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风》

新纪元大学学院
原创歌曲集《起飞》

——《追风》MV

不知道 像海浪滔滔 

不停想 却解答不了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犯错 

有时候还是没长大 

说得到却总是做不到 

是不是我们走得不够远 

Yeah 我就想看着海鸥沿着海线一直飞 

想到了大海从鱼跃而长空任鸟飞 

也许嘴上说着跌倒了再爬起来 

但是生活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遂 

吃苦就是要当吃补（别害怕时间辜负） 

心里一直有谱（妈妈说的我都记住） 

通向内心的路（是风是雨还是雾）

别怕别怕 只要一直走 eio 

在 一路上有你们共我存在

我是真的变得不那么害怕失败 

细数学习漫漫长路 

身体健康精神富足是我唯一归途

风里雨里等你 努力留下最美的足迹 

寻寻觅觅 绝不冷冷清清 只因~为你 

我们并肩相互看齐 勇敢追寻更好的自己 

期许我们 活出精彩 在那 

在那~woo 闪耀

追
  风

思绪起伏、跳跃。也许今
天的你不比昨天明朗快
乐，但是微风仍在轻抚，
我们还在左右。

——林千惠(中文系生)

听得到 也感受得到 

门前树 早已长大了 

我知道时光流逝的飘渺

大人说没有早知道 

很快我会变成大人了 

我知道世界要自己去走

不要只是闭着眼睛 默默数着日子过去 

幻想白云蓝天飞机 骄傲 

该是勇往直前绝不言弃 无所畏惧 

只要 一心一意倾尽所有不要害怕失去 

我学着怎么才叫对 

也许现在做什么都不对 

说来说去 朝来暮去 人生就是不能后退 

既然如此 何不就此放下过去 

和我并肩同行踏上征途重新开始 

所以说嘛 一切都是正常的 

对啊 一切都是正常的 

是呀 还有很多事情做 

那就做得像只水里鱼儿无虑无忧  

风里雨里等你 努力留下最美的足迹 

寻寻觅觅 绝不冷冷清清 只因~为你 

我们并肩相互看齐 勇敢追寻更好的自己 

期许我们 活出精彩 

在无边无际的未来

风里雨里等你 努力留下最美的足迹 

寻寻觅觅 绝不冷冷清清 只因~为你 

我们并肩相互看齐 勇敢追寻更好的自己 

期许我们 活出精彩 在那 

在那~woo 闪耀

翱翔空中 享受阳光 照耀

词曲：林千惠 
演唱：廖学哲 | 范明诗 
编曲/制作/和音编写/和音：陈韦汐 
吉他：Jaysontxp 
录音：陈韦汐 
混音：王诗豪 
录音/混音室：Bosh Production Studio

Windrider—Warmest regards from New Era’ s seniors to all fresh graduates!
新纪元学长姐献给毕业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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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设施 Facilities
❶  iMac专业电脑教室

❷ 食堂

❸ 陈六使图书馆

❹ 空中之城

❺ We love Newera 

❻ 黑箱剧场

❼ B500 大礼堂

❽ 团辅室

❾ 南洋大学史料中心

❿ 影片剪接室

❿ 多功能运动场

❿ 新闻中心

❿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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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60°校园全景呈现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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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马唯一一所
与众多特邀商家合作
打造优惠平台
的大学，提供
在籍生、校友及
教职员终身福利。

华人企业资源最丰富
链接最强的大学，
组成强大的
企业顾问
团队。

本地唯一一所
兼具学术及
技职类教育的
一流大学。

中文藏书数量首冠全马，
陈六使图书馆拥有
最多华人专家学者藏书库
（5家）及全球
唯一南洋大学
史料中心。

提供学费低廉，品质优越的
双学位课程 

（英国格林多大学+
新纪元大学学院）。

全马唯一一所提供
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课程的大学。

与世界各地150+大学
建立学术往来与
交流计划，
建立强大的
学术顾问团队。

本地唯一一所提供
全额奖学金
（学、杂、住宿费全免）
及多项奖学金类型的大学。
学生以CGPA2.0的成绩
即可续领奖学金，鼓励优秀生
平衡各种学习类型，
多元化学习内容，全方位发展。

优势与荣誉

全马首家获中国大学全面资助
建设鲁班工坊的大学，

协助在职学生免费研修，
并考取技术证书及

结业证书，提升
就职竞争力。

多项年度免费
出国研修及
游学计划。

荣获本地权威媒体
《星洲日报》颁发

《星洲教育奖》。

Opportunities and Achievement



优势与荣誉

2017年升格为大学学院之后，
即在2018年创下
招生率新高，
增加了51%。

2020年7月开始大规模招收
留学生，未到一年，

招收来自
5个国家
170位

留学生。

全国音乐史上第一间由校方
全力出资打造 
音乐专辑
的大学。

提供学位课程以外的
免费技职体验与
工作坊。

美妆体验
咖啡拉花体验

美发造型设计

马来西亚院校领导及业内专才的进修选择：

大马前资深电台主持人、
文化工作者兼本土乡音推手、
曾受邀录制央视《世界听我
说》，并凭电影《南巫》成为

2020年第57届金马奖
“最佳新导演”得主。

张
吉
安

何
伟
智

万
生
达

谢
素
凤

潘
俐
妤 

潘
荣
德

国立玛拉
工艺大学
副教授

国立玛拉
工艺大学

巫裔高级讲师

马来西亚
广播电视台
RTM新闻
采访主任

RTM马来西亚
广播电视台

BES新闻频道
主持人

马来西亚创新中心总执行长，
也是南洋商报著名特约产业

评论员兼时事评论员，
中国报特约时事评论员，

海南省委旗下国际传播中心
特聘的海南自贸港＂海外传播
官＂兼海南海外时事评论中英

文专栏作者。

Opportunities and Achievement

马来西亚
书艺协会会长

黄
瑞
庆 



奖学金与优惠——

卓越学术表现卓越学术表现
100%学费、杂费、住宿费全免

学优生学优生

独中校长推荐独中校长推荐
Degree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30,000 （平均85%）

多元文化多元文化

体育生体育生
Degree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30,000 （平均85%）

Foundation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6,000 （平均65%）

Diploma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12,000 -RM15,000（平均55%）

才艺优秀生才艺优秀生
100%学费、杂费全免

Degree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30,000 （平均85%）

Foundation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6,000 （平均65%）

Diploma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12,000 -RM15,000（平均55%）

Degree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30,000 （平均85%）

Foundation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6,000 （平均65%）

Diploma课程学费减免高达

RM12,000 -RM15,000（平均55%）

新生优惠新生优惠

提前缴费优惠提前缴费优惠

提前缴费一学年

提前缴费一学期

PTPTN PTPTN 
SchemeScheme

奖学金、学费减免奖学金、学费减免

入学优惠篇入学优惠篇

In Education, No One Should be Left Behind
■ 梁馨元 题



学学
金金

奖 学减
费免

卓越学术表现奖学金，学生可获得

100%学费、杂费、住宿费全免

才艺优秀生学杂费全免  ，

仅限报读戏剧与影像课程

学优生奖学金，SPM/O-level/IGCSE 7A

或以上；UEC5科积分15分或以下；

STPM/A-level 3Bs

独中校长推荐奖学金，高达

RM30,000的总学费减免

多元文化奖学金，

仅限非华裔生
体育生奖学金，

开放给篮球/羽球州手或国手

入学入学

优惠 新生优惠，报名节省高达 

RM 3,000  
提前缴费优惠：

提前缴一年费用可额外折扣RM 2,000；

缴一学期费用可领取价值 RM700 的赠品

PTPTN配套，结合RM3,000

的学费优惠，大大减轻升学负担 

以RM 200 的报名费享有价值上万的北京劳动

保障职业学院线上研修课程
仅限50名额，先到先得。

只向前50名征收报名费

免费免费

进
  修

机
会

学习力起飞计划,
近50个由专家学者、企业家及专业人

士领导培训的工作坊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线上研修课程仅限50名额

JASSO日本留学奖学金计划

辽宁免费研修计划
北京免费研修计划

马港文化交流

奖学金与优惠—— In Education, No One Should be Left Behind
■ 梁馨元 题



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

荣誉学士学位       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 （3年）
                             Chines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Cinematic 
and Performing Arts

Department of 
Media Studies

全马唯一拥有
永久出版准证的
学生实习报章
《观察家》。

院领导廖朝骥博士
任aiFm嘉宾主持、
8TV 《学霸》评审，
拥有丰富业界经验。

课程涵盖新闻、
广播、电视和
公关四大传统
专业课程。

Department of 
Drama & Visuals专业文凭       

戏剧与影像 
Drama & Visuals（2.5年）

课程以实践为主，理论
为辅，涵盖戏剧表演与
影视创作基础知识。

媒体研究系媒体研究系

专业文凭              媒体研究 Media Studies（2.5年）

积极与媒体机构
合作，重视第一线
的学习和体验。

设有专业的广播录
音室、拍摄绿棚、
公关室、办报实务
中心等教学设备。

戏剧与影像系
戏剧与影像系

师资多来自本地
业界专才。

专业备受业界认可，学生
与国内外的剧场及电影创
作者频密接触，扩大实习
机会与就业竞争力。

ASLI戏剧联盟主席，业界
著名戏剧专才、得奖无数
的贺世平老师授课。其著
名 舞 台 剧《三个小孩》
至今在国内外演出共135
场。



❶ 
❷ 
❸
❹
❺

黑箱剧场排演活动

《淡水小镇》剧照

《我要上天的那一晚》剧照

校园开放日的绿棚拍摄体验

“你配吗？”配音比赛
录音情景

毕业
出路

Prospects 
after graduation

媒体研究
编辑员、广告文案创作人员、公关、翻译员、影像剪接师、
节目制作人、新闻主播、电台DJ、社交媒体管理员、
媒体分析员、研究员、媒体管理等工作

戏剧与影像
导演、编剧、演员、导演助理、演出制作人、艺术行政、舞台监督、
灯光师、布景设计、造型师、幕后工作人员、中小学戏剧指导老师、
儿童创意戏剧活动指导老师、演员、剪接师、摄影师、影像设计、
助理导演、制作经理、制作人、制作助理、收音师、灯光师、影像教育等

Media Studies

Drama and Visuals

优秀
校友

Outstanding Alumni
Student’s Achievement 1劲程谢

现任Ai FM的DJ、
NTV7电视节目主持人

2 3▼

❶ ❷ ❸

❹ ❺

伟
立严

Parrot Kreative Production 
S/B及Parrot Creative Studio 
S/B 制片公司及片场经营
负责人

▼

郡
倪梁

获选为
「One FM敢说敢Show」
嘉宾DJ

▼

4红绫马
任职于WOOHOO PICTURES时
期，为环境喜剧副导演、电视节目
制作人、纪录片《拼一个梦》撰稿
及电影<Ola Bola>制作经理

5 6▼
慧珊许

从事影像与剧场工作，实验
短片《24/7》入选2009韩国
首尔实验电影展

▼
思杰林

《垚兰曲》入围第12届
戏炬奖最佳男新人、男配
角，《查理三世》入围第
14届戏炬奖最佳男主角

▼ 7家恩梁
现从事剧场编导及演员工
作，参演和编导作品曾多
次入围戏炬奖

▼

学生
荣誉

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Cinematic 
and Performing Arts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Faculty of Accountancy,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

商业行政涵盖商业金融、
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学，
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分析、
协调和资源管理能力，
以协助他们在企业界发展。

市场营销涵盖广告管理学、
数码营销、客户服务、危机管理
等领域，学生将学习并掌握分析
与解决问题的技巧、创意营销策
略及扎实的营销能力。

相对留学英国，以节省至少四倍
的价钱在马升学，考取新纪元
大学学院及英国雷克斯汉姆格林
多大学（Wrexham Glyndwr 
University）的商业行政
（荣誉）学士学位证书。

金融与会计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双学士学位       专业文凭           

课程涵盖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及财务管理。

课程受国际会计专业
机构如ACCA、CIMA及
CPA Australia认可

有意考取特许会计师资格的
毕业生，可豁免ACCA 9门
试卷、CIMA 8门试卷，以
及CPA Australia 6门试卷。

相对留学英国，以节省至少
四倍的价钱在马升学，考取
新纪元大学学院及英国雷克斯
汉姆格林多大学（Wrexham 
Glyndwr University）
双学士学位荣誉证书。

商学系
商学系

金融与会计系

Doctorol of Philosophy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3年）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1年）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商业行政 
Business Administration（3年）

双学士学位

市场营销 Marketing（3年）

商业与行政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市场营销 Marketing（2年）

荣誉学士学位

专业文凭

商业学 Business（1年）
大学基础课程

金融与会计 
Finance and Accounting（3年）

会计学 Accounting（2年）



❶ ❷ ❸

❹ ❺

❶ 
❷ 

❸

❹
❺

2018 FinTech Talk

业界有名的孔令龙局绅主讲
《后疫情时代的中小型企业
—重振旗鼓于永续发展》 

One Heart One Malaysia 
Mini Carnival 

户外教学活动

Mini Carnival的游戏摊

毕业
出路

Prospects 
after graduation

商业行政
商业与行政执行员、行销员、客服员、行政主管及其他

市场营销
销售与营销执行员、营销研究员、广告与促销执行员、
零售与批发执行员、国际营销执行员、
网上企业从业人员、产品开发及其他

金融会计
会计师、审计师、投资分析师、企业策划执行员、
税务顾问、其他金融与会计职务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rketing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优秀
校友

Outstanding
Alumni 1 承

业黄
马来西亚脑力运动总会——
技术总监

2 捍华
欧阳
雪州行政议员（MMKN）、
新村发展与重整非法工厂常
务委员会主席

3 建
丰白

Dinity Advisory 创办人
▼ ▼ ▼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Faculty of Accountancy,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美术与设计学院

荣誉学士课程             视觉传达 Visual Communication（3年）

Faculty of Art & Design

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专业文凭课程            室内设计 Interior Design   
                                  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数码多媒体设计 Digital Media Design 
                                  视觉艺术 Visual Arts（2.5年）

与企业紧密合作，
由业界的专家
提供专业的指导。

培养学生的软、硬技能，
包括批判与创新思维。

实践Better by Design
“设计臻完善”
的办学理念。

大马设计王Dr.Eric Leong
任院长，带领具业界经验的
师资团队，打造高素质的
教育，培育新时代的
设计师与艺术家。

美术与设计系美术与设计系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陶艺体验

学生素描

美术壁画

美术走廊

师生户外教学

实践操作

1 2 3 4

5 6



毕业
出路

Prospects 
after graduation

视觉传达
广告领域、平面设计工作室、印刷厂、出版社
潜在职业包括：数码媒体、内容创作者、创意总监、创意设计师、
品牌专才、出版物设计师、广告艺术总监、视觉传达、动态图形设计师、
公关经理、互动式媒体设计师、包装设计师（FMCG）、
广告客户执行员（AE）

室内设计
空间概念设计师、制作设计师、设计顾问、设计项目策划、家具设计师、
会展设计师、灯光设计师、厨房设计师、模型制作、道具剧场设计师、
色彩顾问、材料专才、3D视觉效果设计师、室内设计制图员、
业务协调员、设计与销售助理、设计行政助理

Visual Communication

Interior Design

学生
荣誉

Student’s
Achievement 1晓雯林

“Cogito·美学生活·纸上电影”
创办人之一、柔佛著名婚纱摄影师

2
3

▼

升
鸿池

New Design & Printing Sdn Bhd
创办人，拥有“加影印刷王雅号”

▼

凯伦萧
 WoonMei策略新媒体集团创办人、
副总裁、设计总监、创意总监、
品牌总监、企业企划师

▼ 4文兴黄
Appstronic 动态特效总监，
Phyneo Creative House 
美术总监

5▼
锦祥梁

彫祥刺青 Diaoshane Tattoo 
创办人

▼

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视觉艺术
Visual Art

数码多媒体设计
Digital Media Design

创意总监、广告艺术总监、编辑设计师、企业品牌设计师、
印刷制作设计师、包装设计师、平面设计师、设计专业教育工作者、
网页设计师、数码插画师

专业画家、版画家、陶艺家、设计师、插画家、美术创业者、
美术教育工作者、美术管理人、美术推广者、美术顾问、画廊经理、
美术馆馆长、橱窗展示美术家、展览设计师

创意总监、广告艺术总监、电子游戏设计师、
多媒体设计、UX设计师、
2D与3D 动画设计师、3D视觉效果设计师、
设计专业教师、网络设计师、数码插画师

美术与设计学院 Faculty of Art & Design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荣誉学士课程         软体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网络科技 Network Technology
                              数码保安 Cyber Security （3年）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开发完善且专业化的教学设
备与器材与时并进：Cyber 
Security Lab、Network 
Lab、SMART IoT Kit、
Robotic Training Kit等。

培养ABC专才：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Big Data（大数据）和
Cyber Security（数码保安）。

教学采用 DDoS 
Analyzer、AES 
Cryptography等数码
保安软件技术支援。

资讯科技系资讯科技系

专业文凭 电子商务 E-Commerce
电脑科学 Computer Science
资讯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网站研发 Web Development Technology （2年）

院领导Ts.庄正伟助理
教授获国家技术发展局
(JPK) 委任: PPT/SLDN
 (PP) ； (PPL) 。

与政府机构、著名商企、文
教组织签订合作备忘录，全
面展开研发项目计划以及科
技教育的交流和知识共享。

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教学活动，
如机器学习、虚拟实况、
电子付费、3D打印等
以学生学习兴趣和就业需求
为导向而创建的特色工作坊。

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学术及校际竞赛，
如Software Programming 
Innovation Competition
 (PROCOM)、ABB Intervarsity 
Innovation Challenge、My Drone 
University Drone Competition等，
在开拓学生视野的同时，也提高学生
逻辑思维、创新与发掘问题的能力。



毕业
出路
Prospects 
after graduation

软体工程
软件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应用程式设计师、
项目经理、软件顾问等工作

网络科技
网络工程师、网络系统管理员、电脑网络设计师、
通讯数据分析师、系统工程师等工作

Software Engineering

Network Technology

学生
荣誉

Student’s 
Achievement 1 腾

宇刘
全国ABB杯智能创新技术大赛五强

2
▼

嘉
友郑

全国无人机比赛决赛圈

▼

❶ 
❷ 

❸
❹

❺

理论与实践学习

 Ts.庄正伟助理教授受
电台邀请进行IT专题分享

3D打印技术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STEM科技教育培训计划

全国无人机比赛决赛圈

伟
杰冯

佳
穅李

骏
汶魏

数码保安
数码保安工程师、数码保安分析师、数码保安顾问、
道德骇客、网络安全编程师等工作

Cyber Security

1 2 3

4 5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荣誉学士学位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国内唯一一所大学全面资助
师生每年出版中文期刊，
鼓励创作及提供编辑与
出版实务训练。

与超过15家著名商企、
文教组织签订合作备忘
录，打造专业实习平台。

课程涵盖传统汉
学与现当代文
学、本土华人研
究、创意与实用
中文及大中华区
域各方向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

大学基础课程

中华研究 Chinese Studies（3年）

中华研究 Chinese Studies（2年）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3年）

中文传播 Chinese Communication（1年）

师资重磅级，从院长伍燕翎博士
到各系老师，专业领域涵盖广，
有来自历史、文献学、文学、
政治社会、语言、地理学专业的
中文/中华研究专才，在业界
拥有多元身份及备受认可。

博士学位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系教育系

专业文凭

教育学 Education（ 3年） 

教育学 Education（2年）硕士学位

幼儿教育 Early Childhood（2 1/4年）
汉语国际教育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2年）

与全马多所托儿所、幼儿
园签署了MOU合作协议，
深受本国幼教专业组织
如：幼教公会总会、ECCE
Council等的认同与支持。

全马唯一一所开办汉
语国际教育（荣誉）
学士学位及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的
大学，为东南亚区域
培育汉语教师。

定期举办海内外学术与教学
工作坊，并提供国外实习
机会。

师资全为幼教学历背景的一
线幼师、园长，或大马教
育部开发司认可的幼教课程
专家，并有儿童游戏治疗师
等专职出身的专业人士加入
团队。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幼儿教育 Early Childhood

汉语国际教育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3年）
荣誉学士学位



毕业出路 Prospects 
after graduation

中国语言文学
教师、作家、媒体人、华语新闻与中文
戏影相关工作者、编辑、学术人员、
研究员、文案撰稿员、文化包装及创新
工作、行政人员、活动企划、
客服与人事相关等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荣誉
Student’s Achievement
Outstanding Alumni

慧
铃高

三三出版社
创办人

▼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荣誉学士学位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Psychology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辅导咨商 Counselling（4年，3年修课+1年实习）

首家提供辅导咨商
（荣誉）学士课程的
私立大学，国内第一
所以学士学位资格申
请马来西亚注册辅导
员证照的私立大学。

课程涵盖辅导咨商与心理学
两大范畴，课程设置依据教
育部及马来西亚辅导局所制
定的“咨商师培训标准与资
格”标准，可衔接外国辅导
或心理学硕士课程。

重视本土化，结合在地资
源，学生可以到学校、社区
辅导中心、非营利单位等进
行实习。中文辅助教学，服
务多元社会及组群，提高就
业竞争力。

博士学位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东南亚学系东南亚学系

东南亚研究 ASEAN Studies（3年）

硕士学位            
东南亚研究 ASEAN Studies（2年）

不同背景与学科专业的师资，包括从本地、
台湾、中国、英国、德国所训练的历史学、
地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等领域背景
的师资。

全马首个以东南亚区域研究为发展主轴的科系。
辅导咨商

社会服务机构、教育机构、学习机构或
辅导中心的咨商师、辅导老师

Counseling

汉语国际教育

华文教育工作、语音、语言专才、开办
及管理补教与语言中心、翻译、编辑等
专业工作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幼儿教育
国内外幼儿园/安亲班/托儿所老师、特
殊儿童治疗师、特殊儿童教师与专属助
理、儿童教育机构或中心进行科研人员/
游戏治疗师

Early Childhood

优秀 雪
儿潘

新传媒新闻
工作者、
华语流行音
乐研究者、
词曲创作人

▼

吉
安张

影视导演，
作品《南巫》
获得第57届
金马奖最佳
新导演奖

▼

馨
元梁

 专栏作家，
第15届花踪
文学奖新秀奖
新诗组首奖

▼

凯
文丘

第46届香港
青年文学奖
小小说公开
组冠军，
方修文学奖

▼
zizan

A
新纪元卫生、
安保与环境
管理学院
院长

▼
Bin 
Othman

勇
丰陈

一圆生命礼
仪公司
创办人

▼

小
云温

印尼华文学校
校长

▼

学
生校

友

系主任郭富美荣获马来西亚妇
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委任
“咨商师顾问委员会委员”。



校园音乐专辑《起飞》

东南亚音乐史
上第一张由校
方全力出资的
学生原创歌曲
集，歌手受邀
赴“海南欢乐
节”演出，观
众上千人。

“我爱华文，我考华文”
   一日营

新纪元中文系主办的常年活动，
旨在鼓励华裔子弟选修、
报考华文。

《三个小孩》舞台剧

本地深获好评的著名舞台剧，呈现马来西亚华教故事，
至今在国内外演出共135场。

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新纪元文化推广中心主办的大型营会，旨在让青少年接
触与认识中华文化。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

为学生带来各种各样的
出国研修机会，免学费、住宿费。

▶

▶

美哉，新纪元

《起飞》统筹郑诗傧博士、词曲创作
人及演唱人谢惠媛、郑惠琦及mv导演
兼故事人莫尔一起分享他们制作此专
辑的过程及原创曲的一些背景故事。

爱艺鼓

新纪元二十四节令鼓鼓队，
曾受邀到国家剧院演出，
广受好评。

文
化
校
园

新
纪
元

美
哉



创
意
校
园

活
力
校
园

美术与设计系学生秦纯航作品

戏剧与影像系学生作品《恶童》

美术与设计系学生Foo Mei Sze作品

戏剧与影像系学生作品
《马克白欲望江湖版》

美术与设计系学生
杨建桐作品

2017 
IDO音乐社
内部比赛

2019 “世界戏剧日”庆祝活动——“十二小时不停演！”

2017 NEUC Campus Run

2019年第6届华教杯羽球团体赛

2019年“艺心艺意”新纪元大学学院嘉年华 中文系Kepong FRIM 师生联谊踏青2018年校内运动会活动大使 

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李慧文作品

2017“舞法舞天”大型演出

新
纪
元

美
哉

2020年
庚子千人
挥春比赛
《风雨同心，
共抗疫情》




	FOLIO_FRONT_COVER_01
	df70abf90782bcfed58b746403e0231080de707f8cd0403c3d8ad4b2406cff7d.pdf
	f50ecedd41316a597dc50165c7c7e97b323d38f83a68d52df2bd6d1315122961.pdf
	a1a93607412bb59bb17f09a0f91e0f99360a9bf481b5e81d0f8e9466d251b4d6.pdf
	b22ad97359f8662c26fa190aa9e8809a1d24aaa020054b4091aed5f74f919c02.pdf
	9be674075099a228da023dddb1b062676f851bbddfc71dbd7baf8dbcc0830583.pdf


	88f4967742596d43f2bc5b260c5d3baaefd9366ce94382ca2fe0cb04e35f47a2.pdf
	a1a93607412bb59bb17f09a0f91e0f99360a9bf481b5e81d0f8e9466d251b4d6.pdf
	03f8344c6e8df8fe2dd211a95e0c60940f04c7118e9123acc3f3f4de68aae757.pdf
	7e31281244cd78d891d56cef9e7e587a157b288bea25388af70a631fb361155a.pdf
	4400acf913b77c28c46b34b2fea6e7d42e8e132260c5a67e3c8217f16b02aeb6.pdf
	b6a250c6e8df5fa151556b26fdc95b04e00648a4002178e55584cc731139fe4e.pdf
	97c02c5918d791979ea09691b061b11af51206435fa8403975dfe86d1ca4c6e3.pdf



	d9b8d608485e7aa44da8c1e21644e5dde47fe743a8fd09e6f5386e3c1f17ce02.pdf
	f50ecedd41316a597dc50165c7c7e97b323d38f83a68d52df2bd6d1315122961.pdf

	FOLIO_BACK_COVER_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