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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新田主席献词

2017年1月10日，我们收到高教部的信
函，批准新纪元学院由2016年12月30日起升格
为新纪元大学学院。这对董事部同仁，新纪元全
体教职员，乃至于广大热爱民族教育的社会人士
来说，实在是一份盼望已久的礼物，也是一份绝
佳的新年礼物！作为国内仅少数的华文高等学
府，经过多年的努力不懈和辛勤耕耘，新纪元学
院终于成功升格为大学学院。但是，董事部同仁
不会因此而停下脚步，反而要更积极的工作，以
期将新纪元真正提升为大学，造福国内莘莘学
子，为国家培养卓越的栋梁之材。

百多年来，马来西亚华文学校之所以历经
风雨而能屹立不倒，主要是来自于整个族群的奋
起抗争和建设。抗争是为了建设，要建设就必须
抗争，并争取政策上的公平合理待遇，抗争与建
设是一物的两面，相辅相成的。虽然历经百年，
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的发展依然面临重重阻扰，
因此在继续抗争的同时，董事部同仁将会积极建
设，以期将新纪元大学学院办好、办大！

本公司联合新纪元大学学院以及140多个华
团于2017年2月12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丁
酉年新春团拜，场面盛大热烈。此次新春团拜提
供平台, 让来自全国各地热爱华教人士、政经文
教团体人士以及民众携幼扶老，合家老小，踊跃
出席，场面温馨。大家齐聚一堂，互相问好、祝
福、加强联系，共同祝贺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
学院。 

过去一年，董事部同仁继续与丰隆集团属下
的Vintage Heights Sdn Bhd商讨有关雪邦地段，
无奈对方依然拖延，不肯落实签署发展协议以便
尽快开展建设工程。自2000年7月14日的献地签
署仪式至今，已经是17年了。董事部同仁迫于无
奈，唯有在6月的会员大会中将献地发展状况向
广大华社交代清楚，也希望丰隆集团能尽早兑现
其承诺，让新纪元大学学院尽快投入建设新校园
的工作。另外，董事部同仁也积极探讨其他可行
性建议以及替代方案，以便能尽快展开建设新纪
元大学学院的工作。

2017年12月8-11日，《第十二届东南亚华
文教学研讨会》在缅甸曼德勒隆重举行。来自
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以及缅甸各省的
华文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根据本届大会主题，
即“海外华文教育可持续性发展”，将各个所在
国和各校的华文教育概况、教学管理、教学研
究、教材与教育方法等实际课题进行热烈研讨与
交流，以期能将优良的华文教育永续传承。

董事部也于12月的董事会议中一致通过接
纳委任知名学者叶观生院士为新任新纪元大学学
院理事会主席，以填补因私人原因而在11月中旬
请辞的林忠强博士遗下的空缺。叶观生院士一生
驰骋于科研与教学，绩学擅教，为学界所赏重，
必能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未来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

作为马来西亚汉语考试（HSK和HSKK）的
考点之一，本公司在2017年继续设有中马的雪
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北马槟城韩江中学、
东马沙巴亚庇马来西亚沙巴大学、斗湖圣愿小
学以及砂拉越古晋中华中学（一）校，共5个考
场。汉语考试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
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而设
立之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纵观2017年，虽然风雨不断，董事部同仁
也没有放慢脚步。放眼2018年，董事部同仁希
望能注入新血、开拓新机，为新纪元大学学院谋
取更大的发展福利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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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介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简
称“教育中心”）成立于1994年3月24。公司当
年是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和独立大学有
限公司（独大）推动，溶合了广大华社的意愿以
及各党团的支持所成立，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拓国
内的华文高等教育，向政府争取开办大专院校，
以期能在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由小学、中学至大专
院校的完善母语教育体系。公司成立后，就积极
向教育部申请开办新纪元学院。1997年5月28
日，新纪元学院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新纪
元学院是由全国热心华文教育的人士集资，并在
各党团的支持下建设而成的民办大专学府。

经过多年的争取，新纪元学院于2016年12
月30日获得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新纪
元大学学院！虽然前路还是困难重重，为了将新
纪元大学学院提升为国内知名的大学，以及全面
提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董教总教育中心
未来将持续开展以下三大工作任务：

（一）继续推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发展

新纪元大学学院虽然已稍具规模，但教育
中心最终的理想是办一所具有民族教育特色的大
学。我们期望在建立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理念
下，为国家培育优秀的多语人才。为此，新纪元

大学学院必须提升其软硬体设计，开拓崭新的课
程，让学生们能够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积极向
学。

（二）配合东盟各国的华教组织，推动东南
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成立是
以“推动东南亚华文教学的发展”以及“促进东
南亚华文教学的交流”为宗旨。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从
2001年荣获东南亚各国代表的一致委托，出任
秘书长及主持秘书处至今。我们希望能结合各方
力量，开展各方面工作，积极协助东南亚各国发
展华文教育以及培养华文师资。

（三）推广汉语的使用

在积极推动母语教育的同时，教育中心也向
不谙华语的同胞及友族同胞推广华语文的学习，
希望将华文的学习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共有230个会员，其中213
名个人会员，3个团体会员，另，14名个人会员
已逝。公司的事务由董事部处理。

董事部顾问

第十届董事部 - 董事与顾问 （2014年至2018年）

郭全强 胡万铎 丹斯里拿督彭茂燊 黄迓茱女士 黄振渊会计师

法律顾问

饶仁毅 张守江 拿督邓伦奇 雷光峰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第十届执行董事及董事部成员（截至2017年12月31日）

2.1  公司董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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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

主席
叶新田博士

副主席
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博士）刘瑞发局绅 

董事

蔡逸平 卢金峰张光明博士 蔡亚汉 苏顺昌陈德隆

林  裕张志开刘耀宗丘世楠 方德坤关志雄

李清文 叶全发 赖庆源颜华廉 黄柏森陈国光

林忠强博士
(08/05/17辞职)

赵燊儒
(08/05/17辞职)

刘世全
(07/11/17辞职)

王耀辉 陈翠萍
(06/11/17辞职)

义务秘书
邹寿汉

副义务秘书
陈纹达

义务财政
杨天德博士

执行董事
吴治平

(04/12/17逝世)

副义务财政
李云桢

执行董事
刘庆祺

(自14/12/17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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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团体名称 会员编号
1.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OP0001
2.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OP0002
3.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 OP0003

会员名单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共有团体会员3个；个人会员213
人。已故个人会员14人。

2.2 团体会员名单

2.3 个人会员名单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 林源瑞局绅 IP0001
2. 龙锦平先生 IP0002
3. 胡万铎先生 IP0005
4. 陆庭谕先生 IP0006
5. 林忠强博士 IP0007
6. 莫泰熙先生 IP0008
7. 郭全强先生 IP0009
8. 蔡庆文先生 IP0010
9. 李克旋先生 IP0011
10. 陈干福先生 IP0012
11. 陈玉康局绅 IP0013
12. 吴  盾先生 IP0014
13. 吴俊华先生 IP0015
14. 丁春光先生 IP0016
15. 张光明博士 IP0017
16. 叶新田博士 IP0018
17. 刘锡通先生 IP0019
18. 丘琼润博士 IP0020
19. 骆清忠先生 IP0021
20. 陈志成先生 IP0022
21. 李清文先生 IP0024
22. 江秀滔先生 IP0025
23. 叶祥发先生 IP0026
24. 杜秉训先生 IP0027
25. 吴建成先生 IP0028
26. 谢广超先生 IP0029
27. 王超群先生 IP0030
28. 曾耿强先生 IP0033
29. 沈德和先生 IP0036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30. 曾炳强先生 IP0037
31. 廖熙钿先生 IP0038
32. 郑建中先生 IP0039
33. 拿督杨云贵 IP0040
34. 叶雪萍小姐 IP0041
35. 陈友信先生 IP0042
36. 周素英小姐 IP0043
37. 黄祥胜先生 IP0044
38. 黄仕寿先生 IP0045
39. 吕  兴先生 IP0046
40. 廖贤开先生 IP0047
41. 杨  泉博士 IP0049
42. 丁善照先生 IP0051
43. 王明星先生 IP0053
44. 杨静来先生 IP0054
45. 杨庆福先生 IP0055
46. 丹斯里拿督古润金太平绅士 IP0057
47. 刘佳霖先生 IP0058
48. 黄高陞先生 IP0059
49. 谭志江先生 IP0060
50. 韩稳当先生 IP0061
51. 赖嵘文先生 IP0062
52. 潘秋光先生 IP0063
53. 王国丰先生 IP0064
54. 高淑平先生 IP0065
55. 陈德隆先生 IP0066
56. 杨天德博士 IP0067
57. 廖宗明先生 IP0068
58. 李云桢女士 IP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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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会员编号
59. 蔡亚汉先生 IP0070
60. 柯建生先生 IP0071
61. 蔡维衍博士 IP0073
62. 邓百根先生 IP0074
63. 郭谨全先生 IP0075
64. 郑金德先生 IP0076
65. 高铭良先生 IP0077
66. 邹寿汉先生 IP0078
67. 许锦芳女士 IP0079
68. 韩应伦先生 IP0080
69. 梁赐强先生 IP0081
70. 蔡逸平先生 IP0084
71. 王今仲博士 IP0085
72. 黄青玉女士 IP0086
73. 刘耀宗先生 IP0087
74. 张德常先生 IP0088
75. 梁  发先生 IP0089
76. 黄伟珉先生 IP0090
77. 潘斯里拿汀苏美玲 IP0091
78. 王珊弸女士 IP0092
79. 苏永成先生 IP0093
80. 程志刚先生 IP0094
81. 古玉英女士 IP0095
82. 林钲顺先生 IP0096
83. 苏楣岚女士 IP0097
84. 黄士春先生 IP0098
85. 傅振荃先生 IP0099
86. 卢金峰先生 IP0100
87. 沈才坤先生 IP0101
88. 张石耿先生 IP0102
89. 李维念先生 IP0103
90. 赖顺吉先生 IP0104
91. 吴宪民先生 IP0105
92. 丘世楠先生 IP0106
93. 黄风景先生 IP0107
94. 江仲高先生 IP0108
95. 岑启铭先生 IP0109
96. 苏顺昌先生 IP0110
97. 萧海金先生 IP0111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98. 刘庆祺先生 IP0112
99. 郑保罗先生 IP0113
100. 王有生先生 IP0114
101. 许钦詠先生 IP0115
102. 林  媚女士    IP0116
103. 彭玉玲女士 IP0117
104. 李润珍女士 IP0118
105. 吴玉华女士 IP0119
106. 张彩珍女士 IP0120
107. 林碧芬女士 IP0121
108. 朱振华先生 IP0122
109. 陈纹达先生 IP0123
110. 张志明先生 IP0124
111. 丘有播先生 IP0125
112. 郑文全先生 IP0126
113. 林国才先生 IP0127
114. 拿督蔡崇伟 IP0128
115. 许海明局绅 IP0129
116. 黄仕美先生 IP0130
117. 饶仁毅律师 IP0131
118. 叶全发先生 IP0132
119. 赖庆源先生 IP0133
120. 颜华廉先生 IP0134
121. 叶校廷小姐 IP0135
122. 林  裕先生 IP0136
123. 林德兴先生 IP0137
124. 梁广河先生 IP0138
125. 张基兴先生 IP0139
126. 彭明祥先生 IP0140
127. 叶良运先生 IP0141
128. 张志开先生 IP0142
129. 陈国光先生 IP0143
130. 黄福地先生 IP0144
131. 廖志扬先生 IP0145
132. 方德坤先生 IP0146
133. 李婕郡小姐 IP0147
134. 陈翠萍小姐 IP0148
135. 冯秀丽小姐 IP0149
136. 潘翠芳小姐 IP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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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37. 吴思旎小姐 IP0151
138. 苏子源先生 IP0152
139. 黄英原先生 IP0153
140. 刘淑云女士 IP0154
141. 蔡仲谦先生 IP0155
142. 王耀辉先生 IP0156
143. 黄耀庆先生 IP0157
144. 黄耀扬先生 IP0158
145. 吴乾伟先生 IP0159
146. 刘世全先生 IP0160
147. 何添发先生 IP0161
148. 邓金莲女士 IP0162
149. 邓润珍女士 IP0163
150. 陈金德先生 IP0164
151. 黄柏森先生 IP0165
152. 拿督余清守 IP0166
153. 李文雅女士 IP0167
154. 叶建隆先生 IP0168
155. 黄振渊先生 IP0169
156. 孙一翔先生 IP0170

157. 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博士）刘瑞发局绅 IP0171

158. 关志雄先生 IP0172
159. 彭志拔先生 IP0173
160. 林义明先生 IP0174
161. 王瑞国先生 IP0175
162. 蔡建福先生 IP0176
163. 黄亚珠先生 IP0177
164. 陈亚斯先生 IP0178
165. 林文杰先生 IP0179
166. 李德春先生 IP0180
167. 黄少华先生 IP0181
168. 谭敬康先生 IP0182
169. 陈炳雄先生 IP0183
170. 林义和先生 IP0184
171. 何爱娟女士 IP0185
172. 叶观生博士 IP0186
173. 关寿南先生 IP0187
174. 杨贵盛先生 IP0188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75. 林家光先生 IP0189
176. 胡佛来先生 IP0190
177. 陈民强先生 IP0191
178. 林碧云小姐 IP0192
179. 罗婉郡小姐 IP0193
180. 符昌和先生 IP0194
181. 蔡新贵先生 IP0195
182. 康德池先生 IP0196
183. 罗心彤小姐 IP0197
184. 江兆雄先生 IP0198
185. 刘俊光先生 IP0199
186. 刘伟才先生 IP0200
187. 刘进福先生 IP0201
188. 黄高弼先生 IP0202
189. 庄诒栈先生 IP0203
190. 梁祖肇先生 IP0204
191. 吴景光先生 IP0205
192. 林福来先生 IP0206
193. 覃介邦先生 IP0207
194. 司徒育敏先生 IP0208
195. 韩家伦先生 IP0209
196. 符树存先生 IP0210
197. 陈杰来先生 IP0211
198. 许燕萍女士 IP0212
199. 温尊现先生 IP0213
200. 邱锦成先生 IP0214
201. 林崇生先生 IP0215
202. 卓金利先生 IP0216
203. 张胜美先生 IP0217
204. 李琴英女士 IP0218
205. 吴文峰先生 IP0219
206. 黄国洧先生 IP0220
207. 汤育宽先生 IP0221
208. 孙有银女士 IP0222
209. 黄华生先生 IP0223
210. 蔡伟正先生 IP0224
211. 张木华先生 IP0225
212. 王文琼先生 IP0226
213. 黄小翠女士 IP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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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已故会员名单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 拿督沈慕羽局绅 IP0004
2. 廖玉华先生 IP0023
3. 吴伯诚先生 IP0031
4. 叶填书先生 IP0032
5. 曾敏灵先生 IP0034
6. 林思华先生 IP0035
7. 陈炳顺先生 IP0048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8. 高淑振先生 IP0050
9. 林晃昇先生 IP0052
10. 廖为津先生 IP0056
11. 谢清发先生 IP0083
12. 陈德昌先生 IP0072
13. 翁诗佣先生 IP0003
14. 吴治平先生 IP0082

（三）组织结构与行政结构图

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Bhd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292570-A)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新纪元大学学院

DK076(B)

New Era Edu Sdn Bhd
新纪元教育私人有限公司

(1085038-D)

3.1 组织结构图（Organisation Chart）

100% 拥有权Ow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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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政组织结构图 Administrative Organisation Chart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Bhd  

(292570-A)

Board of Directors (BOD)
董事部

Executive Board of Directors (EBD)
执行董事部

Administrative Office for 
DJZHLCB BOD/EBD

行政部

Executive Board of Directors 
(EBD)

执行董事部

New Era Edu Sdn Bhd 
新纪元教育私人有限公司

(1085038-D)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部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新纪元大学学院
DK076(B)

Board of Governors
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新纪元大学学院
DK076(B)

Schools, Faculties & Departments
各院系与部门

Higher Education 
Consultative Board
高等教育咨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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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等教育咨询团

为推动和完善华社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教
育中心征求了一批学有专长、对高等教育的办学
及行政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教育中心董事
部 - 高等教育咨询团，任期与董事部同步。咨询
团的成立，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华社民办高等教育
的素质。

咨询团的主要任务为：

1．提供高等教育咨询，包括学术，制度及
未来发展策略等事宜；

2．推荐国内外知名学者当学术顾问。

第十届董事部所委任之高等教育咨询团委员芳名录如下：

序 委员 履历

1. 谢瑞平博士  ·马来西亚科学院资深院士
 ·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理事
 ·亚太理论物理中心理事
 ·英国物理学会院士
 ·马来西亚物理学会院士
 ·前马来亚大学物理系教授
 ·前马来西亚物理学会会长
 ·前英迪国际大学学院副校长兼资深教授
 ·曾任亚细安物理学会会长
 ·曾任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科技组主任

2. 蔡维衍博士  ·现任绿洲国际学院董事
 ·曾任成功大学学院教授/副校长
 ·曾任丹斯里李深静基金执行董事
 ·曾任马来西亚KBU万达国际学院院长 
 ·历任大马国民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曾任马来西亚国家学术鉴定局鉴定官员
 ·曾任KDU伯乐学院学术总监及执行长 

3. 叶观生博士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博士
 ·前马来西亚农业大学讲师
 ·前新加坡理工学院高级讲师
 ·曾任英迪学院数理科部门主任
 ·曾任UCSI大学先修班主任/副教授

4. 梁家兴博士  ·美国德萨斯州立大学达拉士分校财经管理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及诺丁汉大学（马分校）商学系副教授
 ·前国家能源大学、吉隆坡基建大学及拉曼大学商学系副教授
 ·曾任浙江大学及曼谷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浙江省义乌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海外理事
 ·巴生中华总商会署理会长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央理事暨商务组主任
 ·前雪兰莪滨海中华总商会总会长
 ·海鸥基金董事
 ·陈嘉庚基金文化中心董事
 ·金信国际商贸中心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顶尚书屋董事

5. 丘琼润博士  ·前理科大学副教授
 ·曾任南方学院副院长、槟城INTI国际学院行政总监及赤道艺术学院副院长

6. 林忠强博士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数学系教授
 ·曾任雪邦理工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员、东南亚数学协会会长
 ·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脑系客座副教授、日本东京SOPHIA大学客座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英国READING 大学、丹麦ARHUS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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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庆地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前多媒体大学高级讲师 

8. 邓俊涛博士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退休教授 
9. 黎海洲博士  ·前理科大学副教授

 ·曾任SEDAYA思达雅学院副院长
10. 陈  泗博士  ·MARA玛拉工艺大学副教授 
11. 关亦超博士  ·英国南安普顿电气工程博士

 ·澳洲莫纳斯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工学院副院长 
12. 黄玉莹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
13. 叶志成博士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Iverson Associates Sdn. Bhd. 执行董事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KDU伯乐学院执行长、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及
多媒体发展机构资深经理

14. 陈定远博士  ·现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
 ·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
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澳大利亚蒙纳斯大学

 ·曾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教授并曾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15. 李秉蘐博士  ·美国俄克拉荷马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
 ·资深工商管理课程讲师
 ·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管理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

 ·茶渊贸易有限公司主席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董事、总商会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华社自助理事会理事、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有限公司董事、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Council Member等

 ·新躍社科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SUSS) 中文系学术
委员会主席

16. 丘才良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休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系教授
 ·新加坡力学生物学（Mechanobiology）国家研究中心前副主任
 ·新加坡-麻省理工大学联盟系统生物学前主持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生物系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生物科学处主任

17. 王俊南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研究所所长
 ·现为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现任世界卫生组织（WHO）饮用水专家委员会成员
 ·曾任新加坡环境与水资源部, 新生水研究国际专家组主席

18. 王云川博士  ·新加坡南洋大学理学士（动物学）B.Sc. (Zoolog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理学硕士（M. Sc. 解剖学）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哲学博士(Ph.D.)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解剖学系荣休教授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解剖学系原教授及系主任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前副院长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校外考试委员
 ·中国大陆超过10所知名大学之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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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部业务报告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行政部
办公室设在董教总教育中心B座3楼。行政部直接
由董事部领导。2017年，行政部职员有：

序 姓名 职称

1. 傅琬诗 行政主任

2. 王秀凤 高级执行员

3. 廖玉霞 助理高级执行员

2017年，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
公司主要业务有：

行政部办公室

1 日常董事部会务
2 推动及承办汉语考试

（HSK、HSKK & YCT）
3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事务

董总

4 管理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5 推动提升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发展
6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7 新纪元大学学院雪邦新校园工作

5.1 2017年大事纪

19. 饶美蛟博士  ·美国Vanderbilt大学经济学硕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MBA、
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PhD

 ·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系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前管理系讲座教授、管理系系主任及商学院副院长
 ·岭南大学前副校长、香港商学研究所所长
 ·现任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现任澳门理工学院特聘高级顾问（学术评审）

20. 潘国驹博士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兼总编辑
 ·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创所所长
 ·亚太物理学会理事
 ·南洋理工大学兼席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兼席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兼席教授

5.1.1 丁酉年新春团拜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暨新纪
元大学学院联合140多个华团于2017年2月12日
在雪兰莪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丁酉年新春团
拜，场面盛大热烈。

团拜当日出席的嘉宾包括公正党主席暨加影
区州议员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公正党峇都区国
会议员蔡添强、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社会爱心基金会主席暨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顾

问丹斯里拿督彭茂燊、公正党八打灵再也南区国
会议员许来贤、士拉央区国会议员梁自坚、行动
党甲洞区国会议员陈胜尧博士、张菲倩及颜贝倪
州议员、南方大学学院祝家华校长、吉隆坡南强
华小董事长拿督郑金德和吉隆坡公民华小董事长
苏锦隆等。

此次新春团拜提供了一个平台，让约3000
名来自全国各地热爱华教人士齐聚一堂，互相问
好、祝福、加强联系，共同祝贺新纪元学院升格
为新纪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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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新春团拜

5.1.2 法庭诉讼事宜

公司至今尚有两宗官司待解决，即：

1. W-02(NCC)(A)-53-01/2016 (王超群私自
召开特别董事会议的上诉案）     

-  上述官司于4月17日进行一次聆审，并再
度展延，日期未定。

- 上诉庭于2017年10月31日经三司会审以
二对一裁决撤销有关案件，因为有关案件已经是
学术性质的案件，为此没有必要再将司法检讨上
诉案中已经审理的课题进行诉讼。上诉庭法官也
谕令王超群等缴付二万令吉堂费。

- 王超群等人不服判决，已将案件带入联邦
法庭。联邦法庭定于11月6日进行案件管理。 

- 随后在12月27日进行案件管理后，联邦

法庭已将案件定于2018年3月4日审理是否接受
王等上诉事宜。

2. W-01(A)-362-09/2016 (司法检讨上诉
案）    

- 上述官司于4月17日进行一次聆审，并再
度展延，日期未定。

- 王超群、刘利民等入禀上诉庭就司法检
讨有关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所召开的特别
会员大会以修改章程的合法性败诉的案件，上诉
庭法官于9月15日的判决中，裁定王超群等人败
诉，并谕令王等缴付堂费共二万令吉，分别为一
万令吉予国内贸消部以及一万令吉予本公司。

- 王超群等人不服判决，已将案件带入联邦
法庭。联邦法庭将案件定于2018年1月22日进行
五司会审是否接受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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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汉语考试

2017年度，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
限公司承办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以
及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口试（简称HSKK）。这两
项考试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是国际标准化的考
试，每年定期在中国国内外同步举行，旨在测试
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
数民族）的汉语水平。

自1996年开始，中国国家教育部委员会规
定凡欲前往中国升学者（包括短期中医课程）皆
须持有HSK证书。惟2004年起，中国教育部已
批准持有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书
（UEC）的独中生豁免报考汉语水平考试。

HSK（笔试）和HSKK（口试）是相互独立
的。考生可自由报考两项或其中任何一项考试。

考试成绩达到规定标准者，可获得相应等级
的《汉语水平考试成绩报告》，亦有机会获得由
中国颁发给HSK和HSKK成绩优异者的奖学金，
到中国大专修读短期汉语课程。HSK 和 HSKK成
绩报告可作为进入中国大专院校，包括短期中医
课程，所要求的实际汉语水平的证明及作为聘用
机构录用汉语人员的依据。

5.2.1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 笔试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笔试）共分六个等

级。通过听力、阅读及书写的模式考查考生的汉
语掌握能力。

5.2.2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K) – 口试

HSKK（口试）采用录音形式，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口试采取“听说结合”“
读说结合”的模式来考查考生的汉语口头表达能
力。考生可根据本身实际水平，自由选择报考。

5.2.3 2017年度 HSK与HSKK 考试

HSK (笔试)

考试日期 考试地点

20-05-2017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槟城韩江中学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15-10-2017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沙巴斗湖圣愿小学

03-12-2017 亚庇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HSKK (口试)

考试日期 考试地点

20-05-2017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考试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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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纪元大学学院雪邦新校园进展报告（2017）

日期 Date 进展 Progress

17.3.2017

有鉴于新纪元已经于2016年杪正式获得高教部批准升格，有关雪邦地段必须尽早向关
心新纪元大学学院发展的华社、学生和家长作出交待，而丰隆方一直未有就早前的信
函作出答复，董事部再度发函予其集团常务董事（Group Managing Director）Datuk 
Edmund Kong，希望丰隆方面能对之前在YB欧阳捍华办公室达致的协议拟出合约，当时
所达致的协议为：
1、 教育中心将分两期共20年发展雪邦地段，即第一期为10年；第二期为另外10年。
2、 在合约签署后的2年内，教育中心将向各有关执法单位申请各种相关建筑或学院迁移   
       等准证。在合约签署后的第6年，大学学院将于雪邦院校开始运作。
3、 于第一期（10年）的工程完成后，丰隆方将进行土地分割程序，并将于第二期（20
       年）的所有工程完成后，将进行有关地段的地契转让手续。
4、 如教育中心未能完成第二期（20年）的工程，丰隆方会将第一期（10年）工程所发
       展的土地分割并进行地契转让手续，只将第一期所发展的地段割让予教育中心。
信函也邀请Datuk Edmund Kong出席即将于4月8日举行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升格典礼。

4.4.2017
董事部应邀到YB欧阳捍华的办公室和丰隆代表进行洽商。会议上丰隆代表表示丰隆方欲
捐献100英亩土地给新纪元的决定并未有更改。YB欧阳吁请对方尽早落实有关捐献，因
为新纪元已经升格，未来的规划发展即将积极进行，不容一再拖延。

10.4.2017 董事部再度发函予丰隆方，要求对方能在7日内回复是否落实有关捐献。

18.4.2017 丰隆方复函表明有关捐献事宜必须提呈他们的董事会和EXCO会议讨论和决定，要求给
予比较长的时间。

20.4.2017 董事部复函给予另外2个星期的时间，希望丰隆方能尽快回复我方。

16.5.2017
有鉴于丰隆方未有在两个星期的期限结束前回复，我方再度发函，并告知即将于6月4日
召开会员大会，届时若丰隆方未有复函，而有关捐献地段双方的商谈也超过10年，却不
能落实该项捐献，届时将向会员和华社公布商谈的详情。

4.6.2017 于会员大会将与丰隆Vintage Heights 一直以来的接洽过程公开向会员们和社会人士交
代。

17.7.2017

收到Vintage Heights志期7月14日的复函，表明会待我方的上诉官司了结后再进行捐地
谈判，因为牵涉公司董事与公司有关会议的合法性、修改章程以及董事成员等。另外， 
对方也反对我方早前对媒体和公众发表的言论，说我方的言论不实、误导及不准确，对
方并没有拖延捐地谈判过程。要求我方勿再发表不实、误导及不确实的言论。

14.9.2017

行政部就Vintage Heights志期7月14日的函件，复函表明董总的法庭诉讼和我司并无关
联，而且就算董事成员更替，公司的一切事务仍将继续进行。为此，对方的捐献无需拖
延，因为几番拖延所有的发展成本都已水涨船高，而新院发展也非常迫切了。Vintage 
Heights至今并未有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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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会徽

5.4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会徽乃
是于2003年由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美术设计系
毕业生杨国田同学所设计。

会徽的概念源自中国古代竹书卷，因为竹书
卷代表了中国古代完整的文字记录，知识也因为
竹书卷而代代相传。十支竹片代表十个成员国，
相等的竹片也意味着各国都是平等的，也代表着
教育平等，人人都有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上下
两条线除了连接竹片外，也表示十个成员国团结
一致，两条线的方向倒逆也意味着各成员国的互
相交流。

此会徽除了是竹书卷，也象征着双手紧握，
团结一致传承母语与文化！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主要宗旨

（一） 推动东南亚华文教学的发展；

（二） 促进东南亚华文教学的交流。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主要活动

（一） 每两年举行一次“东南亚华文教 
 学研讨会”；

（二） 每年最少出版一期有关东南亚华 
 文教育最新概况的期刊；

（三） 定期举行各类研讨会、组织各国 
 教育团体至东南亚进行访问考察 
 及互相介绍各国的华文教 材、教 
 学法和教具等等。

秘书处

本着促进东盟10国华教同道的联系与
交流，1995年在新加坡所召开的东南亚地
区华文教学研讨会上，与会的东南亚各国
华教代表倡议下，促成“东南亚华文教学
研讨会”秘书处的成立。

成员与代表单位

每两年东盟10国代表召开的秘书处会
议，主要进行两项重要的决定，推举：

（一）未来两年其中一国作为秘书处的  
           驻地；以及

（二）来届华文教学研讨会的主办单  
           位。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第一届至第二届（1995-1999）的
秘书处设于新加坡，第三届至今（1999
起）皆将秘书处设于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
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The Secretariat of South East Asia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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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举办“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
会”至今已举办十二届。

自1995年第一届起，分别是在新加坡
（1995年）、马来西亚（1997年）、菲律宾
（1999年）、泰国（2001年）、马来西亚
（2003年）、汶莱（2005年）、印尼（2007
年）、菲律宾（2009年）、马来西亚（2012
年，原为2011年由新加坡主办，却因故办不
成）、缅甸（2013年）、印尼（2016年，原定
于2015年主办）、 缅甸（2017年）等地成功举
行。

5.4.2 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于
2017年12月8-11日在缅甸曼德勒隆重举行。来
自东南亚各国以及缅甸各省的华文教育工作者齐
聚一堂，就各个所在国和各校的华文教育概况、
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教材与教育方法等实际课
题进行热烈研讨与交流，以期能将优良的华文教
育永续传承。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
缅甸等国的代表出席了是次研讨会。

这一届的研讨会由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主
办。大会于9日上午在福庆学校的福庆大礼堂拉
开帷幕。开幕式当天出席并致辞的贵宾有曼德勒
省议会吴昂觉乌议长、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王
宗颖总领事、曼德勒省缅中友协会吴博敏会长、
留学中国校友会会长暨民族院议员吴觉丹博士、
曼德勒华助中心李继昌主任、缅甸传统医科大学
副校长觉等特博士、钦茂宁教育中心钦茂吞副主
任、东南亚各国代表，即马来西亚叶新田博士、
菲律宾黄端铭先生、泰国何韵女士、印尼罗荣钜
先生、泰北陈汉展先生、缅甸黄鹏飞先生和李祖
清先生以及缅甸各省华校的校领导和老师们。本
届大会主题为“海外华文教育可持续性发展”。

作为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董教总
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由董事主席叶新
田博士率队出席了《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
讨会》。

开幕式上，民族院议员留学中国校友会会长
觉丹吞博士、缅甸传统医科大学副校长觉登特、
钦茂宁教育中心主任钦茂吞等在致辞时，纷纷述
说学汉语的重要性。

开幕式后，东南亚各国首席代表以《海外华
文教育可持续性发展》为题进行发言。马来西亚
首席代表叶新田博士、菲律宾首席代表黄端铭、
泰国首席代表何韵女士、泰北代表陈汉展、印尼
首席代表罗荣钜、缅甸首席代表李祖清博士等在
主旨发言中，阐述了东南亚各国由不同的国情，
不同的命运和不尽相同的道路，朝着一个共同的
目标前进，即维护以及发展各国的华文教育并传
承优秀的中华文化。

9日下午进行了小组讨论，宣读了12篇来自
缅甸各省华文学校教师们的论文，其中博士论文
有4篇，硕士论文有7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对华文教育汉语教学的各层面进行了理论性的论
述与探讨。论文涉及的范围广泛，如：将华教分
为“一语、二语和外语”三种类别；汉缅艺术语
言的辞格对比；研究中华文化的推广模式；研究
福庆本土教师的；研究福庆孔子课堂教学点的；
研究寺庙学校少儿学习汉语动机的；针对成人汉
语速成教学提供策略建议；研究汉语拼音与缅语
的对比。讨论与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扎实，而且
极具水准，充分表现了缅甸华文教育和汉语教学
新生代对未来发展的积极性。

《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在严肃
平和和友爱的气氛中进行，10日上午东南亚各国
代表也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进行文化考察活动，
参观了福庆学校在缅甸的数个教学点：曼德勒大
学、九龙寺庙学校、吴英佛学院、曼德勒理工大
学以及缅甸传统医科大学。

研讨会在10日下午举行了庄严的闭幕典
礼。在《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拉下
帷幕之前，缅甸福庆学校董事长黄鹏飞先生在秘
书长叶新田博士的见证下，将东南亚华文教学研
讨会的会旗转交给下一届主办国，即泰国首席代
表何韵主席。大会圆满结束，并约定2019年泰
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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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缅甸黄鹏飞董事长移交会旗予下届主办国代表何韵主席

《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礼

5.4.3 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
处会议议决：

2017年12月9日晚上8时，于《第十二届东
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在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举
行之际，《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5个
成员国发起单位代表举行会议，在团结友好的气
氛下，达致以下四项议决：

1. 2018-2019年度秘书处，设于马来西亚      
董教总教育中心。

2. 2018-2019年度秘书处成员：

秘书长： 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

副秘书长： 菲律宾华教中心
泰国华文民校协会

委员：

印尼全国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
秘书处
汶莱中华中学
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
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
老挝寮都公学
越南胡志明市代表

3. 委托泰国华文民校协会于2019年承办 
“第13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4. 于2018年出版第15期《东南亚华文教育 
通讯》

参加会议代表名单如下：
1.  马来西亚 ：叶新田
2.  菲律宾  ：黄端铭、洪湄玲
3.  印尼  ：罗荣钜、符福金
4.  泰国  ：何韵、袁玉仪
5.  缅甸  ：李祖清、黄鹏飞

列席会议者： 
马来西亚 ：关志雄、林义明、林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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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5.5.1  教育系

  (一)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1 毕业班级

班别 日期 科目

新纪元与吉打董联会联办第二届
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上课地点：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
学

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 进行校外视察、筹备毕业典礼

2017年8月11日

毕业典礼地点：Cinta Sayang Resort
成绩优异奖：郑仲亨
书券奖：朱家义、鐘凌欣和巫佳玲
毕业人数：14位

育才基金赞助，新纪元主办第
二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5-2）

上课地点：太平华联中学

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 进行校外视察、筹备毕业典礼

2017年8月12日

毕业典礼地点：太平华联中学
成绩优异奖：许美琪
书券奖：杜静颖、张秋琪和 叶思伶
毕业人数：38位

新纪元与宽柔中学联办第五届中
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上课地点：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 进行校外视察、筹备毕业典礼

2017年8月19日

毕业典礼地点：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成绩优异奖：符祥靖
书券奖：詹智全、张晓甜和蔡顺程
毕业人数：42位

育才基金赞助，新纪元主办第
一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5-1）

上课地点：峇株华仁中学

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 进行校外视察、筹备毕业典礼

2017年8月20日

毕业典礼地点：峇株华仁中学
成绩优异奖：艾美拉
书券奖：莫彩凤、黄婉艺和沈欣洁
毕业人数：41位

新纪元与巴生滨华中学联办第三
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上课地点：巴生滨华中学

2017年3月至2017年9月 进行校外视察、筹备毕业典礼

2017年9月30日

毕业典礼地点：新纪元大学学院
成绩优异奖：谢凯勇
书券奖：潘明联、李嘉敏和庄惠善
毕业人数：40位

新纪元主办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协办第十二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
课程

上课地点：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017年3月至2017年10月 进行校外视察、筹备毕业典礼

2017年11月4日

毕业典礼地点：古晋一中独立中学
成绩优异奖：刘淑花
书券奖：许嘉惠、林秀芳和官晨阳
毕业人数：17位

新纪元与砂拉越诗巫省华文独立
中学董事联合会联办第二届中文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上课地点：诗巫公教中学

2017年3月至2017年10月 进行校外视察、筹备毕业典礼

2017年11月5日

毕业典礼地点：诗巫公教中学
成绩优异奖：温世琪
书券奖：张光维、Nancy Anak 
Sengalang和高洁茜
毕业人数：27位

新纪元与沙巴华文独立中学董事
联合总会联办第五届中文教育专
业文凭课程

上课地点：沙巴董总

2017年3月至2017年10月 进行校外视察、筹备毕业典礼

2017年11月12日

毕业典礼地点：WINNER HOTEL
成绩优异奖：蔡业圣
书券奖：王政宜、张意姗和吕洁菱
毕业人数： 2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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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进行中班级

班别 日期 科目

育才基金赞助，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
公司推广教育部承办，槟城锺灵
独立中学协办“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 （2017-1）

上课地点：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2017年5月29日 开课礼
报读人数：46位

2017年5月29日至2017年6月2日 课程：班级经营
讲师：蔡苔芬讲师

2017年12月11日至2017年12月15日 课程：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讲师：张伟隆讲师

2017年12月18日至2017年12月22日 课程：学校辅导工作
讲师：黄凯琳讲师

育才基金赞助，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
公司推广教育部承办，芙蓉中华
中学协办“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7-2）

上课地点：芙蓉中华中学

2017年8月28日 开课礼
报读人数：34位

2017年8月28日至2017年9月1日 课程：班级经营
讲师：蔡苔芬讲师

2017年12月4日至 2017年12月7日 课程：教育心理学
讲师：王睿欣讲师

2017年12月11日至2017年12月15日 课程：教学原理
讲师：王淑慧讲师

全体嘉宾与学员开课礼大合照 全体嘉宾与学员开课礼大合照

（二）硕士课程

2.1 国立台湾清华大学（南方校区）：
第一届教育学境外硕士专班

· 2017年3月20日至3月24日，由陈美如 
教授讲授“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 2017年6月4日，学员们到国立台湾清华 
大学参加毕业典礼。

· 毕业人数：13位

学员在国立台湾清华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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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第一届数理
创意教学硕士班课程

· 2017年3月20日至3月24日，由温媺纯 
教授讲授“数理教育统计”。

· 2017年5月29日至6月02日，由秦尔聪 
教授讲授“科幻影片欣赏”。

· 2017年6月05日至6月09日，由林淑梤 
教授讲授“科普/数普著作赏析”。

· 2017年8月28日至9月2日，由段晓琳教 
授讲授“科学教育专题讨论”。

· 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由陈圣昌 
助理教授讲授“科学教育论文写作”。

· 2017年12月11日至12月15日，由郑梦 
慈副教授讲授“科学/数学游戏设计”。

2.3 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第四届学校
行政硕士班（教育学）

· 2017年3月20日至3月24日，由林素卿 
教授讲授“行动研究”。

· 2017年5月29日至6月02日，由龚心怡 
副教授讲授“教育统计学”。

· 2017年6月05日至6月09日，由吴壁如 
教授讲授“教育论文评鉴”。

· 2017年8月28日至9月2日，由张家昌讲 
授“休闲教育研究”。

· 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由龚心怡 
副教授讲授“教育策略与评鉴研究”。

· 2017年12月4日至12月8日，由林国桢 
教授讲授“教学视导与评鉴”。

· 2017年12月11日至12月15日, 由杨忠斌 
教授讲授 “教育美学”。

彰化师范大学郑梦慈教授与学员合影

（三）其它

3.1 教育专业培训委员会

教师进修中心“教育专业培训委员会”于
2017年3月2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会议
室举行常年会议。会议委员包括莫顺生校长、
叶天送副校长、李斯胜博士、邓日才校长和曾庆
方主任；本院代表成员为王淑慧主任、张伟隆讲
师、史珍妮、叶姿汕和张万霖。会议主要内容包
括汇报教师进修中心2016年的进展与商讨2017
年师资培训未来发展的建议。

教育专业培训委员与教师进修中心同仁大合照

3.2  资深教师教学认证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推广教育
部教师进修中心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于2017
年6月1日 至2017年12月31日联合办理“资深
教师教学认证”，共有23位老师参与此项目。此
合作目的为鉴定教师的专业资格、提升教师的教
学素质、鼓动教师的教学士气、推展教师的专业
成长和提高学校的师资水平。

“资深教师教学认证”的认证方式为校内视
察（1次），占20%、校外视察（2次），占40%
和撰写教学心得报告（1000字），占40%。凡
鉴定通过者（成绩总分需达75%），教师进修中
心将发出“教师教学认证” 证书。吉隆坡中华独
立中学将于此作为进行内部考核的其中一项参考
依据，并给予每月RM180的津贴。

（一）第三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

新纪元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合办“第三届学
校行政硕士学位班”于2013年12月份开办，至
今已进入最后一个学年，最新学员人数为23人。
学员于2016年03月14日至03月18日上心理卫生
专题研究，讲师为王自和教授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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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自2010年至2016年，董教总教育中心
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已开办了三届的华文
在职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第一
届（2010.11-2013.6），第二届（2013.11-
2016.6），第三届（2016.11-2019.6）；2015
年3月，和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开始联办《人类
性学研究所境外硕士在职专班》，迄今也有三
届学员：第一届（2015.3-2017.6），第二届
（2016.3-2018.6），第三届（2017.3-2019.6
）。此二项课程由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与咨商心
理学系承办，配合了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大学
学院人才培育策略取向，提供境外华文中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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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合办《辅导
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

A. 第二届（2013.11-2016.6）

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于
2016年5月份完成16门的面授课程，20位学员
于2016年亲临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进行论
文口试并出席毕业典礼。目前，已经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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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学员
在2017年通过论文计划口试，进入论文撰写阶
段，另1名学员计划于2018年作论文答辩，其余
9人在2018年内将进行论文计划口试。

B. 第三届（2016.11 - 2019.6）

继2016年6月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
班学程顺利结束后，董教总教育中心与台湾国立
彰化师范大学随即在同年12月5日签署协议书，
开办了第三届华文在职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
专班。

第三届马来西亚华文在职进修辅导与咨商境
外硕士专班2017年度课程表

日期 科目 授课教授
29/05~02/06 团体咨商研究 张景然教授

05/06~09/06 高危险群学生研究 白倩如教授

28/08~01/09 高级统计学 邓志平助理
教授

27/11~01/12 质性研究 程婉若助理
教授

04/12~08/12 学习咨商研究 林清文教授

11/12~15/12 婚姻与家庭咨商研究 赵淑珠教授

在籍学生人数（12人）

序 姓名 任职单位

1 锺立权 宽柔中学
2 李慧珊 尊孔独立中学
3 朱彩萁 滨华中学
4 莫淑卿 自雇人士

5 孙蔚虹 Sin Yong Guan Industries – 
HR Dept.

6 关振顺 峇株吧辖华仁中学-辅导处
7 曾焕澄 芙蓉中华中学
8 谢凯翔 宽柔中学
9 苏志敏 利丰港培华独中
10 曾伊铭 怡保培南独中-辅导处
11 蔡展恒 滨华中学
12 余菀芩 峇株吧辖华仁中学-辅导处

2017年通过论文答辩

9人
翁秀珠、梁婷婷、吴富业、刘健顺、叶雪芳、

林明申、江泽鼎、杨育慧、郭仪莲

2017年通过论文计划口试

1人
张智玲

2018年1月进行论文答辩

1人
张美娟

未进行论文计划口试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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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学员和彰师大林清文教授（前排右三）合照。

第三届学员和彰师大赵淑珠教授（前排右四）合照。

第三届学员硕士论文进度

课程开办至今已满一年，学员们陆续开始联
络硕士论文指导教授，部份进度快的学员已经开
始与指导教授讨论有关硕士论文的方向和论文题
目。根据既定的学程，学员们将在2018年年尾
进行论文计划口试。

（二） 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合办《人类性学
研究所境外硕士在职专班》

A. 第二届（2016.3-2018.6）&第三届 
（2017.3-2019.6）人类性学硕士在 
职专班课程表（2017）

日　期 科 目 授课教授

16/03~22/03 性别与妇女研
究

郭洪国雄助理
教授

29/04~03/05 性教育 林燕卿教授
24/06~28/06 性与暴力专题

研究
施俊名助理教
授

31/08~04/09 性与沟通 朱元祥教授、
林燕卿教授

29/11~03/12 婚姻与家庭动
力学

郭洪国雄助理
教授

B．在籍学员人数

第二届（8人）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纪佳妤 KEE CHIN EE
2 温霜琴 BOON SUAN KHIM
3 陈佩玉 CHAN PEY YUH
4 马金泉 MEH KIM CHUAN 
5 李佩瑛 LEE POOI YIN
6 郑美情 TEH BEE KOON
7 叶丽娟 YAP LEE KIAN
8 叶穗莹 YAP SIEW ENG

第三届（16人）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楊诗薇 YONG SHI WEI
2 陈金玉 TAN KIM KIEK
3 姜丽娟 KEOH LAY KHUAN
4 刘嘉庆 LOW GAH KENG
5 黄慧芳 WONG WAI FONG
6 王淑娟 WONG SOOK KIM
7 谢莉莉 SIAH LEE LEE
8 何荟历 HOR CHOI FUN
9 林国秀 LING KOK SIEW
10 邱素晴 KHOO SOK KIM
11 杨秋溶 NEOH CHIEW YONG
12 黄秀燕 NG SIEW YEN
13 林子崧 LIM CHEE SUNG
14 王绣闳 ONG SEW HONG
15 廖翠薇 LIEW CHOOI MEI
16 林妤珍 LIM GEOK TIN

C．学员论文进度

第一届学员论文计划口试进度（17人）

第一届课程开办已满三年，于2016年尾修
满30课程学分，2017年，部分学员与指导教
授讨论有关硕士论文（6学分）的方向和论文题
目，已经进入论文计划口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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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17年度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报告

2017年通过论
文计划口试

2018年进行论
文计划口试 未进行开题

13 1 3

第二届学员有5位也提出了论文计划的口试
申请。

姓名 论文题目 口试日期

郑美情
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情
歌偏好与爱情观相关之
研究

2018.01.08

李佩瑛
逆光成长的人生-马来
西亚跨性别人士之变性
人的叙事研究

2018.01.09

纪佳妤 马来西亚华裔夫妻人格
特质与性满意度之关系 2018.01.11

温霜琴 马来西亚华人同志性倾
向自我觉察之历程 2018.01.11

陈佩玉 马来西亚身心障碍者父
母性教育经验与需求 2018.01.12

第二届学员与第三届学员和树德科大林燕卿所长（前排右
四）及朱元祥教授（前排右五）合照。

5.6.1 简介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是已故名报人拿督
周瑞标先生的遗产信托人于1996年12月08日遵
照其遗嘱拨出250万零吉，并交给董教总教育中
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托管。由董教总独中工委
会奖贷学金组负责每年的遴选工作。基金的年度
收益（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扣除所得税）悉数充作
颁发奖助学金之用，颁发名额依年度银行定期存
款利息的多寡而定。

5.6.2 目标和任务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藉设立下列奖助
学金来协助我国华文教育（华小、独中及国内大
学／学院中文系）的发展：

1．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申请对象为本国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金

        额为RM 1,200，每年只发一次。

2．拿督周瑞标独中助学金
申请对象为独中生，金额为RM500，每年 

       只发一次。

3．拿督周瑞标小学助学金
申请对象为华小六年级学生，金额为
RM200，每年只发一次。

5.6.3 重要活动

拟定下列各奖助学金的申请简则，接受学生
申请，并遴选及颁发之：

1．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2017年度共有3名来自国内2所大学／学院
中文系学生提出申请，结果获选。名单如下：

1．杨靖照（马来西亚厦门大学分校） 

2．陈丽欣（马来西亚厦门大学分校） 

3．周欣璇（马来亚大学）

2．拿督周瑞标独中助学金

本年度共有来自全马38所独中的148名学生
提出申请，结果只有91名学生入选，名单如下：



30

· 麻坡中化中学：张浩田、李天心；
· 居銮中华中学：曾智宁；                        
· 永平中学：许维靖、黄慧威、张嘉儿；              
· 峇株华仁中学：林忆萱、林静怡； 
· 新文龙中华中学：陈彦妍、林琪慧； 
· 新山宽柔中学：白湘怡、林伟祥、林畹妤、 
     刑玮蒽、张俊辉； 
· 马六甲培风中学：杨宇晴；        
· 芙蓉中华中学：何俊达、洪靖淮；
· 吉隆坡循人中学：王婞涓、张子恩； 
· 吉隆坡坤成中学：廖浚霖、廖千慧； 
·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陈建熹、林蕙雨；                                                                    
·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何梓见、锺韶辉；
· 巴生滨华中学：洪锦威； 
· 巴生兴华中学：张舒雯、纪芊妤； 
·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邱毅恒；              
·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廖雪晶、陈瑷菱； 
· 怡保培南中学：黄敏惠、胡忆恩； 
· 班台育青中学：陈可甜、颜启政、谢慧淇、 
    卓金翰； 
·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陈志宏、张慧君、  
     陈文欣、李明洁、林璇蔚； 
·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吴文献、罗宝慧、  
     林菀瑜、蔡佩渝；  
·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游子毅、游芷蔚；
· 太平华联中学：甘资钦、何紫瑜、蒋嘉丽、 
     陈炚沛； 
·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罗凯伦、郭碧容；
·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林岳宏、孙釨瀚；
·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周楷轩、郑鉫颖；
· 槟城钟灵（独立）中学 ：郑伊娜；
·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黄慈慧；
· 西连民众中学：曹浩东、彭慧怡、张振祥、 
    杨成义、杨兰星、李永和；
· 诗巫建兴中学：林汉威、俞韦如、刘晓佳、 
    陈禹儇； 
· 诗巫公教中学：张景轩、张芷瑶； 
· 诗巫公民中学：刘美君、叶美慧、江明雅、 
    胡德顺、李家锭；
· 民都鲁开智中学 ：俞书龙、黄佳莉、  
     汪秀汕；
· 沙巴崇正中学：温佳恩、杨浩哲；
· 亚庇建国中学：张静智、邓翠怡；
· 沙巴吧巴中学：苾妲妮；
· 古达培正中学：STELLA VALERIANNA   
     JAMARI；
· 山打根育源中学：锺文康、邓兆轩、郑亦彤；
·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叶俊杨

3．拿督周瑞标小学助学金

本年度共有来自全马9所小学的34名学生提
出申请，结果32名学生入选，名单如下：

· 雪兰莪（30名）

加影育华华文小学 ： 李悦伶、黄宽如、
李慧杏、林宥燊、
梁家兴、陈彦翃

加影锡米山华文小学 ： 凌芷萱、林安妮、
黄紫喻、王俊杰、
汤加情、甘语得、
花    拉、廖潢武、
杨凯雯、法罗比、
李欣莹、郑宏彦、
辜培洋、诺沙花、
郑志丰、谢俊锋、
谢依靖、李家雯、
李裖豊、林勇宏、
陈丽莹

仁加隆华文小学 ： 蓝湫媚

· 槟  城（2名）

双溪大年二条石明德华文小学 ：陈家全
北海励华华文小学 ：曾咏旎

总结

2017年度受惠学生人数共126名。

截至2017年，21年来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共颁发：

· 78份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 1,809份独中助学金；

· 2,305份小学助学金；

· 211份高中书券奖；

·868份高中统考及技术科统考各科最佳成 
 绩奖。

总受惠学生人数达5,271名。



31

（六）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文告与新闻稿

6.1 2017年1月24日文告（新春团拜邀请）

针对董总、教总、独大三机构对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简称教育中心）所主办之董
教总教育中心联合华团举办2017丁酉年新春大团拜表达不认同之际，教育中心郑重声明新春团拜是华
社重情谊、迎新春的传统习俗，也是华团发扬和谐致祥、奋发新气象的文化特征，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加强各族联系团结的活动。新春团拜如今已成为马来西亚全民传承的一种美好传统，对我国达成一个马
来西亚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催化因素。

在1月15日，当我们怀着异常欣喜的心情公布新纪元学院获得批准升格为大学，华社皆感受到莫大
的欣慰。自1997年创办至今，经过约20年的努力与奋斗，新纪元学院已步入另一个里程碑。当年华社
在董教总、独大三机构先贤以及广大社会人士政党华团的大力支持下，办成了新纪元学院，以替代不被
批准创设的独立大学，承续华教运动赋予的使命。新纪元大学学院已经圆了广大华社努力建设一个从小
学、中学乃至大学华文教育体系的梦，也延续了南洋大学和独立大学的精神。值此教育体系开始运作之
际，华社应该给予大力支持、扶助，让新纪元大学学院迅速成长。

而这一次丁酉年新春团拜却有着非凡的意义，让全马热爱华文教育的人士能同聚一堂庆贺新春之
际，也同时庆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诞生。如果三机构也自认是推动发展华文教育的一份子，那么就应该
抛弃私人恩怨、给予支持共同建设，而不是落井下石，在新纪元大学学院即将开展招生工作时，意图破
坏、恶意诽谤，抹杀了新纪元大学学院成功升格的努力。

教育中心是一家无股份担保有限公司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not having a share 
capital]，是在1965年公司法令下注册成立。教育中心是由三个团体会员和许多的个人会员所组成。教
育中心的董事部是每四年选举一次。它不是一个社团，作为一家公司，其操作都必须是遵循公司法，绝
不可能徇私。教育中心的一切业务皆由其董事部管理 [Art 14(a) The affairs of the Company shall be 
managed by the Board]，而直至今日董事部并没有任何议决案，抑或接到任何法庭的庭令否决或罢免
叶新田和邹寿汉二人在董事部的职务，因此叶新田仍然是公司的董事部主席，而邹寿汉也仍然是董事部
义务秘书。

这是一家公众公司，所有的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皆享有公平待遇，每一个会员皆只拥有一个投票权 
[Art 13(j) Every member shall have one (1) vote and no more.]。董总、教总和独大作为教育中心的团
体会员，各自享有一个投票权；而叶新田和邹寿汉作为教育中心的个人会员，也各自拥有一个投票权。
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团体可以拥有超过一个投票权，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以强占公司或新纪
元大学学院。

修改章程的建议是顺应时代的进步而提出，和配合新纪元即将升格为大学的未来发展前景作出考
量；修改章程的建议不是为了巩固权位，而是依据历来开会的过程与出席会议记录的建议修改章程，以
迎接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的未来挑战。扩大董事会成员并减低不出席会议的三机构代表人数，以
及增加个人会员代表等等，在于可以更灵活地从会员大会选派适当人选进入教育中心担负义务服务，为
新纪元未来的发展贡奉力量。这所大学是属于广大华社，主权是在华社手中，并不在三机构手中，也没
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占之！

新春团拜是马来西亚华团庆祝春节的传统，教育中心举办新春团拜不只是传承固有的中华文化，
也是让社会人士给予升格後的新纪元大学学院道贺及凝聚大众为新纪元大学学院未来的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趁着新春团拜募款是为了公司和新纪元大学学院继续推动、发展和提升华文教育筹募经费，并不是
三两个人的私人筹款或私人活动。这是一个有着全马约140个华团联办和协办的新春大团拜，绝对不是
一个三两个人举办的活动。

教育中心谨此诚邀公众人士出席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中午12时至下午三时，在加影新纪
元大学学院举行的“董教总教育中心联合华团2017丁酉年新春大团拜”互道恭喜，共同分享新纪元大
学学院成功升格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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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17年3 月30日新闻稿

为迎接2017年丁酉鸡年莅临，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暨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140多
个华团，订于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中午12时至3时，在雪兰莪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新春团
拜，欢庆丁酉年降临。

此次新春团拜除了发扬迎新春的传统习俗、华社重情谊、和谐致祥、奋发新气象的文化特征之外，
也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华教同道可以互相问好、祝福加强联系，希望在《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雷
厉风行之际，通过大团拜达致捍卫华教的共识并展示万众一心为华教共同奋斗的决心并祝贺新纪元大学
学院正式升格为大学学院。

大会已发出请柬邀请国内各政党华团领袖一齐出席，同欢共庆，互祝吉祥如意，国泰民安。其中，
雪兰莪州州务大臣也将莅临参与其盛。盛会当天备有自由餐招待来宾。其中包括荤食、素食以及清真食
品等。大会也安排了瑞狮迎春以及精彩的文娱节目，增添欢乐气氛，欢迎各界热心华教人士携眷出席，
同欢共乐，分享喜悦。

2017丁酉年新春大团拜的节目流程安排如下：

11.00 am 舞狮迎宾
12.00 noon 特别嘉宾抵步
12.05 noon 醒狮表演
12.20 pm 大会主席暨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致词
12.30 pm 捐献人剪彩仪式
12.45 pm 嘉宾捞生仪式
01.00 pm 自由餐宴开始/文娱节目表演

当天，也有安排车辆往返加影火车站接送。自行开车前来的嘉宾可以将车辆停泊在新纪元大学学院
隔壁的国中。

董教总教育中心配合新春大团拜，发起筹募“董教总教育中心活动基金”，至今已筹得约50万令
吉。其中，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同仁身体力行，共捐出约15万令吉。大会希望各方贵宾、爱护华教
公众人士，为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继续慷慨捐助。

6.3 2017年2月14日新闻稿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暨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140多个华团于2017年2月12日在雪
兰莪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的丁酉年新春团拜，经已圆满举行，场面盛大热烈。

此次新春团拜提供平台，让来自全国各地热爱华教人士齐聚一堂，互相问好、祝福、加强联系，共
同祝贺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主办单位感激来自政经文教团体人士拨冗出席，更欣慰热心民众携
幼扶老，合家老小，踊跃出席，场面温馨。

团拜当日出席的嘉宾包括公正党主席暨加影区州议员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公正党峇都区国会议员
蔡添强、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社会爱心基金会主席暨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顾问丹斯里拿督
彭茂燊、公正党八打灵再也南区国会议员许来贤、士拉央区国会议员梁自坚、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陈
胜尧博士、张菲倩及颜贝倪州议员、南方大学学院祝家华校长、吉隆坡南强华小董事长拿督郑金德和吉
隆坡公民华小董事长苏锦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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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叶新田博士呼吁大家在面对华教严峻考验的同时，再接再厉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发展共同
奋斗、继续努力。叶主席也感谢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同仁以及各方慷慨解囊，响应“董教总教育中心
活动基金”筹募活动，团拜当日也筹得款额约1万5千令吉，让善款增至约48万令吉，希望各方热爱华
教人士继续支持华文教育的发展。

团拜当天，除了丰富的节目以及瑞狮迎春增添欢乐气氛之外，主办单位也准备了荤食、素食、捞
生、清真食品以及年柑糕点等招待来宾，所有食物皆被享用一空。因为各地民众踊跃出席，室内外场面
热爆，主办单位添加了椅子至2500张仍然不够，让许多来宾不得不站着参与盛会，所订购的3000份食
物也多有不足，粗略计算参与者超过3000人。主办单位感谢大家热诚参与，分享喜悦，同时对当天桌
椅或食物不足的现象，深表歉意，敬请来宾多多包容。

6.4 2017年3 月30日新闻稿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获中国山东大学委托，推荐符合资格者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到
该大学就读以下课程，申请日期由即日起至5月3日止。

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 - 2017年9月入学，资助期限不超过2年。

2.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 - 2017年9月入学，资助期限不超过4年。

3. 汉语国际教育一学年研修生 - 2017年9月入学，资助期限为11个月。

4. 汉语一学期研修生 - 2017年9月或2018年3月入学，资助期限为5个月。

凡身心健康，无不良行为记录，被接收院校在孔子学院奖学金网站预录取，年龄为16-35周岁（在
职汉语教师放宽至45周岁、本科限20周岁以下）的非中国籍人士，皆可提出申请。

各类别奖学金按资助内容设全额奖学金和部分奖学金。奖学金包括学费、住宿费、综合医疗保险费
及酌量生活费，部分奖学金不包括生活费，国际旅费自理。

 有意申请者请登录孔子学院奖学金网站http://cis.chinese.cn，在线注册账户。申请者须选择本中
心作为推荐机构（请选HSK考点）。提交申请材料后，请自行登入报名系统关注申请进程、审核意见与
奖学金评审结果。孔子学院总部将于学生入学前2个月完成奖学金评审。

申请者请提供护照照片页扫描，未满18周岁的申请者，须由其父母正式委托在华常住的外国人或
中国人作为该外国学生的监护人，并提交监护人保证书公证材料。HSK&HSKK成绩报告（有效期两年）
扫描件，推荐机构负责人签发的推荐信（在职汉语教师须附上就职机构出具的在职证明和推荐信）。学
历课程申请者请提供最高学历证明和在校学习成绩单；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课程须提供两名副教授以
上职称导师的推荐信。优先资助提供毕业后拟任教机构工作协议者。呈交之证件须经公证。

申请表格及附件也请转发予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JPEG档），以进行初审并择优
推荐。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将作最终审核。任何询问，请亲洽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部王女士 
（Tel: 03-8739 2770 ext 414）或电邮至djzhlc@gmail.com。

6.5 2017年5月8日记者招待会新闻稿

各位列席的董事、校长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邀请各位抽空出席记者招待会，乃是因为4月30日某报（星洲日报）以封面报道了一篇不确实
和炒作的新闻，让本公司同仁深感事态严重，而必须召开今日这场记者会，将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说
出事实，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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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有关教职员的聘约课题，截至4月25日，所有教职员（137位，不包括2位请了长期病假的
职员）都已经签回聘约，并没有职员不同意或不愿意签署。

这个程序只是行政操作上的一个步骤。因为在申请升格为大学学院时，遵循高教部的要求，必须注
册一家私人有限公司以拥有大学学院。现在即已升格，新纪元学院已经不复存在，新纪元大学学院所有
的行政营运必须纳入私人有限公司，因此才有了将原有新纪元学院的教职员全数转入新纪元教育有限公
司的程序。

但是我们必须重申的是，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乃是由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简称教
育中心）全权拥有的子公司。这其中并不存在“私有化”的课题，公司董事乃是由母公司委任，甚至并
没有拥有任何股权。至于母公司需要委任多少位人士担任子公司的董事，是必须经过母公司的董事会议
议决，并不由个人或某一个团体说了算。公司是必须遵循公司法令运作的。

至于外界所认为的“私有化”课题并不存在。私有化是指由控权股东全面收购小股东的股份。但是
在教育中心和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并不存有该问题，因为教育中心乃是一家无股份担保有限公司，是在
公司法令下注册成立。教育中心是由三个团体会员和无数的个人会员所组成。每一个会员（包括团体会
员）都只是拥有一个投票权而已，并没有拥有任何一个股份。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的股份乃是由教育中
心全权拥有。为此，何来“私有化”？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依然存在，这家公司是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
的所有运作都必须上报母公司董事部。母公司董事部会针对子公司运作上的决策和大方向做出决定，才
下放子公司董事部和大学学院去计划和执行。

教育中心所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是经过合法途径召开，并符合公司章程与组织条例和公司法令，完全
没有违法之说。

诚如中国报2015年9月27日的报道，资深律师陈思源先生说，教育中心和董总属于不同组织，有
独立操作的权利。

一直以来，教育中心都是按照公司法令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合法的董事会议。2015年提出修
改章程的建议是顺应时代的进步而作出的议决，以及配合新纪元即将升格为大学的未来发展前景作出
考量；2015年9月17日的董事会议依照程序召开。叶主席依照开会议程主持会议，也让出席的董事发
表意见，最后出席的董事以举手表决14票赞成，两票弃权通过修改章程；弃权的两票是来自独大的代
表，即林忠强和赵燊儒。

两位来自独大代表的弃权应该被解读为认同修改章程的必要性；不然，何以他俩没有投下反对的两
票。

当天，教总的五位代表照常缺席，董总的五位代表只有叶主席及邹寿汉先生出席会议，其他三位照
常缺席。

在中国报2015年9月27日的报道中，陈思源律师也提到，若教育中心章程没有阐明董事部主席职
位自动由董总主席担任，那叶新田依然是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

我们必须再次严正指出，修改章程的建议不是为了巩固权位，而是依据历来开会的出席会议记录而
提出建议修改章程，以迎接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的未来挑战。扩大董事会成员并减低不出席会议
的三机构代表人数，以及增加个人会员代表等等，在于可以更灵活地从赞助人会员大会选派适当人选进
入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担负义务服务，为新纪元未来的发展贡奉力量。

教育中心修改章程也在2015年11月11日获得部长批准。随后本公司于2016年1月2日召开特别会
员大会以接纳新的章程，以及补选出新董事加入董事部为华文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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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合法以及遵循公司法令运作的公司，我们必须严正强调的是，所有合法的的资料和信息
皆存于本公司的行政部和公司秘书办公室，如果任何媒体收到一些不知出处的“有关人士”或“消息来
源”，是否应该向本公司的董事或行政部查询，以证实有关信息的真伪呢？请问记者在没有经过查证，
就随意将所谓的“新闻”发表于报纸，是否存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想破坏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成长
呢？

针对某报章（星洲日报）于2017年4月30日封面版的报道，本公司董事部会议一致议决将保留一
切法律追究的权利，以儆效尤。希望媒体工作者能本着良知和道德的观念，准确报道，而不是一味炒作
新闻，博取提高报量和点读率！

谢谢！

6.6 2017年5月30日文告（2017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修正案）

首相署部长兼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日前透露《2017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修正案》
已在国会通过一读，预计今年内通过并落实。届时，私立大专院校可由基金会或非营利公司申办。董教
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对有关法令进行修正表示欢迎。

因为现有法令规定私立大学学院必须由私人有限公司申办，也因为这个规定，引起华社对董教总教
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和新纪元大学学院种种的误解和纠纷。也希望相关法令的修正案通过和落实
后，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即可省却了按照现有法令设立私人有限公司的程序和不必要的
开销，而新纪元大学学院也就可以直接纳入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名下。

与此同时，也希望高教部能公布《2017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修订案》的修订详情，让各私立
和民办大专院校能够针对条文的修订所将带来的影响提出意见和作出相对的准备。

6.7 2017年6 月4日文告（雪邦地段）

丰隆集团旗下子公司Vintage Heights Sdn Bhd （VHSB）于2000年7月14日捐献位于雪邦太子城
（Sepang Putra）内的100英亩土地予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作为发展新纪元学院的校
地用途，为当时的新纪元学院以及未来的“新纪元大学”开拓了一个远大的发展前景。

在接受该段土地捐献之际，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和新纪元学院同仁皆满怀希望与愿景，希望在
10至15年内，将新纪元学院逐步发展为一所兼具民族教育特色和多元文化色彩的大学，为国家培育具
有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的现代人才。

以下，就和大家一起回顾董教总教育中心与该公司就献地问题互动的过程：

1999年11月 初步接触
2000年7月14日 献地签署仪式
2000年至2004年间 双方积极进行各种筹备工作和会议
2001年7月4日 丰隆集团在双威酒店举办《刘德华与朋友慈善晚宴》为新院筹款
2004年6月27日 在雪邦地段举行动土典礼
2005年 有关发展计划暂告停顿
2008年2月19日 重新签署捐地谅解备忘录（MOU）
2008年至2013年 再度展开合约条件的各种商讨和会议
2013年8月26日 VHSB代表表示要收回捐献100英亩土地，我方要求VHSB发出正式函件确认此

事，以便我方可以向华社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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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9日 我方通过律师发函Vintage Heights Sdn Bhd ，要求确认其代表于8月26日会议
上告知的决定

2013年9月10日 VHSB代表电邮告知此事将提呈该公司管理层，并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2013年11月2日 VHSB来函要我方提呈有关地段的发展计划和蓝 图、即将开办的科系和课程、

发展该地段所需的   时间以及学院会于何时正式运营，以便提呈该公司的EXCO
参考和做出决定

2014年1月12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复函VHSB并提呈雪邦校地的规划图
2014年1月30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致函VHSB，请他们于3月31日就捐献土地一事给予最后决定。

如逾时不获回复，将当该公司放弃捐献。我方将会向社会 人士公布此事
2014年 3月18日 接获VHSB所拟之合约条款清单第一稿
2014年至2016年 就合约条款清单再度展开商谈，直至进行到草拟合约第 4稿 
2016年2月23日 因为和VHSB代表的谈判进展顺利，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也于董事会议中成

立了建校委员会和筹募建校基金委员会 
2016年8月19日 收到VHSB 来函告知其领导层决定暂时停止洽谈校地事宜
2017年1月10日 新院接获高教部来函批准于2016年12月30日起正式升格为大学学院
2017年3月17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发函该公司，希望对方能尽快就2016年4月谈妥之条件落实签

约以便新院能尽快展开发展新校园的工作，并邀请VHSB代表出席新院升格庆
典

2017年4月4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应邀到YB欧阳捍华的办公室和VHSB代表进行洽商。会
议上VHSB 代表表示对方欲捐献100英亩土地给新纪元的决定并没有改变

2017年 4月至5月 董教总教育中心三度发函该公司，希望对方就捐地一事尽快做出决定，否则我
方将于 6月的会员大会中向广大会员和社会人士作出交代

从2000年7月14日的献地签署仪式至今，已经是17年了。17年，如果是在签约后两三年开展建校
工程，新纪元大学学院应该早已立足雪邦。可是17年来，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随着日子的流逝，丰
隆集团方面一再以种种的条件和理由拖延落实捐献土地的意愿。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同仁依然坚决谈
判，并且有众多热心人士落力斡旋，希望能早日落实签署合约，开展建校工程，可是17年后的今天，
依然如是。

丰隆集团献地作为教育用途的原来目的为何，我们不想去揣测。可是17年来，合约谈判过程一波
三折，该段土地的价值也今非昔比，让人也不得不怀疑丰隆集团的诚意。鉴于17年的时间不能再拖，
董事部同仁经过多番会议商讨后，认为丰隆集团在献地问题上不应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特别是目前
新纪元学院已经获准升格为大学学院，提升其硬体设施刻不容缓，经过多次正式去函要求VHSB明确表
态，VHSB依然使用拖字诀，在无可奈何下，唯有将事件公诸社会。

6.8 2017年6月20日文告

针对刘利民日前提出叶新田和邹寿汉应当归还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管理权一事，本
公司董事部认为刘氏对公司管理及其章程（M&A）和公司法令皆不了解，因此有必要再次发出严重声
明，以让社会人士清楚明白此事。

当初三机构，即董总、教总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乃是基于独立大学不被政府批准成立，转而于
1994年设立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以便筹办新纪元学院。而当年三机构的领导们是在
没有任何私心的情况下，秉持着维护华教、发展华教的大爱精神，成立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
公司。当年的领导从来没有想要主导或霸占公司，因为他们是用人唯贤。也因此，从成立至今，在公司
章程（M&A）里，三机构依然维持着一个机构一个投票权；与个人会员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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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教育中心）是一家无股份担保有限公司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not having a share capital]，没有任何股权，公司是在1965年公司法令下注册成立。
教育中心是由3个团体会员和185位个人会员所组成。这是一家公众公司，所有的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
皆享有公平待遇，每一个会员皆只拥有一个投票权 [Art 13(j) Every member shall have one (1) vote and 
no more.]。每一个会员皆有责任维护公司的利益，并遵守公司章程（M&A）里的每一条文。

既然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是华社资产，也就是说教育中心并不是董总、教总及独大
三机构的资产。而三机构也只是公司众多会员之一，在会员大会的选举中，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一样，
只有一个投票权；因此公司由三机构主导的说法并不能成立。根据公司法令和公司章程（M&A），只
要叶新田和邹寿汉没有辞职，他们二人依然是公司董事，并可担任相关职位直至届满。

2015年修改章程（M&A）的建议是董事部为顺应当时新纪元学院即将升格为大学的未来发展前景
而作出的考量，经由董事部各成员商榷后一致接纳通过，并提呈会员大会确认通过后，才提交部长批
准。此举也是依据历来出席会议董事们的出席率，而提出建议。因为三机构当时的5人代表往往都缺席
会议，抑或只有一、二位代表出席会议，严重影响董事会的进程，也难于为当时新纪元学院的发展贡献
力量。

扩大董事部成员并减低不出席会议的三机构代表人数，以及增加个人会员代表等等，就只在于可以
选派出有责任心、积极为华教发展贡献力量的人士进入公司董事部担负义务服务，为新纪元未来的发展
贡奉力量。

公司董事是会员们在每4年一度的会员大会中，由会员们从中选举出来组成董事部；间接来说，他
们是受广大华社委托管理公司，进而管理新纪元大学学院。这家公司和这所大学是属于广大华社，主权
是在华社手中，不属于三机构，也不是叶新田或邹寿汉个人所拥有，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占之！为
此，何以归还？

刘利民没有组织观念，也不把公司章程（M&A）放在眼内，目无章纪，要叶新田把教育中心管理
权交给他，荒谬之极！

6.9 2017年6月28日董事联合文告

请给新纪元一条生路！

我们（刘庆祺、吴治平、陈纹达、陈德隆、李清文、叶全发及蔡逸平）都是董教总教育中心（以下
简称教育中心）董事，于2015年10月5日亲眼见证教总主席王超群结合非董事的外面人员，擅自召开
教育中心会议，企图抢夺教育中心。当时我们立即揭发王超群此举是不符合教育中心的章程与组织条例
的，之后由其中五人（刘庆祺、吴治平、陈纹达、陈德隆及李清文）告上法庭。2015年12月15日，法
庭宣判王超群等人败诉，其10月5日召开的会议非法，一切议决无效，所霸占的“主席”及“副主席”
等职位一概作废，等等。毫无疑问，新纪元属于教育中心，教育中心逃过了这次劫难，新纪元因而转危
为安，实为华社之幸。

事隔一年多，2017年年初传来喜讯，新纪元升格为大学学院，这是华社的大好事，也是叶新田博
士暨邹寿汉先生领导下的教育中心，在动员华社群策群力建设华教高等学府事业中所取得的一项极为
可喜的成果，有需大书特书。可是，某些人尤其是刘利民、傅振荃之流，却很不高兴，他们抬出各种借
口，耍弄不少手段，要来抢夺教育中心，以便进而搞乱及扼杀新纪元。这是刚刚升格为大学学院的新纪
元所难以承受的。为此，我们不能不挺身而出，呼吁华社大众，共同保卫教育中心免遭再一次劫难，好
给新纪元一条生路！

常言道，借口荒谬，手段恶劣，恰恰证明其目的之阴险。为了说明问题实质，我们有必要针对那
些“借口”和“手段”进行简要分析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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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利民、傅振荃之流如是说，教育中心乃华社资产，当初受华社委托由三机构，即董总、教
总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作为主导，如今他们同三机构关系密切（或者说，已控制了三机构），因此有权
代表三机构来接收教育中心和新纪元。说得好像理直气壮，事实是这样的吗？

众所周知，当年华社先贤办事十分慎重，是让教育中心在公司法令下注册成立为一家非营利有限公
司，没有任何股权。公司是由上述3个团体会员和185位个人会员所组成，所有的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
皆享有公平待遇，每一个会员皆只拥有一个投票权。每一个会员皆有责任维护公司的利益，并遵守公司
章程(M & A)里的每一条文。

既然明知教育中心乃华社资产，是按公司法令成立而服务于华教的非营利机构，团体会员与个人会
员公平待遇，也就是说教育中心并不是董总、教总及独大三机构的资产。因此，公司由三机构主导的说
法并不能成立。尤有进者，刘傅之流不顾公司章程条规，借口同三机构关系密切就有权接管教育中心和
新纪元并将之占为己有，何其荒唐，说穿了这只能是强盗逻辑！

（二）刘傅又说，叶邹通过修改章程，把三机构在教育中心21票董事部中拥有15票的绝对多数控
制权，削减到只有6票，毫无控制权。这让他们吃不下，气难消。借问，这要怪谁呢？

真相是，教育中心董事部当年为顺应新纪元学院即将升格为大学的未来发展前景，经由董事部各成
员商榷后一致接纳通过，并提呈会员大会确认通过修改章程，包括削减三机构15名代表。此举也是依
据历来出席会议董事们的出席率而提出的。因为三机构当时各自的5人代表，除了个别例如独大的代表
林忠强博士能尽责，而三机构不少代表往往都缺席会议，抑或只有一、二位代表出席会议，例如教总主
席王超群就因超过3次无故缺席而被取消资格。三机构被削弱代表人数，这是咎由自取，因为作为代表
却辜负了华社的委托，难于为当时新纪元学院的发展贡献力量。

请问，修改章程，扩大董事部成员并减低不出席会议的三机构代表人数，以及增加个人会员代表等
等，以便选派出有责任心、积极为华教发展贡献力量的人士进入公司董事部担负义务服务，为新纪元未
来的发展贡奉力量，难道这有错吗？为了壮大机构，向上向善，难道不少华团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请不
要为了私心，而来搞垮新纪元好吗！

（三）据报载，刘傅之流最后公然叫骂叶邹“厚颜无耻”，挑战“叶邹若具素养应辞职”，把教育
中心管理权交出来给他们，云云。所有这些表演，只能反映他们理屈词穷以致斯文扫地！

正如前面所述，叶邹领导教育中心，取得优良成绩，获得各界好评。反观刘傅之流，既没有组织观
念，也不把公司章程放在眼内，目无章纪，私心为先，若教育中心落入这些人手里，其后果哪堪设想？

人所共知，刘傅是借助暴力（镇暴队、警察、保安团、黑势力等等）来为他们抢夺号称华教最高机
构的董总而护航的，玷污了神圣的华教园地，其手段之恶劣，令华社蒙羞。要说“厚颜无耻”、“不具
素养”等等，难道会是别的什么人吗？但愿这种浩劫远离教育中心和新纪元吧。

让我们再度呼吁，请给新纪元一条生路！

针对早前王超群刘利民等入禀法庭寻求司法检讨有关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所召开的特别会员
大会以修改章程的合法性，法庭于今天早上的审讯中宣判王超群一干人等败诉，并谕令王等缴付堂费共
二万令吉，分别为一万令吉予国内贸消部以及一万令吉予本公司。

法官是基于本公司所召开之特别会员大会以及提呈修改章程的文件皆符合公司章程与组织条例和公
司法令的程序，而贸消部长也为此批准了本公司修改章程的申请。既然是依据程序，而程序上也没有出
错，特别会员大会和修改章程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早前有会员不赞成修改章程，应该出席特别
会员大会提出反对。另外，法庭于5月13日给予的暂缓执行指示（Stay Order）也随着此次官司了结而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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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全体同仁本着维护与发展华文高等教育的决心，将
继续为新纪元学院的发展做出努力。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

刘庆祺、吴治平、陈纹达、陈德隆、李清文、叶全发、蔡逸平 发

6.10 2017年7月21日文告（华南师范大学来访）

中国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坚教授日前率领华师大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左鹏军教授、网络教育学
院院长许晓艺教授及国际交流合作处沈丽玲科长来访，受到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在董事
部主席叶新田博士与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文平强博士及李锦兴博士率领一众董事和各科系主任的热烈
接待。

随着早前双方已经签署合作协议，在这次短短三天的拜访行程，双方就未来的紧密合作进行了积极
的商讨，希望能尽快商定好详细的实施计划，并以书面形式落实相关细节，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开展合作
项目。

叶新田博士代表公司和新院欢迎华师大一行来访，回应华师大吴坚副校长的合作建议，除了两校进
行的学位和学术合作，叶新田特别强调四个国家四个院校的合作，以共创国际办学平台；以及面向东南
亚的研究，设立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合作方案。此乃是配合中国政府积极推展一带一路的宏观愿景，其周
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更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更应把握如此良机，积极推动包括教育与研究之类
的活动，为一带一路的发展做出贡献。

会议上，吴坚副校长表示未来可以从4个方向进行合作，即（一）、四个国家四个院校合作，共创
国际联合办学平台，即联合华师大、泰国曼谷大学、印尼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和新纪元大学学院，开拓
所在地有需求的专业，如汉语专业等课程，互认学分，并颁发双学位。（二）、面向东南亚的研究，
配合一带一路的发展，设立东南亚研究中心。以华师大为核心，4所大学共协调并逐渐扩展至东南亚其
他国家。（三）、建立学术交流机制并将之常态化，例如：举办年度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      
（四）、加强汉语教学资源方面的培养，如师资和汉教志愿者。（五）、开展具有特色的项目活动，如
佛教文化海外研究生课程、高端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课程等。

这次来访，华师大一行人也乘机参观了本国的华文小学和华文独中等，进一步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的发展状况，并对未来的合作有了更好的策划。

吴坚副校长也在新纪元大学学院向新院师生发表“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
战”的专题演讲，对一带一路的背景、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际汉语人才培养的机遇及挑战等发表了精彩
演讲，也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建议。吴教授也在讲座后和师生们进行交流。随后，华师大一行也前往黑箱
剧场观赏了“三个小孩”演出，才结束了短短三天的访问行程。

6.11 2017年9月18日文告（中国报有关司法检讨案报道）

针对中国报于今日（18.9.2017）的报道，所打出的小标题“董总修改章程仍有效”，实则应为  
“教育中心修改章程有效”。有关小标题极具误导性，恐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困扰，希望该报能及时
修正。

早前王超群刘利民等入禀上诉庭就有关司法检讨有关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所召开的特别会员
大会以修改章程的合法性败诉的案件，上诉庭法官于9月15日的判决中，裁定王超群等人败诉，并谕令
王等缴付堂费共二万令吉，分别为一万令吉予国内贸消部以及一万令吉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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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此再次强调，本公司所执行的一切事务皆遵循公司章程组织条例（M&A 或Company Constitution）
和公司法令，并无违例违法之说。从商业法庭至上诉庭皆判予王超群等人败诉即可得出以上结论。本公司董事部
同仁希望藉此文告明确地告诉社会公众事情的真相。

本公司董事部全体同仁始终坚信遵循律法才是正道，并且也都谨遵律法处理一切的事务。再次吁请
王超群等人以大局为重，与本公司董事部同仁携手推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发展为最终目标，不要再节外
生枝、罔顾律法、为所欲为地影响与伤害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拓展。

6.12 2017年11月1日文告（上诉庭判决）

有关高庭于2015年12月5日判决王超群于2015年10月5私自召开特别会议及自选为主席不合法，
并谕令王等缴付1万2千令吉堂费后，王超群等人将案件上诉至上诉庭。

上诉庭于2017年10月31日经三司会审以二对一裁决撤销有关案件，因为有关案件已经是学术性质
的案件，为此没有必要再将司法检讨上诉案中已经审理的课题进行诉讼。上诉庭法官也谕令王超群等缴
付二万令吉堂费。

新纪元大学学院已经升格为大学学院，提升软硬体设施、提升师资水平、开设新课程等工作都已
陆续进行。新纪元大学学院承载着华社的期盼，办学是为了完善母语教育体系、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人
才。董事部多年来不屈不饶就是为了广大的华社、为我们的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而办学。

为此，董事部再次吁请王超群等人以大局为重，与董事部同仁携手推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发展为最
终目标，不要再节外生枝、罔顾律法、为所欲为地影响与伤害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发展。

6.13 2017年12月21日文告（委任叶观生院士出任理事会主席）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于日前委任知名学者叶观生院士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
会主席，以填补早前因为私人原因请辞的林忠强博士。

叶观生院士，献身杏坛逾三十年。他曾任职于吉隆坡循人中学、马来西亚农业大学及新加坡理工学
院，并能使用华巫英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离开三十余年的全职教学后，英迪学院聘任他为数理科部门
主任、UCSI A水准及大学先修班主任暨副教授。他一生驰骋于科研与教学，绩学擅教，为学界所赏重。

叶观生院士从小学至中学都在华校受教育，1959年在尊孔中学毕业后，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深
造，荣获化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奖学金，负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荣获化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
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难能可贵的是，他于2006年获取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荣衔，攀上学术
高峰。

叶观生院士认为老师是一种事业而非职业，是一种使命而非工作，因此他效仿华社族魂林连玉，终
身立志杏坛诲人不倦，为百年树人贡献一己之力，也为华文教育薪火相传献一份力。

有鉴于叶观生院士对华文教育的热忱、在学术专业以及大学管理的丰富经验，董事部同仁希望新纪
元大学学院理事会能在叶观生院士的领导下，为马来西亚华文高等教育掀开新篇章，让新纪元大学学院
得以跻身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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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接待与拜访

（一）中国华南师范大学到访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坚教授率领国际文
化学院院长左鹏军教授、网络教育学院院长许晓
艺教授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处科长沈丽玲女士于7
月17-20日到访。双方就未来的合作方向做了更
详细的探讨与洽谈，吴坚教授希望未来从4个方
向进行合作，即（一）、四个国家四个院校合
作，共创国际联合办学平台，即联合华师大、泰
国曼谷大学、印尼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和新纪元大
学学院，开拓所在地有需求的专业，如汉语专业
等课程，互认学分，并颁发双学位。（二）、面
向东南亚的研究，配合一带一路的发展，设立东
南亚研究中心。以华师大为核心，4所大学共协
调并逐渐扩展至东南亚其他国家。（三）、建立
学术交流机制并将之常态化，例如：举办年度东
南亚汉语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四）、加强汉
语教学资源方面的培养，如师资和汉教志愿者。       
（五）、开展具有特色的项目活动，如佛教文化
海外研究生课程、高端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课程
等。

出席接待者：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
新田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平强副校长、李锦
兴副校长、中文系伍燕翎主任、教育系王淑慧主
任、商学与资讯工艺系陈国源主任、推广教育部
李泉氚主任、大学发展部傅琬诗主任、国际招生
主任与咨询代表戴金荣先生、叶园花（戴金荣夫
人）、国际交流处陈心瑜主任、公关与招生处吴
振声主任、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小姐以及公
关处执行员吴咏芩小姐。

吴坚副校长也在新纪元大学学院向新院师生
发表“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的机
遇与挑战”的专题演讲，对一带一路的背景、一
带一路与东南亚国际汉语人才培养的机遇及挑战
等发表了精彩演讲，也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建议。

（二）广州大学到访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在其学院李雁
书记和刘玉萍主任的率领下于10月20日（星期
五）早上10时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主要探讨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新纪元大学学院建立
合作关系。会上双方探讨了2+2课程、本科生和
研究生升学、专本生（Diploma）直接升本科生
的可能性以及文化传播的互访和交流活动等。另
外，双方也探讨合作建立普通话测试站等议题。

与来访嘉宾合照。
前排右三为华师大吴坚副校长、右二为叶新田博士、右一为
许晓艺院长；前排左三为文平强副校长、左二为李锦兴副校

长、左一为左鹏军院长。

7.1  接待

7.2  拜访

吴坚副校长发表专题演讲

（一）  广州深圳行

叶主席于2月到广州和华南师范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书，以便共同推广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
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有关协议本着促进友好合作
以及提倡学术交流，并在双方的规章制度和资源
许可下，就以下内容进行合作：

1.  开展科研合作项目
2.  开展各种形式的师资培训项目
3.  开展学生的交流与交换
4.  学术信息与刊物的交流与交换
5.  合办学术会议和讨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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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12日，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
限公司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率领14人代表团应
华南师范大学的邀请进行广州深圳行。代表团成
员：

A.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序 中文姓名 职衔

1 叶新田博士 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部主席

2 赖庆源先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

3 张志开先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

4 关志雄先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

5 陈国光先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

6 彭志拔先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 会员

7 苏子源先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 会员

8 傅琬诗小姐 董教总教育中心 行政主任

B. 新纪元大学学院

序 中文姓名 职衔

1 莫顺宗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 校长

2 吴振声先生 新纪元大学学院 公关与招生
处主任

C. 其他华教团体

序 中文姓名 职衔

1 谢万成先生 沙白安南南华华小 董事长
2 潘来云先生 适耕庄育群华小 董事长
3 李增山先生 沙白县发展华小工委会 主席

拜访单位有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广州市人
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商讨合作事宜。拜访团也参
观了华师大附属中学、华师大附属小学、华师大
网络教育学院、深圳石岩公学以及宝安职业技术
学校等单位。

与华师大国际文化学院和吴坚副校长、左鹏军教授等针对早
前签署的协议进行交流。

于国际文化学院向学生们发表演说，并进行简短交流。

到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拜访。 到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拜访，受到党组副书记、巡视
员林琳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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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
养国际研讨会”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
主席叶新田博士于日前率领董事赖庆源先生及新
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一起出席由广州华
南师范大学主办之“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
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

此次的国际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东南亚国家如
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柬埔寨、美国、
加拿大以及中国数大学的专家学者与会。大会
主题围绕着东南亚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回顾与前
瞻、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与职业规划、互联网+
时代东南亚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新发展、东南亚
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基地建设、东南亚国际汉语教
育领域内中外合作办学新模式特点等作出研讨与
交流。

叶新田主席在会上发表了以“一带一路视野
下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主题，对
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发展概况、教育体系、马

来西亚华语华文的三重性、加强汉语人才培训的
策略作出专题报告。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博士则发表了“关于
培养东南亚本土华文教师的若干建议”为主题的
报告，阐述了华文教育与教学在东南亚因为政治
与环境因素的差异而发展不一，在培养华文教师
上面临不同程度上的困难。而除了中国这个源头
活水意外，少数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因为华
文教育系统发展的比较完整，其经验与资源可以
借作其他东南亚国家使用。新纪元大学学院也在
近年来，努力推广东南亚华文师资的培养，希望
将新纪元大学学院打造成海外华文文教的其中一
个重镇。

趁着这一次的国际研讨会，华南师范大学也
和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泰国曼谷大学以及
印尼国际友好学院签订了四国合作办学的协议、
进行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马来西亚/泰
国/印尼基地的授牌仪式，以及东南亚职业汉语
教材编纂的启动仪式。

莫顺宗校长代表新纪元大学学院签署四国四大学合作办学
协议。

东南亚研究中心海外基地授牌仪式。

与会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