时间，并得到社团“舞法舞天”的舞蹈员

助兴，载歌载舞，表演出色，令场面生色不少，最后全体DJ合唱台歌，为造

势活动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新纪元学院自创立以来，标榜着多元开放，成人成才；源自社会，回馈

社会，此教育理念始终如一。为强化学生在大众传媒市场的竞争力，新纪元

媒体系设有广播组、影像组、网络新闻组和公关组四个副修组别。其中广播

组为让学生能化理论为实践，积极地寻求突破，两间广播录音室也因此而诞

生，命名为空中之城。

空中之城主张成为一个容纳多元差异的广播空间，皆有隔音设备及各项

录音器材，并辅以Pro-Tools 剪接软体以录制广播节目，致力营造一个设备

齐全，环境良好的空间。在这里学生可以放松自己，自由发挥创意的空间，

天马行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可以在这个空间Voice Out他们的心情和看法。

2006年8月16日，广播社举办“空中之城”校园广播启播仪式，并以“空中之

城，校园之声，一个你我Voice Out的空间”为台呼，负责教授《广播实务》

课的赵志坤讲师，为了让校园广播有更进一步的突破，特别设计了FM 88.8院

内无线广播。2007年8月29日，正式推介FM88.8无线广播频道。这个频道为

学生掀起新的乐章，因为大家可以透过收音机在学院范围内收听节目，同时

也让广播组的学生能够以实战取得经验，学以致用。

在学生未踏入广播室之前，学生需要修完所有与广播相关的课程，其中

包括《广电学》、《广播节目策划》、《广播主持与制作》、《音效剪辑处

理》以及《语音》课，课程安排循序渐进，让学生充分掌握好广播技巧，为

进入正式录制节目作最佳准备。举例而言，广播组学生会先接触和学习如何

策划节目，接着学习如何主持和制作广播节目，如何做一个称职的电台节目

主持人。深入了解广播业界上的主持人所需条件与标准，当然也不忘强化学

生的语音，所以在《语音》课中会学习如何正确发音，字正腔圆，提升学生

的专业和条件。尔后，学生就会开始实践并着手录制广播节目。学生将从预

录广播节目开始，最后一学期才进入直播节目阶段。学生透过实务课，发挥

所学，更能考验他们的临场反应、机智与主持技巧。在这实习空间上学以致

用，取得实战经验，为学生在还未正式踏入广播行业前，奠下扎实的基本功

力。透过广播节目的多元性质，主持人的个人风格，让空中之城更能百花齐

放，多姿多彩。

广播组学生与院长潘永忠（中）摄于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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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大学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的强弱。提升新院讲

师资历是高教部其中的一项要求，为了提升讲师资历，自上任以来，新

院已聘请了数位资深或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但新院经费有限，没能力

与其它国立或私立大专竞争，因此，新院主要招聘目标是退休的教授讲

师，他们具有多年教学与研究经验，能很快就主抓一个领域，加速提升

新院的教育与学术水平。

  除了师资，新院也会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中国和台湾的大专院校，

开拓更多的联办课程与升学管道。

问：关于草拟纲领的部分，可否说得具体一点？

潘：刚才所提的大学纲领其实是指大学的各种管理与运作规章。一套完善有

系统的规章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大学管理与运作的引导和依据。国内外

各大学都有这类规章，但彼此并不尽相同。未来我们必须制定一套适合

新院的规章，然后公布于新院网页，让新院所有同事与学生了解学院的

运作与管理。

问：研拟的纲领是否包括对新院现有的管理规章进行修改，因为在面对一些

争议时，新院的管理规章很单薄，您觉得如何? 

潘：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为了避免争议发生，在新规章的制定过程和未实

行前，院方会与同事们进行充分交流，以达到共识。

问：目前新院管理层与董教总领导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状态？就大专院校的

治理而言，您认为学院行政人员与董理事之间，应建立怎样的权职分

工，才比较合理？

潘：新院在教育和学术方面是独立的，但校园自主并非绝对的。据我了解，

新院是董教总教育中心注册的单位，此外，未来新院的发展需要庞大的

经费，也需要董教总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因为学术人员的专长是教学与

研究，而非筹募经费。至于未来新院的发展和有关学术的咨询，高等教

育咨询团可为新院提供宝贵意见。高等教育咨询团成员包括由各大专学

院在籍或退休教授、院长、系主任和企业界精英等组成。

  自上任以来，新院与董教总互动关系良好，沟通管道畅通，董教总也

没干涉新院事务。最近新院提出增设课室的要求，因开设的新课程快速增

加，现有课室已不敷使用。董教总对增设课室的要求给予大力支持，并且

安排购置Kajang Sentral的四栋大楼以当商学系教学用途。新院和董教总

应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互相尊重，共同为未来新院的发展努力。

问：您上任后对新院内部的行政架构，进行了一些重组和调整，请问这些调

整是基于怎样的思路？未来还会在行政管理上做出怎样的安排？ 

潘：这是小幅度的调整，重组的主要目的是把功能相近的部门结合，减少职

责重叠现象，人力资源能更有效分配，提升行政团队的效率。例如推广

教育中心一直以来都在从事推广教育课题的工作，其性质实属教育系，

所以推广教育中心被归纳入教育系。另一变动是公关与学生事务处的公

关部分，其主要职责是处理国内的公关事务，不适合与处理学生事务的

单位同一部门。公关与原来负责国际公关的国际交流处的性质相近，因

而被合并到国际交流处成为新的部门“公关与国际事务处”，这新部门

将负责处理所有国内外的公关与交流事务。此外，新院也成立一个新的

“政府事务部”，这部门专门负责新院与政府相关事务，包括向MQA申

请课程认证，政府贷学金，招收外国学生等事宜。我希望以上的调整能

使业务处理更为专业化。

  因新院资源有限且来之不易，未来行政管理的规划原则会趋向精简，

减少职责重叠，加强部门之间互动与协调，以达到减少资源浪费以及提

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新院可探讨多校区模式

问：新院的雪邦校园计划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对未来校园空间

的规划，有怎样的整体看法？ 

潘：有关雪邦校地问题，据我所知，董教总尚未与丰隆集团签约，因此，雪

邦地段尚不属新院校地。我曾去过雪邦地段，觉得此地段宽阔，但远离

市区。若新院校园要建设在这个地段，必须同时提供完整配套，如学生

与教职员宿舍，便利的公共交通与设施等，否则会面对招生和聘请员工

的困难窘境。据我所知，不久前两所私人大专院校由市区搬离到郊外已

发生这个问题。

  一 所 大 学

一个校区是传

统模式，但今

天许多大学的

发展采用多校

区 （ m u l t i -

c a m p u s e s ）

模式，尤其是

位于市区的大

学。因为市区

和近郊大学交

通 与 购 物 方

便，对学生和

员工非常具吸

引力。但这些

大学校区一般

佔地不大，有

限空间是发展

瓶颈，若要发

展必须建设第

二 或 第 三 校

 区，如澳洲莫纳斯大学在墨尔本及周围共有6个校区，另外，吉隆坡及

南非各有一个校区。大学的发展是阶段性的，多校区模式的主要优点是

在于大学可按照其阶段性的发展需要规划新校区，因新校区需求一般不

大，寻求校地和筹备经费也较容易。

  建设未来新院校园，雪邦地段固然是一选项，其他发展模式也应探

讨，如多校区模式。新院现有校园位于加影市区，地点适中，尚有发展

空间。除了购置校区附近商业大楼外，也可考虑继续购置附近地段，同

时，校区内停车场可改建为教学与研究大楼，而停车场可转移地下。华

社与新院资源有限，未来校园必须妥善规划，量力而为，以谋求一务实

可行方案。

问：您有意筹组一个由华社学术精英组成的新院学术顾问团，请问顾问团的

功能与定位为何？它与董教总教育中心的高教咨询团有何区隔？ 

潘：新院的发展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我心目中的学术顾问团是能对未来新院

学科多元化以及学院整体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宝贵意见，理想的顾问团应

由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所组成。刚上任时，不知董教总教

育中心已设有一个十几位成员的高等教育咨询团，这些成员都是国内资

深且有名望专家学者，后来发现新院也设有一个20余位的顾问团，但大

部分专家学者来自国外。

  经过比较与思考后，显然的董教总教育中心高等教育咨询团较精简务

实，其大多数成员专业背景与资历亦符合新院所需，虽然部分理工科领

域顾问尚缺乏。我认为这高等教育咨询团可扮演新院顾问团角色，但必

须包括理工科顾问。 

问：新院课程认证曾是争议课题，目前新院对MQA的认证要求，是采取怎样的

态度？ 

潘：高教部所制定的认证条件与标准并非针对新院而设的，所有国内的外国

大学分校和大专院校所开设的课程，都必需得到MQA的统一学术认证标

准，而未得到MQA认证所开设的课程则属非法办学，后果不堪设想。新

院目前的课程是延续以前的多语教学路线，是符合学术认证标准的。未

来新院会计划开设更多新课程，在未展开招生登广告前，这些新课程必

须先得到MQA的开办准证。

  在新院所有课程中，已有2项得到全面认证，9项临时认证，15项开办

准证，15项正在申请中，其余4项尚在准备，有望在未来数周内提出申

请。获得临时认证的课程，学生可申请借贷高等教育部提供的国家高等

教育基金（PTPTN）。除了现有的文商，美术与资工系课程，未来新院

会着手商讨学科多元化，尤其是筹办理工科。对已申请和即将申请的课

程，我希望今年年底能顺利得到开办准证。

 申请课程认证不光是法律问题，也是为家长和学生未来前途负责。新院课

程得到认证后，毕业生出路更为宽广。毕业生可受雇于政府部门成为公务

员，也可在私人企业单位工作。选择升学者，可申请到我国国立大学或国

外许多大学深造，此外，学生也可申请政府贷学金，这对来自清寒家庭的

新院在教育和学术上完全独立

专题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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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尤其重要。

据我所知，目前

已有数十位新院

学生获得政府贷

学金。

问：如何成为有

民 族 特 色 的 大

学？若要跟中国

经济列车挂钩，

新院办学的内涵

和课程要怎样安

排？

潘：新院的课程

是多语教学，许

多课程采用英语

教学，这是延续

以前的路线。我

完全同意多语教

学，因为通晓多

语可提高学生未

来升学与职场上

的竞争力。然而

我也希望加强华

语教学，使新院

成为一所具有民

族特色的大学。

自 从 高 教 部 允

许媒体研究系专

业文凭可用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后，未来新院会争取更多科系也可用中

文教学。据我了解，大部分学生在就读新院前已能掌握华语，但对中华

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的了解有待加强。传承中华文化和伦理道德是新院办

学理念之一，因此，我希望讲师们能通过华语教学把理念灌输给学生。

通晓华语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学生可更容易掌握中国经济与国情的变

化。

可望在十年内完成升格大学

问：新院短期内的目标，是争取升格为大学学院，请问目前新院朝升格的标

准尚有多少距离，有没有时间表，对获凖升格的信心有多大？  

潘：我认为新院可在第二个阶段（10年）内应可完成升格大学的目标。新

院的中程目标是先升格为大学学院，我们会在至少有8成把握下才向高

教部提呈升格大学学院的申请。这可在2至3年实现。新院一旦升格为

大学学院后，另需数年准备升格大学的申请。理工科系的开办需要资

源与经费建设所需的硬体与软体，华社与董教总的强力支持是不可或

缺的。

  其实，新院的真正挑战并非申请升格大学，因为它只要达到高教部标

准即可，这只是时间问题。我认为最大挑战是在升格大学之后。新纪元

大学一旦落实，它将和其他大学放在同一平台上被审视评估。

  学术成果是评鉴一所大学素质的重要标准，为了提升学术水平，新

院鼓励讲师们从事学术研究，也聘请资深讲师加入新院团队。同时，行

政人员应扮演支持学术的角色，配合提高教学与学术水平的努力。要成

为一所优质大学，建立强大的学术团队才是核心，只有20%的博士师资

是不够的，这只是政府的要求，我希望未来新院大部分的讲师（70%以

上）能拥有博士资格。除了师资，建设优雅和现代化的教学与研究环境

同等重要。由于世界上人才竞争非常强烈，建立完善的机制把人材留住

是所有大学面对的挑战。

问：有没有可能是3院合并升格为大学呢？ 

潘：三所学院（即新院、南院、韩院）同是华社出资创办，若能合并，不但

有助升格大学，也能集中华社资源。然而现阶段讨论合并会面对许多限

制和挑战，尤其是人事与学科的整合和资源共享的安排。我认为合并不

能操之过急，学院可先各自发展。在讨论合并前，3院可进行教育与学

术合作，鼓励学生、讲师们的互访与交流，以增进相互了解。待合并时

机成熟后，水到渠成，即使各自成为大学学院后也不迟。

问：您最近前往台湾拜访姐妹院校，未来也会安排其它出访行程，请问未来

如何强化我院与其它姐妹院校的合作联系？ 

潘：目前新院有80余所姐妹校，但有实质合作的姐妹校不多。我认为姐妹校

之间应有实质合作，实践协议书里的条款，否则缔结姐妹校是无意义

的，未来新院会根据是否与姐妹校进行实质合作而调整。现阶段新院与

姐妹校合作的项目包括学分转移和联办课程（2+1，2+2，3+0 课程），

未来合作可延伸到学生与讲师互访，姐妹校的讲师和教授可来新院或新

院讲师可到姐妹校作短期教学或从事学术工作，此外，姐妹校之间也可

开展研究合作计划。

问：新院并非国立院校，它应否在教授治校、校园自主上，确立本身的优

势？如果有外力介入校园治理，您又会采取怎样的立场？

潘: 如果外力是指政府，那么我认为华社办学必须合情合法，对有争议的议

题，在法律架构与校园自主的前提下，我们应采取和政府对话，而不是

对抗，同时，我也不认为政府会介入新院的管理。新院办学不光只是为

了华社，也为国家培养专才和领袖，例如国会议员，州行政议员和市议

员，政府应该支持新院的办学理念。除了教学外，未来新院会逐步提升

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朝向国际大学的目标前进。由于未来国内外局势的

变化对我国整体华教发展有利，我对未来新院的发展是十分乐观的。

问：您作为一所民办华文高等院校的院长，您认为政府对华社办学，应该抱

持怎样的态度和提供怎样的协助？

潘：政府一直以来主张推行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单元教育政策，但50年

后的今天，国际形势已产生极大变化，包括中国的崛起。我国若想在国

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仍能保持经济稳健增长，提升国民生活素质，我国

必须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列车接轨，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这

也是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做的）。若要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惟有培育许

多能掌握与了解中国语言、文化与国情的人才。要培育这些人才，我国

政策在教育方面必须做出务实开明的调整以顺应国际大变化。

  政府必须考虑推行各族平等，人尽其才的多源流教育政策，以培养

精通多语的人才。据我所知，目前就读华校的非华裔学生已有数万之

众，这是可喜可贺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各族之间的了解和社会稳定。其

实，今日大部分独中已采用多语教学，但因资金不足，软硬体设备以及

师资短缺有待加强改善。为了加速多语人才的培育，政府可拨款资助，

提高独中教育素质与发展。此外，政府也应该考虑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协助独中列入国家教育发展主流，使独中与华文教育为国家建设做出贡

献。

会定时让华社了解新院动向

问：在过去的新院风波中，社会出现许多对新院办学的议论，您认为社会过

多的议论，对办学者有没有形成干扰或影响？您如何看待社会与媒体对

新院的关注？

潘：新纪元是一所民办学院，华社与媒体对新院的关注是可理解的。对于各

种议论，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我以“既来之，则安之”处之，没有对

个人或学院造成任何干扰。相反的，虽然各人立场不同，我认为这些议

论多少象征着大家对新院的关怀，对有建设性且有益于新院发展的建

议，我都会认真看待。

  媒体扮演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也十分关心华教的发展。这

数月来，看到记者们对新院的关怀，十分感动。未来新院会全力给予合

作，同时，也将通过媒体定时让华社了解新院的动向与发展，这对新院

与华社的互动和相互了解有很大帮助。

问：请问您有读到最近柯嘉逊博士刚出版的新院事件回忆录吗，有何评论？

潘：我没看过他的书也不清楚书里所叙述的事，因此不能评论。我认为事情

发展到这个局面，是相当不幸的，据我看来，没人从整个事件中得到好

处。为了华社与华教大局着想，风波必须告一段落，大家往前看，团结

一致，为我们的子弟谋求更美好的将来。至于个人功过，是非曲直，应

交由后人评断。

问：您就任院长以来，生活上有甚么改变？您面对的最大挑战或压力，又是

甚么？   

潘：上任后，生活的确有些改变，自己与家人相处时间较少，出差较频繁，

许多周末用于教育与社团活动，但心里非常踏实。为了配合工作所需，

生活上已做调整，家人亦如此。

  因为我来自华教，到新院服务是抱着回馈的心态，为华教一尽绵薄之

力。刚上任时，安内与整合新院是主要挑战，所幸同事们十分合作与专

业，新院现今已重新正常运作，为未来升格大学学院方向迈进，这使我

感到非常欣慰。在我任内完成新院升格是未来挑战，我与同事将全力以

赴，完成任务。

专题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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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与设计系》
纺织与服装设计副学士课程 吴怡能同学

荣获 2008 MFDC马来西亚鞋类设计及制作比赛

男士鞋类设计组 第三名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刘观伟同学

荣获2008 Goethe-Institut Malaysia主办之HOT ART: Art as Visual Expression of 
Society's Conscience艺术创作比赛特别奖

《戏剧与影像系》
林志勇

学生林志勇2008毕业作品《小戏.曏》入围Power & Grace短片竞赛最后10强。

同时获得由北方大学主办的National Video Competition Comblast 短片组最佳剪

接奖。

余秋坪 

学生余秋坪凭TEA剧场制作的歌舞剧《长屋假期》入围第7届戏炬奖最佳女主

角，同时凭《马克白之欲望江湖版》入围最佳女配角。

毕业时她获得全人教育奖的社会服务类精神奖（个人奖）。 

陈忠实

学生陈忠实曾在《2006 The atresport劲爆剧场大比拼》凭Dadaism组合获得金

奖、最佳海报设计奖。

此外，在《第一届海螺森林非常歌手演唱会》获得最佳演艺奖和入围第7届戏

炬奖年度最佳新人 《马克白之欲望江湖版》。

尹文釬

学生尹文釬的作品《Cold Water》被选为2008 BMW Shorties短片比赛十强短片。

也凭《最初的起点》荣获2008年魔法师的练习曲最佳导演和最受欢迎短片。

黄辉力 

学生黄辉力入围纽约独立影展

他的影片《狗儿们》入围纽约影展，并选为影展的闭幕片。

影片获得Best International Cult Short。

《中文语言文学系》
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除了致力于为学生设置完整及丰富的课程，也鼓励

学生参与校内外活动，以提升自身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以下为本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于2008年得奖荣誉榜：

第十届全国微型小说征文比赛（主办单位：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第三名：周玲玲《曾经》 

佳作奖：曹洁莹《深笑》

罗蕙雯《面具》

骆珍伊《懦弱》

许微微《信》

邱杨妞《送行》 

廖思仪《一个人》 

第十届全国嘉应散文（主办单位：雪隆嘉应会馆）

佳作奖：陈翠薏《前奏曲》

第十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比赛（主办单位：马来西亚留台联总）

优胜奖：邱杨妞《我的代课老师》 

庄玉霖局绅全国《孝亲敬老》征文赛（主办单位：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佳作奖：曹洁莹《今昔月》

龙图动力征文比赛（主办单位：健力士英格有限公司）

佳作奖：林子策《木桌上爱的痕迹》

2008大马华乐合奏大赛（主办单位：雪隆海南会馆）

第二金奖：黄雪儿（雪兰莪万挠三育校友会华乐团）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上任不久后，就马不停蹄的展开拜访行程，包括拜访国内外的学术机构与姐妹

校。4月12日至18日，潘院长就展开了其任内第一次的国外拜访行程，连同媒体研究系讲师陈心瑜，以

及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一同出访台湾十所的大学，包括本院姐妹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彰化师

范大学、国立中兴大学、世新大学、铭传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逢甲大学和朝阳科技大学，以及东海大学与

亚洲大学。值得欣喜的是，本院透过这次的拜访，成功与东海大学和亚洲大学签署合作交流协议，缔结成为

本院在台湾第27与第28所的姐妹校，这不仅仅丰富了本院的国外学术联系，更为毕业生提供了多元选择的升

学管道。此外，亚洲大学更为本院捎来好消息，该校将提供五个名额的奖学金于本院毕业生，凡申请到亚洲

大学插班就读的学生，都能享有二年全额学杂费减免的优惠，这有助于家境清寒且有意到该校升学的学生能

够顺利深造。

本院参访团一行是于2009年4月16日抵达亚洲大学，在该校各级主管的热情招待下，双方由亚洲大学张纮

炬校长，以及院长潘永忠签订姐妹校、双联学制协议书。院长潘永忠表示，亚洲大学的办学绩效非常卓著，

颇具人文学术气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亚洲大学即能成为国际一流的学府，也相信在两校签订协议后，会

有更多的学生到亚洲大学就读。

此外，在本院经过多年的努力下，也于今年成功与东海大学缔结成为姐妹校。东海大学位于台中市，

1953年创校至今已有56年历史。东海大学秉持着其独特的教育方式，成为台湾最早实行通才教育的大学；而

其“劳作教育”也是该校创校以来的特色之一，更是台湾各大学中率先倡导，最具开创性的教育制度。未来

相信会有本院毕业生申请到东海大学插班就读。

除了与上述两所大学缔结为姐妹校之外，此行还在潘永忠院长的率领下，拜访各姐妹校，以及会见目前

在各姐妹校学习的校友，以了解校友的学习状况。本院透过此次的拜访，与各大学续签姐妹校的协议，以维

持双方多年来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并期许未来就双方的实际合作内容，能有更进一步的拓展。

与亚洲大学、东海大学缔结姐妹校

潘永忠院长率团
拜访台湾姐妹学校

国际交流、荣誉事纪

1 新纪元学院与亚洲大学缔结为姐妹校，并
由院长潘永忠与亚洲大学张纮炬校长签署
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2 院长潘永忠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张惠博校
长共同签署兩校学术交流意向书。

3 院长潘永忠与东海大学程海东校长共同签
署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1

2

3

学生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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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留台联总、林连玉基金联办

9月召开“林连玉与马来世界”研讨会

研究动态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将于2009年9月19日(六)举办“林连玉

与马来世界的对谈”学术研讨会，欢迎各界出席。

这项学术研讨会的另外两个联办单位是：马来西亚留台联合会总会与林

连玉基金。会议地点是在加影新纪元学院。

“林连玉”在马来西亚的象征意义，虽说是华社多少都知道的事，但其

实际内涵与面目却未必已十分清楚可解。实际上，学术界对“林连玉”其

人、其事及其意义的探讨，与林连玉被华社特别是华教界誉之为“族魂”的

形象与地位是不成正比的，而显得有奋起直追的必要。在这一点上 ，作为

华社普遍关注的新纪元学院愿意在此尽绵力，召开是项学术研讨会，既是为

“林连玉研究”(Lim Lian Giok Studies)的学术领域催生作努力，也是社会公

众再教育工作的必要一环。

目前研讨会共邀得9位学者专家发表论文，有关的论文题目包括：二十余

年来的林连玉研究概览(1986-2009)(廖文辉博士)、语言正义与林连玉母语教

育运动(潘永强博士)、林连玉“族魂”形象释读(何启才先生)。

林连玉的教育观(黄祯玉博士)、林连玉及其多元文化国族建构方案：谈

林连玉与梁宇皋的政治分歧(潘永杰先生)、林连玉的文化观(郑庭河博士)、

林连玉与Haji Sulong(郑文泉博士)、林连玉与Aminuddin Baki(陈亚才先

生)、林连玉与Za’ba(庄华兴博士)。

书名 ：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

  群内关系

系列 ：新纪元学院研究系列⑦

编者 ：郑文泉、傅向红

语文 ：中文

出版社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ISBN ：978-983-3527-27-4

年份 ：2009年4月

定价 ：RM25.00

简介 ： 

早期中国人南来马来亚拓荒时，华人移民之间就

已经有籍贯、方言群体的差异，并在后来延伸出

不同方言群体在当地争夺产业利益以及与本地出

生的华人区分土生与非土生华人的差别。二十世纪初，南来华人进一步被宗

祖国晚清中国的政治分歧切割，革命、保皇等党派各自盘踞。二战后至今，

华社内部的差异没有消除，只是转化为左与右派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改革

意见、不同的母语教育看法等差异，并以此划分为不同群体乃至结社、筹组

党派。不管是纵向的历史演变，还是同一时空的横向观察，华社向来都不是

同质统一、毫无差异、团结一致的实体。华社内部的多元、差异与异质，不

仅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差异，也同时蕴含政治、阶级、党派利益等差

异。本书乃集结二零零七年八月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与隆雪华

堂文教组联办的“粘合与张力：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内关系学术研讨会”之论

文，以捕捉华社的变迁及诠释华社内部的多元与差异。这次研讨会的研究论

文显示，工具性、技艺性的层面，文学、语言乃至与此相关的艺术如书法或

文学的不同，并不至于在华人族群间构成关系的紧张或张力；但是，一到了

思想性、信仰层面的差异，其所构成的张力，不亚于华人与马来人、印度人

等族群间的紧张关系。

出版消息
Title ：Chindia—From Political Interface 

        to Spiritual Dialogue
Series ：New Era College Research Series 8
Edited by ：Tee Boon Chuan
Language ：English
Published by ：New Era College Malaysian Center 

      for Ethnic Studies
ISBN ：978-983-3527-28-1
Year ：2009/6
Price ：RM25.00
Abstract  ：

This is the first Malaysian anthology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dia, a new blending 

of ‘China’ and ‘India’, to stipulate the economic entity of co-rising China-
India. In contrast to other economic Chindia’s anthologies, the present one 
offers understanding from a non-economic perspective, ranges from political 
interface to spiritual dialogue, including the ancient Indian and Chinese 
leadership wisdom,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 to India, 
parallel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iruvalluvam and the common ground 
between Confucian and Hindu Mimamsa schools. This anthology is best for 
reading to both student and lecturer of TITAS(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Asian 
Civilization), Ethic Relation and any persons who have concerned about 
Chindia’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新院与南大基金合作

“华马教育对比”
研究计划

身处多元社会之中的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以及南大教

育与研究基金，咸感国内华裔、马来裔之间的族群认知与关系，均

有待加强与沟通之必要，双方达成合作推动研究计划的协议。

这项由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赞助，新院族群研究中心负责执行的首期

合作计划，题为“华、马教育对比、沟通与展望”综合型研究计划，内含

四项子计划，研究期限从2009年3月至8月。

各子计划负责人为：(一)大马华人族魂林连玉与泰国马来人族魂

Haji Sulong的对比研究(郑文泉博士)、(二)董教总与Dewan Bahasa dan 
Pustaka的文教角色对比研究(何启才)、(三)Jawi文教育与华文教育的对

比研究(徐玉燕)、(四)马来西亚近十年(1998-2008)──师范教育对华文

小学语文教师的冲击(岑劲霈)。

新院研究员出席
北京马来研究研讨会
配合马中建交35周年纪念，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来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主办，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院协办的“北京2009马来研究国

际研讨会”，于2009年5月31日至6月3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会议由马来

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主持开幕，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文泉博士和何启才讲师也出席了研讨会并提呈论文。

这次的研讨会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继“北京1996马来研究国际研讨会”和

2005年“马中文化与思想国际研讨会”后，举办的另一项马来研究国际学术

会议。今年的研讨会主题为“通过马来研究促进文明交流”,并获得逾90名学

者专家提呈论文。论文范围涵盖了文献、语言、历史、文学、文化、社会、

国际关系等议题。新院两名学术人员提呈的论文如下：

(1) 郑文泉博士：Pengkatalogan Sastera Melayu Menurut Kesusasteraan China
(2) 何启才讲师：Perbandingan Kosmologi Tamadun Cina dan Tamadun 

Melayu Berdasarkan Mitos dan Falsafah: Tumpuan kepada Aspek Hubungan 
Manusia dengan Alam Sem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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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教育展，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叫媒体研究系？”“为

什么别人是大众传播，你们却是媒体研究？”是刻意的标新立异吗？甚

至一些不明就里的在籍学生，也都忍不住朝这个可能性思考。

非关标新立异，而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它反映的正

是媒体研究系一个立系理想、办学理念、培养理性批判人才的核心精神。

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和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同是传播学

门延伸出来的两个分支，其中大众传播教育著重传播工具的運用及技能掌握的

培訓；媒体研究则不同，它強調从最根本的媒介与传播本质出发，以理性批判

的思维解剖傳播现象，谨慎研究，多元思考，分析优劣，进而反思现状，为建

设优质媒介生态尽一分力。

本着这个理念，媒体研究系于2002年在庄迪澎率领的讲师群团队筹组下成

立了。适值本地各语文媒体正面临商业并购、党政介入等经营结构版图激烈变

动的年代，媒体研究系的使命与理想因此更为明确，矢志培养出一群具备人文

关怀素养、思路清晰与批判精神等特质的学生。

转瞬6年过去，媒体研究系依然坚持媒体研究，尽管面对竞争激烈的沉重市

场压力，但教育理念最终还是战胜利润原则，媒体研究系依然好端端的活着，

守着这一块今天由大众传播科系主导、明天可能全军覆没的净土。

这段期间，学生们以行动参与社会实贱，以行动落实媒介批判，以文字表

达社会不公，以沟通争取社会平等的鲜明形象，深刻地烙印在社会大众的脑海

中，也似乎更确立了媒体研究系的特色与风格。然而，这真的就能彰显贯彻媒

体研究系的立系理念吗？

近来有新生问：媒体研究系强调批判精神，到底什么是“批判”？更有旧

生就老师“只教却不批”而提出质疑：媒体研究系的批判特色已变质！还有学

生动则大批特批，却不晓为何而批。在此似乎有必要厘清媒介批判的本质。

批判是拆了再造

很多人对于“批判”（Critical）两字的刻版印象，大都与指摘、谴责、挑

剔、无理刁难等负面印象连结在一起，批判因此常沦为“鸡蛋里挑骨头”、

“破坏主流规范”等伤害性行为，就像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恶梦缠身，一旦被

批，即等同人生价值的终结。而实际上并不然。

媒介批判最早源于欧洲的批判理论，关心的是资本主义下讯息宰制与被宰

制之间的不对等关系，透过问题的指揭，建立标准，重构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平

等沟通环境。媒介批判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有益的本质，它关切社会多元

声音的自由流通，尊重不同观点的多样性特质，要求在充份沟通的基础下重建

社会秩序。因此，它指出缺点，但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以负责的态度，透过缺

点的指出来达到匡正（Rectification）。换句话说，就是在找出缺失的同时，也

提出一套改善的标准，达到建立完善传播生态的

目标。

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寻根究底、理解判断、

辨明黑白是非的理性思考内涵。就像“批”这个

字的字意一样，其本意是“用手拍打”以分开好

坏，以便去芜存菁；而英文Criticism来自希腊的

Krinein，意指去理解（to comprehend）或去判断

（to judge），明确的说明了批判过程的严谨精神。

批判绝非无的放矢或漫天开骂、耸人听闻，而是理性分析思考的严谨过

程。因此，批判的人也必须能拥有客观及尊重差异等精神，以严谨的态度搜集

完整资讯，细腻心思了解真相，以开放心胸包容不同观点与立场，以宏观思维

做另类思考。

避免成为被操弄的棋子

我们知道，传播媒体不只扮演着传递讯息（资讯）的单纯角色，它在传播

的过程中甚至产生建构阅听众认知、态度及价值观，以及左右其行为的巨大影

响力，就像政治学者Lippman所说的：媒体建构了我们脑海中对外在世界的图

像。

在媒体研究的学门下，媒体识读是每位学生的必学入门功课。我们期望在

学生放声理性批判之前，先学会解剖媒体生态与传播现象。先是透过媒介讯息

产制流程的了解，再以客观的角度从社会、政治及经济等多面向脉络进行分

析，最后以批判思考的能力去检视媒介所传递资讯造成的影响。

大众媒体在各种由内而外的因素夹攻下，常会操弄讯息来达到目的；而有

心人在了解媒体特性后，更会利用媒体操弄讯息来达到个人私利。因此身为受

过传播训练的学生，必须能解剖个中的关键，避免成为传播操弄链中的一环。

传播学者Lasswell告诉我们，组成传播意义系统的五大元素包括：传播者、

讯息、传播管道、阅听人和效果。站在媒介批判的角度，也应该从这五大元

素出发，问问谁是传递讯息的人，他的动机或企图是什么？他发出的讯息是什

么？这些讯息是否被重新包装，乖离真实？他又利用怎样的管道传递讯息？他

是否刻意针对管道的特性进行操弄？他的讯息传递给谁？这些讯息最后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性？

了解媒介生态、讯息产制过程及传播现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自己

成为被操弄的一员，进而减低不良企图讯息的杀伤力。若一味为批判而批判，

却缺乏严谨理性的审析过程，很容易便会掉入操弄者刻意营造的讯息范围内，

而忘了问题的根本，到头来，批判反成为伤害的利刃，转过来伤害原欲保护的

阅听众啊！

高佩瑶（媒体研究系讲师）

电脑里的人道精神

先向 大 家 介 绍

一 个 字 － －

“ U b u n t u ” 。

Ubuntu一词源自中、

南非洲的班图语，中

文译为“吾帮托”。

Ubuntu代表非洲人的一种哲学，带有“以人道待

人”、“乐于分享”及“群在故我在”的意思，

也是一种大我、奉献精神的缩写。中文翻译也给

人一种“乌托邦”的联想。 

Ubuntu精神原本就应该展现在人类生活的各层

面中。在资讯业里，自由软体（free software）就

是这一种精神的展现。与典型的非自由软体业者不

同，自由软体作者相信每个人都有使用、研究、散

播及改善软体的自由。因此，自由软体的作者多让

自己的作品以免费的方式在互联网上传播，供支持

者下载使用。不仅如此，软体作者也还毫无保留的

将软体的源代码公开。所谓的源代码也叫源程式，

是一系列人类可读、可修改的指令，用于产生该软

体的全部功能。公开了源代码后，任何人都能了解

这些软体编写的方式及“秘密”，以学习软体编写

的方式，甚至协助作者改善其作品，以造福使用者

社群。这些软体作者也将这种非传统的版权观念称

为copyleft（相对于“版权”copyright）。这种不

计己利，乐于分享、奉献的理念，是在传统商业化

的软体里是看不到的。 

由于自由软体公开源代码，所以软体的运作方

式是绝对透明的。软体里若有任何“不轨”的举动

都会很容易的被察觉，所以自由软体具有更高的安

全性，特别是对使用者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上。一

些非自由的软体并不尊重使用者的隐私权。有一

些非自由软体会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互

联网将用户电脑内的资讯上传回去给软体业者。

这最著名的例子应属微软视窗（MS Windows）
操作系统里的 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简称

WGA）元件。WGA会在视窗操作系统运作时，

在使用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定期向微软的总部发送

讯息（来源：http://www.seattlepi.com/business/
275780_msftsuit29.html）。这种“背景连线通讯”

的做法在被揭发后，微软也承认了确有其事，为

此，微软也吃上了官司。今年五月，微软在WGA的

官司还未结束的情况下，再度被揭发会在使用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电脑安装上使用者不一定想

要的软体(来源：http://voices.washingtonpost.com/
securityfix/2009/05/microsoft_update_quietly_insta.
html)。反观自由软体，在源代码公开的情况下，

这种“软体携带秘密武器”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即使真的发生了，也很快的会有不满的人去修改源

代码以产生安全的替代软体。 

别以为免费的自由软体不够专业。著名的

网页浏览器火狐（Firefox）、颠覆了操作系统

世界的Linux、功能足以媲美任何办公室软体的

OpenOffice等都同属自由软体。一些著名的大厂

商如谷歌、升阳、诺基亚等也关注自由软体的发

展，并以财、物、人等各种方式协助其发展。 

本文开头所提的Ubuntu一字，其实也正是一

套自由软体的名称。这套由Linux所延伸出来的操

作系统认为每个人都有免费下载、使用、发布、

研究及改进软体的自由。同时，使用者也有自由

以他们选择的语言操作电脑。为了贯彻Ubuntu的
精神，Ubuntu社区里成员也必需遵守一些行为规

范，如：为人着想、对人尊敬、与人合作等。 

作为一套电脑的操作系统，Ubuntu改写了使

用者过去对Linux种种的负面印象。容易使用、安

全保密、很好的软硬体支援、运作速度极快、开

诚布公等特色令许多其他品牌的操作系统相形见

绌。对于无法立即适应新系统的使用者，Ubuntu
还提供了两个解决的方案： 

1. 将Ubuntu安装在随身碟（USB flash drive）
内，然后该随身碟就可进行启动电脑的工作，

直接进入Ubuntu。 

2. 使用Ubuntu附带的Wubi软体，将Ubuntu安装在

你的视窗操作系统内。这样，在对电脑作最少

的改变后，你可在电脑里同时拥有Ubuntu及视

窗两个操作系统。 

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从Ubuntu这里认识自

由软体的精神吧！在好奇这个班图语如何读吗？

它的正确发音是"oo-boon-too"！

媒批拆解传播游戏

林志高（资讯工艺系副主任）

讲师专栏



        112009年7月号         11

私立高校与课程认证

高教资讯

岑劲霈（学术处助理高级执行员）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课程近期获得学术认证，可以中文为主要

教学媒介语，未来新院其它课程也将积极争取高教部的学术认证。鉴

于课程认证与私立高教发展息息相关，我们有必要更好地认识国内教育资格

认证机制，及其审核评估过程。本文除简介国内私立高教院校的发展情况之

外，也说明大马高等教育资格认证局(MQA)的设立背景，以及学术认证的各

个程序步骤。 

纵观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从1950、6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以提供社

会技能科和让学校落第生获取一些基础证书的私立学校。到了1970年代，有

些私立学校转变成以补习的形式或补习中心出现。这类学校为准备专业考试

的学生（大部分是在职成人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升学管道。

19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萧条，许多家长无法承担送孩子到国外的巨额

费用。为了解决国内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我国政府开始鼓励私立学院跟

外国大学联系，并在国内开办双联课程。直到1990年代末，我国私立学院可

分为两种：提供单科的或综合课程的学院。综合课程包括学术性、专业、半

专业（多数以技术为主），以及不同学院自行设置并可在国内修读的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分私立学院到后期均发展成综合课程的学院，有的

学院已将其课程衔接外国，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纽西兰的高等

教育制度。换言之，我国的私立高教逐渐朝向一种跨国模式，其课程设置包括

学分转移、双联课程、多样化综合课程等等，并获得外国大学的承认。

截至2007年，我国共有18所私立大学，其中有12所是在1999至2002年之

间开办的。相比之下，12所国立大学（不包括后期升格大学）却用了近半个

世纪才得以成功开办，可见私立高校的创办正合时宜，而且符合市场需求。

私立学院的数量亦从1995年的280所增加到2007年的488所，以近两倍的数量

在增加；其学生人数增长速度更是显着，从1995年的127,596人，到了2007

年增加了三倍，即365,880人。

质量保障：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资格认证局的建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的功能从原先单一的传授知识、科学研究进一

步扩展，形成了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私立高校的蓬勃发展非但提供

学生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吸引了许多外国学生来马留学，并促进我

国的跨国教育发展、协助培养知识型人员。

然而，在获得诸多好处之余，高校水准参差不齐及欠缺妥善的行政管制系

统，其衍生的许多教育问题却不应受到忽视。因此近10年来，设立全国性的机

构以对高等教育进行正式的评估，在发展中国家可说是一个很普遍现象。

我国政府在1997年的法令颁布后建立了两个部门负责监管私立高校。其

一是私立教育局（Department of Private Education,简称DPE），主要是确保

私立高校的基本设施和设置符合规定条件、负责审查新的私立高校开办、高

校扩张、新的课程设置申请，以及调控学费的涨幅。其二则是国家认证委员

会(Lembaga Akreditatsi Negara,简称LAN) ，从质量着手，负责制定私立高校

质量保障和课程认证的政策。

2007年，通过立法，我国政府将LAN及国立大学质量保障署（Quality 
Assurance Division，QAD） 合并为大马高等教育资格认证局（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简称MQA) ,以更好地监控大专教育的水平素质。

MQA的职责主要包含了以下7点：

1． 以大马资格框架(Malays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作为国家高等教育

资格的参照点来进行质量评估；

2． 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推动及制定各类指标，以作为鉴定高教水准或授予认

证级别的参照点；

3． 对高教提供者或高校及其课程进行质量评估；

4． 对已符合一系列指标的证书课程、专业文凭或学位课程给予认证；

5． 促进高教资格互认并达致学位认证协议；

6． 建立并保持大马高教资格注册程序；

7． 向高教部长提出任何有关高教质量保障建议。

马来西亚资格框架（Malays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资格与级别
MQF
级别 
(Levels)

领域(Sectors) 终身学习
(Lifelong Learning)技术性

(Skills)
技职性

(Vocational & Technical)
学术性

(Higher Education)
8 博士学位 前期实践学习认

证Accreditation of 
Prior Experiential 
Learning(APEL)

7 硕士学位

研究生证书及专业文凭

6 学士学位

毕业证书及专业文凭

5 高级专业文凭 高级专业文凭 高级专业文凭

4 专业文凭 专业文凭 专业文凭

3 技术证书3
技职证书

证书

2 技术证书2
1 技术证书1

在整个内外部审核过程中，MQA主要针对高校的九个方面进行评估，即：

（一）大学理念、大学使命、教育目标及学习成果；（二）课程设置与教学

方式、（三）学生评估、（四）遴选学生机制及学生事务、（五）学术人

员、（六）教育设施、（七）课程质量保障机制、（八）校园自治管理机

制、（九）持续性改善素质机制。大致上，其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1． 私立高校要获得开办专业或学术性课程的合格批准，必须向MQA申请，由

MQA向高等教育部推荐发出书面批准。开办准证(Approval)的有效期视乎

该课程修业年限，过了修业年限，需要重新申请。

2． 私立高校在颁发证书、专业文凭或学位前，必须向MQA申请，MQA将

向高等教育部协调，开始安排专家组前来进行预审、考察。在此阶段，

MQA即颁发临时认证(Provisional Accreditation)予高校，学生可申请国

家高等教育贷学金（PTPTN）。

3． 通过以上两个评估阶段的私立高校，可以向当局申请学术资格认证。所有

获得认证(Full Accreditation)的私立高校课程文凭，同时也获得公共服务

局承认，并可申请国家高等教育贷学金（PTPTN），以及将学分转移至本

地的国立大学。认证的有效期是5年，过了有效期，需要重新申请。

认证过程与制度必须透明化

每个阶段需时3至6个月，以完成学术鉴定程序。如果申请遭驳回，MQA
将给予结论及提供意见，高校可重新申请；而成功通过申请的课程学术水平

在3至5年的期限内受承认，期限届满后，须重新评估及更新。在MQA法令

下，所有于1998年前后开办的课程都必须通过当局评定及进行更新申请。这

三个阶段：开办准证、临时认证和认证程序具体可见下图：

高等院校

呈交申请文件（MQA-02）

资料完整

注册及核对高校呈交的文件

审核回馈报告
修订总结报告及审核高校回馈报告

认证部门审核报告

MQA特别委员会议

MQA授予认证级别

专家组主席呈交总结报告予MQA

考察拜访、口头报告

专家组预审会议

评估人员提交初步报告

委任评估人员，定下预审会议及考察日期

通知高校评估人员名单（专家组）

认证委员会议

资料不足

出处：MQA, Code of Practice for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2008, P.116

毋庸置疑，大学通过内部审核有利于大学进行内部管理、发现差距、制

定发展策略以提高大学形象；外部审核则有利于政府对大学评定、财政预

算、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计划、明确投资方向和宏观管理；帮助学生和家长

选择学校；帮助研究基金会分配科研经费；帮助企业确定研究经费投资领域

和选择大学毕业生。关键是，MQA作为独立性组织，其遴选制度必须透明

化，集结来自各专业人才进行课程认证工作，以确保多元化课程认证的可靠

性及准确性。与此同时，民间组织自发性设立自身的大学排名评鉴指项亦是

未来的趋势，一方面对本地大专得以进行更符合本土需求的大学评估，另一

方面也可获得政府或非官方的投资、吸引优秀的学生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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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社会 

温馨校园

盲人牵盲人慈善徒步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Charity Walk

日期：2009年4月19日 （星期日）

 盲人牵盲人慈善徒步海报。

 《盲人牵盲人慈善徒

步》活动吸引了不同种
族、不同年龄层的社会
大众参与。

 参与者可以透过此项活动了解失明人士的

不便和提高大众对于残障人士需要关怀帮
助的醒觉。

 参与《盲人牵盲人慈善徒步》的新院生合影留念。

2009年千人义山行
日期：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

 不少友族同胞也参与跑义山保

古迹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大家准备好了吗?

 2009年千人义山行的海报设计。

 千人义山行的活动透过运动增进

亲子关系和孩子的健康发展。

新纪元学院
第十届毕业典礼暨义卖嘉年华会

日期：2009年1月11日(星期日)

 毕业生大合照。

 副院长莫顺宗和筹委会主席庄璐瑜赠

送锦旗予霹雳老友联谊会。

 舞狮表演助兴。  档口售卖不同风味的食物。

新纪元学院于4月份和社区的团体

联办了两项有益身心的活动：盲

人牵盲人慈善徒步和2009年千人义山

行。目的是为了推广关怀社会理念，

让新院生实践服务学习概念。盲人牵

盲人慈善徒步让学生亲自感受黑暗的

世界，并体验盲人的生涯和对残障人

士发挥关怀之心。而2009年千人义

山行旨在让参与者认识古迹、关注义

山、爱护大自然和重视运动。通过这

两项活动，让学生增加与社会接触的

机会，在参与和执行过程中学习解决

问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No.2, Jalan Meranti Permai 1,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47100 Puchong, Selang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