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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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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部

 学术部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院内现有商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媒体研究
系、美术与设计系、戏剧与影像系、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教育系和英文部等学术部门共30项课程及其相
关学术行政作业。学术部业务范畴还包括：教务行政
（含考试作业）与学术行政（包括论文发表等研究事
项），同时兼掌各项课程之开办与执行，协调各课程
的申请与认证工作。2013年学术部与注册处积力配
合政府事务处，完成共6项课程的学术认证工作。

1.2.1.  排课作业

 本院新校舍装修于今年初竣工，技职教育中心
于年初已迁入使用。技职教育中心搬迁后，总院课室
不足的问题得以舒缓。此外，电脑中心于今年初也重
新规划电脑室的空间应用并且成功多腾出3间普通课
室。因此，学术部在整合各系上课时间表及场地使用
时比较顺畅。

1.2.2.  考试作业及成绩管理

 学术部每学期负责统筹期末考试作业，首先是安
排考题审查会议，审查小组成员有各科系主任及研究
中心各位主任，以提高试卷质量，让教学与评量能密
切配合。接着是负责影印考卷、布置考场及安排主考
及监考人员。本部门将确保考试是在公正及公平的情
况下进行。考试结束后，学术部还负责安排学生补考
及重考、处理重审申请。最后，学术将安排考试委员
会会议，成绩在会议通过后将呈注册处公布。学生可
以通过院内及院外网络全年查询自己的成绩。

1.2.3.  课程评估

 学术部每年固定实施评估结果数据化并占讲师评
估的20%，藉此评估改善学科及讲师的素质。本年度
约400个科目进行课程评估，并100%做出分析和计
算。本院也提供院内及院外网络课程评估服务让学生
于线上直接作业。

1.2.4.  筹划学士课程

 自2012年年尾，各科系即开始草拟本系学士课
程。学术部负责召开会议商讨课程设置并跟进各系
进展。进入2013年，各学士课程大部分已完成了定
稿。学术部将分两个阶段提呈申请文件给MQA。首阶
段已定稿并准备提呈MQA之学士课程共有4个：

4.1  BA (Hons) in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Psychology

4.2 BA (Hons)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4.3  BA (Hons) in Educati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1.1 前言

1.2 学术部业务

4.4  BA (Hons) in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以下6个学士课程则会在第二阶段才提呈MQA，
预计在2014年中旬完成所有学士课程申请程序：
 
4.5 BA (Hon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6 BA (Hons) in Finance & Accounting
4.7 BA (Hon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4.8 BA (H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4.9 BSc (Hon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4.10 BSc (Hons) in Network Technology

1.2.5.  修订总学则

 为了配合学院升格，学术部开始修订总学则。本
部门已将有关升格后的规定、标准及条件都纳入新学
则，例如：制订硕士及博士班学则等。

1.2.6. 学术行政

 本年度的“提呈会议论文及经费补助”，只获1
项申请，并获得批准。

申请者姓名 ：苏燕婷

提呈论文题目 ：文人游移与中国文学的传播

会议主题 ：2013“迁徒与记忆”国际研讨会/
/主办单位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

 配合本院致力升格为大学学院的目标，以及课
程的发展和组织与资源的整合，学术部的统合，为相
关科系分别提升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商学院、媒体
与艺术学院、以及理学院做准备，以期为学院向大学
学院过渡进行良好衔接。在此统合过程中，注册处已
纳入学术部，除执行例常之学籍管理、开课注册、毕
业发证与仪式等事项，亦将加强考试作业之执行与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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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处的工作包括处理新生报名及遴选、新旧生
注册事务、报到日与开课礼、学籍管理事务及举办毕
业典礼。

1.4.1．新生报名及遴选

 本处的主要工作目标为及时处理新生报名及遴
选，并定时在院内公布录取人数与相关资料，以供各
系与各处调整招生动作与策略。这项工作还包括接收
报名表格、进行遴选、寄发通知与资料、不断寄发有
关学院或学科等资料给已被录取的新生，以期提高报
到率。

1.4.2．新旧生注册事务

 为确保学生办妥注册手续，本处及时更新新旧生
注册资料的输入，并定时统计在籍生人数。

1.4.3．注册日与开课礼

 为协助新生与升班生更有效处理注册手续，更快
投入学院生活，本处一年举办四次新生注册日与二次
开课礼，一般开课前四天举办新生报到日，集中处理
新生注册手续；注册后的第二天举办新生开课礼，引
导新生正式展开新的学习历程。

第一梯次注册日/开课礼：10.1.2013 / -
第二梯次注册日/开课礼：21.3.2013 / 22.3.2013
第三梯次注册日/开课礼：9.5.2013/ -
第四梯次注册日/开课礼：25.7.2013 / 26.7.2013

1.4.4．学籍管理事务

 学籍管理的事务很繁杂，其中包括在报名、入
学阶段，确定学生资料完整及正确，将学生在校期
间的学习成绩、表现等建立档案，还有网上公布学生
成绩、邮寄学生成绩单、知会家长和各系学生学习动
态。为有效管理学籍的事务，本处极力掌握学生各种
资料，并可从学生个人、各系、或整体学生等角度加
以分析，以供各种决策及工作执行之用。另外，处理
同学各类转系、转班、成绩单补发、退休学等申请，
并与家长与各系密切配合协助学生完成学业，也是本
处的常年工作之一。

1.4.5．毕业典礼

 第14届毕业典礼，受邀颁发毕业证书予应届毕
业生的嘉宾为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新田博士、新纪
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及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
胡万铎先生。第14届（秋季）毕业典礼，受邀颁发毕
业证书予应届毕业生的嘉宾为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
新田博士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

 本院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每年1月份英文
部门将负责统筹及开办为期六周的英语密集课程，让
学生逐步适应大专院校的英语学习环境。我们希望加
强学生应用英语的信心，通过此项课程，提升学生英
语的读写听说能力。这项课程着重训练学生实际演练
会话、熟习词汇、听写、自学技巧与创意思考。

 学生完成以上课程后，即可了解英文的基本语
法、应用正确的英文语法，造出完整的句子、在某些
会话场合中，充满自信的使用英语、能够阅读和理解
英文报章及课本的篇章和段落。英文部会设计一系列
的活动促进学生对英文的兴趣。此课程将以分组和专
题讨论的方法教学，同时也采用报章刊物等生活化教
材。课程结束后，学生必须参加一项测验。成绩公布
后，所有参与这项测验并及格的学生，将会获得一张
证书。2013年，招生反应热烈，学生人数达108人。

1.4 注册处业务1.3 英语密集课程 (IEP)

2013年度IEP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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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3+0）   4    5
动态影像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3+0）  2    2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   14    6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   15    22
商业与行政学士课程 (2+1)    -    2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2+2)    9    3

新闻学士课程 (2+2)     4    1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2+2）    14    9
广告学士课程（2+2）     8    7

资讯工艺学士课程(2+2)    2    -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学士课程 (2+2)   9    -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1    1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7    -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7    9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23    20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19    16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7    2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3    14
网站研发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2    8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1    1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7    15

戏剧与影像系专业文凭课程    -    2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3    3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7    6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马六甲）   -    1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柔佛）    -    43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吉打）    -    23

    共计   178    221

1.4.6．第14届毕业生人数

科系      春季(27.1.2013)  秋季(17.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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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

 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成立于2010年5月27
日。其研究聚焦于三大领域, 即马来西亚、东亚（东
南亚与东北亚）以及马来西亚与海外华人的历史与当
代课题。研究所鼓励对本土，乃至区域层面的文化、
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法律与相关课题，进行研
究。

 研究所底下设立三个研究中心（社会与发展研
究中心、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及法律与社会研究中
心），各中心设有一位主任负责推动研究、编辑与出
版、研讨会、讲座等工作。

 研究所主要的工作项目包括研究项目、出版、学
术活动（专题讲座、学术交流会、研讨会）、学术交
流等。

2.1.1. 文平强
a.   Values and Governanc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laysia  
b.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Ulu Langat District, 

Selangor 
c. Aspects of Malaysian Chinese business studies 
d.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研究

 
2.1.2. 廖文辉

a.  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班达马兰区华人庙宇调查研
究

b. 马来西亚闽南社团调查研究
c. 丹州海岸及河岸华人村落之调查研究

2.1.3. 罗荣强
a.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权益研究——以中国教育法及

国际人权法为参照

2.1.4. 徐玉燕
a. Malay Funeral

 
2.1.5. 蔡莉玫

a.  A Study of Alienation among Knowledge Work-
ers in Malaysia: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研究所积极推动出版工作。自2013年开始，研
究所计划每年出版两份中文学术期刊与两份英文学术
期刊。今年已出版的中文学术期刊为《马来西亚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二卷第一期、第二卷第二期（
由廖文辉和罗荣强主编，蔡莉玫执行编辑）及英文期
刊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2,  
No.1及Volume 2, No.2（由文平强主编）。

 研究所也着重个人或联合出版的合作方式，以中
文或英文出版书籍、论文集、专题研究等刊物。

2.1 研究项目

2.2 出版

2.2.1  《张礼千文集》（廖文辉编）：已经于2013
年2月出版。

2.2.2  马来西亚方志系列丛书1《直凉华人志暨资料
汇编》（廖文辉编）：已经于2013年11月出
版。

2.2.3  《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文平强
著）：进行排版与校对工作，预计于2014年
出版。此书由新纪元学院与马来西亚创价学
会联合出版。

2.2.4  《酒：非一般商品——研究与公共政策》（
中文翻译本）：进行排版、校对工作，预计
于2014年1月出版。此书由新纪元学院与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Good Temper-
ance (IOGT)联合出版。

2.3.1. 文平强
A. 期刊论文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 Frontier: 
Chinese Pioneers in the Ulu Langat District of 
Selangor, Malaysia，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2, 2013: 45-63.

2.3.2. 廖文辉
A.  期刊论文

<试论许云樵马新暹史研究>，载《马来西亚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6月第二卷第一
期，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
究所，页13-27。

B. 单刊本论文
B.1  <英国殖民者的马来语言文学研究及其文字

记录>，林忠强等编《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
研究双年会论文集》（吉隆坡：华社研究
中心，2013），页289-322。

B.2  <鼓吹学术救国的爱国学人：张礼千与南洋
研究>，何启良编《百年寻绎：马新历史
人物研究》（八打灵：拉曼大学中华研究
院，2013），页151-172。

2.3.3．罗荣强
A. 期刊论文

A.1  〈《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蓝图初步
报告》对华文教育的冲击与影响〉，载《
华教发展与研究》2013年总第2期, 马来西
亚：董总,页17-27。 

A.2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单一化不利于国民
团结——《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
育蓝图》之批判〉，载《华教发展与研
究》2013年总第3期，马来西亚：董总，
页24-32。

A.3 〈马来西亚与中国国际破产域外效力问题

2.3 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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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文平强

William Tai Yuen, 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1900-1941,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13.

2.6.1. 文平强

a. 〈逐鹿布城的大选〉
 载《星洲日报》，2013年5月2日。

2.6.2. 廖文辉

a. <武吉斯人——18世纪马来半岛造王者>，
 《东方日报》，2013年3月10、11日。

b. <全集或文集——《张礼千文集》出版有感>，
 《东方日报》，2013年3月15日。

c. <消失中的村落>，
 《东方日报·东方文荟》，2013年7月7日。

d. <马来西亚闽南姓氏杂谈>，
 《东方日报·龙门阵》，2013年7月16日。

e.  <大马华人姓氏初探——地缘社团会员名录中的
姓氏和籍贯>，

 《东方日报·东方文荟》，2013年7月28日。

f.  <国史本无事，政客自扰之—马来西亚史开课有
感>，

 《东方日报·龙门阵》，2013年8月21日。

2.4.1. 文平强
· 2013年5月25日-27日，上海论坛：经济全球化

与亚洲的选择——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
谐发展,“全球治理和亚洲智慧”分论坛，复旦
大学，发表论文“Values and Governanc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laysian Experience 
and Its Lessons”。

2.4.2．廖文辉
· 2013年9月13日-14日，台湾成功大学主办“祀

典兴济宫暨保生大帝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呈〈槟岛保生大帝信仰初探”〉。

2.4.3. 罗荣强
· 第十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日期：2013年

11月8日至12日，地点：缅甸曼德勒），罗荣
强发表论文，论文题目为“真理抑或谬论：马
来西亚华文小学种族单一化不利于团结——评
《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蓝图》”。

2.4.4. 蔡莉玫
a.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与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联合主办“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八届国际
会议”（2013年8月17-19日，金马皇宫酒店）
，蔡莉玫发表论文“The Changes in Occupa-
tional Demographics of Malaysian Chinese 
from 1911 to 2010”。

b.    Chai Lee Mei. Pengalaman Kerja Dulu dan 
Sekarang: Satu Analisis Budaya Kerja. Confer-
ence paper. Conference on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for Young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26-28 Januari 2013, Albukhar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Kedah. 

2.5 书评

2.6 短文
2.4 会议论文

探析〉，载《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报》2013年第二卷第二期，马来西亚：新
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页69-76。

2.3.4. 蔡莉玫
〈李星可的社评及其时代意义〉，载《马来西亚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12月第二卷第二
期，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
所，页23-38。

2.5.2. 廖文辉

a.  陈鸿瑜《马来西亚史》，《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报》2013年6月第二卷第一期，页69-71。

b.  <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并行不悖——沈慕羽日记
出版有感>，《南洋商报·商余》，2013年8月
21日。

c.    <小而美的地方史，评《继往开来——武吉巴
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东方日报》
，2013年4月21日。

2.7.1. 专题讲座

 研究所不定期主办特定主题的专题讲座，通过
邀请国内外学者发表演讲，促进我国和国外学者的交
流。今年，研究所已举办两场专题讲座。

2.7 学术活动

右为专题讲座（二）主讲人邱力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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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马华人研究”工作坊与会学者合影

2.7.4.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八届国际会议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SSCO）

 研讨会经于2013年8月17日至19日在金马皇宫
酒店盛大举行，活动主题为本土、区域、跨国：海外
华人研究再思考。研讨会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海外华
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一，每届都有近两三百人参与，
马来西亚是第一次获得主办权。此活动由马来西亚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与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联合主
办。协办单位包括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拉曼大学
国际研究中心、拉曼大学媒体与创意信息交流中心、
拉曼大学社会变迁与趋势研究中心、拉曼大学中华研
究生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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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语言以中文、英文与马来
文进行。

2.7.2. “法律大讲堂”

 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为了：一、响应院长的号
召，支持新纪元人文、艺术讲座；二、提高院内外人
士的法律知识，尤其是对教育蓝图的认识；三、拓宽
学生的视野；四、提升新纪元学院的形象与声誉，经
于2013年9月4日，下午3时半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A座403讲堂举办“法律大讲堂”第一讲，由罗荣强
博士主讲，讲题为：“《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
大蓝图初步报告》对华文教育的冲击”。此讲座反应
热烈，获得超过70名学生和讲师的出席聆听。罗荣强
博士计划在2014年继续开展另外三场讲座。

2.7.3. “台马华人研究”工作坊

 “台马华人研究”工作坊经于2013年8月21
日，上午9时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A座401会议厅举
办。此活动由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及马来西亚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联合主办。与会学
者包括王崇名（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兼主
任）、曹淑瑶（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盈慧（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主
任、东南亚研究所合聘专任教授）、张晓威（拉曼大
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兼副院长）、詹缘端（华社研
究中心副主任）、文平强（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
域研究所所长）、廖文辉（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
研究中心主任）和伍燕翎（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
系系主任）。开幕仪式由文平强主持，题目为马新华
人的文化发展：研究与展望；第一场次由王崇名和李
盈慧联合主持，与谈人为张晓威和曹淑瑶，题目为台
湾华侨华人研究；第二场次由廖文辉主持，与谈人为
詹缘端和伍燕翎, 题目为马新华侨华人研究。

Dr. Vincent Wee Eng Kim
（双威大学高级讲师）

邱力生教授
（中国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Student Expectations and Branding Strategies 
among Privat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中华文化价值下的华人行为模式与经济发展关系
探讨

4月10日

4月30日

日期 题目 主讲人

2.8.1  文平强于2013年10月8日受邀在博特拉大
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进行专题演
讲，题目为Methods and Pitfalls, Faculty of 
Languages, Chinese Division；于2013年10
月10日也受邀在马来亚大学（Universiti Ma-
laya）进行同样的专题演讲。

2.8.2  廖文辉于2013年9月16日受邀在台湾东海大
学进行专题演讲，讲题为一个闽南村落的调
研报告。

2.8.3  廖文辉于2013年9月17日受邀在台湾暨南国
际大学进行专题演讲，讲题为马来西亚地方
志的书写方法和视角——以直凉为个案。

2.8.4  廖文辉于2013年12月8日受邀主讲“马来西
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报告”，此为
由雪隆福建会馆主办“福建学讲座”。

 罗荣强于2013年参加由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
改制中学发展委员会主办的“问题与挑战——关心全
国81所国民型中学”征文比赛，荣获公开组佳作奖。
得奖题目为：〈国民型中学的地位——法律视角的审
视与前瞻〉。

2.8 校外演讲

2.9 学术荣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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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西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由副院长黄信章教授（右四）率
团莅校参访与交流

2.11.1 学术论文审查 

11.1.1 文平强：Breaking Taboos: Malaysian Local 
History and Sensitive Topics in Xiao Hei’s 
Fiction, for Taiwan’s《哲学与文化月刊》。

11.1.2 文平强：“Malaysian Chinese Family Busi-
ness Style in a New Era of Change and De-
velopment” for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
tur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Malaya.

2.11.2 翻译

廖文辉：<英属马来亚的商贸和农业>（米尔斯
著）,<南洋资料译丛>，第3期，2013年9月。

2.11.3 学术研讨会与谈人

廖文辉于2013年11月9日，受邀担任“王道文化
与21世纪的永续发展研讨会”圆桌论坛与谈人。

2.11.4 出版经费

·  《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直凉地方乡亲捐
助两万五千三百八十元。

· 《许云樵评传》：姚迪刚捐助五千元。

2.11.5 国外大学特聘

自2009年开始，廖文辉特聘为中国中国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文献资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Adjunct 
Research Fellow) 。

2.11.6 国内组织特委

A. 廖文辉
·  马 来 西 亚 创 价 学 会 出 版 ， 《 许 云 樵 全 集 》 

副总主编(2004－  )
·  董总课程局历史科学术顾问(2012－2014)
· 林连玉基金学术委员(2010-  )
· 炎 黄 国 际 文 化 协 会 马 来 西 亚 分 会 首 届 理 事 

(2013- )

B. 罗荣强
·  董总“728华团大会”法律顾问，并担任“728

华团大会”主讲人及全国巡回汇报会《2013-
2025马来西亚教育蓝图初步报告》对华文教育
的冲击和影响。

2.10.1.  中国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信章教授首次
率团一行4人到访新纪元学院，随团者包括农
立夫教授（中国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
所常务副所长（主持工作），副研究员）、
黄耀东博士（中国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
究所副研究员）和覃子沣先生（中国广西社
会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广西社会科
学院与新纪元学院于2013年9月25日在新纪
元学院C栋2楼教育系会议室进行学术交流与
合作座谈会，本院出席接待的人员包括文平
强、廖文辉、罗荣强和王淑慧。交流议题包
括探讨开展合作项目（研究项目、联办学术
活动等）的可能性；探讨学术与专业交换计
划（教授访学、教师交换、学生交换）的可
行性及探讨联合开展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的
可行性。

2.10.2.   新纪元学院代表团于2013年11月26日至28
日出访中国广西南宁市两所大专院校（中国
广西师范学院与广西民族大学），由莫顺宗
院长率团，随行者包括文平强、廖文辉与伍
燕翎。出访目的为洽谈硕士课程的合作，同
时与中国广西师范学院签署缔结友好院校备
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本院出访人员也受邀在广西师范学院为该校
师生进行专题演讲，讲题如下： 
(i)      莫顺宗：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状况
(ii)    文平强： 

华文的传播与扩展——若干问题与挑战
(iii)  廖文辉：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iv)  伍燕翎：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2.10.3.   文平强和伍燕翎于2013年9月2日至5日代表
院方出席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的2013 CHI-
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hibition 
and Forum。

2.10 学术交流 2.1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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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言文学系是新纪元学院于1998年创办时
首先开设的科系之一。本系秉承学院多元开放、成人
成才的办学理念，为社会培养具有中文专业水平的人
才。因此，不论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升学管道、
就业安排等，都尽可能求其多元化和具备综合的特
点。

 本系旨在为我国培养中文师资、学术研究人才
为目标，且积极负起开拓心灵视域、提升人文素养、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责任；同时以培养具有文
化景观及文化涵养的学生为主要目标。因此中文系多
举办有关中国文化、历史、艺术和思想的学术讲座及
研讨会等活动，以发展、完善和培养学生们的健全人
格、心理素质和审美素养。

 这些年来，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已逐步建立本系的
学术特色，我们希望尽可能在传统中国文化和本土学
术研究方面取得平衡，在系内培养起浓厚、纯净、师
生间互动的学术氛围，充分体现出中文系的品格与气
质。

 中文系主要为培养具有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理
论，能够进行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以及具有专业化水
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主要分汉语语言学和文学两
大类。汉语语言学的课程主要有：现代汉语、古代汉
语、语言学概论、文字学，让学生明了语言学的基本
理论，获取古今汉语的基本知识，进而掌握分析和研
究古今汉语文字材料的能力。文学类的课程，主要包
括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和马华文学
等。在学习这些课程后，学生能阅读古典文献，具备
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系统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拥
有一定程度的欣赏、分析、研究和写作能力。

 中文系课程，在教学上并不是一味强调理论推
介、说明和剖析。对于观念的启发、实践的体验与独
立思考能力的培训，也极为重视。提倡创新意识，
注重知识的建构性是中文系的特色之一，因此，我们
实行话题教学法，由讲师讲解教学中的重点、难点、
疑点问题，然后就某一话题让学生发表见解，鼓励不
同看法，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同时也实行“小论
文教学法”，每学期布置1-2篇小论文，加强学生的
学术训练、调整实用课程，同时辅导学生做好生涯规
划，让学生的就业或深造，更符合时代与前瞻。

 二年制，毕业学分为97学分。结束本课程后，
学生可顺利前往中、港、台等地姐妹校升学，完成本
科课程及考取学士学位。

 中文系的课程一直以来都特别注重质量的平衡，
但也不断改进，一方面固然为了确保学生素质，其它
方面也为了因应中、港、台各著名大学中文系课程的
变动及达到毕业生前往升学的要求。

 中文系讲师向来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并时常参与
国内外国学术研讨会，经常争取机会发表文章于学术
沙龙及国内外学报等。同时，系内亦常办专题学术座
谈、研讨会，并出版学术专著、论文集等。

 在搞好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本院中国语言
文学系向来注重与国内外单位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
动。自1998年以来，数位蜚声国际的资深学者和著
名作家受邀到本系讲学或参加本系所主办的公开学术
演讲、研讨会或座谈会，极大地活跃了学术气氛。邀
请著名学者和作家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和对话，是中
文系里极为重要的实践环节。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
趣，加深对文学感性的认识，而且还可把当下意识、
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带进课堂，并在课堂教学环节营
造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良好氛围，培养学生对文学
作品和文学现象敏锐的思维与感受能力。

 我们也经常邀请国内外资深学者前来作短期讲
学，并不时邀请过境马来西亚的学者及本地学者开设
讲座，将鲜活的前沿文学信息带进课堂，使学生们真
切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对古代、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学习和把握，不仅限于理
性认识和文学史知识的掌握，也有客观的、鲜活的、
动态的艺术感受。

（三）中国语言文学系

3.1 前言

3.2 教学特色

3.3 学制

3.4 课程

3.5 研究

3.6 活动/ 讲座/ 研讨会/参访

院长莫顺宗博士（左四）率领管理层接待国家学术鉴定局
（MQA）官员和审查团为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2+2）
进行课程审核。

中文系与协办媒体星洲日报副刊举办 “我爱华文，我考华
文”激励爱心一日营营员大合照，前排左二为戴庆义校长
及中文系伍燕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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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讲师论文发表记录

 <论晚唐北宋传奇
小说“虚实”至嬗
变>

<大马华文教育发展
所以能优于东协各
国之原因研探 >

<试论许云樵马新暹
史研究>

<槟岛保生大帝信仰
初探>

<鼓吹学术救国的爱
国学人：张礼千与
南洋研究>

会通与转化——第
二届古典文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

2013开创华语教育
与侨民教育之新视
野国际学术研讨会

——

祀典兴济宫暨保生
大帝信仰国际学术
研讨会

——

25-28.4.
2013

11-12.5.
2013

6.2013

13-4.9.
2013

2013

台湾东吴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湾中原大学
应用华语文
学系

——

台湾成功大学

——

台湾东吴
大学校区

台湾中原
大学

——

台湾成功
大学

——

——

《中原华语文学报
第十一期》，中原
大学应用华语文学
系出版，2013年

《马来西亚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报》，
新纪元大学学院出
版，2013年，页
13－27

——

何启良编《百年寻
绎：马新历史人物
研究》八打灵：拉
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出版，2013年，
页151-172

伍燕翎

余宗发

廖文辉

廖文辉

廖文辉

发表日期 论文题目 会议主题 主办/承办
单位

发表地点
编录期刊/
文集著者

“理论与马华文学” 国际研习营全体合照，前排左三起为中文系伍燕翎主任、黄锦树教授、张锦忠教授、贺淑芳博士与高嘉
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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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5-6.10.
2013

4-5.10.
2013

8-12.11.
2013

12.2013

廖文辉

余宗发

苏燕婷

苏燕婷

苏燕婷

<英国殖民者的马来
语言文学研究及其
文字记录>

<有关《云梦秦简·
与吏之道》用韵
问题

<跨越游动与创伤书
写——论原甸诗歌
创作>

<马来西亚大专院校
现代文学教学概述>

〈时间无痕似有痕
——评孟沙诗集《
回应时间的诗》〉

——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50周年系庆暨中国
语言文字学国际研
讨会

2013年“迁徙与记
忆”国际研讨会

第十届东南亚华文
教学研讨会

——

——

马来亚大学中
文系

国立中山大学
人文研究中心

缅甸曼德勒福
庆学校

——

——

马来亚大
学

国立中山
大学图资
大楼

缅甸曼德
勒福庆学
校

——

林忠强等编《第一
届马来西亚华人研
究双年会论文集》
吉隆坡：华社研究
中心出版，2013
年，页289－322

——

——

——

《马来西亚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报》
（第三期），新
纪元大学学院出
版，2013年

发表日期 论文题目 会议主题 主办/承办
单位

发表地点
编录期刊/
文集著者

 本着“文史定位，本土关怀”，本系于2006年4月出版中文系杂志创刊号《中文·人》。内容着力探索有关
马新乃至东南亚的文史课题。2013年6月出版《中文·人》第十三期专题：“黎紫书”，探讨马华作家黎紫书及
其作品，同年12月则出版《中文·人》第十四期专题：“回忆雪风”，为已故马华写实主义评论家陈雪风的纪念
专辑。两本中文人皆由罗志强讲师担任主编。 

3.8 中文系出版品

《中文·人》第十三期专题：“黎紫书”

中文系出版品封面照片。

《中文·人》第十四期专题：“回忆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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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除学术研究外，也积极鼓励学生们参与各项文艺创作。以下是本系在校同学与毕业系友参与各种文艺奖项的
成果：

3.9.1 在校同学得奖记录

3.9 其它

第5届海鸥文学奖海鸥阅读马华文学组
加影左岸诗人赏优秀奖
马大中文系第28届文学双周新诗组优秀奖
马大中文系第28届文学双周散文组优秀奖

马大中文系第28届文学双周新诗组二奖
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新诗组评审奖
加影左岸诗人赏二奖

马大中文系第28届文学双周小说组优秀奖

马大中文系第28届文学双周新诗组优秀奖

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

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小说组评审奖

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评论组评审奖

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数位影像组评审奖

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数位影像组佳作奖

加影左岸诗人赏优秀奖

加影左岸诗人赏优秀奖

加影左岸诗人赏佳作奖
入选2013第二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加影左岸诗人赏佳作奖

入选2013第二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入选2013第二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入选2013第二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入选2013第二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入选2013第二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入选2013第二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入选2013第二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黎竞桧

谢诗韵

陈欣怡

刘泇妤

何姿蒨

陈玉婷

黄可琦

沈莉婷、许凯欣、
符美韵、唐芷君、
何嘉敏

郑志兴、许倩雯、
刘俐妏、彭伟雄、
钟嘉怡

吕明仁

颜英强

陈衍豪

李进强

陈欣怡

黄婉怡

莫咏焮

许倩雯

张锦伦

何姿蒨

陈咏晴

<天涯后的乡影>
<夜澡>
<神山足迹>
<海上星月>

<老厝>
<渔生活>
<掌纹>

<帮你记得>

<女生的告白>

<披着狮子毛发的北京西施犬>

<孵化物>

<从孟沙的诗看其所反映的都市
形象>

《给静》

《向前走向后走》

<诗>

<致母亲>

<那天的夜>
<谎言>

<阴道>

<交易>

<戏中有戏>

<偏见>

<回家>

<斗鱼>

<电话骚扰>

<算计>

得奖者 荣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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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今年一月份与八月份的毕业典礼，商学院和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合作的学士课程的多位毕业生获得该大学颁发一等
荣誉学位令商学院的教师及学生们深感骄傲。格大与
新纪元学院自合作以来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已经成
为双方在教育合作领域的最佳典范。这是让我们身处
在环球经济无疆界的年代中，继续扬帆奋进的绝佳动
力。格大定期都会派出讲师来与本院讲师和学生交流,
以确保学术水平达到格大的标准。

 格罗斯特郡大学在课程的学术要求及对学生的
课程安排,有非常细致和妥善的规划。如今本院承办
让格罗斯特郡大学３＋０课程出题和考试, 课目都由
教学经验丰富的讲师们任教，如：Strategic Finan-
cial Management (Bavani Chandra Kumar讲师任
教), Strategic Corporate Finance (Lim Siok Jin讲师
任教), Strategic Global Operations (Daniel Lee讲师
任教), Corporate Reporting (Chia Fook Keong讲师任
教),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Punita Sinnapan讲
师任教), Managing Your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Vethanayagam 讲师任教), Business Strategy (Sha-
muni Kunjiapu讲师任教),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Loke Eu Kong讲师任教), International 
Finance (Chua Lai Pooh讲师任教), Strategic Manage-
ment of HR (Navaratnam Vejaratnam讲师任教), In-
ternational Marketing (Punita Sinnapan讲师任教)。 

 商学院将会开办更多的学位课程，目前已在进
行将会开办的大学课程有商业与行政管理荣誉学士课
程、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及商业硕士课程。

 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审核团于今
年5月29日及5月30日再次莅临本院对商学院所有课
程进行及通过审核。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
sity of Gloucestershire)审核团也在今年11月27日莅
临本院进行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3+0）课程及会计
与财务荣誉学士（3+0）课程进行审核并已通过。审
核团满意课程素质。商学院目前已获取由英国著名的
ACCA课程豁免资格。 

（四）商学系

4.1 学术发展

4.2 学术资格鉴定

来自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审核团，为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及会计与财务荣誉学
士课程进行审核。

 商学院积极参与各类招生活动，包括在加影Met-
ro Point广场的开放日、The Mines教育展及谷中城大
型教育展。学生和家长纷纷询问新院所提供的课程等
资料。透过以上活动，可以加以宣传新院是一间优质
的大学学院。此外，商学院的讲师们也踊跃的参与拜
访各个中学学校给于学生们的讲座。

 今年，商学院加入一批新力军，这包括了王汉国
讲师及Ira Syazwani Binti Zainal Abidin讲师及Deva-
raju Joseph 合约讲师。为了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商
学系职员不断地提升自己，如研究、参与研讨会、讲
座、培训及升学。

 今年，副系主任Shamuni出席“Academic pro-
gramme designing workshop”。

 Navaratnam讲师出席“Introduction to Statis-
tics with R (I)”。

 陆耀光讲师出席“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get-
ting an internationla research fund”及 “Key Perfo-
mance Indicators”，此外他也受Economic Finance 
Institute, Charles Stuart University (Australia) 邀请到
柬埔赛当硕士课程的客座讲师。

 王汉国讲师出席“A crash course in phonetics”。

 王汉国讲师、 陈群娣讲师、Navaratnam讲师
及Theepa讲师出席“Enhancing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蔡来宝讲师出席“Prof.Qin Lisheng-Chinese be-
havioral patter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s”及担任独
中经济学教科工委。

 谢富强讲师被邀请为独中教师主讲簿记及会计讲
座、协助审题及核对独中会计试卷及教科书。

 执行员陈素佩参与“建设卓越团队：自我与团队
成长”工作坊。

 副系主任Shamuni、蔡来宝讲师、谢富强讲
师、Theepa讲师及执行员陈素佩出席“outcome 
based curriculum delivery and assessment work-
shop”

4.3 招生活动

4.4 职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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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往年一样，为让学生们学习如何经营企业，商
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举办“小型企业博览会”。学
生们利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以及在任课老师的指导
下，精心展现出各型各类的生意，各出奇招吸引更多
的客人。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商业基础课程、证书
课程的学生在院内举办各类竞赛如:“记忆力与心智图
法竞赛”, “教师节庆典”, “创意比赛”。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及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
也代表商学系参加拉曼大学举办的“记忆力与心智图

4.5 学生活动

法竞赛”公开赛,鼓励学生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

 教师们也为学生们举办一系列激励讲座，商学院
荣幸邀请到Kadeer Ibrahim博士主讲。此外，商学院
也荣幸邀请到Saras小姐主讲“对教育工作者高效能
的7个习惯”、“伟大的工作，伟大的事业”。

 校友们也积极鼓励学弟妹们提升自己，举办“
重塑你的人生”分享会。可口可乐公司代表Chandru 
Kumar先生也受邀为本系学生培训“业务发展”课
程。

激励讲座Kadeer Ibrahim博士演讲。

“业务发展”培训课程主讲人Chandru Kumar先生与本系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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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数学赛颁奖典礼大合照

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颁奖典礼合照

 为了提升学生将来在职场的工作能力和配合
MQA的要求，本系增设为期四个月的实习期于完成专
业文凭班的学生。李泉氚主任与本系的讲师建设一个
系统化的实习机制以便管理实习生。同时，为了方便
管理学生在实习期的业务，沈闺高博士和电脑中心运
作下建设了一套基本的实习系统。

 基于资讯科技的迅速发展，讲师往往需要掌握最
新的科技知识以充实课程的内容，所以讲师们积极地
参加各类研讨会、讲座、培训、工作坊等。今年一月
二十二日，孔国梁讲师参与由Adobe公司举办的Ado-
be Create the Web Tour 和由IBM公司于十一月十三
日在Hilton Hotel 举办的IBM Smarter Education讲
座。

 为了增加拥有CCNA讲师资格的讲师，孔国梁讲
师与Widura讲师参与由马来西亚大学举办为期两个星
期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六日的CCNA讲师资格
培训班。同时，杨巧真讲师和林美月讲师也参与于十
二月二日与十二月三日由新纪元学院举办的Enhanc-
ing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ssessment and Feed-
back Training的培训。

 为激发年轻人的创意思维，推动马来西亚的科学
技术研究、发掘人才、鼓励年轻人不断思考，用新的
视角来解决问题及培养年轻人用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对
待学习和生活，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新加坡陈嘉
庚国际学会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主办马来
西亚第三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此届共计两百零五件高中组和六十九件初中组
的参赛作品来至五十四间中学。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的颁奖典礼也顺利于十月二十六日在董教总新纪元学
院B座5楼讲堂举行。同时，在会场也展示所有得奖作
品。

 配合招生处的活动，今年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的讲师也积极的参与了七月二十日与七月二十一日和
十二月五日与十二月六日在谷中城的教育展。同时，
为了推广澳洲数学比赛与本系的课程，本系的教职员
于四月五日至四月七日在Metro Point 举办开放日活
动。本系孔国梁讲师于四月为了配合到访本院槟城菩
提中校的学生举办了几场的三维建模工作坊。

 澳洲数学竞赛于1976年首次于澳洲首府特别行
政区举行，此后扩大开放澳洲所有小学三年级到高
中三年级的学生，以及其他国家同等水平的学生。澳
洲数学竞赛（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MC）自1978年首次在澳洲举办迄今已届满三十六
届，它是一个适合一般大众的数学能力检定活动。主
要宗旨为重视数学课程结构及数学教学活动的重要
性，提供学生学习数学自我检视的机会，并充实教师
多元化的教学资源以增进教学成效。去年在全球有四
十个国家参与举办这项活动，是一项国际性的数学能
力检定，而在新加坡更规定全国每位中小学学生都必
须参加此一数学能力检定活动。2013年参加AMC的
人数有273,501人之多，参赛者除了来自澳洲和纽西
兰，还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汶莱、印尼、菲律宾等地区，竞争激烈，是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竞赛之一;我国于2004年开始举
行此项比赛，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
总）承办至2012年。

 2013年本院首度承办由 Commonwealth 银行赞
助的澳洲数学赛（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

 为了鼓励中学生研究数学，福建会馆在二十八年
前兴办了华罗庚数学比赛。一年一度的雪隆中学华罗
庚杯数学比赛迄今已迈入第二十八届。此届赛会是由
雪兰莪福建会馆和新纪元学院联办， 并于八月二十五
日（星期日），早上十时，假新纪元学院举行。

 此项比赛约三百四十位来自雪隆各地的中 学生
参与此届盛会。本届颁奖典礼于九月二十二日于雪隆
福建会馆礼堂举办、出席者包括院长莫顺宗博士、学
术部主任李泉氚、公关处副主任吴振声和资讯科学与
电脑研究系工作人员。

（五）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5.1 专业文凭实习

5.2 讲师培训

5.5 南大第三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5.6 招生活动

5.3 AMC 澳洲数学比赛

5.4 雪隆中学华罗庚数学比赛

tion (AMC) sponsored by the Commonwealth Bank）
。今年马来西亚共有三百一十一间学校参赛，参赛的
学生有一万一千两百六十六人。此届AMC 的比赛日
期为八月一日，在全国各个赛场同步举行比赛。

 本届颁奖典礼于十月二十七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
五楼大礼堂举办，荣欣邀请到澳洲驻大马最高专员署
总领事Ms. Marilyn Perring以及新任澳洲数学基金会
总裁Mike Clapper教授拨冗主持盛会。其它出席者包
括院长莫顺宗博士、学术部主任李泉氚、吉隆坡中华
独立中学校长谢上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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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2+2学士班一年级的「新闻学Ｉ：新闻采访
与写作」课，本系融入社区教育理念与精神，透过《
万事街宜社区报》的制作，让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
与技能结合，实际应用到一份报章的内容采集与写作
上，藉此达到以下社区教育目的：

· 训练学生采访写作技能，加强新闻专业能力。 
· 提升学生对新村的认识，培养社区关怀能力。 
·  发掘及收集新村故事、社区议题及文史资料等，

建立新村资料库，保存新村宝贵文化遗产。 
· 促进新纪元大学学院与新村的伙伴关系。 
· 回馈新村对新院长期的支持。 

 在课程设计上，「新闻学Ｉ」前9周以新闻专业
伦理、采访与写作知识技能为主，第10周起至第14
周约一个月时间，学生全心投入于《万事街宜社区
报》的制作工作，完成由内容规划、约访、采访、查
证、写作、编辑到发行的整个流程，并订于10月尾完
成此作业。

 本课程定位为本系「教育与新村合作计划」的
重要部份，一方面藉由学生的学习与作品产出提升其
采访与写作的技能，培养学生的社区关怀能力；另一
方面也透过《万事街宜社区报》的制作与出版，拉近
新纪元学院与万宜新村的距离，建立未来更紧密的合
作关系。因此，在本系与新村的合作形式上，采取了
互惠互利的方式：由本系负责内容制作、承担出版费
用，并免费赠送报章予万宜新村所有村民；新村则提
供采访对象、资料等学生学习的平台。

 《万事街宜社区报》以A3版面大小、8页全彩印
刷，共印刷1000份，每份1.50令吉，总计耗费1500
令吉，由本系「报章出版实务」出版之《观察家》
账户的盈余承担。报章于10月29日出版，修课同学
到万宜社区逐户派发约300份、新纪元学院校内派发
300份，另100份赠送予董总出版局《中学生》月刊
主办之「Sunny采访营」的参与同学。

 社区报出版后，获得诸多正面与负面回响。负
面部份，学生在撰写的过程中因疏失而错误呈现部份
信息，例如受访者姓氏、称呼、故事情节不正确及用
字不够精确等等，引发村民议论纷纷，学生在向受访
者致歉的过程中也学习到为自己报导负责的重要性，
以及与人互动的技能。与此同时，社区报的报导成为
了万宜新村村民茶余饭后闲聊的主要话题，报章让村
民重新认识自己的社区，也建立村民间原本冷漠的情
谊，获得大部份村民的肯定。

（六）媒体研究系

6.1  《万事街宜社区报》制作贯彻小区教育理念

《万事街宜社区报》结合理论与实务。

同学访问万宜新村村长刘顺石。

同学采访旧村村民了解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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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家》是由本系「报章出版实务」修课同学
制作的一份加影社区报，2013年8月份共出版三期，
每期12 版，以A3纸张全彩印刷，每期印刷1800，由
学生以每份1令吉的形式销售至加影市及外围地区，
包括沙登、士毛月、无拉港、万宜、蕉赖等地区。
 
 《观察家》是媒体系学生结合两年课程所学，实
际实践至社区关怀上的作品展现，因此以模拟报馆运
作的模式，由学生自组编采部与行政部，自行规划内
容、采访、撰写、编辑、营销、发行及组织管理的所
有工作，透过相互合作的团队讨论与分工，确保《观
察家》于预订的时间内完成与出版。

 在内容部份，本学期《观察家》尝试以专题新闻
的形式制作内容，分别以：殡葬文化──传统盂兰习
俗的兴衰（第一期）、公共交通大诊断（第二期）及
加影美食地图（第三期）作为三期主题，获得读者不
俗回响及肯定。

 此外，为配合《观察家》的出版、促销及形
象提升，公共关系组分别举办了二场开放活动，包
括：2013年8月份《观察家》推介礼、饮水思源
──2013年8月份《观察家》结业暨广告商答谢晚
会，藉此提升《观察家》的知名度与拉近与广告商的
关系，使广告商未来仍继续支持《观察家》。

6.2  《观察家》落实社会关怀实践

三期《观察家》以不同主题呈现。

《观察家》邀请莫顺宗院长（左三）主持推介礼

饮水思源──《观察家》结业与广告商答谢晚会上，全体
参与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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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台于2013年4月份学期的节目播出日期为4月
15日起至6月中旬。学生需在本学期的直播时段再次
挑战双人节目制作，六位直播DJ被分为三组，制作三
个双人直播节目。校园DJ于4月25日也在UG Hall举办
了名为“步步惊城”的造势活动。本学期共播出四个
预录节目。

 本台于2013年8月份学期的节目播出日期为8月
19日起至10月25日。以七位小黄人厌倦了机械式的
乏味生活，于是相约一起逃离工厂到外闯荡的故事为
题材，七位直播DJ化身为七位小黄人，在8月22日模
拟舞台剧呈现方式来进行他们的造势活动，名为“真
实的我2”。

 为了提高全体校园DJ的主持素养，“空中之城”
在本学期举办了两场业界DJ与主播的分享会。第一场
分享会于2013年6月8日举行，两位分享嘉宾分别是
小马和988 DJ王彪民。当天的分享会主要是提升学生
的新闻播报技巧与广播节目制作。

 第二场分享会于2013年9月13日，是 988 DJ王
彪民的《小小明信片》新书分享会，内容围绕着旅游
与广播节目主持的心得。

 除此之外，本台也在2013年8月14日举办了学
长姐分享会，并邀请了已踏出业界的学长姐返院与学
生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与工作经验，深受学生们的欢
迎。

 2013年10月31日，“空中之城”的直播DJ为自
己进行了一个小型的毕业展，把直播环境移至UG行人
桥上，让他们体验与享受户外直播的乐趣，也为自己
的所学在院内画下完美的句点。

6.3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 (广播组) 

DJ分享会：988 DJ小马和王彪民的分享会。

广播组毕业展2：直播DJ体验与享受户外直播的乐趣。

学长姐分享会：学长姐返院与学生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与
工作经验。

8月份学期开播造势《真实的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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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台湾、中国双联课程分享会 得配合双联学
生寒暑假回马时，才有机会与学弟妹分享留学生活点
点滴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改变原有活动内涵，
着重在已从国外取得学士学位，并在国内工作至少一
年，或者是刚从台湾、中国毕业回马刚就业、找工作
的毕业生，分享他们所学与所用之间的差异。对于即
将开始规画未来留学生涯的学生而言，更能评估自己
兴趣、能力与专业，对于挑选大学及科系不无帮助。

 从2013年9月18日开始，一直到11月1日，总
计办了五场分享会。参与分享的12位校友来自七所
大学，分别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胡静怡（广播电视
系）与洪佩玲（图文传播艺术系）、南华大学的郑久
益（传播系）与郑裕婷（传播系）、世新大学的许涤
融（广播电视电影系）、林玟利（口语传播系）、陈
彦欣（公共关系暨广告系）与余慧静（新闻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黄义杰（新闻系）、朝阳科技大学的
曾华月（传播艺术系）、义守大学的戴汉荣（大众传
播学系）及铭传大学的严伟立（广告学系）。

 6月12日Youth Creative Team邀我国短片大赛
得奖人陈泰迪走入校园，与媒体研究系电视组联办一
场《死小孩的脑袋装什么？》讲座会，目的是为了让
学生学习如何发挥创意。

6.4  媒体系校友回家系列之一：2013年台湾与中国双联课程分享会

6.5 电视公益短片创意讲座

世新大学场次

Youth Creative Team为学生举办电视短片创意讲座《死小孩的脑袋装什么？》。

 当天讲座内容包括如何从生活中获取灵感、如何
发挥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及如何将灵感与创意融入于
短片制作。讲座获得现场同学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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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大自然生活营

 2013年8月23日至25日，新院媒体研究系《公
关实务》课程学生筹办的活动——Nature Explora-
tion Camp正式展开。《公关实务》自2008年开始走
企业社会责任（CSR）环保公关路线，在课程指导老
师陈心瑜带领下，至今已进入第六年；每一届修公关
组的大二生皆积极走入社区落实环保教育，利益无数
加影社区中小学生。

 本年度活动是由媒体系文凭班2A及2B，及学士
班公关组2A与2B一起筹办，同时，系上也邀请到马
来西亚国民大学（Institut Alam Sekitar & Pemban-
gunan, LESTARI，UKM）的《水务管理，森林与自然
资源核心组》首席研究员兼主任 拿督撒哈鲁丁 (Dato 
Shaharuddin Mohamad Ismail) 与其同僚为活动讲
师。

 此活动为期3天2夜，活动范围除了新纪元学院
外，也让学生走出课室，到雪兰莪州 双溪德卡拉休闲
森林(Sungai Tekala) 亲身体验大自然的感觉。在前往
Sungai Tekala的前一天，讲师先灌输学生大自然的知
识，先认识各种土壤、树木，以及河流。好让同学们
正式踏入Sungai Tekala之旅时，更容易了解大自然。
Sungai Tekala大自然之旅活动，主要分成两个阶段，
即爬山、涉水。让同学通过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真
实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除了接触大自然，UKM Lestari讲师也分享了环
保酵素与再生纸的制造方式，让同学在课堂上亲手制
作，了解这些产品对地球的贡献。除此，DIY环节也
让大家利用废物资源，如纸箱、报纸、宝特瓶等，再
造新产品。

6.6.2 《FRESH ACTION新态度3.0》5R环保展

 《FRESH Action新态度3.0》5R环保展一连三天
于10月24日起至26日在新纪元学院UG礼堂展开，为
期3天。出席者超过650人，包括加影区多间中小学
师长。联办单位包括大马房屋策划东区组织；赞助商
为MKH公司。

 环保展名称【新态度3.0】除了提醒我们抱持关
心地球、爱护地球及照顾地球的态度，同时也向大众
传达环保讯息。FRESH一词在新的诠释下，有了不同
的意义：F - Forest（森林）、R - River（河流）、E - 
Energy（能源）、S - Soil（土壤），以及H - Home （
家）。

 此外，【Fresh Action 3.0】也透过展览，展示
升级版的5R，除了常见的Reduce（减少使用非环保
物品）、Reuse（再使用资源）、Recycle（回收资
源），Recreate（再创造），也增添了Rethink（再三
思考）。

 这一届的Rethink概念提醒公众人士，在购买物
品时再三思考，“我究竟需要吗？”；或在丢弃物品
时，问问自己“它真的没有其他用途了吗？”环保展
当天也举办两场讲座会，如下:

1) 世界环保问题：人类该醒觉了吗
·25/10/2013(星期五) ,  8pm-10pm
·主讲人: 汤礼聪博士，廢棄物管理專家
·地点:  UG Hall, 新纪元大学学院

2) 家居能源節省/效應 Household Energy Efficien-
cy (EE) or Savings
·26//10/2013(星期六)，3pm-5pm. 
· 主讲人: Kok Hee Poh郭喜保，CETDEM  

representative马来西亚环境科技和发展中
心代表

·地点:  UG Hall, 新纪元大学学院
·*讲师现场提供‘能源審計’方法

 “环保应从小做起，若没学生和民众的加入，
我们很难提升社区的环保意识，雪州未来也会变成一
个垃圾州,”掌管旅游、消费人事务和环境事务的黄洁
冰在新纪元学院为“新态度3.0”5R环保展主持开幕
时，做出这项呼吁。

 2008年，‘环保列车’未启动之前，媒体系公
关活动均以娱乐性质为主，而今转型进入第6年，这
项“绿化社区’的公关及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己经得到
社区及政府的关注。

 该环保活动能顺利进行，媒体系非常感恩参与单
位，社区学校，赞助商及社会环保分子的合作与无私
的付出。

6.6 《FRESH ACTION新态度3.0》生活营 及5R环保展

为筹备展览及向社区宣导环保，《公关实务》师生在Sg 
Tekala森林局参加培训营。

UKM 拿督撒哈鲁丁为同学讲解 Sg Tekala 休闲森林树木的
种类及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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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育华中学生制作环保酵素以减少厨余

SK Jalan Bukit 2师长参与《废物变资源》DIY工作坊

FRESH环保游戏，育华小学生玩的不亦乐乎。

新态度3.0 开幕典礼_梁理哲（左起），陈心瑜代主任，莫顺宗院长，YB黄洁冰，丹斯里拿督曾福传，黄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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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师资培训

 今年师资提升及训练有三项培训，包括：
 3月5日至8日本系全职及合约讲师参与由人事部
安排的“Outcome Based Curriculum Delivery and 
Assessment Workshop”工作坊。此工作坊的目的是
教导讲师关于文件档案储存、课程设计及授课和学生
评估。
 
 11月21日至22日 第一届马来西亚少儿美术教育
讲座会“The 1st Malaysia Art Education Seminar” 
，在民政大厦举行。本系教职员有 Raha Jaafar 讲
师、郭一梅讲师、骆孝源讲师及林淑莹参加。

 12 月2 日至3日 部分讲师也参与由人事部安排
的另一项 “Enhancing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s-
sessment and Feedback”工作坊。 由 Dr. Choy Siew 
Chee主讲。

 为了加强本系专业教学师资, 本系增聘了三位兼
职讲师。其中两位讲师负责电脑3ds Max 、AutoCAD
课程。 另一名讲师注重于建筑技术及建筑工程科目。

7.1.2 课程

 今年5月29日至30日- 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委员会
专员（MQA），到新院进行课程检讨和学术鉴定事
项。 本系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 in Interi-
or Design）是其中一个进行审查与重新认证的课程。
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委员会专员与系内有关讲师检讨室
内设计科目文件档案，了解学生学习进度及内部素质
验证等事项。

 另一方面，与英国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WE) 合作开办的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与
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士课程最后6名学生，将于2014 
年5月完成学业。

7.1.3 升学

 今年毕业生中前往海外升学的有6位。 毕业生主
要选择到台湾升学：
i） 东海大学 （3位）：何惠民、陈婉姿、洪观为（主

修创意设计暨艺术系）
ii）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2位）：陈紫玲（主修视觉

传达）、纪绍扬（主修室内设计）
iii） 树德科技大学 (1 位) ：李丽虹（主修室内设计）

7.2.1 学生活动

 校外教学活动/拜访科系相关机构活动有五项，
包括：

7.2.2 教职员活动

 本系师生今年展开一连串的活动包括，于本年初
完成的“美化校园”设计以及“沙巴行”活动。

 由郭一梅讲师督导平面设计学生完成“美化校
园”在空的空间2幅壁画，于2月间完成。

 与此同时，陈世爵讲师督导室内设计学生完成“
牛与熊立体”的公众艺术设计。

 4月22 至26日 由Raha Jaafar 讲师 连同美术与设
计系学生发起“沙巴之旅”筹款，在UG 天桥举行。

 另外对外交流事项有：
 10月28日 – 峇株巴辖华仁中学2013年服装设
计科评鉴，由Ambrose Poh 主任带团，Raha Jaafar讲
师及郭静洁讲师进行审核。

 教职员提升方面有两项：
 8月份 - 美术与设计系郭静洁讲师荣获第29回国
际写真@町东川赏审海外作家赏，并出席北海道领奖
仪式发表得奖演说。

 8月31日至11月17日本系讲师骆孝源与马来西
亚佛光山东禅寺主办，于佛光缘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
展。

 迎新会活动：
        今年美术系系会在UG Hall主办两次迎新会， 4月
份学期迎新晚会及7月份学期迎新晚会。

 本年度美术与设计系的工作事项包括教学部分
（师资培训、课程、升学）、活动部分（学生活动、
教职员活动）、学术/交流部分（展览、讲座、工作
坊）以及其他（教学设备、荣誉奖项）。

（七）美术与设计系

7.1  教学

7.2  活动

4月12 至13日

4月16日

6月14 日

6月25日

6月28日至7月5日

Denise讲师带同UWE平面设计
学士课程学生到槟城做探索方法
过程。

室内设计陈世爵讲师帅同本系
学生前往Viva Home Shopping 
Mall进行校外教学。 

Denise讲师带同UWE平面设计
学士课程学生参观KLCC环保设
计产品展。

Denise讲师带同UWE平面设计
学士课程同学参观PWTC产品设
计展。

美术与设计系讲师 Raha Jaafar 
完成沙巴“KK行”。同行有教
职员、行政人员并同在籍学生共
17人。

日期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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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展览

 本年度毕业展共有三项，包括：

7.3.2 讲座

 为提供在籍学生在教学与专业的联贯平台，本系
有关讲师安排了七项讲座： 

 白色工坊九项专题展：

7.3  学术/交流

25/1 - 
1/2

12/7 -
26/7

9/8 -
19/8

7/2

18/2 -
19/2

2/4 -
3/4

4/4

23/4

9/6

12/6

7/2 - 
20/2

3/4 - 
24/4

8/5 -
29/5

12/6 - 
26/6

5/8 -
23/8

2/9 -
25/9

4/10 - 
25/10

1/11 -
21/11

25/11 -
18/12

第9届美术与设计系文凭课程毕业展+服装
设计秀，以AVANTI为主题在UG Hall举行，
由院长莫顺宗博士主持开幕。

名为“三色”3 LAYERS  UWE平面设计与
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士课程毕业展，于白色
工坊举行。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以及教总主
席王超群先生为开幕嘉宾。

第9届秋季美术与设计系文凭课程毕业展，
在加影Metro Point举行，由院长莫顺宗博
士主持开幕。

由郭静洁讲师主持，邀请戏剧系梁友萱讲师
指导“动态影像”纪录片工作坊。

台湾明道大学郑德辉讲师呈现两场艺术创作
及时尚造形学系学生作品分享会。

由郭静洁讲师主持，本区域名摄影家庄吴斌
摄影讲座及工作坊。第一场是“东南亚华人
摄影”，第二场是“东南亚摄影的实践进
展”。

平面设计杂志Cutout及Page Number推介讲
座之一，主讲人是Jefferson Ng。

平面设计杂志Cutout推介讲座之二，主讲人
是wREGA 主持人是Jay Lim。

由Raha Jaafar讲师主持Dr. Hamdzun主导日
本烧陶工作坊。

由郭静洁讲师主持放映刘胜达影片“口袋里
的花”（97年）及作品呈献“终止讲话”
创作经验分享。

明道大学郑德辉装置艺术创作展，同时配合
时尚造形讲座及工作坊。

美术与设计系师生创作展，作品包括油画、
胶彩画、素描、陶瓷、摄影以及其它媒介。

“光与灯”立体造型在籍学生创作展，同时
也颁发佳作奖。

人事部主任梁健林书法及水墨画个人作品
展，展出书画作品30余件，由院长莫顺宗
博士主持开幕。

“陶语”美术与设计系陶瓷展，参展作品除
本院美术与设计系学生佳作，也包括本地名
陶艺家Dr. Hamdzun以代表作品参展，由院
长莫顺宗博士主持开幕。

“自由-海洋”儿童美术展，参展作品甄选
自本区域儿童作品。

“我们的足迹”新纪元学院美术与设计系校
友作品展。作品包括油彩、胶彩、书法、水
墨画、陶瓷、雕塑。历届毕业生如今多从事
全职画家、专业设计师、美术教师等专业，
也有还在国外深造者。

“黑白情 – 利南兴摄影作品展”，作品是
以传统的SLR相机及35mm 胶卷底片拍摄，
并以Epson premium luster 260相纸并以
Epson 7200 3k 抗酸墨数码打印出来的作
品。

举办由叶千晓策展一项以“看见童真”为
题，邀请8位本地画家的画展。并邀请国际
知名书画家谢忝宋博士为开幕嘉宾。

日期
日期

日期

活动
活动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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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马来西亚艺术、旅游暨文化部主催（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ulture, Malaysia），“一马当代艺
术旅游节绘画比赛” （1MCAT - 1Malaysia Contem-
porary Art Competition），主题为“未来主义者” 
“The Futurist”。

 颁奖礼在10月25日于国家视觉艺术馆National 
Visual Art Gallery举行。由该馆的馆长主持颁奖礼。

 新纪元学院美术与设计系得奖学生共有11人，
为全场人数最多的学院，揽括奖项者：第三奖得奖者
有宋天恩、林勇发、饶慧敏；入选奖得奖者有罗欣
怡、陈纬谦、郑雪莉、杨紫盈、陈佳健、谢雪莹、梁
少源及蔡佳宏。

7.4 荣誉奖项

7.3.3 工作坊

 配合招生处安排，本系提供以下八项工作坊：

14/3 -
16/3

3/4 -
5/4

9/4

10/4

20/4

27/4

2/5

22/8

外访笨珍培群独中，三位讲师包括罗志义助
教、郭静洁讲师及骆孝源讲师提供美术与设
计升学辅导、摄影讲座和陶艺工作坊。

本系讲师参与在加影Metro Point开放日。 
系上提供陶艺、展销以及儿童美术比赛。

SMK Rahman Putra师生到访，郭一梅讲师
负责拼贴美术坊。

SMK Taman Jasmin 2师生到访，Raha Jaa-
far讲师负责陶瓷工作坊。

外访SMK Bandar Baru Sungei Long ，Raha 
Jaafar讲师负责陶瓷工作坊。

外访SMK Seri Serdang，Raha Jaafar讲师负
责陶瓷工作坊。

SMK Ungku Aziz师生到访，骆孝源讲师负
责立体面谱设计工作坊。

SMK Pandan Mewah 师生到访，Raha Jaa-
far 讲师、罗志义助教及林淑莹负责陶瓷工
作坊。

日期 活动

8月郭静洁讲师出席北海道第29回国际写真@町东川赏审海
外作家赏领奖仪式发表得奖演说

6月28日-7月5日Cikgu Raha 带队“KK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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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RETURN》第八届舞台组毕业制作影展

2013-8-17  加影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2013-8-
19柔佛昔加末昔华中学，

2013-8-20  柔佛古來南方大学学院，2013-8-21
马六甲沂水阁，

2013-8-22  怡保小绿洲图书馆，2013-8-23槟城
大山脚St.Anne教堂，

2013-8-24  槟城北海Just Something Art 
Space，2013-8-28巴生SMK (P) Raja 
Zarina，2013-8-31吉隆坡月树咖啡
馆。

 《Return》毕业短片影展是影像组毕业生的重
头戏，基于推广和分享学生影像作品的理念，决定跨
越州属在不同场所进行十场的免费播放，从加影新纪
元学院黑箱剧场做为第一站，请来莫顺宗院长主持开
幕，并邀请本地著名导演何宇恒与制片人郑雄城参与
交流和讲评。当晚逾百名观众挤满黑箱剧场观赏毕业
作品及进行观后讨论，达到推广影像教育的目标，鼓
励更多不同阶层人士走进影像艺术的世界。

 《Return》影展是毕业生带着作品回乡的活动，
也是他们探索内心，回归自我的真诚作品。他们与家
乡的亲友们分享自己的梦想，在观众热烈参与和建言
下，获益良多。

8.2.1 《戏剧与影像培训营》

24～26/1/2013 吉打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为期三天两夜的戏剧影像营，由贺世平讲师带
领三名毕业生前往引导该校师生们学习有关戏剧及影
像的知识与技巧。经过三天的培训，让老师和学生们
在最后一天的结业礼上，呈献舞台演出和影像作品呈
献。

8.1.2 《逃亡》排演二

演出日期：6月27日及30日

 由本系二年级学生制作演出，罗国文讲师执导，
新加坡剧作家ALFIAN SAAT编剧的家庭伦理剧《逃
亡》，在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一共演出六场。《逃
亡》根据儒学中的“五伦”发想构思，透过一个典
型的新加坡小家庭的生活逸事来探讨人生课题。从道
德，家庭伦理，宗教，性别，文化等多种面向，去发
现和思考普遍存在的社会议题。

8.1.3 《家家酒》排演一

演出日期：11月2日至4日

 由一年级生初试啼声的对外公演舞台剧《家家
酒》在本院黑箱剧场做三天共五场的演出。此次演出
由李奕翰讲师执导，带领一年级学生制作，采用台湾
金士杰的剧作，讲述一群好友重聚，过程中发生了离
奇命案。透过其中一名当事人回答警方的盘问，从她
口中追述这群年轻人在别墅中的玩耍过程。过去的日
子就像网一般的束缚着每个角色，当他们尝试从游戏
中把压抑的内心释放出来，结果玩过火，导致其中一
位死于非命。

8.1.4 《妖!!!西游日记》排演三

演出日期：12月6日至8日

 由贺世平讲师带领二年级生集体即兴创作的对外
公演舞台剧《妖!!!西游日记》在本院黑箱剧场做三天
共五场的演出。此演出以剧场演出形式，采用极简的
造型布景，配合影像，述说唐老师一家人前往欧洲途
中，阻碍重重，引出西游记人物的宿命旅程，走一趟
经典背后大家有所不知、古今错乱的西游记。

 创立迄今已有九年的戏剧与影像系，持续为本地
舞台剧场与影像艺术领域培育新力军，同时也不间断
地创作各类型的剧场演出与影像作品。今年排演课的
舞台公演作品和学生摄制的短片，皆有不俗表现。 

（八）戏剧与影像系

8.1 影展与公演

8.2 活动
《RETURN》影展

《逃亡》排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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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我爸是李小龙》舞台剧演出

23～31/3/2013 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
21～23/6/2013 槟城演艺中心

 与偶们剧团联办的舞台剧演出《我爸是李小龙》
，由贺世平讲师执导，在本院黑箱剧场演出8场。这
出舞台剧以李小龙为精神主轴，讲述70年代本地小
镇里的一个平凡家庭中的好爸爸，面对生活困境和压
迫，坚强地撑住一个家，秉持着李小龙电影中所贯彻
的民族自强精神。精彩的演技和有笑有泪的剧情，深
深感动在场的观众，获得好评如潮。之后被邀请到槟
城乔治市艺术节与槟城演艺中心演出4场，再次打动
北马的观众。

8.2.3 《一天》摄影展

02～04/7/2013    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
21/8～2/9/2013  吉隆坡月树咖啡馆

 此活动是梁友瑄讲师指导的影视制作基础功课，
以外籍移工或友族同胞的一天为题。一年级学生以7
组故事，共79幀照片，很用心地布展，加上阅读说
明，展现这群年轻人的眼睛是如何看待族群关系。这
是个意义非凡的活动，让学生们主动去了解认识其他
社会族群，透过作品表达彼此的包容和尊重差异。

8.2.6 《哥妹俩之惊历48》电影制作分享会

 21－08－2013 《哥妹俩之惊历48》电影制作
分享会于新纪元学院B309讲堂举行，该片制作人、
原著漫画家及两位演员前来与学生谈拍戏过程的趣事
与经验分享。

8.2.7 《2013年社区回馈大汇演》

 24/8/2013 本系参与《2013年社区回馈大汇
演》演出，由学生呈献《黄色小兵团》。

8.2.8 【第五届全国戏剧生活营】

 12月27日至31日协办【第五届全国戏剧生活
营】，由TEAM聚团主办，共有二百多位来自全马各
地的中学生参加。

8.2.4 【KAKI SENI ART FESTIVAL 2013】

 28-04-2013 受邀参与KAKI SENI ART FES-
TAVAL于吉隆坡PAVILION商场举办的踩街活动。本
系全体动员参与其盛，穿上奇装异服，从武吉免登路
环绕到苏丹依斯迈路，吸引了不少人潮。

8.2.5 《Theatresports 热爆剧场大比拼》

 由E HOUSE PRODUCTION 主办，本系协办的《
热爆剧场大比拼》马来西亚区公开赛在本院五楼大礼
堂举行06－07－2013初赛和07－07－2013决赛。
这是一个考验即兴表演的比赛，让参与者在没有事前
准备的情况下，在舞台上即兴发挥表演才能。

《一天》摄影展

8.3 举办系列讲座与工作坊

26/3

24/4

8/5

24/8

25/9

7/8

2&9/10

李永昌

郭小慧

陈胜吉

游达志

郑建国

张逸军

叶伟章

《一剧之本》校园系列座谈

《对质》实验短片播放交流会

《站在灯光下的另一种思考》
讲座

《电影导演实战》讲座

《马来西亚中文电影分享会》
讲座

《种下枝芽般的身体》工作坊

《表演中的身体张力》工作坊

日期 主讲人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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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学院在2002年创办咨商与辅导专业文凭
课程（黄昏成人进修班），至2006年将之提升为辅
导与咨商心理学系2+2学士课程，从培养辅导义工转
至培养辅导专业人员。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简称辅
咨系）学生在本院修读2年的课程后，可申请进入台
湾姐妹大学继续完成大三与大四的课程，四年课程结
束后，修满毕业学分者将获得台湾姐妹校所颁发的学
士学位资格。

 创系八年，辅咨系始终秉持着重视学术交流与
开阔学生学习视野的初衷，让学生了解社区辅导中心
的实务操作，为系上的学生安排一系列到社区参访的
活动。本年度的参访机构包括了妇女防虐协会WAO 
(Woman’s  Aid  Organization)、孝恩馆（Xiao En 
Centre）、Rumah Petros、沙叻秀小学（SJK（C）
Salak South） 。

 系上非常重视师生间的互动，每年都会精心策
划“导师日”活动，今年导师日的活动有系上黄玲玲
讲师策划的“中秋联谊会”交换礼物以及由辅咨系系
会策划的“森呼吸”登山运动，借由活动促进学生和
老师的感情。

 本系也于学期前后召开辅咨系咨询委员会会议（
一年两度），集合咨询委员们的意见，对系务作全面
的检讨与探究。

 辅咨系于2010年尾开办的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
专班，今年第一届辅导与咨商硕士境外专班学生的课
程已经完结了，目前有11位学员通过了6月份的论文
口试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另有4位学员申请并通过12
月份的论文口试而获得硕士学位证书。由于第一届课
程告一段落，系上在今年年初开始筹划开办第二届辅
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并于11月25日正式开课，
录取人数共24人。目前，第二届辅硕境外专班共完成
3门课程。

 辅咨系为加强辅导相关科系的在籍研究生及社区
辅导工作人员对家庭和婚姻咨商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特邀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研究所郭
丽安教授主讲《家庭与婚姻咨商》工作坊，今次工作
坊最大的特色是“现场家庭咨商”示范，邀请了“案
家”夫妻俩到来进行咨商，由郭丽安教授带领辅导中
心主任郭富美老师一同进行，学员透过现场转播的方
式在另一间教室观摩与学习郭教授的功力。

9.2.1 导师日活动

 为了让师生透过活动交流而增加彼此的熟稔度。
辅咨系在今年共举办2次导师日活动。

导师日活动（一）：中秋联谊会（2013年9月23日）
导师日活动（二）：“森”呼吸·登上阿伯山
        （2013年12月12日）

9.2.2 户外教学—走进社区，实地体验

 配合课程的需求，系上安排与课程相关的主题，
让学生进行校外参访，为学生增加额外的知识。配合
参访的课程分别有4月份学期的《生命教育》、《危
机处理》、《青少年心理与辅导》，主要安排的参访
机构有孝恩馆、妇女防虐协会和磐石之家；8月份学
期的《教育心理学》，系上安排学生参访沙叻秀小
学。

（九）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9.1 前言 9.2 重要事项简报

中秋節交换礼物。

孝恩馆
6月17日

WAO  妇女防
虐协会
6月19日

磐石之家
6月19日

SJK(C) Salak 
South 
10月2日

参访目的是让学生打破华人对死亡
与殡葬业的禁忌，了解死亡是人生
的自然过程，再配合《生命教育》
课程教学，让学生深思生命的由来
与终止。。

了解了妇女防虐协会在社区中扮演
的角色，以及协助的对象群和提供
的服务性质等。

磐石之家是一个特别为男囚犯而设
的“中途屋”，提供了出狱后的跟
进辅导。磐石之家办了许多关怀社
区的活动，如流动图书馆和关怀青
少年的生活营等。

沙叻秀小学在普通华文小学的教育
体系外，特别增设了学前教育和特
殊教育。

地点/
日期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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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校友协助升学辅导会（1月27日）

 系上在2013年1月27日为2012年结业的学生安
排了一场升学辅导和校友交流会，让这批即将于今年
9月赴台继续升读的学生掌握升学注意事项，以及到
台须知等事务，先为学生做好升学的心理建设。

 升学辅导和校友交流会的主持人是林可湘小姐，
林小姐目前也是本院辅导中心的辅导老师，她为学生
准备了充分的升学资料，使学生对升学方面了解更多。

9.3.2 国交处说明会（10月23日）

 每年国交处都会为毕业生举办升学说明会，今年
10月23日，国交处安排系上即将结业的学生出席这
场台湾升学说明会。

 在说明会上，国交处的王碧云同事除了介绍与本
院辅咨系2+2学分转移课程有合作关系的台湾姐妹校
以外，还为系上学生讲解升学程序以及学生必须留意
申请的程序，切勿错过申请日期。

9.4.1 营前提供筹委会培训讲座

  同侪辅导营是由辅导中心与辅咨系联合主办
的大型活动，同侪辅导营今年迈进第七届，主题为“
零·听”。

 同侪辅导营是以上两单位每年一度的大型活动。
今年，系上委派黄玲玲老师担任同侪辅导营的顾问老
师。为了让同侪辅导营的内容更丰富和扎实，顾问老
师们分别为同侪辅导营的工委们设计了营前筹委会培
训讲座，黄玲玲老师共协助两次的筹委会员培训以及
Test game指导师。

9.3 赴台升学说明会 9.4 “同侪辅导营”工委培训

4月27日
~28日

5月12日

5月15日

讲座“人际沟通”

Test game

讲座“自我照顾”

PRS总筹委会员（两
日培训）

PRS总筹委会员

PRS筹委会之所有小
队辅成员

日期 性质 对象

参访后在馆前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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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咨系为辅导相关科系的在籍研究生及社区辅导
工作人员提供婚姻与家庭咨商培训机会，加强辅导工
作者的专业知识与助人技能。本系力邀台湾国立彰化
师范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研究所郭丽安教授担任此工
作坊的讲师，此工作坊的课程总时数为20小时。透过
郭丽安教授的带领，让辅导工作者能够学习如何运用
婚姻与家庭咨商技巧于实务工作中。

 此工作坊着重理论和实务的训练，在工作坊中，
学员们透过课程的研习认识家庭的互动模式。现今的
家庭结构不再如传统社会一般稳定，家人之间的关系
也常充满着紧张与压力，郭丽安教授融合后现代视野
及现代的系统疗法，让心理咨商专业工作者能够解读
案家成员的舞步，进而重建家人关系。

 郭丽安教授也透过现场家庭示范，让学员见识郭
教授如何进行家庭咨商。课程中，郭丽安教授让学员
们分成6组（7至8人为一组），组员扮演的角色有案
家、咨商师、观察员以及协同辅导员，活动的目的是
让学员能够体验身为家庭治疗师在进行咨商时，可能
会遇到的情况以及同理案家在进行咨商时会有的情绪
反应。

9.6.1 咨询委员会会议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于2005年起成立了学术咨
询委员会，目的乃研究、讨论以进行课程定位、规
划、发展等与辅咨系息息相关的课题。委员会之成员
是由本系邀请辅导界资深或学有专长的委员4人及系
上的讲师担任。结合委员们的专业与经验，在上下半
年学期开始前或后，各召开一次会议，共谋系务之发
展。委员的任期为两年，辅咨系邀请了李志祥博士、
陈如湘老师、吴启铭老师与蔡美金老师担任2012年
至2013年的咨询委员会委员。本系已经于今年3月21
日和11月21日召开一年两度的咨询委员会会议。

9.5.1  支援招生处、技职教育中心、商学系、教
育系，安排讲师提供讲座

 辅咨系在今年协助/支援本院各单位进行13场讲
座和活动培训，对象为本院学生和独中的老师和学
生。

9.8 《婚姻与家庭咨商》工作坊
9.6 系务与课程规划

9.7 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

9.5 支援讲座

 配合本校人才培育策略，提升境外华文中等学
校教师与社区辅导工作者辅导专业知能及行动研究能
力，并鼓励辅导工作者在职进修，落实“国际交流、
学术共享”的理念。

 第一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于2012年
12月份完成了16门的面授课程，学员于2013年6月
份亲临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进行论文口试并出席
6月8日的毕业典礼。其中有11名学员通过论文答辩
与论文最后修正，获颁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
咨商硕士学位证书。

颜鸿恩 杨洁华 梁晓慧 梁嘉文 林晓薇 林卉
王馨慧 余锦芬 李晓诗 黄碧莹 余洁琦 

 另有4名学员（张晓慧、熊雪娟、李辉祥和郭秋
梅）于2013年12月通过论文答辩，目前正在做最后
的论文修正，论文修正和提交提成后，这4名学员将
获颁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硕士学位证
书。

 其余学员们正努力在撰写论文，预订在2014年6
月上旬到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进行论文答辩（第一
届《在职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的修业年限
为四年，即2010年11月29日－2014年11月28日）。

 延续第一届的成功经验，2013年，董教总教育
中心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再次联办第二届华文在
职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课程修业年限
为四年（2013年11月25日－2016年11月24日）。

《婚姻与家庭咨商工作坊》合照。

（一）第二届华文在职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
班”学员名单

江泽鼎 吴允芬 吴富业 李雪妮 林明申 林湧盛
翁秀珠 袁锦威 张美娟 张智玲 梁婷婷 许媚纭
郭淑梅 郭仪莲 陈俊峵 陈亿婷 彭伟良 杨育慧
温一翰 叶雪芳 刘健顺 郑雪君 赖美芳 戴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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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现行班级

A.   新纪元学院与巴生滨华中学联办第一届以中文为教
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巴生滨华中学联办第一届中文为教
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2012年2月份
开始招生，共有44位来自巴生滨华中学、巴生兴华中
学、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及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的老师
参与。然而，课程进行期间共6位老师因个人因素申
请退学，截至2013年8月，确实学员为38位。

 本学年课程分别于2013年5/6月份和12月份开
办。5/6月份的课程由本国资深教育学者邓日才校长
负责讲授“马来西亚教育研究”；12月份课程由国立
台湾师范大学张仁和助理教授及林淑君助理教授负责
讲授“教育心理学”和“学校辅导工作”。该班学员
已于2013年4月至8月期间进行了“校内教学视察与
督导”。

B.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联办第一届以马
来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联办第一届以
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的学员人数为36位老师，分别来自吉隆坡中华独立中
学、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吉隆坡循人中学、巴生光
华独立中学、巴生兴华中学、巴生中华独立中学、巴
生滨华中学及霹雳育才独立中学的老师。

 本学年的课程分别于2013年5/6月份和12月
份开办，5/6月份的课程由来自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Kampus Ipoh, Malaysia（IPG）的Mr Teh Hang 
Leng负责讲授“马来西亚教育研究”；12月份的课程
由Madam Tan Ai Lee和Dr Lee See Seng负责讲授“学
校辅导工作”和“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该
班学员已于2013年4月至8月期间进行了“校内教学
视察与督导”。

C.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联办第三届以中
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联办第三届
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的学员人数为34位老师，分别来自吉隆坡中华独立中
学、安顺三民独立中学、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及巴生
光华独立中学的老师。

 本学年的课程分别于2013年5/6月份和12月份
开办。5/6月份的课程由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林
淑君助理教授负责讲授“教育心理学”；12月份的课
程由来自中国文化大学的梁恒正副教授负责讲授“多
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林
淑君助理教授负责讲授“学校辅导工作”及本国资深
教育学者 邓日才校长负责讲授“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该班学员已于2013年4月至8月期间进行了“校内
教学视察与督导”。

10.1.2 新开办班级 

A.  新纪元学院与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联办，大山脚日
新独立中学协办第四届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联办，大山脚
日新独立中学协办第四届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2013年5月27日正式开
课，并于5月28日早上进行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此
班共招收了48位来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槟城钟灵独
立中学、槟城菩提独立中学、槟城韩江中学、太平华
联中学、怡保培南中学及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的老
师。

 本学年的课程分别于2013年5/6月份和12月份
开办。5/6月份的课程由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李
春芳副教授授负责讲授“教育原理与实践”；12月份
的课程由台北市立大学的何希慧副教授及国立台湾师
范大学的張仁和助理教授负责讲授“班级经营”和“
教育心理学”。

B.  新纪元学院与居銮中华中学及峇株华仁中学联办第
一届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
本）”

 新纪元学院与居銮中华中学及峇株华仁中学联办
第一届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
本）”于2013年5月27日正式开课和举办开课典礼。
此班级共招收了51位来自居銮中华中学、笨珍培群独
立中学、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峇株华仁中学和新文
龙中华中学的老师。 

 本学年的课程分别于2013年5/6月份和12月份
开办。5/6月份的课程由来自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何
希慧副教授负责讲授“班级经营”；12月份的课程由
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的邱世明副教授及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的张雨霖讲师负责讲授“教学原理与实践”和“教
育心理学”。

C.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三届以中文为教学媒
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三届以中文为教学
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2013年12
月2日正式开课，并于2013年12月4日进行签约仪式
暨开课典礼。共有41位来自新山宽柔中学和宽柔中学
古来分校的老师报读此课程。

（十）教育系

10.1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嘉宾们和学员在签约仪式暨开课典礼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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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结业班级

A.   新纪元学院与吉打董联会联办第一届以中文为教学
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董联会）”

 新纪元学院与吉打董联会联办第一届以中文为
教学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董联会）”班级于
2013年4月至7月间完成2次“校外教学视察与督导”。

 完成校外视察后，共23位学员顺利通过本院学
术考核，获准毕业。毕业典礼于2013年9月13日在
Cinta Sayang Resort, Sungai Petani 举行。获得林晃
昇成绩优异奖的老师是萧丽燕老师，而获得书券的老
师是杜丽玲老师和张津门老师。每位顺利毕业的学
员，都获得“董总资助独中师资培训”的RM1000津
贴。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为了协助独中提升教职员的教
学素质，开办了“校本培训课程”。此培训课程是依
据个别学校的需求，定制课程大纲及聘请来自国内、
台湾或中国大专院校的师资担任讲员。

 在课程规划方面，本系将按照个别学校的要求在
学校假期期间或校方认可时间为期1至3天的课程。讲
员们将针对学校需求，以密集方式，协助学校在短时
间培训教职员，以提升他们在学校教学、行政上的效
率与效能。全勤出席课程之学员将可获颁校本培训课
程之出席证书。新纪元学院教育系在2013年一共开
办了17场校本培训课程。

 一年一度的教与专业文凭课程谘询委员会会议于
2013年3月21日，下午3时至下午5时30分在新纪元
学院G楼会议室举行。参与此会议的本系同仁包括：
王淑慧主任、张伟隆助教、叶姿汕助理高级执行员和
史珍妮执行员；谘询委员会会员包括莫顺生校长、
邓日才校长、李宽荣校长、李斯胜博士和叶天送副
校长。此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报告教育系2013年的
进展与2014年的工作计划、修订《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的各类表格等。

B.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二届以中文为教学媒
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二届以中文为教学
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班级于2013
年4月至7月间完成2次“校外教学视察与督导”。

 完成校外视察后，共43位学员顺利通过本院学
术考核，并获准毕业。毕业典礼于2013年9月7日在
宽柔中学礼堂举行。获得林晃昇成绩优异奖的老师是
吴美仪老师，而获得书券奖的老师是施金兰老师、胡
惠钦老师、叶志煌和杨俊斌老师。每位顺利毕业的学
员，都获得“董总资助独中师资培训”的RM1000津
贴。

10.2 校本培训课程（短期工作坊）

10.3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谘询委员会

嘉宾们和学员在宽柔中学第一届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教
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的开课礼拍照留念。

新纪元学院与极大董联会联办第一届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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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毕业典礼

 2013年第一学期课程由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的李春芳副教授和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的邱世明副教授
负责讲授“班级经营”和“教学原理与实践”。

D.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一届以英文为教学媒
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一届以英文为教学
媒介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于2013年12
月2日正式开课，并于2013年12月4日进行签约仪式
暨开课典礼。此班级共招收了35位来自新山宽柔中
学、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和峇株华仁中学的老师参与。

 2013年第一学期的课程由来自Institut Pendidi-
kan Guru Kampus Ipoh,Malaysia（IPG）的Mr Tan 
Beng Tiam和Mr Teh Hang Leng负责讲授“Class-
room Management” 和 “Teaching-Learning Theo-
ries &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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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自2010年开办
以来，已进入第4学年。本年度课程共开设了3学期，
即4月份学期、8月份学期及12月份学期。
 
 为扩大教育系的师资阵容，教育系邀请叶俊杰老
师于8月份学期开始担任对外汉语的讲师。同时，为
使学员们有机会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及了解中国与台
湾的对外汉语教学情况，教育系与中国武汉华中师范
大学进一步加强合作，邀请李华雍副教授担任8月份
学期的客座教授，负责教授“外国文学”和“现代汉
语”。海外学者的到来，刺激了学员的思维，也开阔
了学员们对于汉语教学的视野，对于日后学员们的教
学生涯起启蒙的作用。

 此外，教育系于年初与印尼汉语教学促进协会日
惹特区主席何思宁老师接洽，成功安排7位实习生到
印尼日惹进行为期7周的教学实习，并受到当地华文
教育机构正面的评价。实习生除了努力教学，也肩负
协助当地的华教机构推动汉语与中华文化的重任。实
习生在当地积极配合印尼汉语教学促进协会及校方的
活动，同时，也进行推广传统中华文化，为日惹的华
文教育及中华文化发展留下足迹。
        
 本系于今年共有6位学生完成学业，通过本院学
术考核，分别获准参与第十四届春季、及秋季毕业典
礼。本系也积极与系友保持联系，获知3位学生于今
年9月份选择到海外继续深造分别为：蔡春美同学到
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夏敏惠同学到中国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及谢靖恒同学到台湾铭传大学升学。

10.6.1 汉语教学基本功比赛

 教育系与教育系系会于8月31日联办汉语教学基
本功比赛，并获得了全体对“外汉语教学课程”的学
生呈交教案，参与比赛。经过筛选，共有10位学生：
张淑薇、温宝莹、陈矜妤、颜美祯、赖金子、陈美
蕙、许栗娴、郑晓雯、周莉莲及刘泇妤获得参与初赛
资格，并于9月25日至10月23日进行晋级赛。决赛于
2013年10月23日进行，邀请了中文系伍燕翎主任、
教育系王淑慧主任、王睿欣老师及张溧芳老师担任决
赛的评审员。经过激烈的比赛，最终颜美祯同学获得
一等奖。

10.6.2 保护儿童醒觉运动

 教育系与教育系系会于10月24日举办“保护儿
童醒觉运动”。此醒觉活动在彩虹走廊举办《爱的宣
言》宣传展览，及邀请了陈汉梅讲师在B105B举办《
虐待儿童知多少？》讲座会。希望透过举办这醒觉运
动的展览及讲座会，可以让更多学生关注保护儿童的
资讯，并将之推广至社会，让更人关注、重视，以达
到保护儿童的效果。

10.6.3  教育系学长姐欢送会暨幼教课程之“创
意教具”发表会

 教育系与教育系系会于10月31日联办学长姐欢
送会和幼教课程“创意教具”发表会。全体教育系学
生分别负责欢送会的膳食、场地布置、歌曲呈现等事
物。同时，幼儿教育课程的三年级12位学生，分为5
组进行发表三年来所学习的成果。同学们以各种科目
的教学法作发表，如：幼儿科学教学法、幼儿数学教
学法、儿童音乐创作等科目。

 本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自2010年开办
以来，已进入第4学年，对于整体的课程来说，是比
较趋向稳定发展、成熟的阶段。目前本系“幼儿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人数共有33人。

 本年度课程共开设了3学期，即4月份学期、8月
份学期及12月份学期。而本系更有幸于8月份学期邀
请了来自台湾弘光科技大学的黄秋华助理教授担任客
座教授，负责讲授“幼儿教学概论”及“幼儿观察与
评量”课程。本系邀请客座教授前来授课的用意在于
让学生们能够与国外专才进行交流，并能够了解国外
幼教领域的发展与情况，这对于学生来说，肯定会有
很大的帮助与收获。

10.4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10.6 活动

10.5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此外，于12月份学期，共有14名二年级的学生
进入“教学实习”阶段。7位学生将准备于明年1月份
前往印尼万隆进行为期8周的实习。另外7位学生则选
择留在国内完成实习。在此阶段，学生必须到幼教机
构进行实习，以便将课堂上所学习的知识，用于教学
上，并让学生对于当地幼教届的发展有初步的了解。
    
 本系于今年共有13位学生完成学业，通过本院
学术考核，分别获准参与第十四届春季、秋季毕业典
礼。本系与毕业生积极联系，得知2位同学于今年9月
份选择到海外继续深造，分别为：黄彦蕊同学到新竹
教育大学、林彦廷同学到树德科技大学升学。

全体教育系教职员与学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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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开办7项技职专业课程

· 办公室管理专业课程（COAS）
· 电脑技术支援专业课程（CCSS）
· 数码网络专业课程 （CDNS）
· 专业中餐厨艺课程 （CCCC）
· 多媒体设计专业课程（CMMD）
· 创意摄影专业课程（CCPP）
· 创意彩妆专业课程（CCMC）

 学程1年，实习半年。教学含70%实践学习，强
调实际操作的培训，合格者将获授予国际认可的文凭
和专业资格。

11.1.2 技职说明会与工作坊

 为推广技职教育课程，今年本中心教职员们的配
合下，为全国17所中学的学生举办20场技职教育工
作坊及技职说明会。受益的中学包括马六甲普罗士邦
国民型中学、槟城菩提独中、马六甲公教中学、劳勿
中竞国民型中学、沙巴古达培正中学、彭亨州劳勿中
竞国民型中学、SMK Seri Perak Parit Buntar、吉隆
坡中华国民型中学、巴生中华国民型中学、巴生光华
国民型中学、巴生滨华中学、巴生光华独中、巴生中
华独立中学、巴生兴华中学、SMK Raja Lumu、SMK 
Seri Kembangan、SMK Engku Husain。技职教育工
作坊及讲座的目的是要让学生们多了解各技术领域的
课程和培养他们的兴趣。

11.1.3 开放日与教育展

 今年本中心教职员们的配合下，积极参与各项招
生活动包括大小型教育展与新院开放日。

11.1.4 举办第一届中学生技职教育体验营

 今年5月本中心举办三天两夜的第一届中学生技
职教育体验营《我的未来不是梦》，成功吸引150位
中学生参与。此体验营的宗旨是为了增进中学生对未
来职业及技职教育的认识，和启发中学生对学习技能
的兴趣。

（十一）推广与专业技术学院

11.1 技职教育中心

第一届中学生技职教育体验营《我的未来不是梦》大合照

院长莫顺宗与马来西亚雪隆姑苏慎忠行餐饮业公会会长林
德來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书以后合影

11.1.5 荣誉榜

 电脑网络专业技职课程的毕业生魏家豪及陈德
进成功考获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资格认
证。这为技职课程的学生树立了榜样，加强他们的信
心。 

11.1.6 产学合作计划

 为推动厨师培训工作及弘扬马来西亚多元中餐厨
艺，新纪元学院与马来西亚雪隆姑苏慎忠行餐饮业公
会签署联办《专业中餐烹饪技职课程》协议书。

11.1.7 荣获英国City & Guilds认证执照

· Certificate in Cosmetic Make-up (8171)
·  Diploma in Food Preparation & Culinary Arts 

(8705)
· Diploma in Business Skills (8891)
·  Diploma in Photography & photo imaging 

(7512)
· Diploma in IT Systems Support (7267)
· Diploma in Media Techniques (7602)

11.1.8 完美教学楼正式启用

 技职课程正式于完美教学楼新校舍授课。设备齐
全的完美教学楼有完善的课室、化妆室、美容室、摄
影室、电脑室、网络电脑室、多媒体电脑室、电脑组
装室、学生讨论室、行政办公室及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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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E网打尽”成人电脑班

 成人电脑班课程于9月2日正式进行。课程共吸
引了8位人士，其中年龄从30岁至70岁不等。此课程
共有8个单元，每星期一个单元，每单元为时2学时。
此课程以电脑实务课程为主，将电脑及互联网融入现
代生活，其内容概括电脑基本知识、认识互联网、网
络搜索、电子邮件、社交网站、网上购物等元素。

11.2.2 “边走边拍”旅游摄影班

 旅游摄影班于9月7日正式进行。旅游摄影班共
吸引了7位来自学生以及工作人士参与。课程先于室
内授予基本的摄影理论，再到室外结合实务拍摄。课
程共设有7个单元，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学员只需
拥有一般的数码照相机即可发挥其在课堂上所学习到
的技巧。

11.2.3  “Cambridge English：Advance(CAE}”
英文听力与会话班

 此班于10月正式进行，共吸引了12位来自院内
各学术课程的学生参与。此课程以英国剑桥英文为核
心，强化学员英文听力与会话能力。课程共设有10个
单元，每单元3小时。学员完成听力、会话、阅读及
书写等4项课程后，可通过学院安排参加校外考试，
获得“Cambridge English：Advance（CAE）”文
凭。阅读与书写班将计划于2014年推出，同时也鼓
励校外人士参与此课程。

11.2.4 “亲”母亲节粘土特备班 

 推广教育中心配合母亲节的来临于 5月11日举
办了“亲”粘土母亲节特备班，让参与的亲子体验了
有别于一般传统母亲节的庆祝方式。此班吸引了十六
组，共32位来自董总、新院以及院外幼教机构的亲子
参与。在两位年轻导师（Ms. Stephanie Lim 和李韵洁
小姐）的指导下，小朋友与亲人一同完成了充满爱心
与温馨的蛋糕型名片夹，让参与的亲子们度过了别开
生面的母亲节。

11.2 推广教育中心

学员在班上研究电脑的母板

家长与孩子认真投入粘土制作

11.2.5 永平学海奥数教育中心粘土一日班 

 应永平学海奥数教育中心的要求，推广教育中
心于11月12日晚间7时30分至9时30分举办了“圣诞
鞋”造型粘土一日班。此次工作坊共有师生逾44位参
与，其中也包括了部分学生的家眷出席参与 。

11.2.6 谷中城圣诞节粘土工作坊 

 配合圣诞佳节的来临，推广教育中心于11月30
日至12月25日期间在谷中城购物中心（Mid Valley 
Megamall）提供了为数8场的不同主题的圣诞节粘土
工作坊。工作坊的主题共有4种，有蛋糕型名片夹、
小册子、相框以及珠宝盒等，全部的造型与设计都是
与圣诞节有关，深获家长以及小朋友们的青睐。

11.2.7 积极开拓院外课程 

 为提倡教育普及化，与更多社会人士分享学习的
乐趣，推广教育中心积极与友好单位如吉隆坡中华国
民型中学、雪隆老友会等合作，于院外联办各项兴趣
课程，让课程走入社区。此外，推广教育中心与著名
网络销售平台 – Groupon和Living Social建立合作关
系，通过多元平台推广短期及兴趣课程。上述合作于
2013年开始筹备，并计划于2014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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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Internship E-System

 The internship service department was origi-
nally set up in August 2012.  Instead of a manual 
administration of service, which will require a long-
term permanent staff, it was decided by the Intern-
ship co-ordinator to enlist the help of computer 
centre senior programmer to set up an E-Internship 
Management System.  

 When the system was set up, Departments such 
as Media Department, Art & Design, and Drama & 
Visuals, were already handling their own internship 
exercises.  For them the procedure did not change 
much, except to electronically register details of the 
internship.

 In January 2013, the system was in place.  By 
end December 2013, it completed its first year trial.   

11.3.2 PSMB Category A Training Provider

 After completing all requirements, we received 
the visit from the PSMB officer, and we are now an 
approved training provider.  We would like to ask HR 
department to use us as source for training because 
we can then transfer money from the right pocket to 
the left pocket. 

 The next step is to register programmes under 
this scheme.  

 Relationship with PSMB should be built in 2014 
to discuss further activities, which PSMB have been 
doing with other category A training providers.

11.3.3 SMI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SMIAM)

· MOU signed with SMI.
·  Michael Kang, the vice-chairman of SMIAM has 

agreed to be our Industry Advisor (term of 2 
years).

·  As industry advisor, he will help us after we 
have registered our programmes under catego-
ry A.

11.3.4 SMI Newspaper

 We cannot afford to advertise in the SMI Chi-
nese Newspaper.  The paper sells only full colour 
advertisements and one full page (ROP) is sold at 
RM12,210.  Mr Michael Kang has kindly offered 1 
free page to us for each of the next 4 issues. (worth 
RM48, 840). 

 We will promote New Era programmes in the 
form of  advertorials.

 A total of 152 companies have registered online 
to offer internship services to students with the fol-
lowing skills.

11.3 SME Centre

121

53

28

18

18

238

26

17

90

37

28

3

Information Sciences & Computing 
Sciences

Media Studies

Art & Design

Drama & Visuals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Total

Business Admin / Management

Accounting & Finance

Art & Design

Computer(Information Technology 
/ Web Development)

Media Studies(Journalism / Broad-
casting)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Department

Skills

Skills

No. of Interns 

No. of Interns 

No. of Interns 

Guidance / Guidance Psychology

Drama & Visual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Others - Any / All Skills

2

2

1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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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Courses Conducted in 2013

· LCCI 
o PT-DCA
 ~ 3 students
 ~  3rd August (commence date) - 7th Dec (Exam 

date)
 ~ RM2500 / student / sem

o PT-CBKA
 ~ 2 students
 ~  3rd August (commence date) - 7th Dec (Exam 

date)
 ~ RM650 / student / sem

· Dong Zong Internal Training
 ~ 93 participants
 ~ 24th Sept, 25th Sept, 1st Oct, 8th Oct
 ~ RM 7,600 package

· Phonetics for New Era Staff
 ~ 23 participants
 ~ Intensive 2 into 1 day course 26 Nov
 ~ No charge for participants

DongZong Internal Training

Phonetics for New Era Sta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