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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纪元学院升格大学学
      院

（二）新任理事会主席王今仲博士上任

 本院于2013年4月5日，在首相纳吉宣布解散国
会的第三天，高教部为新纪元捎来邀请升格为大学学
院的好消息。

 原任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在移交邀请信函记者会
上说，高教部长莫哈末卡立在国会解散前的3月29日
已签准新纪元升格大学学院。出席领取升格邀请信函
记者会包括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校长、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邹寿汉先生、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新纪
元学院政府事务处主任Encik Azizan Bin Othman及新
纪元学院学术部主任李泉氚先生。

 在接获教育部升格邀请函后，学院已将所需的注
册文件提呈教育及高等教育部。在升格大学学院后，
新纪元将计划开办超过10个学士及硕士课程。新院在
过去2年已开始为升格做准备，包括在加影中环购置4
栋4层楼高的大楼，命名为“新纪元完美教学楼”，
作为课程发展的使用。在提呈大学学院注册文件后，
高等教育注册处于10月中旬针对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规
章做出需改善之回复报告。我校已针对相关回复做出
解释及修订，并于11月上旬再提呈注册处。

 自2009年起，王超群一直担任新纪元学院理事
会主席，长达5年。2013年8月17日，王超群提出呈
辞，辞去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在2013年9月5日的第15次董事部
会议上，接纳原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的辞
呈，并感谢他多年来对新纪元学院的服务。董事部会
议也通过由王今仲博士接任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一
职。

  王今仲博士早年就读森州芙蓉中华中学，1970
年考获南洋大学生物系动物组理学士，尔后赴英国巴
富大学（University of Bath），并于1975年考获博
士学位，以生物学、微生物学及哲学等学术领域，享
誉学术界。王今仲博士从1975至1989年期间任教于
马来亚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前后14年。

 王博士于1989年转而从事水产养殖知识传播、
器材、饲料及种苗销售，养殖基地的开发、生产及出
口等上至下游作业；2000年始，他也从事地产开发
及多元化行业的经营。此外，王今仲也曾任加拿大国
际研究发展中心马来西亚专案主任，以及亚州发展银
行ADB水产专家等。

 王今仲博士多年来在学术及管理上累积了丰富的
经验，自2010年被选为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
有限公司董事以来，对中心以及新纪元学院的业务热
心参与并提供宝贵意见。王今仲博士接下棒子后，将
进一步加强新纪元学院的各项发展。往后在王今仲主
席带领下，新纪元必定更努力加强各方面的条件，积
极建立一所优质的民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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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洋大学倡办60周年系列活动

 新纪元学院向来秉持着传承南大与独大精神，长
期以来双方都有密切联系以及针对学校的研究项目进
行合作。2011年，更与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简
称：南大基金会）合作举办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至
今已迈入第三届，参赛人数逐年增加。

 2013年5月29日，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简
称：南大校友会）以及南大基金会一行五人莅校拜
访，拜访成员包括南大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
德、南大校友会会长缪进新、南大基金会执行董事林
忠强、财政岑瑞楼以及理事杨天德。

 此次拜访主要针对纪念南洋大学倡办60周年，
南大校友们欲举办系列活动以纪念母校以及其创办
人——陈六使，希望新纪元学院配合于B座5楼大礼
堂举办一场《南大颂》史诗歌舞四幕剧，为设立于新
纪元学院的陈六使研究所和南洋大学史料中心筹募基
金。

命名“陈六使图书馆”

 其实早在2013年初，校方已决定以“陈六使”
之名命名图书馆，恰逢南大校友们举办系列纪念活
动，便定于8月31日下午6时正，于图书馆举办“陈
六使图书馆”揭幕仪式，正式为图书馆命名。

 揭幕典礼邀请了南大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
德、南大校友会会长缪进新、马六甲州华校董事会联
合会主席杨应俊等嘉宾一同见证，并在众多南大校友
面前进行揭幕礼。院长莫顺宗也当场宣布所有南大校
友将自动成为“陈六使图书馆”的荣誉永久会员。

 校方为感谢杨应俊主席捐赠良木，并为“陈六使
图书馆”牌匾提字与篆刻等工作奔波，仪式上院长莫
顺宗赠送纪念品于杨应俊、刑福兴书法家以及卜伟昌
雕刻师。

香港书法家容浩然师生书法义展

 配合上述系列活动，香港南大校友会会长林顺忠
先生锦上添花，邀请到香港书法家容浩然莅临大马，
于9月10日至12日假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
办师生义展，为新纪元学院以及太平华联校友会马大
中文系助学金筹款。3天的展览共为新纪元学院筹获
约RM170,000；太平华联校友会马大中文系助学金
RM40,000.00。

《南大颂》大型史诗歌舞四幕剧

 同日下午7时正，近700人坐满了大礼堂，观赏
《南大颂》大型史诗歌舞四幕剧，场面浩大且感人，
仿佛回到当时的南洋大学。《南大颂》筹委会主席林
忠强在致词时宣布大会成功达到百万大关，共筹得
RM1,500,000.00的款项。

 9月1日下午2时正举办第二场《南大颂》演出，
吸引约600名雪隆区的中学生前来欣赏。为了让年轻
一代更了解这段历史，大会让学生免费入场。

陈六使图书馆揭幕典礼。
左起为陈庆地、张燦泉、缪进新、林源德、杨应俊、刑福
兴、卜伟昌、林忠强以及莫顺宗。

《南大颂》史诗歌舞剧新闻发布会。左起为莫顺宗、林忠
强、林源德、缪进新以及周金亮。

香港书法家容浩然墨宝

动人心弦的《南大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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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尼万隆拜访团及教育展

技职教育印尼万隆拜访团

 为开发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的技职教育课程，
学术部主任李泉氚、技职教育中心主任陈素嘉、公关
处副主任吴振声、技职教育中心协调员林紫敏、中小
型企业中心协调员黄承业、马来西亚雪隆姑苏慎忠行
餐饮业公会代表叶宗伟以及英国职技认证机构City & 
Guilds代表蔡游易，于9月17日至20日在印尼西爪哇
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代表张兴元、翁声逸和唐锦欢的陪
同下，参访万隆国立第9中专、国立第11中专和Sandi 
Putra中专，并受到各中专校长及老师们的热情欢迎
及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座谈交流。万隆的中专学校技职
教育蓬勃地发展，其中包括摄影、电脑图片制作、播
音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发将能促进双方未来的合作
交流。

印尼万隆教育展

 为招收印尼学生到本院升学，推广教育中心主任 
萧维深、国际学生事务处执行员 吕士源、招生处执行
员 蔡妙湛与朱婉琴，于9月15日至20日到印尼万隆参
与了立人及荣星两所学校的教育展，与学校领导、老
师、家长及学生分享了本院的办学成果。期间，共有
大约200位学生到场向本院询问课程详情。

 教育展除了进行一般的课程解说外，本院也藉此
机会举办以英文及马来文为媒介语的讲座，向出席者
解说到马来西亚升学的各种详情，分析马印两国高等
教育的异同。马来西亚与印尼无论在气候、文化、饮
食及语言上都有相似之处，加上地理位置邻近，相较
到其他国家升学，印尼学生到马来西亚升学存在文化
冲击的可能性较小。

国立11中专大合照。 与立人学校学生进行课程讲解。

（五）澳洲数学赛AMC

 澳洲数学竞赛于1976年首次于澳洲首府特别行
政区举行，此后扩大开放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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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36届，适
合一般大众的数学能力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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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马来西亚共有311间学校参
赛，参赛的学生有11,266人。本届AMC的比赛日期

为8月1日，在全国各个赛场同步举行比赛。2013年
全国共47间独中参赛，参赛人数共4,082人。

 澳洲AMC数学能力检定之试题由多位数学家命
题，题目非常新颖、具生活化，无法藉由反复操练而
获得高分，可准确测出学生之真正数学能力，藉此提
供诊断学生数学学习之参考。

 澳洲AMC数学能力检定参加国家众多，各项分
析资料齐备，可供数学教育研究机构或政策单位作为
纵横向比较各国数学教学之效果，针对数学各项特定
内容亦可比较教材教学之适宜度。

贵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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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澳洲数学竞赛没有正式对学生公布过出题范围。
不过，所有题目都可以不用微积分知识解答。竞赛涉
及的领域有：算术、数论、排列组合、几何、测量、
代数和概率论。

学生从中获得的利益

 澳洲数学赛给予学生一个校外成绩的肯定。所有
学生将获得证书以及详尽报告，报告列有比较性统计
数字，显示学生如何解答题目。澳洲数学赛与正规的
数学测验不同的是，许多问题的设置较生活化。它显
示数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最重要的是，澳洲数学
赛被设计为充满趣味的活动，足以激发学生与朋友、
父母或在课堂上讨论，它亦能解除正式评估下的压
力。

学校从中获得的额外利益

 每个学校将获得一套分析统计表，可用来评定在
州、区方面各项目的整体表现。这实际地呈现出学校
於教学上的水平及优缺点。

成绩

 每个学生将按照不同问题的不同比重给分，这与
使用正确答案的数目有所不同。奖品的颁授取决于同
一区域、同一年级的比较，来自澳洲或其他国家特定
年级的学生只与其他同一组别的学生做比较。各区域
（拥有其本身课程纲要）的奖项将有不同的分界点。

2013年澳洲数学赛颁奖典礼得奖者与贵宾大合照

奖项设定如下：

· 金牌奖 (MEDAL) 澳洲数学信托基金委员会将根据
全球的参赛成绩而决定此特别大奖的获奖名单。

· 奥哈勒伦奖 (PETER O’HALLORAN) 是颁给获得满
分的学生。

· 银牌奖 (PRIZE) 一般上是颁给每三百名同一区域和
年级的学生中不超过一名的学生。

· 杰出奖 (HIGH DISTINCTION) 是颁给同一区域和年
级2%的顶尖学生（中学高阶组则是5%）。

·  特优奖 (DISTINCTION) 是颁给同一区域和年级15%
成绩特优的学生（中学高阶组则是25%）。

·   优等奖 (CREDIT) 是颁给同一区域和年级的50%成
绩优等的学生（中学高阶组则是60%）。

· PROFICIENCY是颁发予数学和解难能力达到满意程
度，但未获得优等奖（CREDIT）（或以上）的学
生。参赛学生达到32分一概可获取此证书。

· PARTICIPATION是颁给其他所有参加比赛的学生。

· PRUDENCE AWARD是颁给在每间学校有50位参赛
学生或以上，并在比赛里由第一题开始连续答对最
多题的学生（须至少答对第1至第10题）。

 澳洲数学协会网站：http://www.amt.edu.au/
新纪元大学学院承办的澳洲数学赛网站：http://new-
era.edu.my/discs/amc



51

AMC 成绩揭晓

 AMC 的成绩在九月下旬公布，并在10月27日举
办颁奖典礼。2013年度澳洲数学比赛共有三位参赛
者（两位小学组，一位中学组）荣获奥哈勒伦奖（即
满分）及四位参赛者(两位中学初阶组，一位中学中阶
组，一位中学高阶组)荣获金牌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学组的比赛里，全世界仅有
两位参赛者荣获奥哈勒伦奖（即满分），而这两位得
奖者都是来自马来西亚！他们分别是来自德威伸路州
立国民型华文小学的袁子扬同学和新民华文小学(A)校
的杨子松同学。中学组，则有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中
华独立中学的武田繁典同学获满分，武田繁典同学同
时也是中学初阶组的金牌奖得主。

 本届的中学初阶组金牌奖得主是来自吉隆坡中华
独立中学的武田繁典以及霹雳怡保三德国民型中学的
王荣启，中学中阶组金牌奖由北海钟灵（国民型）中
学的陈劲安获得，最后是来自居銮高级中学的林凯泽
荣获中学高阶组金牌奖。

 吉隆坡中华中学表现卓越，于独中团体奖中囊获
初阶组、中阶组及高阶组的澳洲数学赛常年杯。同时
也获得初阶组的祖冲之奖、中阶组的陈省身奖和高阶
组的华罗庚奖。
 
 巴生兴华中学则获得初阶组的刘徽奖、中阶组
的高斯奖和高阶组的希尔伯特奖。其它包括马六甲培
风中学获得初阶组的罗索奖，吉隆坡坤成中学夺得中
阶组的欧拉奖以及吉隆坡循人中学获得高阶组的康托
奖。

2013年澳洲数学赛AMC颁奖典礼

 本届颁奖典礼在本五楼大礼堂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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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席者包括学术部主任李泉氚、吉隆坡中华独立中
学校长谢上才。

金牌奖得奖者与贵宾合影

奥哈勒伦奖得奖者与贵宾合影

独中团体奖-初阶组得奖者与贵宾合影

独中团体奖-中阶组得奖者与贵宾合影

独中团体奖-高阶组得奖者与贵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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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九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节”

 “第九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节”于7月19日傍
晚7时假云顶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开幕仪式以及文化交
流节目，开幕典礼邀请到雪州公主拉惹哈妮莎莅临主
持，新纪元学院代表为学术部主任李泉氚。隔日（7
月20日）在新纪元学院校园内进行各项才艺比赛。

 本届艺术节是由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世
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分会及中国国际文
化艺术交流协会主办，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协办以及
中华五洲行组委会承办。透过马来西亚分会副会长，
也是董教总教育中心副义务财政李云桢的穿针引线，
让新纪元学院接轨国际，于校园内举办世界级活动。

 7月20日的比赛从上午9时至下午5时于新纪元学
院校园内举行，校园共分为6个比赛地点及4个项目进
行：声乐、乐器、舞蹈及表演。而表演项目众多，例
如：成语、戏曲、武术、模特儿和书画等等。本届艺
术节共吸引380名来自18个国家的青少年聚首加影华
教岗斗艺。

 马来西亚共有4名青少年报名参赛，荣获2金1银
2优秀奖的佳绩。8月19日在新纪元学院进行马来西
亚区颁奖典礼。为感谢新纪元学院的鼎力协助，大会
致赠一台古筝于校方。

7月19日假云顶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开幕典礼，新纪元学院
代表为李泉氚（中）。左为姚迪刚，右为李云桢。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于7月20日聚集在加影华侨岗各显身
手。左起为陈亮谷、蔡文哲以及廖晟光

于是8月19日颁奖典礼上，李云桢（左四）代表大会致赠古筝一台与新纪元学院。
左二起为莫顺宗、朱荣添以及谢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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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介地方研究系列丛书——《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

 为提倡地方史的书写及培育地方史书写人员，同
时呼吁关注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本院马来西亚与区
域研究所（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于2013年11月
30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在加影新纪元学院A座403
讲堂主办 “我们来写地方史”工作坊暨地方研究系列
丛书《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推介仪式。报名学员
共74人，出席人数为71人，反应不俗。

 本活动邀请了五名拥有丰富经验的地方研究学者
进行专题演讲，早上由本校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所
长文平强博士就“地方、地契、地图与地方研究”进
行报告，接着是本土文史工作者刘崇汉先生，分享口
述历史该如何进行，以及所需要的准备。下午由本院
院长莫顺宗博士连同《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编委
会成员共同推介《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此书透
过文献征集，田野调查和口述采访，撰写了华人从移
殖到落地生根的过程。

 受邀出席推介仪式的直凉嘉宾包括编纂顾问直
凉村长拿督邓福乐、余福全、余开云，副主编罗福生
和曾永发，编纂委员梁德峰、廖泽源、陈世震、苏秀
龙、秦天保、颜美秀、傅文仲等。院长除了感谢直凉
乡亲出钱出力，让地方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付梓出
版，也表示这是作为一所民办学府，源自社会、回馈
社会的一种方式，不仅达到收集整理华人史料的目
的，也是服务社会的管道之一。

 推介仪式之后，本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
任兼本书主编廖文辉博士，以“马来西亚地方志的书
写方法和视角——以直凉为个案”探讨地方研究的视
角和方法。关于田野心得和研究途径的分享，首先是
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名烈先生，主讲“武吉巴西
永德公塚与地方拓殖史”，最后是文史工作者李永球
先生，发表“文化历史的田野调查”。

 工作坊于下午五时圆满结束，此次参与者主要是
为独中老师、本校和董教总教职员生、各院校的大专
生和研究生。

《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

新纪元学院莫顺宗院长颁发纪念品给直凉代表拿督邓福乐
村长。

莫顺宗（前排右六）联合《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编委及乡亲推介新书。左一起为秦天保、廖文辉、颜美秀、陈世震、曾永
发、廖祥权、罗福生、苏秀龙、余福全；右一起为梁德峰、苏丹荣、廖泽源、邓福乐、傅文仲、余开云和余宗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