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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新纪元大学：董教总华文高教之路
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撰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队伍里的新纪元学院

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高教篇章始于1955年创办的南洋大学，此后历经南大改制和关闭，
以及独大壮志未酬等厄运，如今铁树开花希望完全寄托在三所华社民办学院身上。

三所民办学院之中，董教总于1998年创办的新纪元学院经历2008年风波后，重新回到发
展轨道，并且积极申请升格大学学院。308大选后，国内政治开创新局，有利华文教育的发
展，此时放眼升格，事半功倍，时机最佳。
此外，国外局势，随着中国国力持续增强，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迅速复苏，华文教育前
景大好，董教总和新纪元学院若能善加把握，必可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推向新高峰。值此再出
发之重要关头，我们应当整理思绪，重整原有资源，配合时局之变化，再造新的基础，期待董
教总新纪元学院之展翅高飞。
但我们若欲推动新纪元学院继续往前发展，必须认清一个重要原则。这原则其实广为华
文教育同道接受：即新纪元学院的使命、定位，皆须与整体华文教育发展方向契合一致，一旦
离开华教队伍，则无以立。新纪元首先是为华教发展而生，这是其货真价实的“质”。因此，
探讨新纪元学院未来的发展和方向，必须始终置之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大框架中，否则难以看
清前路。这是新纪元学院的最大特色，是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韩江学院明显与马来西亚其
他私立大专不同之处。
过去十余年来，华教中人对新纪元学院之路向早有共识，认为新纪元学院之兴办，乃承
继南大独大华文大学未竟之梦，建设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以完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
整母语教育体系，并落实董教总多元教育理念，回应建国以来政府的单元教育政策。
但对于新纪元学院这些理念的整理与思考，事实上尚需更加深入与周密。譬如，我们强
调的华文大学，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度里可行程度到底有多高？建设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大
学乍看起来难道不就是一种单元思维？若是，那我们又如何尝试以此纠正国家的单元政策？
另外，若说新纪元学院的兴办在于完善从小学到大学的母语教育体系，那么新纪元作为高等学
府，如何带动华小、尤其独中的发展？新纪元学院应该在华教体系里发挥什么大专功能？这些
都是我们努力升格之余，同时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不仅要升格大学，更要清楚
我们开办的是一所什么大学。董教总兴办的新纪元学院，必须在华教体系里有其明确的功能和
角色，只有如此，铁树开花才有真正意义。

在单元与多元之间：我们到底要一所怎样的 “华文大学”？

1980年代南大关闭、以及独大申请计划失败后，华社与董教总依然力争上游，从1990年
开始先后创办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如前所述，华社的铁树开花理想目前基本上
寄托在这三所学院身上。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现有法令底下，严格而言，三院绝对不能算
是华文大专。换言之，按目前教育法令的限制，近三四年来正努力争取升格的新纪元学院与南
方学院未来即使如愿升格，也绝不是华人社会期待与想象的华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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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以及随之而制定的
重重枷锁而已？法令、政策的限制其实可以尽量突破，毕竟政治是一时的，必定会随着时日与
局势而改变。更大的问题在于，创办华文大学的困难其实内外兼有。除了合法，更要合情合理
合乎现实需求。就理想角度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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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掌握华文，是否可以适
应多元社会的需求？
事实上，华社乃至董教总强调的多元教育路线，向来是在母语之余，也从不忽视国语与
英语的学习和使用。掌握多种语文，并不容易，但在多元社会里，不可能独沽一味，必须在理
想和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特别是大专教育，一定要针对就业市场和社会实际需求，决定媒介语
之采用。学生的出路永远是一大考虑。
基于这样的考量，十多年来，新纪元学院所开办的课程，在该使用什么媒介语问题上，
往往根据该专业在职场上普遍使用的语文以及社会的需要来做决定。例如商业行政课程，因为
商界广泛使用英语，新纪元学院与一般私立大专一样，以英语教学，力求不与社会脱节。
但媒体传播、辅导心理课程，则对应华文媒体和受华文教育民众的需求，以华文为教学
媒介语，培养掌握华文的媒体和辅导人才。以华文授课，本是董教总和新纪元学院之强项，得
心应手之余，又可确保诸如媒体和辅导这些领域的特定需求受到照顾。
由上述例子，可见新纪元学院如何协助国家培养掌握国、英以外其他语言之专业人才，
以弥补国家单元教育之不足，同时又展现自身多元理想的价值，可谓利己利人。这是新纪元学
院的特色，在国情、民族文化和社会需求，皆有所兼顾。我们相信，一旦未来毕业生积累到一
定数量后，新纪元的贡献必定日益显著。更重要的是，新纪元学院以此再次证明华社和董教总
所坚持的多元理念之可行，且符合国情与社会的需要，比单元政策务实又灵活。
新纪元在教学媒介语的选择与坚持，面对高教部专业考量时也具有说服力。试以媒体研
究课程为例。新纪元学院向高教部申请此课程以华文授课时，提出两大理由。其一，马来西亚
华文媒体林立，既然华文媒体的成立获得政府批准，大专学府就应开办以华文授课的媒体课

兴办华文大学一直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理想。但令华社耿耿于怀的是，1955年创办于

程。其二，中国的崛起导致有关中国的资讯越来越重要，莫说华文媒体，马来西亚国、英文媒

新加坡的南大先是改制然后于1980年关闭，1960代末提出的独大申办计划屡经奋斗却又无法开

体也需聘用曾以华文接受专业训练的媒体人才，才可掌握第一手关于中国的资料。新纪元学院

花结果。在争取兴办独大过程中，甚至还引来不合理对待与讥讽，认为华文大学计划“仿如铁

提出的专业理由，显然获得高教部接受。目前新纪元学院总共开办二十九项课程，其中十项以

树开花”。庆幸的是，华社从未因为一时挫折而放弃华文高教的理想。

华文为媒介语，这十项以华文教学的课程，全部获得高教部的批准，可谓开创国内高教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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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大发起人大会于1968年4月14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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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展现多元教育特色
不久前，拉曼大学开办的中医和媒体课程，也申

这将决定该所学府的发展路向和前景。对新纪元学院而

请、并获得高教部批准以华文授课，可见大专学府在

言，我们应当继承南大的“大学”理想，也要继承南大

语文使用上应更务实和灵活。新纪元学院的坚持显然正

的“南洋”视域。

确。

事实上，今天的新纪元学院绝对比当年的南大更需
新纪元学院这些举措，显示其在马来西亚私立大专

要怀抱“南洋”。二十一世纪的大专院校相互间的竞争

之中的独特性，同时，新纪元学院院结合理想和现实，

越来越激烈，新纪元学院必须创造本身的特色，才可以

而形塑的现况，也满足了部分家长与学生对“符合国

生存和发展。升格大学是必需的，但这并不能确保我们

情”、“适应职场”等的要求。这部分家长与学生，其

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腾飞。我们所拥有的种种“南

实也不否定新纪元学院的重视华文，毕竟华文也已具市

洋”特点，正是可以发挥的优势之一。

场价值，至于中华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在他们眼中，虽
不是首要考虑，但多懂一些，绝对是好事。

东南亚的华人人数可观，从中要开发源源不断的生
源，应有希望。虽然华人散居各国，国籍与政治认同有

正是在民族使命与办学限制的情况下，新纪元学院

所分别，但华人之间长期以来拥有相同的历史传统和移

示范了“华文大专”在马来西亚的可行性。国情法理、

民经验，地理环境加上血缘关系，使东南亚各国各地华

现实需求和民族文化之间必须取得平衡。即使不谈国情

人往来还算密切，有者甚至密不可分，诸如柔佛与新加

法理，就只是一项重视英文、不能忽视国文的现实社会

坡、美里与汶莱、古晋与山口洋、槟城与棉兰都是很好

需求，已经叫新纪元学院不可能独沽一味。事实上，华

的例子。

人社会若强调多元，就不能对多元社会现实视而不见，

况且，近十余年间华教在东南亚各地蓬勃发展，而

新院若强调多元，就无道理不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时

董教总教育中心又是东南亚各国华教的秘书处，新纪元

代里，可见的事实是，大专院校对外开放，已经蔚为风

学院透过这些组织网络，应当可以带动东南亚华教从小

潮。一个多元而对外开放的学府，又怎么可能只谈民族

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面发展。

理想，而对其他的价值、需要置之不理？

东南亚各国当中，大部分地区的华文教育于1960年

莫顺宗博士于2012年1月1日起，接任新纪元学院第四任院
长兼首席执行长。

因此，当前我们的问题绝非要不要办华文大学？真

间，在政治压力下出现断层之厄运，导致华文教育后继

正的问题是，到底怎样的华文大学，才符合我们所需？

无人。唯独马来西亚幸免于难。今天，新纪元学院应当

Dr. Mok Soon Chong

我们面对的事实是，所谓的华文大学，绝无可能是单一

以马来西亚过去数十年之基础，竭尽所能支援这些国家

CEO/Principal of New Era College

纯华文教学的大学，在今天追求国际化时代里，即便是

和地区，以助其完成华文教育复苏之大业。其中诸如协

中国两岸三地大专学府，也未必全以中文教学。我们在

助培训当地人担任华文老师、编写课程教材等，皆是当

马来西亚坚持兴办华文大学，坚持的其实是多元的理想

务之急。

院长简 历

与方向。今后，我们仍须继续坚持兴办华文大学，但在

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目前非常依靠中国志

推动华文高教过程中，绝不可能忽略多元社会现实之需

愿者前来教导汉语。不过，这绝非长远之计。新纪元学

要，否则就是一种单元思维的固步自封。

院去年开办的“对外汉语师资培训课程”，就是为协助

延续南大精神：新纪元立基东南亚
莫顺宗，马来亚大学东亚系
博士，曾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2003年2月17日始
任教于新纪元学院，2004年7月
1日升任注册主任，2008年5月1
日任副院长，2011年12月14日
受董、理事会委任，于2012年1
月1日起担任新纪元学院第四任
院长。

新纪元学院的创办，以及力求升格大学，一直被
视为南洋大学理想的延续。南大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
在新马华人心目中，南大是两地共同华教史上不可磨灭
的壮举，必须后继有人。董教总领袖也不断强调新纪元
学院必须继承南大精神，升格大学，延续南大未竟之理

国内外有志于担任汉语教师者而设。目前新纪元学院正
积极与印尼华文教育机构交流与联系，探讨可否将此课
程推广到印尼全国各地。马来西亚与印尼国情近似，马
来文与印尼文本来同源，两地华人民情近，语言通，以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过去的经验与基础，新纪元学院到印
尼协助培训华文师资，应该有派得上用场之处。
另外，东南亚地大物博，文化资源丰富，新纪元学

想。
新纪元学院在南大基础上，积极迈向升格大学之
路，绝对符合华人社会的愿望。不过，必须注意的是，
作为南大继承者，新纪元学院所承继的不应只是兴办华
文大学理想。在努力升格大学之余，新纪元学院更不可
忽略南大胸怀“南洋”的视域。顾名思义，南洋大学是
立意以东南亚为其根据地，南洋二字，虽从中国视角而
生，但在当时华侨社会年代，隐约可见这所大学立足南
洋面向中国的宏大意图。
南大关闭后，华人社会的最大伤痛是失去唯一的华
文大学。数十年来，凡有南大议论，几乎都聚焦在力争
复办，或近期逐渐转为三院升格这类问题上。今天三院
升格之路渐露曙光，我们谈继承南大精神和理想，除了
升格“大学”，已是时候留意当时南大立足“南洋”的
大志，并以前辈们此等宏图扩大我们己身的视域、丰富
我们未来兴办的大学之内涵。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一所学府如何在
世界和本土之间，寻得自己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事。

院若能发展成为各国华校生深造的重镇，并且在传承中
华文化的同时，也研究各国各族的文化，那么未来当能
打造与众不同的办学特色。必须强调，这也符合新纪元
学院“多元开放”的办学理念。在全球化时代，抱持着
多元开放态度，深入了解在地之文化，我们才有望建立
本身的特色，并且与在地民族建立更融洽关系。
事实上，南大创办之初，虽然仍是华侨社会年代，
但据说，南大生对学习马来文，主动且积极。由此可
见，南大生如何力图在本身传统和在地文化两者之间兼
容并蓄。半个世纪以前，南大既然可以做到在“中华”
和“南洋”之间，皆有所强调，那么今天的新纪元学院
对此不但应当有所继承，甚至再进一步，将范围推广到
更大更深入的“南洋”版图之中。若然如此，南大精神
才有望充分发扬光大。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新纪元学院如今己做好准备
招收外国学生，我们首要目标就是东南亚华校生，目前
除了计划到印尼协助当地华教同道培训师资，我们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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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到东南亚各国华校介绍新院的课程，我们的构想是“起步新

程，报读独中老师逐年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让新纪元学院

纪元、立足东南亚、放眼全世界”，期望新纪元学院跨出马来

在独中教育上扮演类似师训学院的角色。

西亚，立基东南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完善母语教育体系：从华小、独中到新纪元
新纪元学院创办十三年至今，按董教总一直以来的理想与
构想，随着新纪元学院的创办，即意味着华文教育从小学、中
学到大专，一个完整的华文母语教育体系已经建成。事实上，

新纪元学院在华教体系里的大专功能，由此可见。独中、
华小，甚至华文幼教问题多不胜数，这些都是新纪元学院未来
该当努力之处。只有如此，新纪元学院才有望真正完善母语教
育体系，带动华教的发展。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建一所具民族特色的大学

从升学角度而言，华裔子弟确实可以通过华小、独中、新纪元

华人兴学办教最大目的在于传承华人文化，以及对华人

学院完成一个以华文为主的完整求学过程。十三年来，新纪元

身份的坚持。从早期私塾教育之出现，已可看出华人对失根的

学院许多毕业生，都具有华小、独中之教育背景，加上最终到

忧虑。独立至今，匆匆数十年，华文教育依然可以随时牵动人

新纪元学院升学，整个求学过程的确全是名符其实的华文教

心，根本原因尽在于此。所谓的完整母语教育体系，就是此种

育，这些毕业生都是货真价实的华校生。

心理的体现。在华小、独中之余，华社与董教总期望一所大学

这么一个完整华文母语教育体系，对董教总和华教的发
展，非常正面。但必须强调，董教总新纪元学院所谓完整母语

的诞生，而基于护根心理，这所期待已久大学当然必须是一所
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

教育体系，不可完全从建立一个完整的母语升学管道来做理

华人的心理我们理解，但无法避免的质疑是，在一个多元

解。所谓新纪元学院完善了母语教育体系，乃在于强调新纪元

社会里，我们为何需要兴办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关于这

学院是华文教育的一环。因为新纪元学院的成立，华文教育高

一点，在前几节，已多有论述。我们想要反问的是，如果华人

教篇章重新开展，华校由小学、中学至大专层叠而上，从此趋

及其文化是多元社会的一部分，环顾国内大学、研究机构，当

向完善。我们之所以有此强调，原因在于今天绝大多数华裔子

中有多少学位课程与研究项目是为华人、华人文化的学习与研

弟都是华小生，但从华小毕业后到独中升学者，仅介于一成至

究特地而设？

两成之间。换言之，只有少部分莘莘学子有机会从头到尾在这

当然，近年来我们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来自华人社会内部

个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里求学。华小、尤其独中，长期处处受

的质疑。诸如：今天，留学大陆、台湾越来越容易，我们还需

压制，华教升学管道，从华小至独中已不完善。因此，我们只

要耗费华社之人力财力，来办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吗？

能说，随着新纪元学院的诞生，这一个母语教育体系在小学、

同样的，关于这一点，在前几节也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

中学至大专环节衔接上，已经完善；但在整个升学管道上，从

答案。这里，我们愿意一提再提的是，如果我们没有一所属于

华小至独中，许多老旧问题，依然存在。

自己的大学，整体华教如何带动？此其一。其二，有谁比我们

事实上，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对新纪元学院的发展影

更了解我们的两难，在高教路上，国情与民族特色如何兼顾相

响很大。首先，若强调从华小、独中到新纪元学院之完整母语

容？另外，华人立足海外，在不同的土地与当地文化交融中，

教育体系，是否意味着新纪元学院只能招收独中生？或至少也

如何承先启后，如何安身立命，都需要一所属于自己的大学提

要是华小毕业生，才可报读新纪元学院。而其他源流或背景学

供学术基础，以稳定人心、开启智慧。半个世纪前，先贤前辈

子，则一概受拒于门外。先别说高教部允不允许新纪元学院如

们，举起的南洋大学旗帜，至今令人神往。

此设立招生门槛，就算是董教总强调的多元教育路线，也不可

今天，新纪元学院之所以受到华社的关注，正因为立志

能让新纪元学院设立如此门槛，若是如此，这与玛拉工艺大学

建设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以学术回报华人社会，贯彻“

之只招收土著学生，岂不是同出一辙？反对单元的董教总新纪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希望有朝一日成为马来西

元学院，绝无可能在这类教育源流背景问题上，给自己设限。

亚、乃至东南亚华人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新纪元不单只是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新纪元学
院由创校至今从未拒绝招收非独中生。无论国中、国民型背景
的学生，只要符合入学标准，皆可到新纪元学院升学。

华教的大学，同时也是华社的大学。
未来，新纪元作为一所华社的大学，除了教学、课程，
更应当深入、全面研究华人及其文化。从传统的文化思想到这

这些国中生，一般经历六年华小教育，大部分华文程度

一两百年的移民历史，从华人的政治、经济到文学艺术，从社

都还不错。我们的独中学校数量有限，近年更是学额不足，易

团、学校到义山、报馆，从社会精英到草根人物，都应该广

言之，不是人人皆可入读独中。选择到国中上学的华小生，有

泛搜集资料，深入进行研究，描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文化图

朝一日来到新纪元学院升学，其实应该被视为重投母语教育怀

像，以成其所谓“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

抱，必须多加鼓励。新纪元学院有此机会让华小生重投母语教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新纪元建设成为一所具有民族特色

育怀抱，证明新纪元学院的创办，可以让母语教育体系，更

的大学，其实不仅有利于华人社会，也给马来西亚带来间接好

加灵活操作。换一个角度来看，新纪元学院确实让母语教育体

处。综合以上数节所谈，新纪元学院的路线其实也符合全球化

系趋向完善。如此理解新纪元学院在母语教育体系的角色和功

的时代生存和发扬光大。新纪元学院去年开设的对外汉语课程

能，显然更加正确与别具意义。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学习汉语风气日盛的今天，新纪元学

近年来，新纪元学院甚至招收不谙华文的高中生来升学，

院可以利用自身的经验、特色和优势，协助政府在国内推广汉

新纪元学院部分用英文为媒介语的课程，其实可以让不谙华文

语的学习，让非华裔也可以掌握汉语，最终具有能力走入中国

者到此求学。但这些不谙华文者，必须修读基础华文，而且必

庞大的经济市场。新纪元学院甚至可以走出国门，在东南亚区

须及格方可毕业，作为一所完善母语教育体系的华文大专，新

域和两岸三地之间，铺设桥梁，充分发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

纪元学院把更多人带到华教圈子来，从这个角度视之，这也是

优势。这些努力与尝试，对国家的建设也会大有贡献。

一种“完善”。

迈向具有特色的新纪元大学

当然，必须承认，类似的“完善”，其实都是理想与现实
的平衡。华教资源严重不足，不完善处何其多。作为一所华教
的大专，新纪元学院应该扮演的角色其实很多。上述所谈的完
整母语教育体系，涉及的范围都是新纪元学院在华教体系里升
学上的功能，如果只限升学一项，则新纪元学院的在母语教育
体系里的功能尚有局限。一所大专院校的天职固然是教学，但
同时还有其他学术、社会功能需要兼顾。新纪元学院作为华教
大专这一环，在教学之余，还应当发挥各类大专功能，带动独
中、华小全面发展，才可谓完善母语教育体系。
这一方面，新纪元学院最明确的贡献，在于为独中老师
提供师资培训，尤其是教育专业课程，成功提升众多独中老师
的专业能力和形象。目前已经毕业和正在修读新纪元学院教育
专业课程的独中老师，人数已经接近一千人。另外，新纪元学
院也和国外一些师范大学合作，开办与教育专业相关的硕士课

综上所述，为了马来西亚华人与华教的进步与发展，我们
绝对需要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一所大专学府的特色和强
项非常重要。新纪元学院植根于马来西亚华教、华社，然后扩
大其影响力至东南亚各国，这是其最大优势。新纪元学院的规
模短时期内难以成为国际间著名高等学府，事实上，政府全力
支持的国立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上尚远远不达目标，何况资源
短缺的新纪元学院。但只要新院抓住某一些强项，另辟新路，
加以发挥，当这些强项逐渐成型，且广为认可时，新纪元学院
即可站稳脚步，迈步开走。
与此同时，新纪元学院华文大专的定位，绝对正确。我
们要传承民族文化，更要办好一所高等学府。我们的立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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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胸怀高阔，即使目前规模尚小，也只是一时之限制，百年
树人，绝对不可只看眼前得失。

*本文为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所撰，阐述他对新纪元学院办学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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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of
Dong Jiao Zong: Towards New Era University
INAUGURAL MESSAGE BY DR. MOK SOON CHONG
CEO/ PRINCIPAL OF NEW ERA COLLEGE

I

will use this inaugural message to address a few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path towards Chi-

region has a larg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is witnessing a revival of Chinese education, a trend

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in which Dong Jiao Zong as the regional secretariat of Chinese education plays a positive part.

New Era College and Malaysia’s Chinese Education
Malaysia’s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began in 1955 with the founding of Nanyang Uni-

versity. Following its eventual closure, coupled with the official rejection of the proposed
Merdeka University, the hopes for the future are now entrusted to three community-funded
colleges in the country. New Era College, established by an entity of Dong Jiao Zong, is one
of these colleges.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ve row of 2008, the College is now back on track and submitted an application for university college status in July 2011. The outcome of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has also enhanced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education. Now is an opportune moment to
strive for upgrading. The rise of China is driving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ew Era College will seize the moment to ride on the winds of change.

New Era College has set up a network of links that forms the basis for collaboration to stimulate future development. One of the most urgent needs of the region is the supply of trained
teachers. There is a similarly urgent need for suitable teaching materials.
Dependence on China alone will not solve the long-term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region. New Era College launched its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 in 2010 precisely to
help raise a professional corps of Mandarin teachers. It is currently working closely with Indonesia to popularize the idea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 The College is now ready to
accept foreign students. Encouraging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to enroll in the College is our
priority. We will then spread our wings beyond the region to reach out to the world.

Towards a Complet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To attain further development, New Era College has to reaffirm its mission and role in

New Era College cannot limit its student intake only among Chinese school graduates.

keeping with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establish a university of their own.

This would be tantamount to adopting a mono-ethnic policy that goes against the college’s

It will then complete the set-up of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primary to tertiary levels. The

principle of multi-culturalism.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the College has accepted students

new university will continue to practise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based on multi-lingualism

based not on language streams but purely on academic merit. For students who wish for further

instead of the unrealistic policy of mono-lingualism.

exposure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ollege plays an enabling role to meet their needs. Stu-

What type of “Chinese University”?
The bitter experience with Nanyang and Merdeka universities has not dampened the
hop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or a “Chinese University”. These hopes now rest on three
community-funded colleges. Yet, within the operation of Malaysian laws, they are not “Chinese” colleges in the mould as envisag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setting up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legality but ought to be
based on rational approaches to promote multi-culturalism and to cope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dents enrolled in English-medium courses are also taught the fundamentals of Mandarin. It is
this role that imbues the college with a meaningful mission in nurturing future talents.
Besides providing access to higher learning to students irrespective of their language
backgrounds, New Era College conducts teacher training and other specialized cours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These efforts are a direct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entir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country.

changing economy. Hence, the nurturing of future talents has to go beyond the emphasis of the

From the Community to the Community:

Chinese language alone. Inde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Dong Jiao Zong acknowledge the

Creating a “Chinese University”

wisdom of the multi-cultural approach in education. There is a firm commitment to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English.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students are
determined by their command of different languages to compete in the market.
Sensitive to market requirements, New Era College offers course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ing in English and those in mass media and counseling in Mandarin. English is
a global language and Mandarin is not just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but that of a rapidly emerging China. Students proficient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who are equally versatil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ll increase their competiveness and prospects. In the long run, the cumulative
contributions of the College alumni to the nation will gather momentum. To date, out of 29 separate courses of study, ten are conducted in Chinese. All have won the stamp of approval of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ecent approval for cour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a local university is indicative of the versati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pioneering efforts of New Era College have added a special distinctiveness to privat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t is able to strike a balance in the us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in
the spirit of multi-culturalism. Indeed, the College is putting into effect a core principl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always been advocating.
The desire for a “Chinese University” is one that accords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times. But
it is not a university that insists on a singl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s this will go against the
flow of events. In short, in striving for a “Chinese University”, we must not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multi-cultural approach in the pursuit of our educational ideals.

Reaching Out to Serve Southeast Asia
in the Spirit of Nanyang University
Nanyang University was set up in Singapore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Malayan
Chinese of all walks of life. Although abolished in 1980, it remains as a symbol of an undying
spirit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New Era College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spirit
and in the pursuit of a community-funded university.

Early Chinese education saw the need to perpetuate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st it lost its cultural roots. Having built up a fairly complete Chinese school system, the wish
is for a university of the community. But this wish has to be tempered with a sense of reality.
Such a university is meant neither to serve only the community nor to teach courses relevant
only to Chinese culture.
With much improved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Greater China, the justification for a
local “Chinese University” to serve the special demand of Chinese school graduates is no longer tenable. Instead, apart from teaching a wide range of courses to suit the tastes of students,
the route to a New Era University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sought through
niche functions. One is the commitment to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n local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cords and materials for preservation
and future reference. Related to this is the emphasis on inter-ethnic relations and issues that
concern national harmony and unity. The other is to widen its role as a centre for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 and training in Mandarin to local and foreign stude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a trend
that is global in scope. In this manner, the future university will act as an effective bridge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between Malaysia and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Towards a University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ests and progress of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justify the existence of a community-funded university with certain unique features. New Era College is unique in that it is
nurtured by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community and its special role in serving the demand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t will, within its limited capabilities, concentrate
on performing selected niche functions and to exploit new avenues of specializations to build
upon past achievements and to consolidate its position.
With its origin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enjoying a legitimate
place amo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country, the existence of New Era College

“Nanyang” embodies the idea of Southeast Asia. Nanyang University was set up in re-

as a “Chinese College” is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Its healthy progress will ensure the devel-

sponse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needs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s a whole. This com-

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nurturing of talen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important

munity still longs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ity that can answer its aspirations. New

functions, the College will work with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and to maintain a healthy

Era College’s mission is to serve these larger regional needs to instill a greater meaning and

concern for issues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e long-term prospects of the College will outlive its

purpose to its existence.

current moderate size and will grow with the steadfast determination and broad vision of the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age, reaching out to Southeast Asia is imperative. The

College leadership and all who wish it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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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特优生的故事：
新院明灯照亮未来
在

现今的社会，人人都说“手上没有一张文凭，未来就没有保障”，因此，每一个孩

新纪元学院的宣传单，就试着了解新纪元是否有适合的课程。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发现

子从小就得在求学过程中努力地拼取佳绩，掌握自己未来的人生。在马来西亚的教育

自己的条件还是能够修读商业资讯科技证书课程，这让他满心欣喜。家人都非常支持他，鼓励

制度下，几乎每一位学子的未来之路，都取决于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成绩好就继续

他。对国栋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可以报读自己喜欢的课程。他说，或许是因为很喜欢

升学，成绩不理想就到社会谋生。然而，依然有一些人，他们即使无法在SPM考试中取得理

玩电脑游戏的关系，因此对于电脑编程（programming）之类的课非常感兴趣，只要是相关的

想的成绩，却还是能够让人刮目相看。他们就是目前修读新纪元学院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课程他都很专心上课、很努力学习、仔细地做笔记、复习、做练习。他很喜欢电脑编程，他还

（DISCS） 网站科技研发专业文凭课程（DWD）一年级的四位优秀生——施国祥、曹文旭、

能在做作业时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的创作空间令他非常享受学习的乐趣。

赵国栋和方进义。

方进义从不怠慢课业
施国祥不向命运低头

方进义同学也是因为优越的成绩而获得新

施国祥，因为SPM成绩不理想而被断定是社

纪元（全贷）贷学金。方进义同学是一个非常

会大学的一分子，但是他却能凭着不向命运低

文静和腼腆的人。他在SPM考获的成绩也不理

头的毅力，去年报读了本院商业资讯科技证书

想，他说只有数学科得到A，其他都是低于优

课程，在讲师们的鼓励及耐心教导下，他最终

等。仔细了解后才知道，进义同学因为语言的问

凭着优秀的成绩而荣获新纪元升班生（全奖）奖

题而较难理解其他科目，所以即使不翘课、专心

学金。他在第一学期获得CGPA3.94（近满分）的

上课、有做功课，依然没办法理解课文。相对于前

佳绩，证明了他的潜能和实力，也顺利进入第二学

述三位同学，进义的求学之路有点不同。虽然成

期。

绩不理想，但他是有意继续念书的。他选择报
他在单亲家庭中成长，与母亲相依为命，靠

读新纪元学院，因为新纪元学院是华社创办的

母亲一人工作负担家里的经济。对于自己的学

学院，而且他的成绩符合新纪元的商业资讯科

业和未来，并没有做任何打算。他沉迷于网上

技证书课程的入学条件。他上课很专心，也

电脑游戏，虚度光阴。可是他却是一个勤奋

喜欢“多做”功课，对于自己的课业从不怠

的孩子，学校假期时总会去打工，赚些零用

慢，而且他觉得只要多做就会记得，记得了

钱。当他得知自己在SPM考试只有数学科目

就能够理解，这也是他喜欢数学的原因。

得到A，其它科目成绩不理想时，只打算踏入

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李泉氚主任表

社会工作。但是，他一边工作，一边思考自

示，他也曾是证书班的导师之一，教导电脑

己的未来。经过深思熟虑，他还是决定重返

程式编写和图像设计。他说，大多数证书班的

校园。他就报读了本院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学生都很有天分和潜能。他们在刚入学时都有缺乏信心和自我矮化的现象，相信是因为他们

的课程。自此，他理解到母亲独力抚养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他努力求学，以报答母亲，

的SPM成绩不理想而感受到外人和家人的压力有关！为了提高他们的信心，他时常给予学生鼓

也证明自己有着强大的意志力。

励，并分享读书经验。没想到数月之后，学生的学习进度突飞猛进，可以交出高素质的作业。

面对学院的课程以英语教学的情况，他颇感吃力，但是仍然努力不懈，上网查字典，自

李主任也补充道：“其实并不是所有SPM成绩不理想的学生都是资质有问题的，当中有很多

己翻译笔记。为了增强自己的记忆力，他还试过很多方法，但最后才发现还是多做、多读、多

其他的因素造成，包括家庭背景、学习障碍、填鸭式教育系统无法启发他们的潜能和兴趣等

看最实际。现在已经得出自己的一套念书方法后，任何难题对国祥来说都已不是问题，他认

等。”他表示，每年有许多SPM成绩不理想的学生，都面对升学的问题。

为“只要有决心要做，就一定会成功”。就连学生们最担心的考试，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

本地很多大专院校开办的课程如大学基础（Foundation）,专业文凭（Diploma）和学士学

了。他坦言，以前只能靠死背，到了考试期间就会非常紧张；但现在不一样，考试前夕还能抽

位（Degree），因受限于高等教育部的入学条件而将他们拒之门外。这其实并不是绝路，因为

出时间进行一些休闲娱乐活动。最后，他希望自己能够在IT界里闯出一番事业。

还有两类课程，证书课程（Certificate）和技术文凭课程（Vocational）都可以录取他们，可惜

曹文旭喜欢追求新知识
曹文旭同学也是新纪元升班生（全奖）奖学金得
主。他，可说是班上同学中较年长的一位。虽然他酷
爱学习，但由于语言掌握能力不强，在SPM考试中也
只有中文和数学及格。毕业后，他在北海一间小型的
手机修理技术学院学习了半年，接着在那里工作了四
年，当一位手机维修技工。在工作了四年后，他开始
对生活感到烦闷与迷惘。由于他是一个喜欢追求新知识
的人，平时甚喜欢看书阅报，也因此从书中领悟了
不同的人生道理，最后决心重返校园。父亲退
休后，他希望自己能够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来
抚养家人。他在新院修读商业资讯科技证书
课程，并在完成一年的学业后,以优异的成
绩获得了新纪元升班生（全奖）奖学金，修
读本系的网站科技研发专业文凭课程。在求
学期间，文旭以自己的储蓄缴交学费，目前
也在学院工读赚取生活费。对他来说，学习
时最大的动力是，“不要重修就好”；他的
意思是，学费都是自己的血汗钱，如果稍不
努力就要重修，就要再负担多一笔费用。他说
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读书诀窍，但知道上课要专心，要做笔记、复习。在工作期间所领悟
到“今日事，今日毕”的道理，让他每天都完成该做的功课。

赵国栋从电脑游戏发掘自身潜能
赵国栋同学是新纪元免利息贷学金（全贷）得主，目前修读网站科技研发专业文凭课程
（DWD）一年级。他中学时期最主要的兴趣就是玩电脑游戏，但是这个兴趣却也成了他学习
的绊脚石。不过幸运的是，这个绊脚石如今已成为他的“良伴”。SPM的成绩出炉后，他获
知自己只有数学获得优等，心里很难过，也后悔莫及。就在那个时候，他想起曾经在学校拿过

的是许多高等学府并没有开办这类课程。新纪元学院秉持着“成人成才”的教育理念，特为他
们设计了两项证书课程，而在2012年，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即将开办的几项技术文凭课程，
也让他们有了求学的机会。“我们欢迎那些有意继续念书的同学，SPM成绩不理想并不是绝
路，为了自己的未来继续努力求学，只要肯付出、努力和坚持就一定会成功，而这四位特优生
和其他的学生就是最好的榜样”，李泉氚主任如是表示。
在访谈过程中，同学们都认为，新纪元设置的课程如商业资讯科技证书课程，让很多人
重燃继续念书的希望。他们也称赞本系的讲师，尽责、有耐心、无怨言，一心一意帮助这些有
上进心的同学。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都面对难题而需要做抉择，往往也经历挣扎与痛
苦。这四位同学在为自己人生努力的过程中，一直以正面的思维努力前进、坚持到底、毅力惊
人。以上四位同学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成绩不好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是启发
你走向另一条道路的照明灯。一次的失败并不是结束，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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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

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
新

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的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

天出席者还包括了宽柔中学董事长陈伟雄、第二副董事长童

说，“无论老师的年纪有多大，承先启后的责任就在身上，

程”（简称教专）于2011年12月5日正式开课，并于当

星存、董事黄重山、董事张拔川、校长许宗森、总校第一副

若老师的情绪与教学无法取得统一。教学就会失去方向。”

天进行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第二届教专班共录取了46人，

校长谢秀权、第二副校长符贻锦、古来分校第二副校长江宁

因此，校方会鼓励老师参与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但董事部不

分别来自新山宽柔中学、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及新文龙独立中

福、人力资源处陈清好副主任、黄纯敏副教授、媒体记者等。

排除未来会顺著国情变化，转而“强迫”老师就读。许宗森

学。而第二届教专班首阶段的课程，分别由黄纯敏副教授授

在典礼上，莫副院长指出，我国独中在没有获得政府支

在会上也表示，他感谢45名不惧挑战，愿意拨出休息时间进

《班级经营》及邱世明讲师授《教学原理与实践》。

持下建立，为国家栽培有世界观的国民，能够维持至今，靠

修的老师，为宽中完成世界级学校的愿景。他说，老师应该

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于12月5日上午11时开始，而新院

的是坚强及不屈不饶的精神，並相信在未来的5至10年內，能

跟专业人士看齐，在工作之余不断进修，弥补自己的不足及

教育系于上午10时30分先对学员进行课程说明，向学员讲

够有90%以上的老师拥有教专文凭。此外，莫副院长也表示，

缺陷。

解教专课程的细则、分发学生证及遴选班代等，以便让学员

希望身为华教体系一份子的新院可以为华教出一份力。

更了解此课程及协助成立班级体系。新院教育系主任王淑慧
博士、助教张伟隆先生和执行员叶姿汕小姐在副院长莫顺宗
博士率领下前往新山宽柔中学出席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当

陈伟雄代表宽柔中学签署，之后进入媒体发问环节，媒体发

教师肩负承先启后责任
陈伟雄董事长在会上表示，做人应该以高层次及正面的
态度看待人生，而老师就应该把正面的內涵传达给学生。他

宽柔中学与新纪元学院签署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协议。左起为谢秀权、许宗森、黄重山、辜健智、
莫顺宗、陈伟雄、王淑慧、黄纯敏、梁开明及张拔川。

在致词完毕后，便进入签约仪式，由莫顺宗代表新院、
问环节结束后一众便移步到孔子像前拍大合照，象征第二届
教专班的正式成立。

前排左起为陈清好、谢秀权、王淑慧、黄纯敏、辜健智、莫顺宗、陈伟雄、张拔
川、梁开明、黄重山及许宗森。

新纪元学院与沙巴董总联办
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毕业典礼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
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毕业典礼

新

宽

纪元学院与沙巴董总联办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于2011年3月至7月完
成校外视察后，于9月16日在沙巴斗湖美沁海鲜餐馆举行第四届（秋季）毕业

典礼。
出席毕业典礼的嘉宾包括新院院长潘永忠博士，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博士，沙巴独
中董总副主席周惠卿先生和林涌斌秘书长及沙巴进步教育基金资讯董事拿督蔡顺梅。
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共有28位毕业生，他们是来自沙巴和砂拉越各独中
的老师，分别执教于巴华中学、崇正中学、建国中学、拿笃中学、育源中学以及砂州
的开智中学。这一届学员自2009年12月4日开始上课，直至2011年7月完成学业。
在毕业典礼上，本院也颁发林晃升学术成绩优异奖及书卷奖，前者得奖者为陈国
宗老师；后者得奖者为张溧航老师。
此届教专班的师资，有国内的邓日才校长和蔡美金老师，分别教导《马来西亚教

柔中学“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毕业典礼，于2011年9月10日在该校杨文福讲
堂举行，共有53名老师顺利完成课程及毕业。出席嘉宾包括宽柔中学董事长

陈伟雄、董事张拔川、校长许宗森、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教育系主任王淑慧
博士及行政部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林晃升成绩优异奖得主是吴美仪老师，荣获书卷奖的老师则是施金兰老师、胡
惠钦老师、叶志煌老师和杨俊斌老师。
作为此届教专班的师资方，新院教育系安排了国内外的师资，其中包括国内的
邓日才校长、蔡苔芬主任与吴启铭老师，分别任教《马来西亚教育研究》和《学校辅
导工作》。而来自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王文科助理教授则任教《教学原理与实践》
、郝永葳助理教授任教《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黄纯敏副教授任教《班级经
营》和王智弘助理教授任教《教育心理学》。

育研究》和《教育心理学》。至于国外师资及所授之科目，分别是来自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的游进年副教授开设《教学原理与实践》、王燕超助理教授指导《多媒体辅助教
学与行动研究》、张民杰助理教授负责《班级经营》和吴淑祯助理教授教导《学校辅
导工作》。

25位毕业生与嘉宾：前排左起为林涌斌、蔡顺梅、周惠卿、潘永忠及王淑慧。

53位毕业生与嘉宾：前排左起为张拔川、许宗森、陈伟雄、潘永忠、孔
婉莹及王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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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与新院一同开办民众图书馆

李金友赠新纪元学院《四库全书》
绿

野集团创办人兼董事经理丹斯里李金友，赠送价值15

色，安静的环境与丰富的藏书，让人能静下心来读书。因

赠送《四库全书》，也以1万4千令吉为新院特制收藏该书籍

万令吉的中国典籍《四库全书》给新纪元学院，并希

此，他愿意以个人名义与学术团体（如新院）开办民众图书

的书柜。

馆，带动及推广阅读风气。如果民众图书馆的意愿可落实，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说，《四库全书》丰富了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史上规模

管理工作将由新院负责，他则负责土地、建筑物或经费等项

新院图书馆的馆藏，使新纪元学院蓬荜生辉，也奠定了新纪

最大的丛书，从1773年（乾隆83年）开始编修，至1793年完

目，他也愿意配合新院的发展，协助本院扩建图书馆或分院。

元学院作为一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华社高等学府的地位。

望与新纪元合作，一同开办民众图书馆。

成，耗资巨大，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完备的集成之作。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部下
有类，类下有属，共4部44类66属，囊括先秦到清朝乾隆时期
的主要典籍，涵盖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被喻为中国
文化的万里长城。

推广阅读风气

他说，古代经典文学能让人智慧如海，受用无穷，学生
不应该漠视或轻视，他希望通过赠书让学子对中华文化的传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从中有所收获，提高个人素养。”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表示，新院图书馆占地约3万平方

统与教育有更深认识。
李金友表示，华族的文化根源建在家庭的基础上，而

公尺，藏书量逾16万册，中文书有12万6千余册、英文书约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华

万册、马来文书2千册，因此，该院的中文藏书量在全国大专

族对家庭有孝悌忠信之情义，也会效忠国家。

院校中排名榜首。
他说，图书馆增添《四库全书》，将可丰富图书馆的藏

拨1万4千特制书柜

丹斯里李金友在赠书仪式上表示，大马华裔若要自强
不息，必须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因此，图书馆扮演着重要角

“我们鼓励学生借阅这套学术典籍，希望大家从而认识

此外，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指出，李金友除了

李金友（右二）赠送《四库全书》予新纪元学院。左起为副院长莫顺宗、理事会主席
王超群，院长潘永忠。

书，图书馆也开放给社会人士，希望民众能够善用。

学生阅读《四库全书》这套学术典籍，将有机会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从中有所收获，提高个人素养。

新纪元学院与吉打董联会

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签约仪式

新

纪元学院和吉打州董联会联办“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吉打区）”签约仪式，于2011
年9月3日在吉打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举行。

出席此签约仪式的包括新纪元学院代表潘永忠院长、行政部孔婉莹主任、教育系王淑慧主任
与2位执行员，以及吉打董联会代表吉打州董联会会务顾问傅振荃先生、吉打董联会主席准拿督陈
国辉、吉打董联会副主席准拿督许锦秋、庄俊隆、陈运裕和理事们，以及各校校长。
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吉打区）首次在吉打州开办，目前招生人数已达到26人，此班级
将在2011年12月5日开课，第一门课是《班级经营》，由来自台北教育大学邱世明讲师负责讲授。

左起为罗忠华、傅振荃、陈国辉、潘永忠、陈运裕及李冠霖。

新纪元学院与吉打董联会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开课典礼

新

纪元学院与吉打董联会联办的第一届“教育专业文

明，向教专学员说明有关课程之细则、分发学生证及遴选

凭课程”，于2011年12月5日开课。成功获得录取

班代及各校代表。

莫副院长也表示独中与新纪元学院的关系唇齿相依，
新院将极力协助独中老师进行师资培训，并于日后继续开

的人数为25位，他们分别来自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双

课程说明会于9时30分结束，随后学员与嘉宾们移步

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江沙崇华独立中学及吉兰丹中华独

至3楼礼堂进行开课典礼。出席的贵宾有：吉打董联会主

立中学4所独中。

席准拿督陈国辉局绅、吉打董联会副主席兼亚罗士打新民

接着，由吉打董联会主席准拿督陈国辉局绅上台致开

独中署理董事长准拿督许锦秋先生、吉打董联会副主席庄

幕词。陈主席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也鼓励独中老师持续

俊隆先生、吉打董联会总务李衍旺博士、双溪大年新民独

增值，提升独中的教育素质。

首门课的上课日期是由12月5日至10日，由来自台北
市立教育大学的邱世明讲师授《班级经营》。
开课典礼则于12月7日（星期三）举行，为此，新纪

立中学林静芬副校长、邱世明讲师及媒体记者。

办多元化的师培课程，也欢迎各地独中多联系新纪元学院
以告知各地独中的师培需求。

双方贵宾致词后，莫副院长代表新纪元学院颁发纪念

元学院副院长莫顺宗博士率领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博士、助

莫副院长受邀上台致词时表示，吉打州教专班从2009

品予各单位代表，并在小礼堂内进行大合照留念。合照结

教张伟隆先生和执行员萧维深先生前往亚罗士打新民独立

年已开始计划，但由于缺乏独中老师报名及一些其他因

束后，司仪宣布“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吉打）”开

中学出席开课典礼。

素，致使开班计划被迫耽搁，而今年在吉打董联会的鼎力

课典礼圆满结束，贵宾们移步到食堂享用丰盛的茶点。

开课典礼当日，教育系于早上9时先开始作课程说

支持下，教专班终于顺利开办，可谓是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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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办首届马来西亚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新

纪元学院于2011年11月15日举办第一届马来西亚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颁奖典礼，本届
比赛只邀请雪隆8所独中参与，大会共接获91份分别来自吉隆坡中华独中、循人中学、

尊孔独中、坤成中学、巴生兴华中学及滨华中学的参赛作品。
吉隆坡循人中学共有12份作品获奖，成为总冠军；吉隆坡中华中学则有7份作品获奖，屈
居亚军。

激发学生发明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创始于新加坡，在1986年5月由陈嘉庚基金名誉顾问、诺贝尔奖得主
杨振宁教授倡导兴办，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及青少年多从事新事物的发明和创造，从而激发年轻
人的创新精神，推广科学技术研究。
此项比赛由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及新纪元学院联办，大会邀
请8名来自各领域的专才进行评审，奖项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优异奖、表扬奖及入围奖。

亚洲学生学习能力强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马来西亚）委员会主席林忠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借助此活
动，埋下创意种子，激发学生对发明的兴趣，为培养社会创新科技略尽绵力。
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代表兼工委会事务顾问、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资讯通信研究院前首
席科学家刘斐文博士指出，亚洲学生的学习能力虽然比欧美国家好，但亚洲经济却比欧美弱，
主要因为亚洲国家一般只着重于奖励学术及学习能力好的人，而不赏识富有创造力的人才。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德表示，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一直以来都获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左五）与得奖者合影留念。左起为张璨泉、刘斐文、谢瑞平、潘永忠、林忠强、
叶志诚、叶天送、两位老师代表及莫顺宗（右）。

得陈嘉庚国际基金会的协助；由于反应良好，此项比赛将从雪隆扩大到全马。
新院院长潘永忠说，该奖项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鼓励学生思考及利用所学的知识与技
能提出新想法，他认为创意思维的培养是学习成长中的重要元素，可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他希望比赛未来能扩展到全国61所独中，甚至包括国民型中学及国中，以鼓励更多青少
年投入创新活动，为国家培育创造性人才。

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
2011年活动回顾
Handling Media Interviews Workshop《媒体应对实战技巧》培训

现

今商 业成 功的 秘诀 ，
在于接触各种目标

受众群体。如何有效地在飞
速运转的国际化商业大环境
中传播简明扼要的信息至为
关键。表面看起来这可能
简单，但实际运作却难度很
大。强有力的传播是建立在
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平台上
的。掌握了正确的传播工具

Employability Skills Workshop《就业指导课》工作坊

为

了提高和加强新纪元学院毕业
生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做

好迈入职场前准备，新纪元中小企业
中心和学生事务处，在2011年6月17日
联办一场《就业指导课》工作坊。此
工作坊是开放予全院学生参与，藉由
企业家与学生交流，让毕业生了解职
场现状。
工作坊主讲者为Manpower Staffing Services(M) Sdn Bhd的三名资深招
聘顾问，他们为学生提供许多宝贵的
个人经验，并引导学生如何能更自信
地面试，让学生收获丰富。

和方法，您才能迅速和有效地与您的顾客沟通。
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于2011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举办一场《媒体应对实战技巧》
培训。国际资深媒介培训师Ms Freda Liu在课上采用了大量的案例，并配以视频和媒体应

Negotiation Skills using NLP Workshop《NLP商务谈判》培训

对实用技巧手册，深得学员的好评，此培训以大量的实际媒体应对案例为主，而此课程
最大的特色则是系统全面，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媒体是朋友？敌人？野兽？”、“媒
体危机应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媒体的正确抉择”、“对待记者的错误作
法”、“应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处理媒体错误报道的技巧”、“危机公关小组
人员组成结构”、“危机传播的应对技巧”、“危机中面对媒体和公众的大忌”、“建
立你的自信，网络媒体处理技巧”等等。在交流时间，参与者都踊跃地发表各自的意见
并提出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Sun Tzu Art of War-Winning Strategy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Workshop《孙子兵法之领导管理艺术》培训

新

纪元中小企业中心于2011年8月25至26日，在Hotel Novotel KL举办一
场《NLP商务谈判》培训，旨在为业务人员，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

中，拥有优势商业谈判的能力，进而激发业务人员销售与谈判潜能，创造更
高的业绩表现。本课程指导业务人员，如何运用三赢谈判技巧，谈判初期布
局策略，谈判中期攻守技巧，谈判后期施压方法，调整自己谈判风格，洞悉
对手谈判风格，掌握谈判动势，建立个人的最佳影响力，解决谈判问题与胶
着，创造三赢（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谈判结果，以提升利润，并且在
低价竞争的压力下，顺利成交。
本课程结合理论说明、个案演练与讲师指导等训练方式，协助业务人
员有效运用商业谈判技巧，以取得更好的交易条件，以提升利润，并在价格

2

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采用的“震慑”理论来自

竞争等条件的压力下，顺利成交。本课程灵活使用优势商业谈判的布局、攻

《孙子兵法》；西点军校将《孙子兵法》列为必读

守、施压、控制等技巧，建立业务人员优势三赢谈判的风格与特质，培养更

书目；不少日本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
修课。这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兵书，究竟包含着怎样的
智慧？
2011年7月27至28日，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在Hotel
Westin KL举办一场《孙子兵法之领导管理艺术》培训。
资深孙子兵法讲师Mr. Casey Tee用最浅白的语言及最浅
显的例子解读最深奥的《孙子兵法》，语言生动幽默，
事例发人深思。《孙子兵法》精炼而富深刻性、古老而
具生命力、高明而有指导性，处处蕴含着管理之道。讲
师以丰富的案例和生动的语言，向大家分析和讲述了孙
子兵法和现代管理艺术的联系。当天的出席者反应相当
热烈。讲师的幽默演讲，让课程充满了笑声和欢乐。

好的买卖双方关系，达成买卖双方的三赢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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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培训师资重振印尼华教

董教总拟与日惹机构合作
2

011年3月3日至6日，印尼日惹校长团莅临马来西亚，开始
为期四天的考察、拜访与交流。此次的考察团是由印度尼

西亚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主席陈启明先生（Mr. Jimmy Sutanto）
率领，共18位学校的领导人，参访新纪元学院及数间中学，
此次行程全由新纪元学院接待。
在3月4日的交流会中，董总主席叶新田说，董教总准备
和日惹华文教育机构探讨新方案，以协助印尼培训师资，重
振印尼华文教育。
叶新田也表示，大马拥有完整的华文教育制度，在经验
上可以和印尼分享。董教总肩负的另一个重任是协助东盟国
家华文教育；印尼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域。

盼新院与印尼开展新合作
印尼曾拥有辉煌的华文教育，如在60年代，印尼有超过
2千所华文学校，但后来出现严重断层。教总主席王超群说，
印尼政府近年来，开放华文教育，并提供各项援助，是具有
远见的政策。他也表示，随着中国崛起，掌握中文已是大势
所趋，这样才能和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希望学院和印尼可开展新的合作
关系，促进教育交流，同时培训更多师资。他说，学院扮演
多重角色，除了让清贫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负责培
训更多有素质的中学师资，并希望能为邻国献出绵力。
印尼当局在2000年开放华文教育后，学习中文日渐普

印度尼西亚日惹校长团在访问董总、教总以及新纪元学院过后，各单位领导一同合影。前排左四起为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主席陈
启明先生、董总主席叶新田、教总主席王超群、院长潘永忠（前排右二）。

拜访芙蓉中华中学

遍。陈启明指出，印尼通过中国和台湾，提供培训大量中文
师资，以应付学习中文的需求。

除了拜访马来西亚华教堡垒，日惹校长团也在此次考察

日惹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秘书何思宁说，目前印尼把中文
列为外国语范围，每周有两节课。另一种三语学校则提供每
周6至12节的中文教学。

期间，拜访了马来西亚各源流中学，其中有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以及森美兰州芙蓉中华独立中学，均受到热烈的欢迎以
及款待。

不过印尼中文教师严重不足，单单在日惹，有5至6千人
学中文，但只有34名中文教师，他估计印尼目前需要的中文

此外，他们也走访了吉隆坡双峰塔、布城、皇宫等景
点，并于3月6日返回印尼。

教师约3万至5万名。

甲洞B区反迫迁村委会（1966）

捐献一万令吉助学子深造

为

协助更多莘莘学子完成学业，甲洞B区反迫迁村委会（1966）于2011年8月11
日捐献一万令吉予新纪元学院，俾成立“新纪元学院甲洞B区反迫迁村委会

（1966）贷学金”。
新纪元学院颁发的贷学金主要源自社会热心人士及团体的慨捐以及学院理事会
的特别拨款。颁发贷学金的目的在于让品学兼优及家境贫寒的莘莘学子有机会接受
完善与优质的高等教育。除了提供在籍生贷学金，新院也提供贷学金予有需要的毕
业生，让他们有机会赴国外姐妹学校继续完成学业。新院今年共颁发约19万3000令
吉的贷学金予35名在籍生及17名毕业生。
在移交仪式上，村委会代表萧海金表示，反迫迁村委会在成立初期只有四千
多令吉。由于当时木屋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村委会只好不断筹款；然而在进行活动
时，却都没有动用筹获的款项，在经过数年之后终于累积了大约五万多令吉。
此外，萧海金也希望新院协助出版一部有关甲洞木屋区的纪念册，新院院长潘
永忠博士表示赞同，并愿意提供支援。
甲洞B区反迫迁村委会（1966）成立于60年代，为木屋居民反迫迁而斗争，而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为吉隆坡甲洞木屋居民的反迫迁斗争。除了反迫迁斗争，村委会
也长期支持董教总推动华教事业，尤其在资助家境清寒子弟升造方面，更是不遗余

甲洞B区反迫迁村委会（1966）代表萧海金（左四）移交一万令吉模拟支票予新纪元学院院长
潘永忠（右三），左起为叶良运、邓华、黄强、叶新田、王超群、何观兴、邹寿汉。

力。对于甲洞B区反迁村委会（1966）的热心教育之举，董教总与新纪元学院同仁深
表感激与钦佩。

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及董教总新纪元学院

移交《企业家培训课程备忘录》

马

六甲中华工商总会会长陈保成先生、董教总教育中心义务财政邹寿汉先生，于2011
年12月15日（星期四），移交《企业家培训课程备忘录》，由丹斯里钟廷森、董教

总教育中心副义务秘书高铭良先生及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青商组）代表见证。
这项企业家培训课程是由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青商组）承办，董教总新纪元学院联
办。此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商业社交平台、协助企业家创业以及培养更多有素质的华
青企业家。
课程内容着重於讲授最新管理知识和概念，理论及实践并重。除了上课之外，主办单
位也以讲座会的方式，以及企业拜访，为学员建立一个广大的人际网络。
这项企业家培训课程为期10个月，每月上课两次，时间由上午9时至下午5时，地点位
于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会所。有兴趣报读此课程的人士，请联络董教总新纪元学院中小企业
中心，电话号码：03-87392770分线453，或马六甲商会秘书处，电话号码：06-2844720，
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及董教总新纪元学院移交《企业家培训课程》仪式。

以获取详细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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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纪元学院于2011年8月20日举办第12届秋季毕业典礼，共有220名分别取得学士、硕
士、博士及专业文凭的毕业生，出席这项典礼。另外尚有83名教育专业文凭毕业生，

将在柔佛及沙巴举行的毕业典礼上领取他们的文凭。
在这303名毕业生中，有1名取得由新院与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联办的教育学博士课程之学
位，20名取得由新院与中国浙江大学联办的“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课程之学位”，27名取得由新
院与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联办的“马来西亚独中教师在职进修学校行政硕士课程之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考获教育学博士学位者为目前新院的教育系主任王淑慧。
除了上述硕、博士学位毕业生，其余毕业生分别来自6项学士课程的72名学生以及其它专
业文凭毕业生。
在今届的毕业典礼中，新院也颁发8个林晃升学术奖、11个各科系书券奖及3个新纪元全
人教育奖，获得全人教育奖的毕业生分别是卓越创意奖得主邓绣金、社会服务奖得主徐翠芬和
批判思维奖得主梁家恩。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在毕业典礼上致词时指出，目前新院尚未有能力开办本身
的硕士文凭课程，在面对种种问题下唯有寻求与国外著名大学合作，共同培养和栽培人才。
“新纪元学院向来积极推动课程的发展和提升教学素质，让国内华裔子弟可以取得更好
以及更多的升学机会。”尽管如此，他深信新院终有一天能颁发本身的各级学位。
另外，新院院长潘永忠表示，目前新院30项课程都已获得大马学术鉴定机构的开办准证
或认证，其中16项课程还可向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申请贷款。
“2010年，新院有181名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基金贷款，比2009年的92人增加了一倍。”
他说，为了升格大学，新院将全力推动课程开办准证和认证的申请。
出席者包括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国际课程总监大卫、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胡万

新纪元学院第12届（秋季）毕业生。

铎及新院副院长莫顺宗等。

《走肉行尸》——丧尸入侵校园

由

新纪元学院5D剧场新体验

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呈献的《走肉行尸》戏剧，打造了别开生面的5D剧场演出，
让观众在观演时直接享受到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的全新体验。该演出采用

开放空间剧场的形式，跳脱出观众在室内剧场看戏的习惯，全场演出皆在新纪元校园内的户外
空间进行。《走肉行尸》共7场的演出，吸引了近五百名观众捧场。
《走肉行尸》剧情讲述稀土厂辐射外泄而引发不知名病毒扩散，有人不幸感染此病毒而
变成丧尸。当观众们来到黑箱剧场外，隐隐约约可见一个医疗人员正在“停尸间”忙碌着。之
后大家发现丧尸死而复活，特工队即刻前来保护观众。眼看大量丧尸入侵学府，特工队带领观
众逃难，兵分三路躲避丧尸群的攻击，前往三个不同的出口处。他们在途中经过了由戏剧与影
像系学生们将校园加以大胆改造的灾难场景，配合诡异的灯光和立体环绕的音效，营造出恐怖
的氛围，观众和特工队在阴森潮湿的下水道、高耸入林的后楼梯，以及鬼门关外的天桥上，不
断逃避丧尸。
但是逃难队伍抵达以上地点时曾被围困，特工队队员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而观众也可以
和各个演出人物直接互动、交谈甚至是争吵，仿似一场活生生的剧幕。经历了三次被丧尸群近
距离的追杀，最后所有人被丧尸群围困在广场中。这是特工队面临生命抉择的时刻 － 变成丧
尸或坚持不变。当特工队队员们陆续变成丧尸之后，最后只剩下一位队员坚持不改变。

被丧尸群包围着，这里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借此剧反映丧失灵魂的现代人类心理

部分观众的观后感：

导演贺世平讲师透露，此剧创作概念取自荒谬剧大师尤奈斯库的《犀牛》，借以讽刺人
们的从众心态。导演将“犀牛”改成“丧尸”，希望更贴切的反映丧失灵魂的现代人类的心

－让我们体验到很真实、很生活化的一场演出！——Seng Hua（学生）

理。他说，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早已经被物化的社会所扭曲。透过此剧，希望人们能摆脱随波逐

－被丧尸追时，人撞人，很危险——林馨怡（学生）

流的心态。

－很好玩！真的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度过难关！ ——范爱贤（自由业）

这是由戏剧与影像系讲师带领学生们集体即兴创作而成的作品，他们利用灯光、音效、

－演员演技＋专注＋临场反应值得鼓励。-- Easee（学生）

布景和道具等剧场元素，把校园内的几个场地装置成末世的诡异空间，透过多个不同性格的人

－故事创新。期待下次有更突破性的演出！——Steph Ching（学生）

物，几段牛头不对马嘴的荒谬对话，调侃现代人在面对友情、爱情和亲情时的问题，可以有不

－是舞台剧很大的突破，真的很特别，有惊喜。——张添顺（学生）

同的态度；然而，当他们面临群众压力时，却又在抗拒与接受之间挣扎，最后还是无可幸免的

－能有这样大型的演出真不简单，演员的演技或剧情等都很棒。应该与观众多交流。——黄明安

以悲剧收场。

（学生）

“空中之城”新学年增播出时段
成功举行两学期造势活动

为

了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决定从2011年4月份开
始，将节目的播出时段从原来的八周增加至十周。2011年4月份学期的播出日期为

4月18日至6月24日，播出时间为下午4时至傍晚7时。
为了宣传本次开播消息及庆祝五周年台庆，本台在4月14至15日举行“梦之城”造势
活动。“梦之城”是一场以嘉年华为主题的造势活动，除了发动全体校园DJ参与各项筹
备工作，也首次邀请院内各社团前来摆设摊位，获得院内师生的热烈支持。
另外，本台在2011年8月份学期的节目播出日期则为8月22日至10月30日，播出时段
同为下午4时至傍晚7时。为了提升本台在院内的知名度，本台也在9月6日举行了一场结合
中秋园游和DJ蜕变主题的“飞•未来”开播造势活动。
“空中之城”全体校园DJ在8月份学期的“飞，未来”开播造势活动中载歌载舞，为观众带来一个
不一样的夜晚。

此次活动吸引逾200人出席，场面相当热闹。值得一提的是，本台十位即将毕业的校
园DJ也自发性地在学期末举办了一场毕业展，为他们在新纪元学院的学生生涯划下一个
完美的句点。

校园焦点 11

2012年1月号

媒体研究系创立十周年庆《拾载媒好》
为

了拾起珍贵的历史经验，大步向前，承载未来，加影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在5月2日
起一连五天欢庆十周年，主题为《拾载媒好》。活动特别邀请了高教部副部长拿督何

国忠博士主持开幕典礼。开幕仪式加入了环保元素，在何国忠博士敲打了环保大桶后，活动正
式开跑。
何国忠博士鼓励同学通过筹备活动进一步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他希望主催该项十周
年庆典活动的新院媒体系二年级公关组同学，把“环保公关”所学到的经验与知识实践在未来
的工作环境里，以期更卓越地表现及挑战自己。
他认为新院媒体系毕业生，在本邦的新闻行业向有声誉。他说：“新院因其华教精神而
建立了关心社会、热爱民族、秉持公义、坚持理想的校风，使得媒体系提早建立分析时事、理
解社会的氛围，这是新院媒体系市场竞争上的亮点。另外，新院媒体系课程以中、英双语并
重，从而制造学员的两种语境思考和适应两语源流社会。”
部长认为“创业容易守业难”。十年了！新院媒体系一步一脚印的走来，可谓不易。今
天，整个世界的媒体环境不断在前进，变动着。部长希望媒体系的新路向，必需是认清自己在
社会、市场、供求中的位置，才能知己知彼，踏出明确的一步。“这是新院董事部与院方管理
执行层必须加以斟酌、思考的。”
院长潘永忠博士致词时说十年前媒体研究系开办初期，同学们都必须在狭小及闷热的货

何国忠（左三）为媒体研究系十周年主持开幕仪式。左起为陈心瑜和潘永忠；右起为郑文
益、邹毅君及莫顺宗。.

柜里上课，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媒体系已拥有完善的设备，同学们也可舒适地在有冷气及较大
的课室里上课。他认为新院媒体系肩负着为国家社会培育优秀媒体工作者的重任，因为新闻媒
体是影响人们生活，群众情绪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而媒体工作者是掌握社会脈动，站在新
闻事件最前线的守门人。
他说：“这10年来，新院媒体系已为国家社会培育了许多专才，毕业生散布在国内媒体
界多个领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为母校争光。”他希望未来媒体系能继续为
新闻媒体界培育更多具有新闻专业理念和社会责任的高素质媒体工作者。

十周年庆活动精彩连连

此外，主办单位准备了精彩的舞台表演及节目内容，如校园歌手培杰献唱、素食烹饪教
学、戏剧表演、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四川变脸、幼儿表演等等，并带动了现场的欢乐气氛。
出席开幕活动的嘉宾包括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博士、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
士、新纪元学院副院长莫顺忠博士、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瑜、媒体研究系十周年团
队筹委会主席邹毅君及新纪元学院2011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筹委会主席郑文益。
除此之外，媒体系在5月6日也邀请逾百位的历届毕业系友“回娘家”，让久违的他们能
趁此机会共进晚餐、欣赏余兴节目，并重温往昔的点滴记忆。

活动现场主要呈献出媒体研究系四大组别的特色，包括新闻组、公关广告组、电视组及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之一《世界新闻自由日--禁音时代》，本着引

广播组的作品及器材展示，带出媒体研究系十年的发展过程。另外，现场也展示了创系初期使

领大众了解大马走向禁音时代的种种因素，也让参观者有机会对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做出更深

用的货柜教室模拟，吸引不少观众围观。

层的思考，经历全新体验，进入一个没有声音的时代。

《观察家》 创刊近十年始获出版证
《佳礼中文论坛》转载新闻创先机

新

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于2011年8月宣布两项好消息。首先是创刊已近10年的学生实习报
《观察家》，终于在今年7月获得出版准证。其次则是媒体研究系从本学期开始，将成

为国内第一家与大马知名论坛——《佳礼中文论坛》合作，让《佳礼中文论坛》转载《观察
家》实习报新闻及在未来转播广播实习节目的大专科系。
《佳礼中文论坛》本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不遗余
力地协办本地各大专院校的活动。而这次与媒体研究系的合作，寓意则更为深远，不仅在论坛
上开通一个供学生刊载实习报新闻的管道，也同意开放“佳礼之声”（Cari Radio）的播音时

潘俊翰（左起）、陈心瑜、孔婉莹、林大伟、叶汉伦、梁健林、苏德洲以及蔡婉莹，推介《观察
家》与《佳礼中文论坛》的首度合作。

段，予新纪元学院“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转播实习DJ们的广播节目。
院方对于《观察家》获得出版准证一事，感到非常高兴，也赞赏媒体研究系大胆跨出与
业界产学合作的第一步。院方特别感谢《佳礼中文论坛》的支持与配合。这个论坛的回馈社会
理念，与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念“源自社会，回馈社会“不谋而合。

苏德洲讲师、《观察家》总经理潘俊翰及《观察家》总编辑蔡婉莹。
观察家于2002年5月20日创刊，获得出版准证后，将在加影、沙登、士毛月、蕉赖及谷中
城购物中心免费派发给民众。
叶汉伦说，《观察家》获得出版准证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今次通过《佳礼》转载新闻与

快速取得新闻资讯

制作节目，让民众更快取得《观察家》的新闻资讯。

由于新院院长潘永忠未克出席《观察家》与《佳礼中文论坛》的合作推介礼，因此，由
学术处主任叶汉伦代表与《佳礼》经理洪大伟签署合约。

《观察家》是一份由媒体研究文凭课程2年级生及2+2学士课程2年级生所制作的实习报。
而于2006年4月15日成立的“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则是广播组学生的主要实习平

其他出席者包括新院行政部主任孔婉莹、人事处主任梁健林、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瑜、

台。这个由广播组师生共同创立与经营的模拟电台，让学生身历其境，学习如何经营电台。

媒体系为呀吃新村量身打造《亲亲呀吃》社区报

2

011年3月至7月期间，媒体研究系《新闻专题报导》课程的
指导老师和5位新闻组学生，专门为两个坐落在呀吃十四哩

的新村（呀吃十四哩新村及呀吃十八村），制作了一份属于当地
居民的社区报——《亲亲呀吃》。
这份社区报的诞生，缘起于由戏剧联盟ASLI、呀吃十四哩
华小家长教师协会以及雪兰莪新村发展常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亲亲大自然——2011乌冷县社区艺术嘉年华》活动。出版《亲亲
呀吃》是这项活动的计划之一，目的是让呀吃居民对居住地和文
化背景有更深的认识，并唤醒年轻人对历史文化的关注。
这份以社区人文故事和探寻历史痕迹为核心内容的社区报，
在3月至7月期间，共出版三期，受到当地居民及社会各界的热烈
反响。为了不辜负当地居民和各界的支持，本系与呀吃十四哩华
第一期《亲亲呀吃》社区报封面。

学生深入社区访问居民，采集关于呀吃新村的过往今来故事。

小家教协将继续合作，在往后每年出版两期《亲亲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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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第六届文学周注新题

楚文化与乡土特色流窜
由

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新纪元中文系系会协办，第六届文学周“花月正春
风之楚·流乡”，于2011年6月13日至6月19日在新纪元学院UG活动中心举办，吸引了

众多大专生及各界文学爱好者前来参与。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届文学周注入了新主题：“楚·流乡”。所以，此次的文学周将重
点集中于展示楚文化，如展出《楚辞》中提及的鸟兽、花卉、奇异人物等；同学们在开幕典
礼后的余兴节目中亦表演了具有楚文化特色的舞蹈。除此之外，本次展览也展示了现当代乡
土文学的作家作品，紧贴“楚·流乡”这一主题。
此外，主办单位也增设雪隆区中学生常识问答比赛，以增广中学生对文学、历史和地理
的认识，同时培养中学生对文学的兴趣。
本届文学周共有两场讲座，第一场由梁靖芬主讲“创作问答录——与梁靖芬漫步创作
路”，以问答的方式与同学分享她的创作经历。另外，马华诗人陈头头、影像艺术家区琇诒
和加卡地图，以演唱、朗诵的方式呈现“无实物练习——诗创作与再创作的平行宇宙”，三

2011年6月13日，第六届文学周 “花月正春风之楚·流乡” 开幕典礼全体合照。

位主讲人以影像结合诗歌重新演绎现代诗。除此之外，主办当局也通过电影分享会，让大众
走入文学殿堂，电影《那山那人那狗》、《云门舞集——九歌》和《父后七日》，让观众在
视觉艺术中体验文学之美。
除了文学讲座与电影分享会，亦有为期一周的书展，四家书商分别是学林、衡河、有
人、董总，参与此次书展，为这一次的文学飨宴增添了几分色彩。全场书籍折扣15%至25%，
吸引许多人士到此书展购买书籍，从而推动阅读风气。
在文学周期间，摊位小组也在UG天桥售卖文学周T恤、中文系系服以及各类小食如茶叶
蛋、糖水、豆花布丁、咖喱鱼丸、火腿三文治等。游戏小组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学常识问答
竞赛，让公众通过游戏发掘文学的趣味性。此外，宣传小组设立了一个手工物品售卖摊位，
制作了书签、小册子等各式各样的物品，供同学选购。
文学周是新纪元学院其中一项大型活动，获得许多外界人士的踊跃参与。6月19日 “花
月正春风之楚·流乡”文学周在一片高昂气氛中完美落幕。

同学表演楚文化舞蹈和诗词吟唱。

不分种族一起推动社区环保关怀周遭环境

《新态度 FRESH ACTION》3R环保成果展

为

提倡环保及3R概念（即Reduce, Reuse and Recycle），

《新态度

FRESH ACTION》3R环保成果展以资讯展形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公关组与EAROPH Malaysia联办

式进行，场地布置品均为旧物与回收物，而部分活动进行时

了《新态度 FRESH ACTION》3R环保成果展，获得加影区数

所使用的代币，均为汽水拉环、宝特瓶水盖与玻璃瓶盖，彻

百位各族中小学师生与民众的热烈参与，彻底体现了环保不

底体现了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提倡的3R概念,

分种族的精神。

、‘重复使用’与‘再循环’。

即‘减少使用’

Dato’ Dr. Nadzri bin Yahaya (Ketua Pengarah Jabatan Pen-

此活动总策划张惠杰表示，3R环保成果展的目的是向小

gurusan Sisa Pepejal Negara JPSPN) 代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学生灌输环保意识，让他们影响并带动身边亲友一同响应环

拿督斯里曹智雄，在该成果展主持开幕仪式。这项由MKH赞助

保，为阻止全球暖化出一份力。

的环保暨社区关怀活动主要是配合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所设，
期望我国在2020年达到22巴仙废物回收率的目标。
在国内，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丢弃100公斤的垃圾，若不妥
善处理，每日的垃圾量将相等于3个足球场；3天不处理，就
可填满国油双峰塔。

‘推动环保的手，也是推动摇篮的手’
拿督斯里曹智雄在他的演词中指出，马来西亚在80年代

进入不同源流小学推广环保暨社区关怀活动
自2008年8月起，媒体研究系公关组已开始推动“环保公
关”活动，并将环保概念从新院推广至加影社区。今年9月，
该组首次进入加影区3所不同源流的小学，即Sekolah Kebangsaan Jalan Bukit (Satu)、Sekolah Kebangsaan Jalan Semenyih
Dua Kajang (Integrasi)与育华小学，举办环保讲座、栽种有机
蔬菜、设计3R环保相框和回收旧物。

末提倡3R概念，主要集中在回收活动。该运动吸引了多个非

新院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瑜希望这项环保活动能起抛砖

政府组织的参与，但是回收率太低，比较难以改善现有的废

引玉之效，让更多人投入环保行列。她说：“疼惜大地要从

物管理状况。因此，推动民间团体与学校共同落实3R概念是

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自己的社区做起。”过去在环保

刻不容缓的事。

列车尚未启动前，该系公关组活动均以娱乐性质为主，她认

在大多数南亚国家，女人在许多社区组织里扮演着重要

为学生对社区应该有关怀之心，因此自2008年开始以‘环保

的角色。她们都是负责家居与环境清洁的功臣。现代妇女不

公关’的概念重新出发，目前这项环保公关计划已踏入第4个

但管理家庭、处理办公室行政，还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活动和

年头。

工作坊，充分发挥创意及团队精神。

的 5 大 概 念 来 进 行 ； “ FUN” 是 欢 乐 ； “ REDUCE” 是

长认为：“推动环保的手，也是推动摇篮的手”。他希望借

减 少 垃 圾 、 废 物 再 利 用 ； “ EDUCATION” 是 3 R 环 保 讲

助这些伟大妈妈们的手，通过学校、社区计划一起落实全民

座；“SOW”是种菜计划；“HANDMADE”则是再循环手

环保。

工教室。

新纪元学院副院长莫顺宗博士认为，推行环保已是大势
所趋，为跟上时代的步伐，学生举办活动时应以环保为首要
考量，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亦须注意能源与资源的使用，
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他补充，环保主题活动足以体现
新院“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精神。

莫顺宗博士赠送纪念品予Dato’ Dr. Nadzri bin Yahaya （左）。

这 项 成 果 展 的 重 点 活 动 与 概 念 馆 ， 是 根 据 “ FRESH”

有人说：“推动世界的手，也是推动摇篮的手”，但部

推行环保已是大势所趋

教育馆的馆主们为小学生讲解全球暖化的过程。

除了观赏小学生栽种的有机蔬菜与制作的环保相框，精
彩活动还包括5大环保概念馆、环保资讯展、素食与有机摊
位、免费手工制品教学课程、3R讲座、小丑互动与合照等。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以及马来西亚琉
璃光养生世界Lapis Lazuli Light也参与其盛，充分表現出「大
愛」精神，共同为身、心、灵环保的推展做出贡献。

蔬菜展揭幕仪式——EAROPH
Malaysia副主席拿督曾福传（左
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代表Dato’ Dr. Nadzri bin Yahaya（右
三）、Dato’ Hasan Nawawi bin Abd Rahman（右一）及加影区
小学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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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彩虹兵团中小型独中关怀计划
培华独中办成长营获学生热烈回响

新

纪元学院彩虹兵团于7月22至24日为利丰港培华独立中

的关键。透过每天的分享与回馈，筹委可以更有效率地得知

打吉华独立中学向学生募款，并向星洲日报征求600份报纸进

学初一及初二的学生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两夜的彩虹

学生的想法，并及时调整接下来的活动内容。

行义卖，以便筹足活动经费。

计划七之“永不放弃”中学成长营，并喜获该校学生热烈回
响。

这个由新纪元学院学生事务处主催，培华独中主办，彩

在营会结束后，培华独中陈淑菁校长对彩虹兵团表示感

虹兵团协办的中学成长营共有146名学生参与，主要课程及活

谢。她表示，学生在经过了几天的学习后确实都有了明显的
改变，并希望彩虹兵团能再次前来为学生举办活动。

此活动设计主要以学生成长为主题，活动宗旨在于让学

动为：认识自己、生涯规划、多元智慧、两性教育、美化校

生有机会学习平时上课以外的知识，进而发掘各方面的天分

园、团体公约、团体动力及大地游戏等。整个活动皆获得培

或潜力、扩阔在学校生活圈子及培养“爱吾母校”的精神。

华独中校方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培华独中目前共有370名学生，校园环境优美、师资完
善，校内已有提供宿舍予外地生，可说是柔佛州境内相当优

值得一提的是，新院彩虹兵团为配合初一及初二学生的

由于彩虹兵团属非盈利学生组织，因此只能靠向社会大

程度，在设计课程上穿插了许多活动，希望以活动带领的方

众筹措活动经费。在此次活动中，彩虹兵团获得了亚罗士打

而彩虹计划至今已迈入第七届，团员曾经到过砂拉越西

式可以让学生产生兴趣，并能够更有效地吸收相关知识。另

吉华独立中学董事会的捐献。此外，团员也亲自到森美兰芙

连民众中学、诗巫公民中学、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及砂拉越

外，讨论与分享及每日填写回馈表的环节更是整个活动设计

蓉中华中学、波德申中华中学、巴生光华独立中学与亚罗士

泗里街民立中学。

质的华文独立中学。

(左起)营长陈培文同学, 署理董事长王坤泉,
陈淑菁校长联合主持开幕仪式。

午餐时间，营员们都聚在一起享受美味的午餐。

其中一项活动是让营员们发挥创意，利用报纸制作服饰，再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时装走秀。

辅导中心办“发现·碍”
为社会献一份关怀 多一份爱

由

辅导中心所主办的精神健康系列活动之“发现·碍”于2011年10月18日至24日在新纪
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有三大宗旨：（1）透过系列活动与宣导，让更多新院生有机会

了解身心障碍者的生活与生命；（2）对身心障碍者产生同理心与去除偏见；（3）提升学生对
自我生命的热诚与感恩。
此次的精神健康系列活动主要有爱心义卖筹款、主题宣导与展览、参访双福残障自强发
展协会以及电影分享会，并以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主要是义卖筹款以及主题宣导与展览，地点设在院内UG天桥。本阶段的活动
得到辅导义工团团员与许多学生的支持和参与，除了与中心老师一同制作展览资料以外，更亲
自包装所有的爱心糖果，于义卖会中售卖。本次的义卖筹款除了售卖爱心糖果，也另设捐款箱
与祝福树，同学只要捐献5令吉或10令吉就能得到由双福残障人士所制作的手工艺品，而本次
义卖筹款的所有收益也将全额捐赠予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
第二阶段是参访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共有30名新院师生参与了本次的参访。本次的
活动让更多学生有机会贴近与了解身障人士的生活，透过双福的老师讲解，学生也更懂得如何
在生活中协助与尊重身边的身障人士。当天双福的老师也与所有参与者一同制作手工艺品。

学员们与双福志工合影留念。

的生活，又感慨自己现时的身体状况，于是命人根据他左眼眼皮的指引，在艰辛中写成一本关
于自己的回忆录。
在这次义卖中，辅导中心共筹获394令吉70仙，并将所筹得的款项移交给双福残障自强发

另外，辅导中心也举办了电影分享会，播放电影《潜水钟与蝴蝶》，这部影片改编自法

展协会的创办人沈秋香师母。许多同学也深受宣导手册与展览资料的感动，同时也从身心障碍

国ELLEN杂志总编辑尚·多明尼克·鲍比的小说。尚·多明尼克·鲍比患上急性中风，并昏

人士的身上看到生命坚毅的一面。辅导中心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从其生活的

迷了20多天，他苏醒后发觉全身不能动弹，惟有左眼眼皮能够跳动。他在医院中回想过去自己

周遭发现更多的爱与关怀。

14 校友荣誉

2012年1月号

2011年新纪元学院毕业生获姐妹学校

录取插班就读本科 / 学士学位课程名单
媒体研究系

资讯工艺系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1

萧满琪

岭南大学

Social Sciences (Hons)

香港

1

宋如泰

逢甲大学（春季班）

资讯工程学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外籍生奖学金）

2
3
4
5

李修齐

6
7

符芳盈

南华大学

郑裕婷

传播学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刘思捷
黎纯慧
世新大学

邹毅君

口语传播学系

台湾

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公关组
（外籍生奖学金）

8
9
10
11

吴明哲

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公关组

2
3
4
5
6
7
8

陈静山

9

江周龙

资讯工程学系

曾少南

台湾

（外籍生全免奖学金）

柳伟梁
林子勤

资讯工程学系

杨振强

（外籍生半免奖学金）

林政伟
杨雯丽
义守大学（春季班）

资讯工程学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伍威隆
黄俊康
官世峰

新闻学系
（外籍生奖学金）

12
13
14
15
16

逢甲大学

陈诺盈

戏剧与影像系

新闻学系

沈玟均
徐翠芬
蔡慧琪
方惠森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广播组
（外籍生奖学金）

17
18
19
20
21

郑淑彬

22

巫敏瑄

23
24
25

黄海玲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1
2

世新大学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电影组

台湾

许慧珊
俞云冰

多媒体数位设计系动画组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广播组

叶子嫣
林嘉雯
江芷菁
郭慧君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电视组
中国文化大学

大众传播学系

台湾

贺

（外籍生奖学金）

戏剧系毕业生许慧珊
荣获『台湾奖学金』

大众传播学系

林道康
邹艾欣

新闻学系
（外籍生奖学金）

26

林波君

淡江大学

大众传播学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27
28
29
30

杨善珺

31
32
33

曾华月

义守大学

戴汉荣

大众传播学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陈重袆
李晓薇
朝阳科技大学

曹佩珊

傳播艺术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陈勇榜

许慧珊同学于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领奖。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

戏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1

陈勇丰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台湾

2
3
4
5
6
7
8

潘丽樱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辅导与谘商学系

台湾

9
10
11
12

郭俐汶

吴传尧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学杂费减免三分之一）

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此奖学金的设置目的，主要是鼓励具潜力的优秀外国学生
到台湾深造，以增进国际文教交流。

入选，其中包括2009韩国首尔实验电影展、2010台湾国际实验媒体艺术节、2010

宁淑甄

吉隆坡国际实验电影节及2010印尼日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此外，许同学的作品

符芳荣

也于 2009年在台湾牯岭街国际小剧场艺术节中演出。由此可见，许慧珊同学所拍

沈彬玉

黄瑞莹

共同提供，以鼓励优秀外国学生（不含大陆、香港及澳门地区）到台攻读学士、

卓越创意奖。许慧珊同学其中一部作品《24/7》实验短片，更在多个电影展成功

林连振

林展广

光。

『台湾奖学金』是由台湾外交部、经济部、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及教育部

许慧珊同学为本院第十一届毕业生，毕业自戏剧与影像系，同时也曾获个人

蔡欣宜

苏永森

剧与影像系毕业生许慧珊，成功获得2011年『台湾奖学金』，为本系增

国立新竹教育大学 教育心理与谘商学系
（外籍生奖学金）

台湾

摄的作品都具备了专业水准。
本院姐妹校世新大学广电系电影组已录取许慧珊同学，我们希望她在台湾求
学期间，精益求精，拍摄更多高水平的作品，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在电影或戏剧的
舞台上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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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系
序

姓名

1
2
3

萧奕婉

4
5
6

王保俊

7

李嘉伦

负笈大学

美术与设计系
申请之学系/专业

华东师范大学

黄祖儿

国家

汉语言文学

序
1
2
3
4
5

中国

（学杂费折扣10%）

郑洁彦
浙江大学

汉语言文学

黄仁爱

中国

（学杂费折扣20%）
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中国

（第一学年学杂费折扣10%）
夏晓曦

10

房淑娴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学系

台湾

国立中山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湾

张勃星

（外籍生奖学金）

11
12

叶丁心

13
14
15
16
17

何国宏

18

国立中兴大学

莫慧儿

中国文学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元智大学

中国语文学系

蔡晓晶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邹素晶
邓淑琼

国家

视觉传达设计系

台湾

李芳霖

（外籍生奖学金）

潘文俊
梁景祥
张敏仪

建筑与室内设计系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李顺荣

黎敏君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林淑慧

树德科技大学

建筑与室内设计系

赵尉言
丘婉靖

东海大学

张美霞
余雯萃

王洁怡

逢甲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湾

陈佳莹

中国文学系

颜福贤

（外籍生半免奖学金）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1

吴昭辉

Victoria University Of Bachelor of Commerce &

彭永欣

建筑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亚洲大学

吴婉婷

视觉传达设计系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黄紫莹
钟子仪
叶美诗
张慧欢
黄塏舒
林慈瑛
服饰设计管理系

台湾

（学杂费减免30%）

商学系

2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许淑睛

（外籍生全免奖学金）

19
20

负笈大学

赖怡璇

（外籍生奖学金）

蔡慧丽

8
9

姓名

申请之学系/专业

黄照轩

视觉传达设计系

台湾

（两年学杂费半免）

曾焕澄
刘观伟
李俊彬

室内设计系

邓谆元

（两年学杂费半免）

黄嘉玲
涂健源

国家

Wellington

Administration (Marketing)

元智大学

管理学院学士班（企业管理）

纽西兰

台湾

（外籍生奖学金）

2011年新纪元学院校友

入读研究所（硕士班）名单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 Master in Educational Psycology Mar- 美国

1

伍有杉

国立中山大学 哲学所硕士班

台湾

sity Carbondale

riage and Child Counseling

2

蔡惠欣

国立中兴大学 国际政治研究所硕士班

台湾

3

李淑怡

世新大学

新闻学系硕士班

台湾

4

黄瑞丝

亚洲大学

资讯多媒体应用学系硕士班

台湾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1

林可湘

媒体研究系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2

陈启贤

国立台湾大学

心理学系硕士班（一般心理学组）

台湾

3

杨凤展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

台湾

4

余秉铭

东吴大学

心理学系硕士班

台湾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资讯工艺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1

林有仁

国立台湾大学

国文学系硕士班

台湾

2

骆珍伊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

台湾

3

翁柔妍

国立中央大学

中国文学学系硕士班（文学组）

台湾

4

周泳恩

国立中兴大学

中国文学系硕士班

台湾

5
6

梁敏芝

淡江大学

中国文学学系硕士班（文学组）

台湾

7

颜秋燕

廖丽铧

未来学研究所硕士班
逢甲大学

中国文学系硕士班

台湾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1

国立成功大学

电脑与通信工程研究所

台湾

黄允昌

（硕士班电脑与网路组）

2

谢国良

逢甲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硕士班

台湾

美术与设计系
序 姓名

负笈大学

申请之学系/专业

国家

1

朝阳科技大学

建筑及都市设计研究所

台湾

黄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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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庇能会议·
辛亥百年图片展暨讲座会

开幕仪式后，出席嘉宾合照。左起：文平强、许海明、林秋雅、潘永忠、王超群、李业霖、李盈慧、林国才。

孙

中山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家。自1905年开始，他在马来西亚各地宣扬革命理念，激发了马新两地华裔支持革命，纷纷成立革命党同盟会的组织。而槟城是同盟会在东南亚的总部，也
是黄花岗起义前“庇能会议”之所在地。1910年1月，孙中山先生将海外革命基地转移至槟城，并于同年11月13日在槟城召开了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庇能会议”。为弘扬孙中山先

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崇高精神，“孙中山庇能会议100周年庆”系列活动于2010年在槟城圆满举行。适逢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之盛事，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马来
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与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联合主办“孙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图片展暨讲座会”。筹办这项活动的主要目的，不仅希望我国华社了解先贤参与革命事迹,建设现
代中国的贡献与历史,同时发扬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优良文化传统与奋斗精神。

“孙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图片展暨讲座会”开幕仪式

2

011年10月10日上午9时，“孙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图片展暨讲座会”于新纪元学院

片展及5场讲座交流会。

图书馆进行开幕仪式。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在致词时表示，这段有血有泪的辛亥革命历史，改变了中国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在致词时指出，配合迈向升格大学学院的目标，新纪

政经文教等各领域的发展。许多革命先贤为革命所奉献的生命与奋斗精神，其对后辈的启发与

元学院于2010年将原有的研究中心扩大为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延揽更多学有专精的学术人

影响，不仅是局限于马来西亚华人，还扩展至世界各国的华人。在孙先生的革命事业陷入低潮

员，期望将学术研究的工作逐步专业化，协助提升院内的教研水平。王主席进一步说明辛亥革

时期，槟城却是对他做出最大人力与财务支援的重要之地。孙先生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城召

命与华教存在着不可切割的关系。在争取马来西亚民族教育的权益抗争中，不少为捍卫华教奉

开革命中具关键性的庇能会议，此会议促成了后来的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许多为起

献生命的前辈，他们坚持争取母语教育的思想，确实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我国尊敬的华教元

义而捐躯的英勇烈士后来被葬在黄花岗。而在72烈士中，约有30名是来自马来亚和东南亚的华

老已故拿督沈慕羽局绅，其捍卫华教的坚持精神，深受其父亲沈鸿柏先生的影响。其父亲曾致

侨。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促成了数月后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

力宣扬革命思想，1907年担任马六甲同盟会分会主席，是革命派在马六甲的领导人。王主席也
希望辛亥革命的历史研究，未来作为新纪元学院的研究方向之一。

开幕嘉宾为王超群先生（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秋雅女士（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
协会会长）与潘永忠博士（新纪元学院院长）。在司仪宣布进行开幕仪式后，三名开幕嘉宾同

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会长林秋雅女士在致词时表示，一个集体记忆强烈的民族，就

时掀开红布。在嘉宾们拉下红布后，呈现眼帘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静静在一角仰望“孙中

能承担最严酷的考验。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共和，为中国体制带来新理

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图片展暨讲座会”的活动资料。林秋雅女士代表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

念及盼望，这也间接影响了亚洲的政治走向，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共同美好记忆。但这些记忆

协会，赠送由槟城艺术家亲手铸造的孙中山人头塑像予新纪元学院，由王超群主席接领。这个

里也有令人难过的部分，大陆台湾两岸因着政体，有接近半个世纪互不往来，文化交流、经济

塑像，仿佛叙述着一个个遥远的辛亥革命的悲痛。

运作，甚至因战乱分割两地的亲人都分割两岸，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2010年适逢庇能会议

出席开幕仪式的嘉宾约60人，包括许海明、林国才、林秋雅女士、王超群、翁诗佣、傅

100周年纪念，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台湾大学连同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马来西亚台湾

琬诗、董总首席行政主任邝其芳、技职教育局兼学生事务局主任张基兴、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

商会联合总会于3月在槟城联合举办了一场“孙中山与黄花岗之役——庇能会议与海外华人国

忠、副院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孔婉莹、人事处主任梁健林、教职员与学生、各中文媒体等。

际学术研讨会”。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自2010年起，为纪念庇能会议100周年举办了1场图

孙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图片展

孙

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图片展的展出日期为2011年10月10日至15日，在新纪元学
院图书馆开放让公众参观。开放时间为上午9时至晚上9时（10月10日至14日），上午

8时30分至下午12时30分（10月15日）。
配合董总首次举办的“华教先贤日”，新纪元学院图书馆提前一天（10月9日,中午12时
至下午3时）, 为出席的华教人士特别开放参观图片展, 当天的参观人次约200人。为期一周
的辛亥百年图片展的参观人潮达800人次。
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盛事，主办单位也贴心准备一本精美的手制签名册，让每一位
出席者在签名册上留下名字。参观展览的嘉宾包括王超群、杨天德、林国才、许海明、翁诗
佣、吴治平、陈国伟、姚迪刚、陈汉水、黄士春、祝家华、石沧金、谢松坤、李永球等。
图片展除了以图像及文字呈现孙中山的一生之外，也展出复制的孙中山墨宝、亲笔文
书、槟城与辛亥革命历史事迹（“庇能会议”之图片与文献）、纪念孙中山辛亥革命100周年
纪念书籍、纪录片与珍藏品等珍贵历史图片或史料。这些展出资料皆是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
协会所慷慨提供，新纪元学院为此表示感谢，因为它丰富了辛亥百年图片展的历史意义。除
了展出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及生活足迹，让大家更了解孙中山的生平及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侨的
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让后人能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也将曾参与这
场革命且牺牲生命或倾家荡产的海外华侨，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以免在历史的碎片中失
去痕迹。至于各地同盟会领袖及其他地方先贤创办的华校，则能推动新式教育、灌输时代新
思潮，对日后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巨大且深远。
参观者欣赏孙中山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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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讲座会

除

了透过图片展，我们也举办“孙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讲座会”，从台湾和
我国历史学者的研究触角，探索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讲座会于2011年10月10

日，上午10时15分，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A座401会议室顺利进行。这场讲座会共吸引
约80人出席，其中包括社会人士、新纪元学院教职员与学生等。
我们很荣幸邀请两位国内外的历史研究学者担任讲座会的主讲人。第一位主讲人是
来自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李盈慧教授，讲题为“孙中山与南洋革命党
人”。李盈慧教授指出，由于孙中山曾在夏威夷和香港求学，他的想法和建国理念，都
与中国的传统不一样，所以才有先进的革命想法，并推出三民主义的治国理念。孙中山
与其他无数的南洋革命先烈，在海外推动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可惜中国学界近代史研
究，却忽视这个环节。因此，纪念历史性的百年辛亥革命，不应只由1911年开始，应该
再往后移。李教授现任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东南亚所合聘教授。其主
要研究领域为海外华人、华人与中国政治和中国近现代史。

辛亥百年讲座会的两名主讲人与主持人。左起：李业霖先生、 廖文辉博士、李盈慧教授。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日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南洋大学

第二位主讲人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李业霖先生, 讲题为“辛亥革命

南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且曾受邀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1996-1998）。

的历史作用和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李业霖先生说明辛亥革命的斗争目标，无非是要

著作有《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索引》、《林文庆传》、《读史与学文》等；主编《星

拯救中国，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国。马来亚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概

洲日报55年》、《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

括有四个方面：在经济上慷慨支持革命，大力支持孙中山在海外设立的革命组织，回国

一生》等。

参加武装起义，马新华侨创办了九家鼓吹反清的报纸，为民主革命制造舆论、宣传革命

新纪元学院特别感谢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会长林秋雅女士，愿意全额赞助“孙

道理、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和团结观念。从1905年至1911年，同盟会在马新活动，对马新

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图片展暨讲座会”之活动经费约6000令吉，让这场百年纪念

华社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有四个方面，包括提高民族主义思想，打破畛域之见，对

活动得以圆满落幕。

文化教育的影响及端正民风，改革陋习。李先生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曾先后

辛亥革命虽已走入历史，却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历史。

南侨机工历史专题讲座 了解先辈奋斗轨迹
为

配合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代表团的参访，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与新纪元
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南侨机工历史”专

题讲座，以藉此了解南侨机工的奋斗历史。
这场讲座会于2011年11月8日，上午10时于新纪元学院学生活动中心进行，出席人数约50
人。南侨机工是昔日马来西亚华团领袖陈嘉庚先生发动南洋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特定团
体。华侨机工抗战历史研究会自2011年11月3日起莅临马来西亚，进行为期10天的慰问南桥机
工后裔、探索南桥机工史料及交流活动。
主办单位共邀请3名主讲人出席此次专题讲座，他们分别是汤晓梅、王水林和陈立人。汤
晓梅女士现任中国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是槟城南侨机工汤耀荣之女。她
自1993年开始从事收集整理南侨机工抗战历史资料，与陈毅明教授共同编著《南侨机工抗战纪
实》、《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担任《南侨机工纪录片》助理编辑和资料统筹。
王水林先生现任中国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他也是一位著名摄影家，他
的摄影作品至今已获得世界国内200余项大奖，作品“长江第一湾”曾在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上，被张艺谋选用。此外，他的作品也被联合国总部等数十家单位收藏。
而陈立人先生则是陈嘉庚的长孙，为中国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
这次的讲座会，不仅邀请了中国华侨回国机工抗战历史研究会众多代表，还有柔佛南侨
机工后裔代表。出席嘉宾包括林素玮女士（现任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吴乐

中国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赠送抗战历史图片予新纪元学院。出席嘉宾包括汤晓梅（前
排右六）、林秋雅（前排左六）、新纪元学院副院长莫顺宗博士（前排左七）、陈立人（前排
右七）及文平强（后排右六）。

仁先生、许木兴先生、隆雪华堂代表、芙蓉中华中学28名师生等。这项活动获得林秋雅女士赞
助活动经费。

时空与社会记忆：
厦门杏林区域社会文化调研

华

社研究中心和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于2011年12月5日（星期一），晚
上7时30分，在新院C座无极厅联合主办了一场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讲座会。这场“

时空与社会记忆：厦门杏林区域社会文化调研”的讲座，由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副院长许金顶教授主讲。
此次讲座中，许教授以厦门杏林区域社会文化的调研结果，呈现如何通过跨学科的方
法来展现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侨乡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并由此作为马
新本土研究的一个参考模本。
许教授的主要研究有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迁、区域社会史、华侨华人研究。著作有
《民南开漳圣王崇拜试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来来往往：福建侨
主讲人许金顶教授（右）与主持人莫顺宗。

乡的历史社会学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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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球畅谈华人新年与祈福民俗

马

华南区域社会与亚太通商口岸网络：

民国年间潮汕侨乡赈灾模式研究

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于2011年10月14日于新纪元学院G楼会议室，举行了一场
别具意义的专题讲座。这场名为“华人新年与祈福民俗”的讲座，由国内著

2

名的民间历史、民俗、文化田野工作者李永球先生主讲。李永球先生在讲座会中，向
出席者讲解大伯公请火、东甲茧云宫请火、柔佛古庙迎老爷等流传民间多年的祈福习

011年8月24日上午10时，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名为“华南区
域社会与亚太通商口岸网络：民国年间潮汕侨乡赈灾模式研究”的专题讲

座。

俗。

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邀请到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陈景熙博士

李永球的作品有《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日本手——太平日据三年

担任主讲人。陈博士以毗邻通商口岸汕头的澄海县城中，20世纪40年代的明德

八个月》、《字言字语》，主持的记录片包括《峇峇球》、《海盗与王船》等。

善社为案例，阐述明德善社与德教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演变。
从潮汕善堂、德教会等民间宗教组织代理海外善团赈灾的此类案例中，可
以观察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亚太地区通商口岸、华南沿海商埠与侨乡内地市
镇之间，建立在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之间密切的人脉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救济的
具体运作机制，从而有助于具体而微地理解近现代华南侨乡与东亚地区，特别
是东南亚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客观联系。
陈景熙博士是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2010），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专
职研究员，曾出版《潮汕工商业史话》、《潮州学论集》等著作。

出席者聆听陈景熙博士主讲“华南区域社会与亚太通商口岸网络：民国年间
潮汕侨乡赈灾模式研究”。

主讲人李永球先生。

聚沙成塔

新院2011年共筹获15万7561令吉
日期

单位/个人

捐赠用途

数额 （RM）

2011.01.02

吉隆坡广东义山

“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研究与出版经费

5,000

2011.01.05

Petaling Jaya Lions Charity Foundation

新生/在籍生贷学金

15,000

2011.01.26

潘汉忠先生

建设与发展基金

500

2011.02.16

刘佑旺先生

建设与发展基金

5,000

2011.03.05

已故丹斯里颜清文家属

学生活动经费

2011.03.08

Hoong Chee Seng

美术系活动经费

2011.04.07

沈丽婷小姐

学生活动经费

2011.04.27

雪隆留台同学会

建设与发展基金

2011.05.10

陈东晖先生

学生活动经费

250

2011.05.30

莫顺宗先生

学生活动经费

50

2011.06.27

YB李成金州议员

学生活动经费

500

2011.07.06

萧正生先生

学生活动经费

300

2011.07.14

赖秀琼女士

新纪元学院贷学金

10,000

2011.08.02

郭炫均女士

新纪元学院贷学金

10,000

2011.08.03

郭秀玲女士

新纪元学院贷学金

10,000

2011.08.11

甲洞B区反迫迁村委会（1966）

新纪元学院贷学金

10,000

2011.08.16

YB李成金州议员

学生活动经费

3,000

2011.08.23

已故李香兰家属

建设与发展基金

2011.08.24

潘永忠博士

清寒工读金

5,000

2011.09.05

李早西先生

清寒工读金

11,111

2011.09.12

吉隆坡雪兰莪彭亨树胶公会

新纪元学院贷学金

10,000

300
4,000
50
30,000

500

2011.10.03

李氏基金

海外大学助学金

8,000

2011.10.23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新纪元学院贷学金

10,000

2011.12.14

黄循川、黄循积、黄循琼

清寒工读金

2,000

2011.12.14

邱有玉小姐

清寒工读金

5,000

2011.12.18

大马森州鹤翔庄气功训练中心

清寒工读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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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评量
王淑慧博士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主任）

G

eorge H. Reavis在《The Animal School》一书中曾写下

（3）社会文化性：多元智能认为个体的智能会因个体

这么一则故事，摘录如下：曾几何时，动物们想要好好

所属文化、社会环境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在以海为

地做些事来面对“新世界”的挑战。为此，他们建立了一所

家、为谋生诉求的区域，人们多将具备水手的特质——敏锐

学校，设计了一套活动课程，当中包括跑、爬、游、飞四个

的观察力、空间定能力、优秀的身体运动协调能力等智能的

项目。为了方便学校管理整个课程，规定所有的动物都必修

象征。

这四个项目。

（三）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
有这么一则小故事：一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怀才不
遇，有位老人听了他的遭遇，随即把一粒沙子扔在沙滩上，
说：“请把它找回来”，“这怎么可能？”年轻人说道，接
着老人又把一颗珍珠扔到沙滩上，接着老人问：“那现在

（4）实践性：加德纳将智能定位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

所有入学的动物就这样学了起来，鸭子游得非常好，事

造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强调每个人不同程度地拥有

实上他比老师还行；但一到飞的课程，他只能算是及格；至

一系列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产品的能力，突

于跑，他学得非常辛苦，但成绩很差。由于他跑得太慢，所

出智能的实践性。（李淑华，2008：274-275）

以每天放学后都要留校练习，甚至还得退出游泳课来练习跑

以多元智能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教学评量的要求就是，对

步。最后，连他之前拿手的游泳课成绩也只拿到“一般”的

学生进行综合性评量，以激发学生的多元潜能，落实学生的

成绩。兔子一开始学跑步是班上第一名，不过他在上游泳课

全面性发展。

时需要进行很多的额外学习，因而跑方面的良好表

呢？”。
每位学生都可能只是沙滩中的一粒沙，而不能苛求他人
的注意和认可；同时，每位学生也都是珍珠，都能展现出自
我的光芒，这就得看教师如何引导他们自我成长和展现自我。
每位学生都具有其独特性，其中包含了他们个别的优缺
点，重要的是教师要使用什么方法让学生知道和明确自己的
优缺点，然后扬其优，修其劣。大多数学生在没有师长的指
引下，是很难真正了解和面对自己的不足的，若

现也无法维持下去。松鼠因为过度练习而生病了，

再要求他们在自己不足的部分实现自我成长更是

在爬的科目只得到C，在跑的科目只得到D。到了学

难上加难。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学生的不

年结束，一只表现平平的鳗鱼得到最好的评语，担

足是学业成绩不好，而因此忽略了他其他方面的

任毕业生代表。他游得非常好，在跑、爬、飞方面

优点和特长，实为教育之过！很多时候，为人师

都会一点点，平均成绩最高。

者不以为意的小细节，可能就是学生最在意的，

从以上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种动物

比如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口头报告，这种在上课期

都有他们各自的才能，都有可以发挥的潜能，但因

间习以为常的过程，对教师而言或许算不了什

为学校制定的评量标准过于单一化和标准化，他们

么，但对于报告的学生，这可能是他很看重的一

个别特殊的才能被抹煞了。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也

次，也可能是他认为自己表现得最满意的一次。

是如此，每一位学生都是独特的，他们以不同的方

在学生报告完毕后，教师若能给予肯定和正面的

式来学习、记忆、表现和运用所学习的知识。从个

评量，则学生的自信会因此而长进，对于学生的

别差异的视角出发，我们怎能让他们都以相同的方

自我成长，无疑是一次正向的鼓励。

式来学习相同的教材？又怎能以单一的评量方式来

学生的潜力是无穷的，潜力能不能得以发

衡量他们的成就？如果我们想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

掘，进而加以发挥，这都与教师的评量息息相

性，帮助他们在学习上取得更大的成就，首要做到

关。学生有些时候是对自我认识不清的，虽然他

的是尊重个别差异，并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前提，

们会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很了解自己或是不自觉

再根据学生的多元素质寻求多元化的教学评量方

形成自卑的心理。这时，教师就得发挥灯塔的作

式。

用，指引学生看到自己的优点、发挥所长、建立
简而言之，教学评量不仅是一种选拔的工具或手段，它

更应该是一种促进学生发展的动力。

（一）促进学生的多元发展

（二）促进学生的主体发展
“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位学生都有上天赋予的能力，
这些能力或显现或隐藏着，大部分能力潜藏在生命的深处，

自信，帮助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并得以在这属于他们
自己的舞台上挥洒自己的才华。教师在进行教学评量的过程
中，要注意以下两点：

教学评量的实施应朝着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

就好像璞玉等待有心人去开采、去琢磨一样。教师要扮演的

（1）协助学生找出问题的根源，然后对症下药

进，教师不应以考试成绩的优劣来断定学生学习的程度，学

角色就是开采者，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发现自身内在的特质，

教师若发现学生因为成绩不好而导致自我形象不佳，那

生在纸笔测试或标准化测验中的表现不佳，并不代表他在

予以发挥，展现其绚烂多彩的一面；引领学生走出固有一成

么教师就得设身处地的为学生着想，思考如何才能增进学生

其他方面亦表现不佳。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以相同的方式来求

不变的知识框架，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成为

的学习成效，如何站在他的立场，分享其他可能有相同或类

知、理解和学习，他们是不断成长、不断发展的个体。教学

学习的真正主人。

似处境的学生的改变、调整和成功的经验，进而协助学生走
出被评量结果所挟制的学习窘境，引导学生调整自己的学习

评量不能只是对学生学习过的知识进行检测，事实上教学评

要促进学生在学习或评量的主体性发展，要注意以下两

量应该探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困惑或疑问，然后指引

个方面，首要是要承认学生的主体性，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

他们寻找或开拓一条适合自己学习的道路。我们不能只让学

主体。承认学生的主体性，把学生当成主体，是从教育手段

生继续地死读书，读死书，而不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这有

上把握主体这个概念，即是说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把

对于某一个学生而言，其可能在语言表达及整合资料能

碍他们的全面发展，致使他们成为知识的奴隶，而不能成为

学生培养成主体，则是从教育目标上把握主体的概念，就是

力方面表现良好，但写作能力还有待加强。因而导致该生对

智慧的主人，我们要培养的是懂得发掘问题、面对问题和解

把学生培养成建设国家的主体，快乐生活的主体，终身学习

写作课缺乏成就感，进而影响了他的学习。那么，教师可以

决问题并朝向全面发展的学生。

的主体。（杨瑞清，2005：84）

做的就是扬长补短，在课堂上，让学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

步伐，重新出发。
（2）协助学生发现自己多方面的潜能，加以肯定和鼓励

要达成以上的目标，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扬长补短，

解，通过收集资料并加以整合或以作报告的方式协助学生克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学生，都一定有他的长处，长处得到发

服因为某个方面评量结果不如意而影响学习的情况。教师的

（1）差异性：尽管每个人都存有几种智能，但在不同的

挥，就能起到补短的作用，在每一堂课或教学评量活动中，

正面肯定和鼓励，将使学生觉得教师的评价是真实可靠的，

领域，个别智能的发展是不同的，不同的个体对智能的结构

都可以起到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的作用，关键在于身为引

从而增进学习的欲望。

与潜能的开发都各不相同，所以，这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

导者的教师的灵活科学的处理方式。承认学生的主体性，了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有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唯

完全全相同的。即使在同一种智能上都显得特出，但表现上

解他们的长处及不足，教师除了要对学生给予适切的引导

有当一个人忘掉他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剩下的才是教育”。

还是有其差异性，例如：同样在语文智能上表现优异的两位

外，还需要具有一颗宽容的心，在学生暂时达不到规定水平

教育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知识以外的种

学生A和B，很可能是A在演说方面有过人的表现，B则在写作

的情况下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去改进，要善于运用等待的艺

种或无形或有形的精神激励，情感陶冶和价值观的升华，例

方面展现他的表达能力，但在演说方面不一定精于表达。尽

术。在等待的过程时，要突显和引导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

如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坚毅、解决问题的能力、良好的情绪智

管表现不一，但A和B都有着较强的语文智能。

的长处得以发挥，增加他们的自信心，提升学习的欲望，进

商、有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回馈之心等。也就是说教育的重

（2）多元性：多元智能理论不仅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

而朝目标努力前进。作为教师，首先要明确学生主体性的彰

点不应局限于智力的培养和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重视人

的，它同时认定这些智能单元相对独立，且每个人都拥有几

显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

的自我成长，要发掘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信、创造力和意

种的智能。事实上，在日常的生活中，这几种智能是以不同

教师要尽可能地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个概念融入教学

志力等与考试无关的潜能。一言以蔽之，教育与人的发展是

且复杂的形式共存着，任何人在完成一件事时，都需要多种

评量当中，这样才能让学生身心获得全面及和谐的发展。

息息相关的，因此，评量学生也应是以促进学生发现自我的

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分析视角，它的特点包括：

的智能共同作用。

价值、发挥潜能，以促进学生的自我实现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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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院长卸任晚宴

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和董事、董教总教育中心高等教育咨询委员、董教总新
纪元学院理事、董教总新纪元学院教职员共同欢送在2011年12月31日卸任的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

华教故事讲座

2011年11月11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右）与新
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左）颁发纪念品
予院长潘永忠。

院长潘永忠与同事们合影留念。

2011年10月12日

千人义山行
2011年4月24日

副院长莫顺宗赠送感谢状和纪念品予主讲人郭
全强先生。

郭全强先生高谈华教的故事。

新纪元学院就业展

第11届千人义山行开幕仪式。

2011年6月22日

千人义山行吸引许多年轻的朋友参与。

为了学生的就业出路以及让学生能够了解一些公司或机构的运作，新院每年
都会办就业展，以邀请社会上各类型的企业前来参展，並进行讲解。

锡米山端午节活动

工作人员忙着把一束束的粽子放进塑胶袋里，方便派送給
来宾们。

活动上也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座谈会，邀请到乌鲁冷岳中小型工
会主席陈芳心先生为学生说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概况。

2011年5月28日

永远都少不了的大合照，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活动结束的当儿，工作人员忙着将垃圾进行分类，提
倡环保。

辛苦了一天，但大伙还是一样活力充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