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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整理

南大基金会─新纪元学院讲座学者

张茂桂教授主讲族群研究趋势
新

纪元学院在2010年与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合作，设立“南大基金会─新纪元学

的。但是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都有不同的定义。而在晚近

院讲座学者”项目，并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社会学家张茂桂教授担任第一

西方的学术发展上，知识主流除非因为要研究“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一般都不

位讲座学者，来马讲学，讲座主题是“族群关系研究的理论与趋势”，活动获得社会热
烈反应，完满成功。
南大基金会和新纪元学院从2010年起开启学术合作，根据这个协议，双方设立了
“南大基金会─新纪元学院讲座学者”项目，每年邀请一位在学术领域上，具有突出表
现和卓越声望的学者，短期讲学。受邀的讲座学者，将以前沿的学术课题，或某个有连
贯性的理论专题，为授课内容。

承认“种族”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或者有效性。
从原初论角度，强调族群“个人生于斯、长于斯”、“血浓于水”的情感：一般而
言，人们会透过母语、身体（肤色体质）、名称（姓氏）、宗教、国籍、共享的起源神
话等来界定族群身份。
建构论的观点则认为，有关族群的概念，是透过权力机制安排、制度诱因、市场须
要、集体工具理性、透过文化仪式操演，等等，一起建构形成的。

新院在2002年，就成立了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是族群关系，同时

1970年代以来，族群研究因为受到三种历史力量的影响，造成了建构论的更多元

也涵盖政治、社会、教育、语言等课题。族群关系在马来西亚社会生活中，一直起着重

化。第一种力量是关于人生而平等的民权主张，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例如英、

要的影响，有见及此，我们邀请的第一位讲座学者，就设定在族群研究上有杰出表现的

美、法的少数族群的反歧视、争平等运动。第二种力量是因为1980年苏联的瓦解，以及

专家，前来发表专题演讲。

在南欧、东欧、非洲、南亚各新兴独立国所发生的族群冲突问题。第三则是全球化带来

张茂桂教授是当前华人世界最突出的族群问题专家之一，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
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一短本来是透过介绍“族群”、“族群关系”等相关的概念以及理
论，让参与者更了解“族群研究”的知识图谱。

的多层次的移民流动。
传统的“外烁”的建构论，无法充分解释，为何会族群运动会发生？或者为何一
些国家独立运动，会导致原来和睦共存的群体（族群）反目成仇？甚至“杀红眼”？或

张茂桂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过后取得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中

者，一些新兴民主国，为何会因为选举过程，而制造出族群动员、对立冲突？这突显出

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目前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同时也是台湾

“认同政治”的重要一面，提出了“被承认”、“被代表”、“得以正当存在”的基本

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兼任教授。

主张与要求。

张教授除了是台湾声誉卓著的族群问题专家之外，也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担任
过台湾社会学会理事长，《台湾社会学》副主编，也积极以学术介入公共事务，曾任台
湾民间司法改革会促进族群和谐公益信托基金会咨询委员会召集人，以及台湾国立编译
馆高中《公民与社会》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召集人。
此项讲座于8月27日至29日，在隆雪华堂二楼会议室顺利举行,隆雪华堂社会经济委
员会为协办单位。课程时数共10小时，分成5讲，每讲2小时。
演讲主题包括几个主题，包括族群研究的主要理论，即“原初论”
（Primordialism）和“建构论”(Constructionalism)的比较；“族群研究”的意义，重点
落在基本人权以及多元文化的讨论。张教授也探究在全球化人口大规模多次流动的条件
下，关于“性别”、“阶级”以及“族群”的交错关系。
张茂桂教授在演讲中首先指出，“族群”（Ethnic Group）、“种族”（Race）、
“民族”或者“国族”（Nation）这三个概念，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共构、搭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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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茂桂教授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传统的族群研究，受到很多的质疑与挑战。第一是
来自女性/性别研究的挑战，第二项是来自全球流动的挑战。
来自女性/性别研究的挑战，主要质疑传统族群研究对于女性/性别经验议题的疏
忽，甚至认为族群是父权霸权的分支知识。
张教授也提醒，过去的族群研究，常受限于在一国之内的族群研究，而疏忽了跨
国、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多重认同的社会事实。进入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跨界
的多重流动、多层次移民、多重的跨文化交往，越来越显着普遍，如跨国新娘、家务劳
动工人，他们不但改变接收国，也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
参加本课程的学员，有来自国立大学的讲师、非政府组织成员、大学生、公共政策
分析员、前国会议员，一名来自中国的的穆斯林学者等各界人士。课程讲述了关于族群
研究的理论发展，让国内外学者共同探讨族群研究的未来方向和应用。课堂内讨论氛围
热络，学员人数约70位，几乎都全程参加了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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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树如何开花：新院华文大学之路
近

三四年来，新纪元学院和南方学院，这两所华人社会民办大

的媒体课程。其二，中国的崛起导致有关中国的讯息越来越重要，

专，分别向高教部提出升格大学要求。其实，两校升格计划

莫说中文媒体，马来西亚国内国、英文媒体也需聘用曾以中文接受

早已有之，惟近年根据过去积累的经验和基础，更加积极付诸实

专业训练的媒体人才，才可掌握第一手关于中国的资料。新院提出

行，期望短期内先升格大学学院，待数年后更上一层楼，最终完成

的专业理由，显然获得高教部接受。目前新院总共开办二十九项课

升格大学目标。

程，其中十项以中文为媒介语，这十项以中文教学的课程，全部获

数十年来，从南大、独大，到今天连同韩江学院在内的三所华
社民办大专，长期以来一举一动皆牵动华社之心，今天新院和南院
争取升格，两校升格工作的进展与成败自然深受华社关注。
兴办华文大学一直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理想。但令华社耿耿

不久前，拉曼大学开办的中医课程，也申请、并获得高教部批
准以中文授课，可见大专学府在语文使用上应更务实和灵活。新院
的坚持显然正确。

于怀的是，1955年创办于新加坡的南大先是改制然后于1980年彻底

新院这些举措，显示其在马来西亚私立大专之中的独特性，

关闭，1960代末提出的独大申办计划屡经奋斗却又无法开花结果。

同时，新院结合理想和现实，而形塑的现况，也满足了部分家长与

在争取兴办独大过程中，甚至还引来不合理对待与讥讽，认为华文

学生对“符合国情”、“适应职场”等的要求。 这部分家长与学

大学计划，“仿如铁树开花”。 庆幸的是，华社从未因为一时挫

生，其实也不否定新院的重视中文，毕竟中文也渐具市场价值，至

折而放弃华文高教的理想。

于中华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在他们眼中，虽不是首要考虑，但多懂

华社的铁树开花理想目前基本上寄托在由1990年始先后创办

新纪元学院副院长莫顺宗

得高教部的批准。

一些，绝对是好事。

的南院、新院和韩院身上。华社民办大专肩负的责任并不止于兴学

正是在民族使命与办学限制的情况下，新院示范了“华文大

办教，还包括传承华人文化，以及带动整体华教由小学、中学至大

专”在马来西亚的可行性。国情法理、现实需求和民族文化之间必

学的发展。三院先后成立，使得兴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再露曙光，南

须取得平衡。即使不谈国情法理，重视英文、不能忽视巫文的现实

大、独大的奋斗因而有所延续，可谓任重道远。

社会需求，已经叫新院不可能独酤一味。事实上，华人社会若强调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在现有法律角度言，三院绝对不能算是

多元，就不能对多元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新院若强调多元，就无道

华文大专。换言之，按目前教育法令的限制，新院与南院未来即使

理不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时代里，可见的事实是，大专院校对外开

升格大学，也不是华人社会期待的华文大学。

放，已经蔚为风潮。一个多元而对外开放的学府，又怎么可能只谈

但华文大学的成立，岂只是须面对马来西亚政府单元教育文

民族理想，而对其他的价值、需要置之不理？

化政策，以及随之而制定的重重枷锁而已？创办华文大学的困难其

新院的路线其实也符合全球化的时代生存和发扬光大。新院今

实内外兼有。除了合法，更要合情合理合乎现实需求。就理想角度

年开设的对外汉语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学习汉语风气日盛

言，要面对的问题是，华文大学的成立，是对抗单元政策，回归多

的今天，新院可以利用自身的经验、特色和优势，协助政府在国内

元社会。但从现实的经济就业需要而言，华文大学培养的人才，是

推广汉语的学习，让非华裔也可以掌握汉语，走入中国庞大的经济

否可以适应多元社会的需求？

市场。新院甚至可以走出国门，在东南亚区域和两岸三地之间，铺

事实上，华社乃至董教总强调的多元教育路线，向来是在母语

设桥梁，充分发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优势。

之余，也从不忽视国语与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三院目前重视

一所大专学府的特色和强项非常重要。新院植根于马来西亚华

华文，却不轻视英文和国文，尤其是英文，目的就是在理想和现实

文教育，这就是新院的优势。新院的规模短时期内难以成为国际间

之间取得平衡。

著名高等学府，政府全力支持的国立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上尚远远

以董教总创办的新院为例，其所开办的课程，该使用什么媒

不达目标，何况新院。但只要新院抓住某一些强项，另辟新路，加

介语，是与该专业在职场上普遍使用的语文而定。例如商业行政课

以发挥，当这些强项逐渐成型，且广为人认可时，新院即可站稳脚

程使用英语，媒体传播辅导心理（为服务中文媒体和受华文教育民

步，迈步开走。

众）却使用华文，这是针对市场需要而定。这是新院的特色。在国
情、民族文化和社会需求，皆有所强调。

新院华文大专的定位，绝对正确，这应该是新院特色，弃此
则无以立。我们要传承民族文化，更要办好一所高等学府。总而言

新院在教学媒介语的选择与坚持，面对高教部专业考量时也

之，传承文化不可态度含糊，立足本土不能忽视国情，只要立场坚

具有说服力。试以新院媒体研究课程为例。新院向高教部申请此课

定，胸怀高阔，即使目前规模尚小，也只是一时之限制，百年树

程以中文授课时，提出两大理由。其一，马来西亚中文媒体林立，

人，绝对不可只看眼前得失。

既然中文媒体的成立获得政府批准，大专学府就应开办以中文授课

XYSY-Oct 2010_200611.indd 2

6/24/2011 1:16:20 PM

2010年10月号

3

ቲᑶࣅሶ

“健康促进与养生保健”短期课程
2

010年度台湾元培科技大学的“健康促进与养生保健”短期课程于8月份中旬前来马
来西亚开课，2010年度元培科技大学于马来西亚的短期课程详情如下：

此课程分为6大单元：“压力处置及另类疗法”、“体重控制”、“女性经期保
健”、“骨骼疏松及下背痛的预防”、“体重控制”、“乐活养生”、“电脑族的保
健”，由两位台湾讲师轮流授课，以确保学生们得到较佳的教学素质。

授课模式

课程命名

授课总时数
24小时

学分班

健康生活与护理

民众班

上班族纾解压力与养生保健

民众班

上班族纾解压力与养生保健

两位老师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辅以柔和的古典音乐作为背景，即使学生们在经

授课讲师
洪兆嘉助理教授
吴素绵讲师

16小时

洪兆嘉助理教授
吴素绵讲师

16小时

洪兆嘉助理教授
吴素绵讲师

过长时间的上课都不觉得疲倦。两位老师还不时在班上抛出话题，引起学生们广泛的讨
论，从而让学生们对课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并趁机了解马来西亚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使
课程内容更能符合本地学生的起居作息。

民众训练班
2010年度的民众训练班，新纪元学院诚邀巴生中华独立中学作为雪隆区的协办单

此为新纪元学院与元培科技大学的第8度合作，元培科技大学特派护理系的洪兆嘉
助理教授以及吴素绵讲师来马授课。由于得到学员们的认同及好评，在固有的合作模
式——学分班以及巴生区的民众班外，两校特加办一场“上班族纾解压力与养生保健”
的16小时短期训练班，以广招乌鲁冷月区的民众参加，并于新纪元学院上课。
课程内容生动，符合现今年轻人的生活作息，辅以台湾讲师远道而来授课，因此受
到新纪元学生的踊跃参加，以致原定为45人的学分班人数增至49名学生。

吴素绵老师（左一）讲解“健康促进”，学生
勇于发表。

位，共同举办“上班族纾解压力与养生保健”。课程内容适合普罗大众，参加者多为女
性、家长以及老师。
由于洪兆嘉助理教授和吴素绵讲师授课内容符合成年公众人士的切身话题，而成人
学生主动的学习态度及交流能力也令两位台湾老师大开眼界。
由于往年参加学员的热烈反应，特于新纪元学院设立第二民众班，开放予乌鲁冷月
县及附近地区的民众前来参加。

学生们分组讨论。

学生们将指定的主题，以短剧的方式呈现。

成人学生努力地实习老师教导的按摩法， 其
认真态度不比年轻同学逊色。

新院组织结构

新

纪元学院的部门规划与人事更动如下：

（二） 新增设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委任文平强博士为所长。底下设立三个研

（一） 为了使学院的行政作业更为方便，新院将院内部门划分为学术部与行政部

究中心，其一为原有的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如今更名为社会与发展中

（除财务处与人事处）。学术部主任为叶汉伦担任，同时也兼任注册处主

心，陈美萍博士依然是中心主任；其二是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委任廖

任；行政部主任由孔婉莹担任，同时也兼任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学生

文辉博士为主任；其三是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委任罗荣强博士为主任。

事务处代主任。同时也委任邓珮君为招生处主任。

院长

Principal

副院长

Vice Principal

* 该课程即将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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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mes will be
offered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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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第11届（秋季）

毕业礼圆满落幕
8

月21日这天是新纪元学院第十一届

过去的一年多，我们以务实的工作态

课程日益多样化

意奖、批判思维奖与人文关怀奖。今年

秋季毕业典礼，这一届一共有283位

度，自我加强，自我提升，自我调整;新

来自各系的同学毕业，这也意味着又有

纪元学院的改进，大家有目共睹，我们

新纪元创校时，只有3个科系，第一

媒体研究系的蔡宜伦同学，他对于时事

283位同学结束了他们在新院的生活，准

以实际行动，默默耕耘，回报华社对新

届毕业典礼共有78位毕业生，12年后的

课题非常关注，对于无法认同的新闻事

备踏入社会，从零开始。

纪元学院的支持和爱护。

今日，新纪元的课程愈来愈多样化，国

件，他会撰文到媒体发表个人看法，作

共有两位同学得奖，批判思维奖是来自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会主席叶新田

他指出，创校以来，新纪元学院十

际合作和升学管道，愈来愈开阔。每年

品也多次获得媒体刊登。蔡同学不仅把

以“铁树总会有开花的一天”这句话，

年如一日，为独中老师开设各类的培训

毕业生人数更多，其中到海外各大学继

批判思维留在字里行间，他更把它融入

坚信新纪元终有一天会升格为大学，以

课程，想方设法，提供独中老师在职进

续深造的人数，逐年增加，另外也有部

生活中。

及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目标。

修与提升教学能力的机会。

份学生，选择在新纪元完成3+0大学学士

第二位得奖人是戏剧与影像系的许

课程，至今，新纪元已培育超过3600位

慧珊，她荣获卓越创意奖，她无论对于

的毕业生。

创作的热诚、认真与持续性，以及作品

他说，董教总永远不会忘记华社兴

他说：“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

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并知道新纪元学院

我们能够开办本身完整的大学课程，毕

的升格，是为了传承民族文化，所以会

业生除了可以继续选择到国外升学，那

新纪元学院的设立乃建基于全人教

的成熟度和素质，在创意的体现上不仅

不断为升格而努力，更坚持华文必须是

些不愿离乡背井，或经济上无法承担昂

育的原则，即鼓励社区醒觉、创意、批

展现了广度与深度，也具备了未来在艺

新纪元学院教学媒介语之一。

也可以继续在新纪元顺
贵费用的同学，也可以继续在新纪元顺

判思维以及关爱的态度。这包括培塑个

术创作的路途上发展的决心。

利完成大学课程，考取董教总和新纪元

人的道德、情感、生理、心理和精神各

审核的学士学位文凭。

层面。故此，配合这样的理想，新院设

不断改进迈向目标

毕业同学开心的抛起方帽，准备迎
接未来踏入社会的挑战。

立了四个奖项，即社会服务奖、卓越创

“升格大学是严肃和专业的工作，

中文系第五届文学周

“花月正春风”圆满结束

由

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和

过电影，让大众接触文学。所播放的电

新纪元中文系系会协办的第五届文

影《红气球The Red Balloon》和《远大

学周“花月正春风”，于2010年10月4日

前程Great Expectations》，都引起了

至2010年10月10日在加影新纪元学院UG

许多观众的注目。

活动中心举办。主办单位非常欢迎来自

除了被列为重头戏的文学讲座与电

全国各大国立或私立大专生及各界文学

影分赏外，主办单位也邀请到七家书商

爱好者前来参与。

如学林、衡河、城邦、有人、商务、董

文学周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包

总、友谊到来参与此次书展，为这一次

括书展、讲座、电影欣赏、玻璃诗及文

的文学飨宴增添了几分色彩。全场书籍

学游戏竞赛等。和往年不同的是，此次

折扣率高达15%至25%，因此也鼓励了许

文学周将进行装置艺术，透过各种方式

多人士到此书展购买书籍，从而推动阅

将学生的诗作品展出在艺术物品上。此

读风气。

《员工创业制与连锁加盟业》座谈会

外，儿童文学工作坊也是此次新颖的活

此外，文学周期间，摊位小组也在

动，主办单位特邀请了红姐姐作为工作

UG活动中心前的UG天桥售卖中文系出版

新

坊的主讲人。在工作坊中会有填色比

书籍、文学周衣服、中文系系服、自制

赛，制作成语书签，水墨画学习，诗歌

书签以及各类小食如茶叶蛋、糖水、凉

主题是《员工创业制与连锁加盟业》。

问题，传统生意及连锁加盟业的比较。

朗诵等活动。

纪元学院中小企业中心已于2010年

人。在座谈会上，洪庆铭先生与学生们

9月29日，下午3.00-5.00pm在新

分享新兴电器(吉隆坡)有限公司的企业

纪元学院UG Hall礼堂举办一场座谈会，

过程及企业文化，包括生意经营及管理

水、豆花布丁、咖喱鱼丸等。摊位小组

举办这场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对

此外，他也剖析管理不善的原因及解决

主办当局邀请到国内文学经验极为

在售卖食品的同时，也张贴了食品的功

连锁加盟业有更深的了解以及认识企业

之道。最后，他也向出席者强调企业文

丰富的马华作家前来讲座。其中有何乃

用以及功效，从而借助这些资料，推广

文化的重要性。

化的重要性，它能让企业成功或失败。

健先生谈环保文学，吕育陶先生谈“在

饮食文学。游戏小组也举办了一系列的

活动邀请到新兴电器(吉隆坡)有限

在座谈会上，出席者很踊跃地发问

万花筒选择现代诗的意象”，黄俊麟、

文学常识问答竞赛与拼图猜谜游戏，让

公司董事經理私人助理－洪庆铭先生来

问题，如怎样控制成本及保留人才等问

大马男人帮蔡兴隆、卓衍豪、管啟源谈

公众通过游戏发掘文学的趣味性。

这座谈会的主讲嘉宾以及多媒体系新闻

题。座谈会在5时正圆满结束。

“男人出书一点也不老土”，谢伟杰谈

文学周在新纪元学院不容错过的一

电影分享。各位讲师们都以非常风趣的

项大型活动，许多外界人士都踊跃出席

方式与我们分享其中的内容，使观众们

这一场文学盛宴，使得本届文学周“花

都听得有声有色。此外，主办当局也通

月正春风”圆满结束。

学的学生－吕国杰来当这座谈会的主持

洪庆铭（左）在座谈会上给予企业分享

洪庆铭（左）接受胡禄铭主任（中）在李泉氚
副主任（右）的陪同下所颁发的纪念品。

中文系第五届文学周开幕典礼过后，筹委们与指导老师和嘉宾一同合影。

马来西亚田园诗人何乃健为新院中文
系第五届“花月正春风”文学周专题 大马男人帮在座谈结束以后与筹委会主席（中）合影。左
起蔡兴隆、管启源、张勃星、卓衍豪及黄俊麟。
讲座 — “生态文学”的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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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媒体研究系主办

“SE3D森生不息”环保活动
由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公关组所举

们应该从小就学习如何去感受和爱护地

“环保主题的公关是一项助人助己

要长命，因为它永远不会腐化。使用宝

办的“SE3D森生不息”环保与社区

球，所以希望把“做环保、爱地球”这

的行动，有鉴于公众开始对环保广泛关

丽龙不止危害地球，更加会伤害人体健

关怀活动获得热烈反应，吸引了超过500

一个观念种植到小朋友的心里，让这颗

注，任何企业欲发展，环保是摆在面前

康，所以我鼓励大家出外时携带本身的

位民众聚集在新院，参与一系列精彩活

“种子”能够“生生不息”，共同创造

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亦是毕业生投

环保餐盒或环保袋，减少使用保丽龙和

动。

美好的地球。此活动是新院媒体研究系

身企业界后的一项挑战。”

塑料袋，是保护地球最直接的方法。

开场节目SE3D运动会为最受瞩目，
小朋友比赛时逗趣可爱的动作哄得现场

二年级公关组学生每年必办的实务课之
主要计划之一。

活动也邀请到莲花苑区州议员李映
霞到场主持开幕。

观众乐开怀。

主办单位在民众入场时就派送每人
一张“积积乐卡”，只要参与指定的活
动或节目就会得到盖章，而收集完指定

“环保公关”认识理论
教导小朋友分类垃圾

李映霞：保护地球爱护环境
民众应少用宝丽龙

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瑜指出，该系

盖章的数量就能换取精美的环保袋，大
家都玩得不亦乐乎，整个场合热烘烘。
主办单位还现场准备了1000份素食让

SE3D环保运动会是主办单位为幼

公关组推行“环保公关”已踏入第三年，

李映霞说，她在选区内教导市民如

儿园小朋友精心设计的活动，运动会的

以便让学生走出象牙塔，发挥所长，体验

何正确地丢垃圾，因为诸如温室效应的

此外，“创意课室”也颇受家长欢

比赛项目皆带有环保概念，包括教导小

筹备大型环保活动的实际状况，继而更进

地球危害对他们而言太过遥远，因此她

迎，该活动教导大家如何废物利用，发

朋友如何作垃圾分类。筹委会主席黄昭

一步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教导人民从最基本的爱护环境开始。

挥创意和心思让旧物品一物多用。

扬说，小朋友是地球未来的主人翁，他

她指出，宝丽龙比大家都来得还

开幕仪式：左起筹委会主席黄昭扬、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
瑜、Metro Kajang代表叶威豪、筹委会副主席萧满琪、
慈济参与教导环保手工制作。
雪兰莪莲花苑州议员李映霞。

雪兰莪州立法议会州议员李成金参
观展览区，右二媒体研究系主任陈
心瑜陪同。

“客家文化与民间信仰”讲座

于

2010年8月9日，一股客家风潮席卷

社会意义考察和介绍一些客民常会崇拜

了新纪元学院。这场讲座是由乌鲁

的神明例如：三山国王、福德正神以及

冷岳华团联谊会为主催单位，乌鲁冷岳客

妈祖等等。此外刘教授也带来了一些难

家公会主办以及董教总新纪元学院协办。

得一见的中国福建连城罗芳走古事的客

此次的“客家文化与民间信仰”讲

家山区狂欢节图片。

座邀请到来自中国深圳大学客家研究所

随后张东卫教授给大家介绍深圳龙

的所长和副所长，张卫东教授以及刘丽

岗客家人及其围堡之建筑特色。除了字

川教授给大家主讲。同时也邀请到加影

面上的解释与说明，张教授也带来了许

州议员李成金为赞助人和开幕嘉宾。

多珍贵的私藏照片。从照片的不同角度

刘丽川教授首先给大家介绍中国

来透视客民的建筑特色与其用意。

大陆客民信仰与马来西亚客民信仰的异

整场讲座在主持人莫顺宗的主持

同，内容谈及客家神明崇拜的文化源

下，使教授与观众交流甚欢。讲座会在

头、马来西亚客民崇拜习俗“变异”的

晚上10时正结束。

刘丽川教授（左一）正在给大家介绍中国福
建连城罗芳走古事的客家山区狂欢节。

大家享用，提倡吃素救地球的环保概念。

“素林Yeah市”售卖各种环保产品。

美术系毕业展圆满落幕

新

纪元学院美术与设计系于2010年8

美术与设计系毕业展是毕业生必须

月9日至22日(星期日)，假新纪元

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每一届即将毕业

学院C座楼的UG活动中心举办为期十三天

的学生将全权负责策划整个美术与设计

的第六届秋季毕业展。

系毕业展的活动与流程。毕业展不仅仅

此届毕业展的开放时间为上午9时正

是一个开放平台展，更是让毕业生向外

至下午6时正。主题为“Cross Over”，

界展现及分享自己过去三年来所学习的

藉此表达系与系之间的跨越合作。

成果。

本着必须先有产品，才能进行推销

此外，在投身筹备毕业展的工作过

的概念，平面设计与室内建筑设计原本是

程中，更让准毕业生体会另一番经验及

两个独立的科系，但是通过合作，我们把

不同领域的工作性质。这些的经验与经

设计的重要性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呈现

历，让毕业生做好展翅高飞的准备。

了这两个科系唇齿相存的关系。

本届美术与设计系的毕业生共有22

此外，在设计界里，目前也开始

位，此次毕业展所展览的作品来自平面设

出现了一些综合型设计公司，例如：广

计系（内含插画设计与动画设计）及室内

告与室内设计公司、广告与动画公司等

建筑设计系，每一位毕业生所呈现的作品

等，我们相信，通过Cross Over, 设计

都是三年来学习的精华结晶，展现了每一

才会更加多姿多彩！

名毕业生特有个人风格与特色。

张卫东教授以轻松的方式介绍深圳龙岗客家人
及其围堡之建筑特色。

这场讲座吸引了来自加影以及乌鲁冷岳一带的客民们踊跃参与。

XYSY-Oct 2010_200611.indd 5

6/24/2011 1:16:56 PM

6

2010年10月号

ቅᎍྋᎺ

2010年新纪元学院毕业生获姐妹校

录取插班就读本科/学士学位课程名单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林慧敏 Lim Wai Min
2
彭国伟 Pang Kok Wei
3
叶侨艳 Yip Q Yim
4
张东海 Diong Tong Hai
5
蔡 昱 Chai Yuee
6
陈欣怡 Tan Shin Yee
7
刘卓璇 Low Jwo Suen
8
郭伟隆 Koey Wei Leong
9
张万荣 Chong Mun Yeong
10 黄雪儿 Wong Swee Yee
11 潘雪儿 Hon Sher Erl
12 周玲玲 Chew Lim Ling
13 刘雯诗 Liew Wen Shi
14

张秀萍

Teo Siew Peng

15
16
17

林子策
张意山
叶建勇

Lim Zi Chung
Chong Yee Sun
Yap Kien Yong

18

叶颂菁

Yip Zhoong Jin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张威健
陈丽莹
刘韦妍
胡苑仪
何征仓
叶富勋
廖思仪
林秀玉
郑欣怡
钱理洁

29

郑嘉雯

30
31
32
33

颜骏义
颜明德
林凤姿
陈翠意

Chong Wee Kian
Tan Lii Yin
Low Wai Ying
Woo Yuen Yee
Wha Chen Chong
Yap Foo Huen
Lew Seer Yee
Lim Siew Goek
Tay Sing Yee
Adeline Chien
Stiffanny Tang
Chia Wen
Gan Choon Yee
Gan Ming Teck
Lim Fong Chee
Tan Choi Yee

媒体研究系
负笈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
宁波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国家

中
国

南京师范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日语专业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

国立成功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中国文学系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学系

国立中兴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国立中山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国立中山大学
国立中山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逢甲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中国文学系

中国文学系
台
湾

元智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中国文学系

中国语文学系

淡江大学

中国文学学系

东海大学

中国文学系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胡靜宜 Foo Ching Yee
2
洪佩玲 Ang Pei Ling
3
黄丽芳 Ng Lay Fong
4
廖燕燕 Laiu Yean Yean
5
郑子荣 Chung Tze Yong
6
张汉宇 Chang Han Yu
7
余慧静 Er Huey Chin
8

陈椸颖

Tan Shi Ying

9

伍永康

Gnoh Weng Khong

10

许滌融

Lesley Koh Tye
Yung

11

章汉顺

Chio Kea Lee

12

陈家俊

Chan Kah Juin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张伟杰
王丽雁
陈彦欣
刘伟梁
林玟利
郑久益
潘家辉
蔡忆雯
张祖谦
郭建杰
符嘉琳
李美善

Chong Wei Jie
Ong Lee Yen
Tan Yean Sin
Low Wei Leong
Lim Wen Li
Tan Jiu Yi
Boon Kar Hui
Chai Yi Wen
Teo Zu Qian
Kua Kian Kiat
Foo Jia Lynn
Lee Moy San

25

李伟明

Lee Wee Ming

26

谢丝慧

27
28
29

游洁颖
罗静萱
李晓倩

Adeline
Chai Suet Wei
Yew Kit Yean
Loh Jin Xuan
Lee Siew Chien

负笈大学

国家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广播电视学系
图文传播学系

义守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大众传播学系

世新大学

新闻学系

世新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广播组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广播组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电视组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电视组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电影组

世新大学
世新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世新大学

台
湾

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
口语传播学系

南华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传播学系

朝阳科技大学
(获第一年学杂费
全免、第二年学杂
费半免奖学金)

传播艺术学系

中国文化大学

大众传播学系

铭传大学

新闻与大众传播系

商学系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胡慧梵

Aw Hui Fang

2
3

林智慧
陈怡萍

Lim Tze Hui
Tan Yee Ping

4

杨丽珠

Yeoh Li Choo

5

蔡妙湛

Chua Meow Chan

6

李振慷

Lee Chan Hong

负笈大学

国家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英
国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纽
西
兰

逢甲大学

台
湾

申请之学系/专业
BA(Hon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op-up)
EPP/BCA in
Acconuting
EPP/BCA in
Accounting,Finance
EPP/BCA in
Marketing
企业管理学系

资讯工艺系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Wilson Lo Wei
Tsuan

1

罗维宣

2

梁立豪

Neo Lick Hou

3

黄奕敏

Wong Yi Min

4

廖劲豪

Liew Keng Hou

5

宁一衡

Leng Yi Heng

6
7
8
9
10

曾志威
陈德泓
陈伟杰
林明豪
杨吉山

Chung Chee Wai
Tan Deik Hoong
Than Wai Kit
Lim Meng How
Yong Ket San

11

黄谚谆

Ng Yan Jun

12

庄文烈

Chng Boon Lek

负笈大学
国家 申请之学系/专业
University of
BSc (Hons) Applied
英
Sunderland
国 Business Computing
国立成功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获外籍生奖学金)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获外籍生奖学金)
国立中兴大学
资讯科学与工程
(获外籍生奖学金)
学系
资讯科学与
国立中兴大学
工程学系
逢甲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台
湾

明新科技大学
(获第一年学费
全免奖学金)
朝阳科技大学
(获两年学杂费
全免奖学金)

资讯工程学系

1

何浩劻

英文姓名
Ho Hou Huang

负笈大学

国家
台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湾

4

梅德顺

Boey Teik Soon

5
6
7
8
9
10
11
12

李仪敏
蔡蔚丽
洪浚杰
林慈瑛
许文学
孙美龄
纪慧珊
王新颖

13

张婉儿

Lee Yee Man
Chai Wey Lih
Ang Chun Keat
Lim Chi Ying
Khoo Boon Hak
Soon Mei Ling
Kee Hooi San
Heng Xin Ying
Malerie
Teoh Varn Ee

14

梁添贵

Leong Tian Gui

15
16

翁秀仪
吴珺颍

Ong Siew Yi
Goh Jun Ying

17

李嘉豪

Lee Kah Hoe

18

许晋美

Ivy Hii Jing Mee

19

刘碧英

Low Pek Eng

20

李永森

Lee Yong Sen

冯清俊

Fong Qing Jun

21

负笈大学

国家
申请之学系/专业
纽
Bachelor of Computer
西
Graphic Design
兰
中
艺术设计
国

UCOL School of
Design, Wanganui
重庆师范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建筑与室内设计系
资讯传播学系

元智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应用外语学系

东海大学

美术学系
服装设计管理系

台南科技大学
（获学杂费减免
30%奖学金）

台
湾

朝阳科技大学
（获两年学杂费
全免奖学金）
树德科技大学
（获两年学杂费
半免奖学金）

视觉传达设计系

视觉传达设计系

视觉传达设计系

亚洲大学
(获外籍生奖学金)

视觉传达设计系

辅导与谘商学系
资讯管理系

资讯管理系

戏剧与影像系
序 中文姓名

美术与设计系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石佳俐 Chok Jia Li
2
吴志贤 Goh Zhi Xian
3
刘锦锋 Lau Jin Feng

申请之学系/专业
电影学系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关振顺 Kuang Shing Soon
2
张芮涵 Teo Rui Han
3
方娟娟 Ping Ken Ken
4
王莉媚 Ong Lay Mei
5
余丽丽 Yee Li Li
6
蔡爱真 Chuah Ai Chen
7
王可柔 Ong Ker Rou
8
黄伟雄 Wong Wei Siong
9
邹文迪 Chew Mon Dick
10 颜上智 Gan Shang Zhieh

负笈大学

国家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获学杂费减免三
分之一奖学金）

中国文化大学
铭传大学
铭传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辅导与谘商学系
台
湾
心理辅导系
谘商与工商心理学系
谘商与工商心理学系

新纪元学院 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更新至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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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电子化：虚实之间的交集
岑劲霈
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早于

的研究经验及分享新的研究成果。

四百所大学、公司和机构的信息资源检索网），则联合

1970年代初发表一篇有关〈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

此外，电脑装备、软件的提升非但能加速研究数据

中的问题〉论文，以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变化，

处理或分析的程序，也提高其精确度及可信度，比如要

归纳出从精英向大众、普及教育阶段转化的量变指标和

使用庞大数据的例常性气候变化分析及预测，以及许多

11个质变特征。正当高等教育趋向普及化（即大学毛入

国家每年皆会对其国内孩童进行的学习成绩分析等。诸

学率大于50%）时，其教学形式非但越来越多样化，而且

如此类的研究论文及资料库，有的也公开让学术人员网

高等院校应该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很显然的，不

也会应用现代化手段以促进教学。在论及学校类型与规

上下载或引用，让大家可以获知最新的出版品、论文、

同时期对此问题的回答也就有所不一。现代意义的“大

模方面的转变，他认为高等院校的类型也将多样化至没

报告等讯息。

学”源自于充斥着经院主义神学和哲学辩证的中世纪大

提供多达1,300机构有关技术转让的链接讯息。

高等教育的角色转换

教学：在迅速变革的时代，高等教育必须与时并

有共同的标准，学生人数无限制、学校与社会间的界限

学，当时的大学为满足于教会及统治阶层的管理而培养
所需人员。

进，能够及时将新的观念和知识纳入教学模式中。相较

逐渐消失。
随着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程教育等网络应用日

之下，以往教师仅能在黑板上写字画图的教学方式，

19世纪初，创建德国柏林大学的洪堡，主张大学的

渐成熟，以博客、播客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万维网（Web

ICTs具备更好的视觉及影像效果，所以学习运用多媒体

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为首，凸显了“科研为

2.0）使每个普通网民都可以成为互联网内容的提供者，

教学可谓是现代教师的必修入门课。

主，教学为辅”研究型大学理念。之后，纽曼在《大学

运用ICTs教学一方面可提高教师的教学素质，另

的理想》中指出：大学是“以传播知识和推广知识而非

一方面亦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虚拟图书

增扩知识为目的”，强调本科生教育、学生智力发展和

在电子配备成本持续下降之际，电子用户形成三种

馆、电子学习网也提供师生上传或下载课件、读取参考

道德情感教育兼顾的教育思想。

鲜明的类别：（一）个人电脑（PCs及Macs）、（二）

资料的便利。然而，许多远程教育所提供的教学内容未

直至二战期间，全球性冲击使得所有的大学必须参

价格少于五百美金的上网本（Netbook）、（三）新一代

必适于本土文化及需求，所以电子化学习有效与否仍旧

与国家对外战争的要求之中。而综合德国及英国两种欧

手机，以及不断推陈出新的便携式电子产品如iPad等。

凭借于要适当运用ICTs、双向沟通、协作学习等教育原

洲模式的美国大学，开始意识到武器的开发研制，是大

其中上网本用户即可以直接使用网上的软件，而无须像

理。

学科学家们对现代工业社会付出其实用价值的证明。于

从而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也对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行政：大学新生人数暴增、生源多样化是加重高

是，美国政府通过大量的拨款，以支持大学建立大规模

这些“云端服务”(Cloud Services)的受惠者可以

等院校行政作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虚拟大学犹如雨后

的基础研究，其中包括旨在发现癌症、中风等治疗方法

先把未完成的文档储存于学校电脑室，然后下载至其手

春笋般纷纷涌现，每次招生人数甚至可以多达上万。因

的医学研究，以及偏远地区发展的研究项目。因此，大

机中修改，用家里的电脑进行排版，最后把完成的作业

此，借助于行政系统开发，将得以持久迅速保存学生资

学不得不敞开大门，通过科学研究服务于社会。尽管如

“贴”上网共享。换言之，教育电子化，无形是一个有

料、考试成绩、财务资料库及教职员资料库。

此，却有反对的声音，指责大学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拨

以往般必须先安装特定的软件才能操作其电脑。

款、为公司企业或一些强而有力的组织所拟定的议程来

力的推手，除了让更多人有机会上大学教育、扩大许多

再者，通过网上报名、网上注册、网上评估等网络

高等院校的规模，也拓宽社会参与的层面、模糊学校与

即时工具，既便于使用、也能够及时更新资料、减少纸

社会的界限。

张作业。换言之，教学与行政若能相辅相成，那么将有

身处于21世纪，网络时代的大学再次面临转型的境

助于更好地规划课程设置、班级经营及设定更适切的评

况，尤其是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教育电子化非但打破

估标准。

了学校与社会的界线、学科之间的界线，也冲淡教学与

高等教育中的信息与通讯技术

而服务。

社区参与：在先进国家，高等院校与工商界已有
2009年于巴黎举办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针

紧密的合作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技术领域的工

对高等教育中的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业，所以高等院校则相对少与外界合作进行研究开发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提出了教育电子

（Research & Development, R&D）项目。

研究的区别、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以及盈利与非盈利
性组织的区别。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广，不仅要
利用其独有的研究成果去满足社会重要需求，也必须愿

化在研究、教学、行政及社区参与这四个方面的进展、

如下表显示，在不同的区域，不同形式的社区参与

意共享其教育资源、人力资本。简言之，在理解和认识

挑战及行动方略。基本上，ICTs包括了所有电脑硬体、

度相差甚远。在美国，有“贝─多法案”（Bayh-Dole

教育电子化对各方面的影响及作用后，未来将会有更多

软件、连线及互联网等装备。

Act）协助加强大学的知识产权观念，从而引导他们申请

的挑战考验高等教育多元及多样化的责任，以塑造终身

研究：通过研究促进知识的进步是高等教育系统的

专利商标及进行技术转让；而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学习、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

一项基本职能，而互联网得以连接来自各国、各领域的

of Minnesota's）的MBBNet（一个明尼苏达州的虚拟生

个体或团队，在不受时间及空间的限制之下，交换彼此

物医学及生物科学社区网）及Zurich MedNet（一个涵盖

社区参与度

南亚

非洲

拉丁美洲

西欧

美国

大学——工业合作的研究计划（量度1至7）

2.92

2.72

2.84

4.49

5.60

受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认证的专利产品数(2002-2006年)

64.84

4.51

15.13

538.24

94216.80

在科学学术期刊发表之论文数

3093

137

834.08

5704

205320

R&D支出总额占GDP的百分比（2005年）

0.50

0.37

0.28

1.93

2.68

电脑用户数/1000人（2005年）

18.00

32.41

84.58

522.67

760.00

网络用户数/1000人（2006年）

31.00

39.00

185.83

552.67

690.00

网络一个月配套价格（美金/月）2005年

10.59

45.39

26.92

26.14

14.95

ICTs支出总额占GDP的百分比（2005年）

5.25

5.72

6.06

5.58

8.70

摘自：http://info.worldbank.org/etools/kam2/KAM_page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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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学暑期企业文化参访
由

台湾元智大学举办的2010暑期企业文化参

览，同时也安排到远东企业集团进行企业参访及

访营，于7月23日至30日顺利举行。本院共

学术与工商业不同领域的参访与交流，让学生对

有11名学生，其中包括美术与设计系4人、媒体

元智大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另外，元智大学也

研究系7人，在公关与国际事务处职员林秀文带

特别安排了几门属于中国文化的课程，包括元智

领下，到元智大学进行为期一星期的企业与文化

大学艺创系沈祯老师教导的国画、黄忠义老师教

交流暑期营队。除本院外，南方学院师生也一同

导的中国结等，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并学习中国文

共襄盛举。

化历史悠久的课程。同时，元智大学也带学生实

元智大学与新院于2005年缔结为姐妹校。多

地走访多个北台湾著名的观光景点，包括慈湖、

年来两校互动频繁，在各个领域进行不同的学术

莺歌陶瓷博物馆、新竹城隍庙、故宫博物院、宜

合作，其中包括双联学制、教师互访，以及这次

兰传统艺术中心和兰阳博物馆等等，让学生进行

的学生交流。

一趟丰富的知性文化艺术之旅。
全体队员于闭幕晚宴来的合照，后排中站者为王润华教授。

此次的交流营行程安排丰富，除了校园导

新院拜访

新纪元学院拜会柴玺大使

董

学生收获满满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总、教总与新纪元学院三机构在叶新田主席、王超群主席和潘永忠院长三位领导
带领下，于2010年9月9日前往拜会甫上任的中国驻马大使柴玺，陪同接见的还包

括中国驻马大使馆文化处李季平主任和大使秘书陈川先生。
此次拜会目的，除了恭贺柴玺大使新上任之外，本院也于今年7月获得高教部核
批，准予招收外国学生。因而，此行也呈上了本院和中国姐妹校合作的相关文件给大使
馆，盼对于本院日后招收中国学生时能更为顺利。

董

总、教总与新纪元学院三机构在叶新田主席、王超群主席和潘永忠院长三位领导带
领下，于10月14日前往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拜访新上任罗由中代表。

罗由中致词时表示，自马英九总统上任以来，非常注重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特别
是马来西亚这一块，是中国和台湾以外，保存中国文化最完整的国家。因此，罗代表希
望两造未来在学术、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往来能更密切。
此次拜访台办的人员包括董总主席叶新田、教总主席王超群、院长潘永忠、副院长
莫顺宗，以及行政部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而台办出席接待的其他人员为颜
明义组长和黄凤娇秘书。

会后，本拜访团于大同酒家宴请柴玺大使（左五）。
后，本拜访

贺
媒
体
研 1
究
系 2
美
术 1
与
设 2
计
系

交流结束后，由叶新田主席和王超群主席代表赠送纪念品和锦旗予罗由中代表（左三）。左起为莫
顺宗副院长、颜明义组长；右起为孔婉莹主任、潘永忠院长。

2010年新纪元学院校友入读研究所（硕士班）名单

王慧仪 Heng Hui Yi

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
所硕士班

陈惠诗 Tan Huey Shyh

国立台湾
艺术大学

图文传播学
硕士班

陈珈琪 Chan Jia Kei

国立云林
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研究所硕士班

黄忆婷 Wong Yee Teng

国立云林
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研究所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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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翁柳洁 Eng Liew Cyeh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刘久进 Lau Kiu Chin

中山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骆垚蒨 Loke Yew Chuen

青岛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谢淑霜 Chia Shuw Shuang

青岛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梁淑珍 Leong Shwu Jen

青岛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李佳骏 Lee Jiah Zhung

南京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李慧婷 Lee Hwee Theng

南京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邓秀薇 Tang Siew Woei

南京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谢义钦 Chia Ngee Tsing

国立成功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

梁国辉 New Kok Hui

国立成功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

陈美丝 Tan Mei See

国立中兴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

管伟森 Kwan Wei Shen

国立中兴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

黄秀君 Wong Siew Jiu

国立中兴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

林佳锨 Lin Jia Shin

国立中兴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

吴道芳 Ngu Toh Huong

逢甲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

郑秀甄 Tang Siew Cheng

逢甲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

中
国

台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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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社会

与发展中心完成锡米山新村初期调研报告
新

纪元学院社会与发展中心在2010

月，及2011年2月至3月，我们访问了新

间，是一个军事与政治策略下的结果。

的经济活动，从早期锡矿业、树胶业到

与南大基金会合作进行为期两年的

村居民、地方官员、社团成员、学校教

自成立以来，华人新村都被视为处于国

家庭工业，后来转型为小型的轻工业。

“锡米山新村华人基层经济社会生活形

师等，个别计有30次深度访谈．另外，

家发展的边缘，然而，坐落在吉隆坡附

无论如何，社区经济也面对各种瓶颈，

态调查”。研究小组分别在2010年4月、

研究小组的成员多次参与了新村的社区

近地带的新村，如锡米山新村，仍然搭

例如过度依赖廉价外劳等。

6月、8月期间前往锡米山作新村问卷调

活动，包括了端午节庆祝及宗教节日活

上了国家发展列车，以民间的资源及劳

昔日紧急状态时期被篱笆圈围隔离

查，总共有76位居民接受问卷调查，回

动等。

力来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过程，同时，

的锡米山新村，在村民努力下，摆脱贫

收有效问卷65份；其中女生16人，男生

研究小组已经完成了初期报告。报

积极的发展新村里的各种教育及文化活

穷陷阱。今天，村民对新村的愿景是锐

49人．除了问卷调查，研究小姐也访问

告认为新村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和当马

动，例如，在社区居民的努力下，锡米

变成一个优质及现代化的社区，并且继

了新村各阶层成员．在2010年9月至12

共的抗争，并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空

山华小发展迅速，硬体设备齐全。村民

续维持一定的社会活力。

锡米山华小

宗教节日

稳定成长

《新纪元学院学报》
第六期出版

《

新纪元学院学报》
（总第六期）共收

维持华人传统

咖啡店业主

自力更生

小型工业

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龙 祎
主讲“纳米”课题

新

纪元学院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及南大教育与研究基
金会，于2010年10月19日，邀请来自新加坡南洋理

成长面临瓶颈

厦门大学沈红芳来访

2

010年9月1日上午，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沈红芳
教授访问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沈红

录了5篇论文、1篇研究报

工大学的龙祎教授，發表有關“纳米”科技的演講。此

告和3篇书评。

专题讲座假加影董总A座401讲堂举办，主持人为本中心

济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国教育部重点研究

主任陈美萍博士。

基地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沈教授经常到东南亚国

本期的5篇论文中，

芳教授是经济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世界经

以文学研究为主题的论文

“纳米”是一种长度单位，符号为nm；而纳米技术

家进行调研工作，对东南亚的经济发展、社团活动和风

就有三篇，分别是本院中

则是综合多门学科而延伸成的科技，亦是现今许多大学

土人情有着深入的了解。沈教授趁其在马来亚大学中国

文系讲师黄琦旺博士的

致力于进行的高科技项目。龙教授首先介绍“纳米”的

研究所任客座教授之便，特意前来参访新纪元学院马来

〈从原型看尤三姐和媚金

发现及其技术进展，然后阐述纳米技术的应用原理及结

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殉情故事的转喻〉、伍燕

构。此外，她列举了一些有关纳米技术为我们生活上带

沈红芳教授就她个人在中国和东南亚的研究经验，

翎讲师的〈从《庄子》的

来的便利，比如：纳米化结构所形成的“莲花效应”，

以及她近期在马来西亚期间的观察了解，与马来西亚族

叙事逻辑看中国小说叙事

如何有助于节省能源及材料的功能。此讲座非旦扩大了

群研究中心的同事进行深入的分享与讨论。与会的有中

传统的滥觞〉、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孙爱玲

出席者的视野，也增进大家对“纳米”的一定认识。

心主任陈美萍博士、学术处讲师潘永强博士及中心研究

助理教授的〈宝鉴正反照——论赵姨娘的表和里〉。其

尽管许多大学已经投入巨额款项以进行纳米科研项

余两篇则收录了苏源恭、简爱明合撰的〈近三十年来台

目，龙教授依然再三呼吁大家关注纳米技术，尤其是基

湾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的回顾〉，以及中国华侨大学

因改造所引发伦理道德的争议。为提升学生对社会的人

外语学院陈恒汉副教授的〈跨境文化视域的闽南歌——

文关怀，本中心将继续与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联合举

回首与前瞻〉。

办一系列的专题讲座，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政、

本期学报另收录了博特拉大学外文组特聘讲师冼伟
国先生的研究报告〈《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中之

员何启才、岑劲霈和徐玉燕。交流的氛围热络，双方同
时希望在未来能有合作共同进行研究计划的可能。

经、文、教等各个层面，探讨当前与社会发展相关的议
题。

吉隆坡广东话阅谭〉。本文专就中国学者对马来西亚汉
语方言，尤其吉隆坡的广东话之研究成果，提出相关词
条语料及本地习惯读音之补充和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对
使用《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的读者有参考作用。
右一為沈红芳教授

本期学报收录的书评共有3篇，所评之书皆为英
文著作。其中两本乃与马来西亚研究相关之著作，即
Noor Aisha Abdul Rahman的“Colonial Image of Malay
Adat Law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Studies on Adat Law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and Some
Continuities”（《殖民者想像中的马来习俗法：评价殖
民时期马来习俗法研究及其延续》）和Muzafar Desmond
Tate的“The Malaysian Indians: History, Problems and

主讲者龙祎教授与主持人陈美萍博士

Future”(《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历史、问题及其未
来》)。本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徐玉燕讲师
和中国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罗圣荣博士
分别就上述二书做书评。此外，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研究员陈美萍博士也评述了Min Zhou（周敏）的最新研
究成果“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当代美国
华人：移民、族群及社区变迁》）。
《新纪元学院学报》于2004年创刊迄今，除了让研
究员及讲师得以发表研究成果外，也获得许多国内外学
者赐稿，协助提升学术研究的风气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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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What It Means:
Voon Phin Keong
文平强博士
马来西亚与区域
研究所所长

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Ꮔ྇ 㶖➓㬐᷉㯯᷊

qualms. Admittedly, certain Chinese customs

silk balls called xiuqiu (绣球) by unmarried

⡍䑒㪚䐱䄜㰋⨞᷍⪛ⴈ㯮㝐㧌㵡㯶᱄

have been abused for ‘religious’ or personal

girls as a means to choose their ‘princes

㣈㗦㶓⿈㵌㵌㦶᷍䓽➲㾣㲳㈪ⴜ᱄

reasons. The common habits of gambling,

charming’.

New Year Festival Wang Anshi

over-indulgence in food and the pursuit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夕) itself is a time to rid the year of old to

pleasure should understandably be checked

Year is its relevance and mass appeal as a

welcome the new. The reunion dinner with

and practised in moderation.

Roaring firecrackers banish the year of old,
Spring breezes radiate warmth as
herbal wine flows.
Houses in the thousands soaked in
glorious light,
Time-worn couplets replaced as
new ones unfold.
(Translated by author)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Symbolisms
The New Year is pregnant with cultural
symbolisms. New Year’s eve or Chu Xi (除

shared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worldwide.

its auspiciously named dishes is particularly

Not being able to sense the importance

It is also a common denominator of their

symbolic of all that is good. Dishes

of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ustoms may lea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trend towards urban

containing ‘fa cai’ and ‘sheng cai’ (lettuce)

to unwanted consequences. Urban living

living, and as many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reminders of good fortune. The fish (鱼)

and the obsession with material comforts

or families are beginning to overlook many

is a must as it sounds like ‘surplus’ (余)

have weakened the sense of the family and

traditional festivals, the New Year has

and conjures up images of abundance and

filial piety, or undermined an appreciation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efore.

wealth. More than that, as the fish lives in

This famous poem by Wang Anshi of

of one’s own cultural roots. Yet the trend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the New

peace, moves freely and multiplies rapidly in

the Song dynasty captures the joy and air

towards an ageing society calls for a greater

Year celebrations are rich in symbolisms

its natural surroundings, it also symbolizes

of expect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urgency in strengthening traditional values

and auspicious meanings. Every detail

harmony, freedom and fertility. The carp

Celebration of this festival remains true to

towards parents and elders. Old folks’ home

has its uniqu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fish is well-known for its perseverance in

its spirit today in a faithful enactment of a

and frequent news of abandoned parents are

significance. The festival embodies levels

swimming upstream against the rapid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hat goes back centuries in

the distressing reality of modern life. Old

of cultural meanings that make it more than

successful ones are known to ‘ascend the

time.

folks who spend their New Year in loneliness

a festive event. These meanings include the

dragon gate’ and hence to increase their

are the victims of their forsaking sons, and

cyclical nature of life and hence continuity,

‘worth’. The young draw aspiration from this

society in general.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symbolisms, and

act by doing well in their studies or careers.

Also known as Lunar New Year and
Spring Festival, the New Year is based on
the lunar calendar that has been used by

New Year’s eve and the first day of the

the transmission of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mong the many types of fruits, the

the Chinese from antiquity. It is believed

year provide the early climax of the festival.

To understand their underlying meanings,

mandarin oranges (蜜柑), with its golden

to trace its origin to the visit of a monster

The family reunion dinner on New Year’s

we need to take a holistic view of the entire

colour, are especially popular. Called

called nian (年) which was frightened away

eve is the most meaningful meal of the year.

festival rather than see only its parts in

‘gam’ in Cantonese and sounds exactly

by a lot of noise and red colour. But more

Hours are spent in preparing dishes of fish,

isolation.

like ‘gold’, one can then appreciate the

probably it was to celebrate the rich harvest

meat, soup, and vegetables that include

after a year of hard work. The origins of the

lettuce(生菜), fa cai (发菜), served as

New Year may be lost in the mist of time,

much for their taste as for their auspicious

but its rich traditions have lived on with

significanc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is ‘golden fruit’.
Renewal and Continuity

When displayed on the floor, they give the

Like the seasons and all living things, the

impression of ‘a floor laden with gold’. When

New Year serves as a ‘renewal mechanism’

packed in paper barrels or baskets, they look

gathering vitality. As the primary festival of

Traditionally, ya sui qian (压岁钱)

in life. Tracing its origins to agriculture,

like ‘barrels of gold’. Similarly popular is

the Chinese worldwide, all look expectantly

or red packets with money are given to

the festival symbolizes a cycle of growth,

the smaller cumquat (金橘). The fruits and

forward to a year of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unmarried children after the reunion dinner.

maturity, renewal, and continuity. Hence,

the entire bush are displayed to show ‘golden

The Year of the Golden Rabbit is upon

As the name implies, the red packets are

as the year adds to a person’s age, so does

nuggets’ that grow on a tree. The plum

us again. Children are anxious for its arrival

meant to evict evil forces. Fire crackers are

it enriches his/her knowledge, experience

(梅) that grows on barren branches and is

while many adults dread the demands on

then set off (though they are banned) to drive

and wisdom. This process takes place

extremely hardy is an emblem of a long life

their resources. Spread over a span of fifteen

away harmful spirits. Among non-Christian

under conditions of harmony and mutual

capable of overcoming hardships. Among

days, the New Year is the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prayers are offered to the ancestors.

dependence not just among humans but

the delicacies, the ‘niao gao’ is uniquely

year. Days before its arrival, families busy

On the first day, the lion dance is

also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armony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Year as it rhymes

themselves in spring-cleaning, prepare new

performed, often ending with a burst of

nurtures a society and its surroundings

with growing taller or reaching higher during

decorations, new clothes, glutinous rice

firecrackers. The energetic gyrations of the

of diverse but inter-dependent parts.

the year.

cakes or niao gao (年糕) and homemade

lions add to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Symbolically, it is a season to renew ties

‘Yee sang’ is a well-known dish of

delicacies. They stock up on food, beverages,

cheerful atmosphere. Oranges, nian gao and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to show their

noodle mixed with slices of raw fish and

and the indispensable mandarin oranges and

snacks are served in generous portions to

love, obligations, and thankfulness for

many kinds of condiments. These are tossed

cumquat. Traditionally, drawings of guardian

visitors. Relatives and friends call upon each

parents and elders

with chopsticks in what is called ‘lou sang’

gods on wooden frames are replaced by new

other to renew old ties and to make new ones.

The festival ushers in the new year in a

in Cantonese, meaning to do well in life. ‘Yee

ones. Today, Spring couplets (春联chunlian)

Some restaurants serve yu sheng (鱼生or yee

60-year cycle that combines the ‘celestial

sang’ again rhymes with ‘easy life’ to signify

and auspicious sayings are more popularly

sang in Cantonese) as people begin to return

stems’ (天干) and ‘terrestrial branches’ (地

a life of success especially in business.

displayed. The favourite character is fu (福),

to work (though the dish is now available

支). The ten celestial stems and twelve

The lion dance has become a symbolic

a word that conveys images of happiness and

much earlier). Among the Hokkiens, the

terrestrial branches together produce a cycle

cultural performance during the New Year.

blessings. The sea of red lanterns in display

ninth is an important day of worship.

of sixty years called a jiazi (甲子). The

Lions are revered as symbols of power,

in major Chinese temples and institutions

The next climax of the New Year

former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ive elements of

wisdom and bravery. As they dance, they

adds to the sight and colour of the festive

arrives on the fiftieth of the month known as

wood, fire, earth, metal and water while the

dispel evils and bad influences and invite

season.

prosperity, luck and longevity.

Yuanxiao (元宵). The locals, especially in

latter is identified with the twelve symbolical

Some families undertake traditional

Penang, call it Chap Goh Meh. Sweetened

animals in the Chinese zodiac. These animals

The sea of red lanterns on display during

decorations while others are more subdued.

flour-balls or tangyuan (汤圆) are served

are the rat, ox, tiger, hare, dragon, serpent,

Yuanxiao are symbols that beam with joy

Yet there are families, encumbered by

to keep alive a tradition that harks back many

horse, goat, monkey, cock, dog and pig with

and luck. The tangyuan is a must on this

religious beliefs or education, distance

centuries. Also known as Lantern Festival,

which each year is designated. The current

occasion, as it symbolizes ‘sweet’ family

themselves from what they regard as ‘old-

it has evolved into the equivalent of the

year is designated as Xinmao (辛卯) year

relationships, solidarity and togetherness. To

fashioned’ or even ‘superstitious’ traditions.

Chinese Valentine’s Day. Troops of bachelor

under the element of gold. The year moves

the young, Yuanxiao is an enchanting night

They do this largely out of ignorance of

boys and girls are out in full force to soak

along this cycle that repeats itself every

a la Chinese style. Many delightful poems

Chinese culture. The more dogmatic religions

in the air of carnival. A local practice has

sixty years. The zodiac signs are more than

have been composed in praise of this night of

advocate rejection of certain practices such

developed in which oranges are tossed into

a curiosity. Every person is born under a

romance. A well-known one, by Ou Yangxiu

as paying respects to ancestors. Yet they

ponds and other water bodies, in a way that

zodiac sign that may supposedly influence

of the Song dynasty, reads as follows:

readily accept the ‘red packets’ without

is reminiscent of the tossing of embroidered

his/her prospects during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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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宋)

pressure of modern living, the importance of

rare event to be cherished by the entire

Take not thy old parents for granted,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the New Year is still undiminished by time

family. The parents, very often left to live

Who weaved a future that you wanted.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and modernization. Instead, it has become

solitary lives, are the glue that gathers the

Cherish them when it is not too late,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the quintessential family event. Its role

family together. They are like a string that

Cry not when empty memories fade.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in promoting a sense of the family and in

holds together several kites that fly freely in

(by author)

ညއᔇ!Ꮔᇪ

transmitting moral values is overwhelming.

the sky and are the pivot around whom the

(Wild Hawthorn) The Fifteenth Night

Beneath the surface of the festival are layers

love and care of their children revolve. The

The New Year is rich in traditions and

(Ou Yangxiu)

of cultural and moral values. The reunion

reunion dinner is possible only when parents

family values. If we see only the individual

dinner is the embodiment of a wholesome,

are still around. It is the parental family that

parts and not the whole picture, we may miss

joyous and harmonious family. All children

overrides the smaller nuclear families of the

the wholesome message that the festival

who work away from the family dash home

children.

conveys. To appreciate the meaning of the

Last year on the Fifteenth night,
Flower market bright as day.
Moon above willow branches,
A twilight tryst with my date.
This year on the Fifteenth night,
The moon and lights look as clear.
No sight of last year’s loved one,
My spring coat sleeves wet with tears.
(Translated by author)
Conduit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to join their parents and siblings to share this

Reunion or spending time with ageing

festival, we need to treat it more than just

dinner. 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the family

parents is a traditional value in itself. Family

a joyous and delightful occasion but also

that eat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togetherness is more than fostering domestic

to understand its layers of traditions and

The reunion dinner is a channel for

solidar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t

cultural meanings. It is by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and to attend

also leaves behind fond memories of parental

these meanings in toto that we will not have

this dinner is a filial act in itself. Parental

care and filial love. As parents cherish

lived the past year in vain.

devotion is the sunshine that nurses and

these moments, so must the children, only

T h e N e w Ye a r i s a c o n d u i t f o r

nurtures. Parental sacrifices are readily

more so. When parents leave the scene, the

transmitting cultural traditions from one

suffered without expectations of repayment

children invariably begin to live separately as

generation to the next. As the favourite

in a tit-for-tat manner. Hence the love and

relations break asunder. The reunions of the

festival among the young, the New Year is an

car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re mutual

past would then only be a receding memory.

ideal occasion to display our rich culture and

and should travel both ways.

Lest the children take their parents and elders

to heighten a sense of its significance to life.

Reunion is a cultural event that brings

for granted, the reunion dinner is in fact an

It is therefore a cultural classroom in real

the wandering sons and their own children

occasion of thanksgiving, for cherishing the

life to enable the young to experience and to

together to be with their ageing parents. It

moments with parents when they are still

practise core family and moral values.

is a time when all members of the family

around.

The reunion dinner itself is imbued

recognize the blessings of tianlun (天伦) or

with significance beyond that of a simple

simply ‘family togetherness’. The gathering

Cherish Thy Parents

meal. While many minor festivals are losing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brothers and sisters,

Wrinkles chiseled by a life hard and bare,

their appeal in the intensely competitive

and their own children is an increasingly

Time is the thing that they cannot s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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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
罗荣强博士
法律与社会
研究中心主任

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法学研究先锋

十四年的律师生涯，让我充分享受到个人在法律间翱翔的无限乐趣，却也同时给我
深刻体会了华人族群自中国南来后，世代布满各种法律烙印的熬煎。
马来西亚华人，本来就是一个法律名词、一个法律产物、一个与生俱来就与法律
无法分割的群体。华人的身份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奠立于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时的《联

纵观以上所述，显而易见，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法学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的。然而，尽管如此，历来国内外对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研究，却多从经济
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伦理学或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进行；对于从法学
角度的研究，当前仍是一片空白。究其因，有四。

邦宪法》、1974年马中两国建交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以及1980年的《中国国籍法》。

其一、尽管目前在全球投入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学者人数众多，但举目瞭望，鲜少

上述法律的综合效应，在于首先将华侨和海外华人区分，对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海外华

是法律专才，自然难于将研究拓展至法学角度的研究。记得在2009年笔者在一个由美国

人，不视其为华侨，亦不予以承认双重国籍，使马来西亚华人自然的要受马来西亚法律

俄亥俄大学和中国暨南大学联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了一篇名为“马来西亚华人

的管辖，同时不享有中国赋予海外华侨、归侨或侨眷的特殊法律保护。易言之，尽管马

经济权益的宪法保障”的论文，提出了对华人问题的研究必须涵盖宪法和法律的观点，

来西亚华人和中国人“同宗同祖”、“同根同源”、“血脉相连”、“血浓于水”、

有幸获得众与会学者的认同。

“乡情浓厚” 和“语言文化相通”；然而，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马来西亚华人被视同
外国人对待，其法律地位，与不具有任何祖籍血缘的碧眼金发“老外”无异。
有鉴于此，马来西亚华人的地位与享有的权益，均有赖于马来西亚的国内法与相关
国际法的保障，只是其路径，总是坎坷崎岖、荆棘密布。

其二、学法者多以当执业律师为终极目标，这显然与律师收入的丰厚与社会地位的
崇高有关。在繁忙的法律业务中打滚的律师，必然无暇也无意放弃社会艳羡岗位，进入
学术殿堂再潜心钻研华人与法律的学术问题。
其三、小部分学法毕业后选择在大专院校继续研究与教导法律的学者，却基于教学

就国内法而言，马来西亚华人由生至死的整个人生历程，都与马来西亚法律脱离不

工作上的现实需要，一般仅专注于某个传统法律部门如刑事法、家庭法、证据法、公司

了关系。自国家独立以来，最受人关注与争议连绵的，莫过于华人在经济、教育、宗教

法、契约法、信托法等的研究，而不会以法学的角度切入，对华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和文化方面的权益问题。尽管马来西亚宪法已明文保障了各族在这几个领域中的权益地

的问题，进行跨学科的探讨和研究。

位，然而法律语言中的某些模糊和歧义、华人对法律的无知、政党领袖的无能、华社监

其四、就马来西亚而言，政府向来对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学术研究极之冷漠。尽

督的不力和疏忽，都一再让一些罔顾建国历史与宪法精神的政客有机可乘，见缝插针，

管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都早已设有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或基地，其中一些更将研究聚焦于

大肆其道，以种种违宪违法的政策性措施，否决华人应享的宪法权益，也致使一些华团

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然而，迄今国内不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立专门研究华人的中心，

组织和人士必需不断地为捍卫和维护自身族群的权益或扭转乾坤而疲于奔命。

就连有关华人研究的特设项目或基金，也闻所未闻。因此，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学术研

至于国际法，乍看起来，似乎与马来西亚华人完全沾不上边，原因是国际法一般被

究，惟有转而依赖华社的支持；然而，事实是，华社中虽然不乏热爱华文教育慷慨捐资

视为属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只有国家才有权在国际上提出申诉和承担义务，马来西亚华

的人士，也设有一些教育基金会，但整体而言，这类捐献，多侧重于提供奖助学金或资

人作为自然人或一国的国民，并不具有独立进行国际求偿的能力。笔者以为，国家固然

助建校等教育襄举，对于本土华人的学术研究，包括设立研究基地、举办研讨会、收集

是国际法主体，但这并不排除个人也可在某些特定领域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国际

档案资料和出版学术著作等，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法上的义务，尽管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主权国家以协议的方式赋予的；例如，1948年的
《人权宣言》和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亚

美

高

他

研究基金的缺乏和社会对个人研究精神的漠视，诚如一瓢冰冻的水，可于瞬息间将

长

研究员的热忱浇熄，最后沦为扼杀优秀人才，致使人才外流和凋零的元凶。

国际公约》，就对全世界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了规定。1965年

由于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法学研究，承载着民族使命，肩负着构筑民族前途的历史

新

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和1980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亦规定

重任；因此，华社有必要及时认清形势，化被动为主动，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积极

而

缔约国有义务消除对种族和妇女的歧视。因此，只要马来西亚成为这些公约的缔约国，

发掘更多的专才，并且借助这一优势，致力于推动和开展马来西亚华人在社会变迁中各

也

各种族包括华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种族和妇女的地位，就可得

个领域的法学研究。笔者坚信，新纪元学院新成立的“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足以成

到国际公约的保障而因此成为公约的直接受益者。

为这项研究的重要基地，只要获得华社的认同与大力支持。

有鉴于此，当务之急，莫过于通过对华人问题在国际视野下的前沿法学研究，提高
华人对国际法的认识和醒觉，促使政府以民为本，适当地加入各个公约，提高马来西亚

所

让我们携手努力，使新纪元学院，成为全球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法学研究先锋，为
实现新纪元学院的创校愿景，即成为一所世界级的民办高等学府，跨进一步。

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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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右三）从世界中餐名厨交流
协会会长李耀云手中接获两万美元。中为教育部副部
长魏家祥。
2 潘永忠在“烹炉大观世界金厨争霸赛暨第4届世界中餐
名厨交流协会年会”致词时赞扬得奖厨师。

2

ڿषടຸਓࣁፃ

1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于2010年8月19
日率领新院领导拜访吉隆坡广东义山，
获得该单位热情款待。新院出席者还有
副院长莫顺宗、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
所长文平强、马来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陈
美萍、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
辉、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罗荣强、
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公关与国际事
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
行员吴振声。

1 吉隆坡广东义山鸟瞰图。
2 新纪元院长潘永忠赠送纪念品与锦旗于吉隆坡广东义
山会长刘浩馨。
3 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所长文平强（中）在交流会上
介绍新院刚成立的研究所。

2

3

ቤଗᏄኧᏔᎧࣃᔐᔗཆ
'Ꭼඇཆᎍፈྮ
为了鼓励同事们除了工作以外，亦不能
对自己的健康有所疏忽，新院连同董总
先后举行了足球和羽毛球友谊赛，以鼓
励同事们多运动。
1

3

1 虽然只是友谊赛，两个单位的参赛同事并没有因此而
松懈。
2 场上的球员浑身解数，场外的也在为队友打气。
3 董总与新院两队足球员赛前合影。
4 同事们为球场上的球员们加油打气。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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