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纪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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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图案 形象 意义

* 三面迎风向上飘扬的旗帜。
* 三种丰富且鲜明的彩色（黄、红、
   蓝）。
* 英文大写字母“E”的抽象形象。 

* 代表积极、进取、向上、开明、尊重
   及开放的态度。
* 三者代表多义。不同的颜色组合，象
   征多元精神及民主活力。
* 代表新纪元(NEW ERA)中ERA的涵
   义。

* 英文大写字母“N”的抽象形象。
* 由三块面组成的“N”，作为三面旗
   帜的支撑点。

* 代表新纪元(NEW ERA)中NEW的涵
   义。
* 结合“N” (NEW)及“E” (ERA)，成
   为纪元学院(NEW ERA) N.E的缩写。
* 三块面代表：
   新精神 - 自由精神
   新思想 - 独立思想
   新时代 - 多元时代

标志说明

新纪元大学学院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多年来
创办民办高等教育的成果。1998年创校以后，
新纪元历经多年奋斗，终于在2016年12月29日
获得高等教育部批准由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迎
来更大的发展格局。

新纪元大学学院目前设有3个学院与9个科
系。3个学院为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媒体与艺术
学院，以及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9个科系则是
中国语言文学系、辅导咨商与心理学系、教育
系、媒体研究系、美术与设计系、戏剧与影像

系、商学系、金融与会计系，以及电脑科学与资
讯工艺系。除了学士和专业文凭课程，新纪元大
学学院也正筹备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

2015年，新纪元大学学院成立陈六使研究
所，进一步强化本校的华人研究，以此出发，放
眼东南亚华文教育，与世界接轨。我们期盼有朝
一日做到“起步新纪元、立足东南亚、放眼全世
界”的目标，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基础上，办好
一所大学。





2017年大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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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顺宗校长受邀到日本创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受邀请到日
本创价大学 (Soka Universit) 担任客座教授。

新纪元大学学院发文告说，莫顺宗长期专研
华人社会及华文教育等领域，他领导下的小规模
民办学院获得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的批准，成功
升格为一所拥有本科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的综
合性大学学院。

这不仅证明了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学术水平得
到国际知名大学的认可，亦是对马来西亚民办高

校的办学肯定。

莫顺宗将在创价大学教授一门课，关于东
南亚华人研究的课题，同时亦会开展几项学术研
究，其中包括东南亚华人研究、创价学会创会会
长—牧口常三郎之理念等研究。

他也代表新纪元大学学院与数日本大学交
流，学习他们的办学方式、开展合作关系及缔结
姐妹学校，希望未来有来自日本的学者到新纪元
大学学院客座教学或学生交换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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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纪元大学学院升格典礼暨学士课程推介礼

于2017年4月8日，新纪元大学学院正式宣
布，新纪元在升格后已开办共9项新的学士学位
课程，另预计在来临的5月也会陆续开办其他课
程，盼未来新纪元能栽培更多学士毕业生。

相关的新学士课程包括中文学士、幼儿教育
学士、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视觉传达荣誉学士、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网络科技荣誉学士、商业行
政荣誉学士、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及谘商与心理
学荣誉学士课程。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表示，新纪元是
在等待升格的过程中，各科系已开始筹划多项学
士课程，并将已设计完善的教学内容提呈予大马
学术鉴定机构（MQA）和高教部，以作开办申
请。新纪元是在获得高教部批准的大学学院执照
后，立即开办新学士课程，在短短1个月的招生
期内，就已经获得逾百名学生的热烈回响。

新纪元在升格成为大学学院前后，尤其在招
生方面更是比以往踊跃；他相信，随着新课程的
开办，预计报读的学生人数也会陆续增加；针对
新纪元未来将计划再开办更多新学士课程，目前
已经提呈10多项学士课程的教学内容予有关当
局，等待批准后才能做出进一步宣布。

未来开办硕博士课程

除了提供学士课程之外，新纪元也正在招揽
资深学者和教授加入服务，以期能在未来开办硕

士和博士课程。“我们不仅会招收大马子弟前来
就读，也计划开放给东南亚和东亚，尤其中国年
轻一代，透过新纪元走入大马，并善用大马华文
教育稳固的基础及多元文化和多元语文的优势，
栽培人才。”

林忠强：升格犹如“铁树开花”

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形容，新
纪元学院升格成为大学学院犹如“铁树开花”，
值得高兴；但在铁树开花以后，办好这所大学才
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情。他指出，办好一所大
学并不容易，未来仍有许多困难必须去面对和克
服；因此，新纪元团队将会继续提升师资水平，
改善学术研究成果，并物色更多有专长的人才加
入团队工作。他表示，新纪元大学学院将会配合
华社的整体步伐，结合华社的各种资源，以学术
回报社会。

叶新田：盼扩展硬体建设

另一方面，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
限公司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希望，新纪元大学学院
在硬体建设上能有所扩展并取得突破，因其需要
一个更大的格局，才能有望展翅高飞。他提及，
董事部早已经成立校园建设委员会及建设图测和
发展蓝图，并获得丰隆集团与另两个机构承诺捐
献100亩校地，但因当中节外生枝，至今未能动
工。他说，董事部再度重申校园建设必须动工的
意愿，并促请相关机构能考虑落实有关承诺。

莫顺宗（左三起）、叶新田及林忠强率领一众嘉宾和讲师们，在升格典礼暨学士课程推介仪
式上，一同高唱新纪元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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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马来亚大学中文
系及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联合主办，马来西亚策
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INSAP）主催的“一带一
路与马来西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2017
年7月2日（星期日）上午9时30分于加影新纪元
大学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掀开序幕，至傍晚5时
正圆满结束。

此研讨会邀来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兼大专院
系领导进行发表，随后更共同谈论前瞻马来西亚
中文系的发展与规划，这包括杨柏岭（安徽师范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执行院长）、李焯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云茂潮中华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张三夕（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国学院副院长）、马良怀（中国华中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钟正道（东吴大
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伍燕翎（新纪
元大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兼系主任）、潘碧华
（马大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张晓威（拉曼
大学中华研究院副教授兼院长）、潘晓蒨（拉曼
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及廖文辉（新纪元大
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兼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研讨会当天，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文平
强博士及马华副总会长何国忠博士受邀致词。文
平强博士在致词时表示，如今的教育强调“技职
性”学习，拼命跟着“市场需求”同步走。为
此，私人大学和学院都把历史、地理、社会科
学、人类学或其他有关人文社会的学科视为是招
生的“毒药”，而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
各国的政治腐败、政治人物和贪官污吏损人利
己行为的泛滥同是道德崩溃造成的灾难。他认
为，“汉学”的作用包括以下四项：一、推动学
术性合作；二、推广汉语；三、促进“汉学”在

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作用；四、传播中华文化价值
的道德观，弥补缺乏道德涵养的现代化教育。另
外，“汉学”所包含的文化精髓与道德观，能成
为西方文化价值以外的另一道德体系，并指传播
中华文化的载体不一定只限于应用中文，也可以
透过其他语言传达。

此外，何国忠博士致词时指出，马来西亚
华人身处在多元种族国家，与各族、各文化交
流和交融的机会是触手可及。因此，马来西亚汉
学除了积极培养年轻一代的汉学研究人员，与中
国学术和海外汉学进行学术对话，也必须尝试在
国内以“中华文化”开展多元的文化交流。他
相信，只要有兴趣、有决心，本地的学者也能像
欧美、俄罗斯等国家的汉学家，驰骋于汉学研究
的场域。他认为“一带一路”宽大视野下的汉学
研究，毫无疑问是世界性的，跨越族群、疆域和
文化，可为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提供崭新的视
角，以及别处心裁的研究成果。

三个场次的研讨会结束之后，伍燕翎博士、
潘碧华博士、张晓威博士、李焯然博士、杨柏岭
博士、张三夕博士、钟正道博士及马良怀博士透
过圆桌会议一起谈论有关前瞻马来西亚中文系的
发展与规划。

最后，由伍燕翎博士上台闭幕致词，为“一
带一路与马来西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划下句
点。伍主任认为这是国内首场于“一带一路”框
架下讨论汉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她希望日后可以
跟更多国内外学者建构这样的学术平台，以进一
步加强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伍主任同
时衷心感谢参与此会议的国内外学者，期待下一
次的相聚。

“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合照。（前排左起）潘碧华、张晓威、拿
督何国忠、文平强、伍燕翎；（后排左起）潘筱蒨、马良怀、张三夕、廖文辉、李焯然、

杨柏岭、钟正道、郑诗傧、郭思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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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 推介礼

福州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手推
出“海上丝绸之路丛书”共13本，内容涉及海
上丝绸之路及海外华人史研究，编辑团队来自中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配合马中
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下密切合作，吉隆坡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此丛书的出版恰逢
其时。并于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
时正，于新纪元大学学院C座UG楼黄迓茱活动中
心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丛书”推介礼。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致词

中国福州大学今日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联手推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
书》，内容涉及海上丝绸之路及海外华人史研究，
编辑团队来自大马、中国、新加坡及纽西兰等。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
以建设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理论为目标，在全球
化视野下，通过发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
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历史、经济及文化
的关联。他指此书的出版与发行，对海外诸国尤
其东盟，能对中国的海洋文化有更深入了解。

本套丛书以建设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理论为
目标，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
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历
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独特的海
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一所
海外华人民办高等学府，常年举办各类型有关海
外华人研究的会议及讲座，是东盟诸国发扬中华
文化与传承华文教育的中心，亦是海外华人与中
国大陆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本部丛书在新纪元
推介别具意义。

推介礼当天出席嘉宾有中国驻马大使馆政
治处主任钱珺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管
分社总编辑陈凤玲博士、华总东南亚华人研究中
心主席丹斯里吴德芳、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
希、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黄子坚教授、新
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文平强博士、李锦兴博士、
《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作者黄
裕端博士等。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 推介礼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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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业霖书库揭幕礼暨陈六使研究所系列讲座之“  
      我的藏书与治学之路”

李业霖先生，1935年生于吡叻金宝，广
东新会人。早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1962年毕
业，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南洋大学毕业後留任
南洋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到过台湾中央研究院、
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亚细安经济研究所，以及菲
律宾大学研究所从事历史与哲学研究。

1972年出任吉隆坡星洲日报文化编辑和社
论委员会主席，撰写评论文章，兼写散文和诗
歌。他曾获1987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评论奖。
他曾担任董教总会独中工委会历史课本编委会主
席职。1995年7月受聘出任华资中心全职研究
员。

李先生一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累积了丰
富的新马华人史以及东南亚史的资料和心得。他
孜孜不倦写作，研究或编书，对新马华文碑铭的
研究尤为精湛。他做学问认真，下笔丝毫不苟，
旦夕求真究底。他的文章纵论古今中外历史，幽

游于历史与史学之间，驾驭理论和史实，左右逢
源，得心应手，他得文笔一贯行云流水，华丽璀
璨，其史学文章犹如散文创作，读来令人赏心悦
目，文史交融，体现“文学是历史的朋友”的意
含。 

李业霖先生一生收藏各语文书籍超过1万
册，这次通过南大校友暨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
主席林忠强博士穿针引线，由香港的大马企业家
兼香港南大校友会会长林顺忠先生认购这批藏
书，惠赠予新纪元大学学院，设立李业霖书库，
并于9月24日假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进
行揭幕礼。为其一生学术精华永驻陈六使图书
馆，同时表扬李先生之仁风义举。

配合这次的揭幕礼，新纪元特别邀请李先生
主讲题目为“我的藏书与治学之路”的陈六使研
究所系列讲座。

9月24日进行书库揭幕礼，揭幕礼嘉宾：左起新纪元莫顺宗
校长、林忠强、李业霖、林顺忠。

李业霖书库揭幕礼后合影。
左起为莫顺宗、林忠强、李业霖、林顺忠。

9月24日书库揭幕礼后与出席嘉宾合影。

6月11日进行藏书移交仪式。左起林忠强、新纪元文平强副
校长、李业霖、林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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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转型、合作、全球化”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华人社团 
       研讨会

“一带一路”战略构思提倡共同合作发展的
理念。它充分地扮演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
的双多边机制、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马来
西亚是海外传承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国家之一，而
又以位处吉隆坡政要之地的新纪元大学学院，于
东南亚华文教育这一领域扮演极为重要角色。此
次研讨会，目的在于配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而召开，尤其为搭建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民心相
通的学术平台而努力。

由马来西亚华人中华大会堂（华总）东南亚
华人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以及拉曼大学联
办之“转型、合作、全球化：‘一带一路’与东
盟华人社团”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2月9
日与10日，假新纪元大学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举
行。

吴德芳：大马华人文化具优势

华总东南亚华人研究中心主席丹斯里吴德芳
在开幕礼致词时指出，大马华人社会与中国在文
化历史上深厚渊源的天然优势以及在本地多元文
化环境下所培养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是面对“一
带一路”新形势的最大本钱与文化软实力。

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都处在“21世纪
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传统在东盟国
家扮演重要经济角色的华人，将在“一带一路”
新形势上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一带一
路”所倡议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的“五通”里，政策沟通是
政府层面的职责，设施联通是大型基建企业的范
畴，资金融通是银行和金融界的中心，而华人社
会成员及普罗大众能做的就是民心相通。

大马华人社团绝对不能舍本求末，舍弃我们
在文化和历史上与中国深厚渊源的天然优势，也
不能舍弃我们自小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磨练出来的
跨文化适应能力，因为这就是我们面对一带一路
新形势下最大的本钱、最大的文化软实力。华团
立足本地的同时需具备国际视野，放眼全球宏观
格局，尤其在一带一路的形势下，东盟地区的华
团更应群策群力，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

林家全：促成一带一路从中受惠

另一方面，华总副总会长拿督林家全指出，
东盟区华人社会除了应继续秉承先贤南来的奋进
精神之外，也须配合有利于华社的“一带一路”
倡议，并从中受惠。

中国的和平崛起直接带动了华资、华教、华
团和华社这4大领域，而“一带一路”更是中国
实施了将近40年经济改革开放路线之后，最新一
轮更主动、宏观与和平的对外经贸路线图。东盟
区的华裔同胞应大力促成一带一路并从中受惠，
因为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好商机和良机，也是
建构一个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华人联系与团结的
精神脉络。

20海内外学者赴会

此研讨会一共邀请了近20名来自中国、日
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及本地学者参与，所
有专家学者发表的文章将出版成书，以让东盟及
大马的华人社团得到启发。

《东南亚华人新篇：新的纪元》及《孙中山在海外》论文集
推介礼。右起为马来西亚嘉属联合会总会会长拿督李尧庆博
士、华总东南亚华人研究中心主席丹斯里吴德芳，华总副总

会拿督林家全局绅。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北京社会科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王延中
教授（左二）代表社科院与莫顺宗校长交换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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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部

本部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院内现有商学与资
讯工艺系（2017年下半年分成商学系及资讯科
学与电脑研究系两个科系）、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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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项课程及其相关学术行政作业。本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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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升格为大学学院，以及课程的发展和
组织与资源的整合，学术部正式与注册处结合，
成为注册处其一组别，教务组。本部为相关科系
分别提升为商学与资讯工艺学院、文学与社会科
学院以及媒体与艺术学院，同时期也新立研究生
院。

1.1 行政业务

1.1.1 部门业务简报

（1）教务与排课作业

本部要求各科系严格执行教学时数与班级人
数的规定，目的是为了能更充分应用教学资源，
同时也可以舒缓课室不足的问题。

（2）考试作业及成绩管理

本部每学期负责统筹期末考试作业，首先是
安排考题审查，审查小组成员包括各科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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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考试是在公正及公平的情况下进
行。考试结束后，本部还负责安排学生补考、重
考及处理重审申请。最后，本部安排考试评议委
员会会议，成绩在会议通过后呈注册处公布。学
生可以通过院内及院外网络全年查询个人成绩。
今年，为使考试业务功能更专业化，同时加强作
业保密程度，本部设置独立和加强保安的保险室
用以考卷的制作和保存。

（3）课程评估

本部今年采取教学人员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作为实施讲师
评估，不同等级的讲师依据级别皆有不同的分数
比，藉此评估改善学科及讲师的素质与建立教学
与研究并重的心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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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实施新学术人员升级制度

 为了呼应“新纪元大学学院管理制度规划小
组”的建议，本部和人事处合作设立新学术人员
升级制度程序，鼓励各系学术人员多参与学术活
动包括学术研究、论文发表、出版、研讨会等。

此制度配合“教学人员绩效指标”（KPI）开始
实施。

（5）本土学士课程开班

配合本院升格大学学院，在今年4月8月升
格典礼上正式推出9门本土学士课程，并在同年5
月招生开班，包括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金
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
程、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中文学士课程、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幼儿教育学士课
程、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视觉传达(荣誉)学
士课程。

（6）院务会议取代学术会议

配合大学学院的组织架构，自今年10月开
始固定每月的学术会议转由院务会议（Faculty 
meeting）取代之。

（7）奖贷学金事务

自2016年5月起，奖贷学金事务由学生事务
处转移注册处处理。

奖贷学金事务分成 2 大项目，即本校奖贷学
金和国家高等教育局基金会贷学金（PTPTN），
由奖贷学金委员会负责筹划与管理，奖贷学金组
负责执行相关业务，主要业务含审核、面试、贷
款催收、辅导学生申请PTPTN。

2 0 1 7年各类奖学金发放总额为马币
1,457,405.00， 受惠学生 304 人。

（8）筹办新纪元大学学院大专英语课程  
         （College English Programme，  
 简称CEP）

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英文部于每年
1月份开办大专英语课程（前称英语密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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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me，简称IEP），让
学生逐步适应大专院校的英语学习环境。2017
年CEP课程将从6周延长至8周。我们希望通过此
项课程，提升学生的英语读、写、听、说能力，
以强化他们使用英语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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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深入了解英语
的基本语法，增加词汇量，并造出完整的句子，

同时在某些会话场合中，能自信地使用英语及阅
读和理解英文报章和课本的篇章。此外，英文部
还设计一系列的活动，以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兴
趣。

此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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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学效果。
课程结束后，学生必须参加一项测验，成绩合格
的学生将获颁发一份证书。2017年，CEP学生人
数共为55人。

CEP学生参观马六甲蜜蜂园（Galeri Lebah Melaka）。 CEP学生参加篮球比赛后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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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专题讲座

1. 系列专题讲座（8）

日期    ： 2017年7月3日
题目    ： 中国学研究的前景与方法
主讲人： 李焯然教授（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双硕士学位（汉

语）课程主任）

2. 系列专题讲座（9）

日期    ： 2017年7月3日
题目    ： 文化传统与品质传播 ---- 孔子的文化传播时间及现代意义
主讲人： 杨柏岭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

3. 系列专题讲座（10）

日期    ： 2017年7月20日
题目    ： 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
主讲人： 吴坚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4. 系列专题讲座（11）

日期    ： 2017年9月24日
题目    ： 我的藏书与治学之路
主讲人： 李业霖先生（先后到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亚细安经济研究所，以及菲律

宾大学研究所从事历史与哲学研究。1972年出任吉隆坡星洲日报文化编辑和社论委员会主
席，撰写评论文章，兼写散文和诗歌。他曾获1987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评论奖。他曾担任
董教总会独中工委会历史课本编委会主席职。1995年7月受聘出任华资中心全职研究员）

（二）陈六使研究所

2013年8月31日及9月1日，南大教育与研
究基金会（简称南大基金会）与马来亚南大校友
会联办《南大颂》大型史诗歌舞剧义演，发动各
地校友与社会人士，为新纪元设立陈六使研究
所与南洋大学史料中心而筹款，筹获约150万令
吉。

莫顺宗校长指出，新纪元的创立是继承南
洋大学与独立大学的未竟之业，新纪元是“南大
种子”，新纪元重视南大精神的传统命脉。而南
大基金会也非常顾惜这份机缘，愿意凝聚众志与
各种资源无私地助以新纪元一臂之力，肩负起辅
佐、充实与提升新纪元的学术素质与活动的使
命，以期实践树人育品之千秋大业。为了让陈六
使与南大精神永驻新纪元，新纪元图书馆正式命
名为“陈六使图书馆”。

除了“陈六使图书馆”，南大基金会与新纪
元也合作在新纪元设立陈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学
史料中心。南大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德表
示，新纪元设立陈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学史料中

心，是南大校友为华教留下的“有形资产”。陈
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学史料中心的宗旨与目标如
下：

（一）陈六使研究所（Tan Lark Sye Institute）

宗旨：弘扬陈六使献身教育的精神，推广学术
活动回馈社会。
目标：主办与推动人文、社科与科技学术活动
（如研究计划、讲座、研讨会）。

（二）南洋大学史料中心（简称南大史料中
心）(Resource Centre for Nanyang University)

宗旨：搜集相关与各种形式的南大史料与文
献，发掘南大的精神遗产，促进薪火相传。
目标：搜罗、征集、购买各种南大史料与研究
文献，按类型整理成文献书目。之后，开放提
供研究资料、文献传递服务、举办南大史料展
等。在条件许可下，收集与整理相关专题研究
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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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列专题讲座（12）

日期    ： 2017年9月13日
题目    ： Controversies over the Queu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enang: Exploring Chineseness in 

the Multi-ethnic Society
主讲人： 筱崎香织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曾任日本驻马大使馆Japan Information Service研

究员）

6. 系列专题讲座（13）

日期    ： 2017年10月16日
题目    ： 再谈“大华语”概念下的词汇教学
主讲人： 林建平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

2.2 研究项目

2.3 学术论坛

2.2.1 在职教职员研究计划

1. 王睿欣、王淑慧、张伟隆 - 吉隆坡冼都区华
小华语教师专业发展状况调查研究（RM4200.00）

2. 陈国源、廖文辉 - 槟城血缘组织的调查和
研究（RM5000.00）

3. 伍燕翎 - 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办学理
念、文学姿态和精神传递 （RM5000.00）

4. 黄招勤、高佩瑶 - 马来西亚华文报新闻摄
影变迁史研究（RM4956.00）

5. Navaratnam S/O Vejaratnam, Heng Han 
Kok - Relationship Between 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afety Behaviour Among In Man-
ufacturing Company（RM1319.60）

2.2.2 旧报翻阅计划

主要翻阅内部的旧报纸收藏，以资研究参
考。建立陈六使研究所的参考资料，设立陈六使
史料档案柜。此项计划的进行主要因为没有史料
文献就没有历史，收集与汇整1950年代始各中
文报章有关南大与陈六使的课题报道，是为铺陈
历史的基本工作。

日期    ： 2017年6月16日
题目    ： 盛世修典：通史、丛书、文献、百科全书
主讲人： （1）柯木林（新加坡文史工作者）

（2）何启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3）许源泰（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

2.4 活动

2.4.1 李业霖藏书移交仪式暨南大校友座谈会

马来西亚文史工作者李业霖先生将一生为
伴的8000本书,包括珍藏品、绝版藏书、重要文
件，移交予新纪元大学学院，为研究生涯找到最
美丽的停靠站。

日期 ： 2017年6月11日
时间 ： 2.00pm 李业霖先生藏书移交仪式

2.30pm 南大校友座谈会
地点 ： 新纪元大学学院C座UG楼黄迓茱

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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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业霖书库揭幕礼嘉宾：（左起）莫顺宗、林忠强、李业霖、林顺忠。

2.4.2 李业霖书库揭幕礼

日期： 2017年9月24日
时间： 2.00pm-3.00pm
地点：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李

业霖书库

马来西亚文史工作者李业霖先生将一生为
伴的8000本书,包括珍藏品、绝版藏书、重要文
件，移交予新纪元大学学院，为研究生涯找到最

美丽的停靠站。

李先生也是南大校友，收藏各语文书籍超过
1万册，这次通过南大校友暨新纪元大学学院理
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穿针引线，由香港的大马企
业家兼香港南大校友会会长林顺忠先生认购这批
藏书，并赠予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决定在陈六使图书馆内设
立“李业霖书库”收藏这批珍贵的藏书，为其一
生学术精华永驻陈六使图书馆，同时表扬李先生
之仁风义举。

李先生也是南大校友，收藏各语文书籍超过
1万册，这次通过南大校友暨新纪元大学学院理
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穿针引线，由香港的大马企
业家兼香港南大校友会会长林顺忠先生认购这批
藏书，并赠予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和副校长

文平强代领这批藏书，由李业霖和林顺忠移交。
配合这次捐书活动，新纪元特别安排一场题目
为“我们成长走过的路”的南大校友会座谈会，
邀请慕达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丹斯里林源德、柏发
食品（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史进福及林顺忠
主讲，由林忠强主持。

林顺忠（右起）和李业霖移交捐书，由林忠强（左起）及文
平强接收。

南大校友座谈会“我们成长走过的路”（左起）史进福、林
顺忠、丹斯里林源德为主讲人，林忠强（右一）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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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业霖书库揭幕礼后合影。
左起为莫顺宗、林忠强、李业霖、林顺忠。

李业霖书库揭幕礼后与出席嘉宾合影。

2.4.3 2017年历史研习营

由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马来西亚历
史研究中心与教育系联办，以教育系学生作为主
要筹委会协办的“2017年历史研习营”于新纪

元大学学院举行。该研习营为期2天1夜，举办日
期为5月27日至5月28日，本次历史研习营的主
题以加影市的发展为主，期望以此让营员了解加
影的历史变迁，本研习营更带领了营员实地游览
了加影市内最具历史感、代表性的——仙师爷庙
与数条老街，亲自感受“何为历史”。

2.4.4 “第2届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着提升国人对华人民俗的认识，并藉此
促进民俗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学 人、文化工作者
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合作，陈六使研究所马来西
亚历史研究中心于11月4日至11月5日在新纪元
大学学院主办了“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此项研讨会聚集了国内外15
位民俗研究学者，提呈15篇论文，针对生活民
俗、曲艺娱乐、民间文学和语言、民俗观察、民
间信仰和生产民俗等课题进行为期两天的研讨。

论文发表人：

序 姓名 职称

1 郑    莉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2 邢寒冬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3 石沧金 中国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研究员

4 柯荣三 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汉学应
用研究所副教授

5 黄文车 台湾国立屏东大学中国语文学
系副教授

历史研习营全体合照

李成金在加影老街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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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焕然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暨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处所长

7 陈中和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
兼中文系主任

8 潘筱蒨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讲师

9 邱克威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助理教
授

10 廖文辉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历史
研究中心主任

11 郑诗傧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讲师
12 张吉安 《吉安泰祥乡音馆》馆长
13 曾衍盛 吉隆坡大学兼职讲师
14 李永球 文史田野工作者、自由撰稿人
15 林跃芳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生

2.4.5 《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 
 发展》新书推介礼

日期          ： 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时间          ： 上午10时正
地点            ： 新纪元大学学院  彩虹走廊 

（Block C, Ground Floor）
主办单位：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新

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

自80年代搜集资料至今，经过两年整理，新
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学术顾问莫顺生先生编撰的
《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发展》新书
面世。此书是依据2000年由林连玉基金出版的
《马来西亚教育史》而增订，出版这部教育史的
主要目的是协助独中教师提升专业内涵，以及以
宏观及微观的角度编撰，让读者从教育政策及多
元教育发展，透视华文教育的影响及发展。此书
分为8章，记录从初期（1415-1786）的教育至
2015年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的演变。此书厚达
460页，约有百万字，图表共233个，附录马来
西亚教育史1415-2015年华教发展大事记要。《
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发展》是一部
资料详实、记录完整的新书，记录约600余年的
大马教育与华教发展史。

 作者莫顺生（右）与莫顺宗合照。

2.5 出版品

2.5.1 《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 
 发展》

作 者：莫顺生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

作品简介：本书共分八章，依照时代顺序，记录
和分析各时期政府所策划落实的各项教育政策和
计划，以及因而引发以维护华校的生存和发展的
华教运动。

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发展新书推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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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是新纪元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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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
理念，为社会培养具有中文专业水平、富于人
文素养及社会关怀、能肩负起文化传承的人才。
此外，本系也致力于强化中文师资力量，促进学
术研究的发展。因此，不论在课程设置、教学内
容、升学管道、就业安排等方面，都尽可能求其
多元化和具备综合素质的能力。基于此，本系多
举办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及哲学思想等

领域的学术讲座及研讨会，以培养、发展和完善
学生们的健全人格、心理素质和审美素养。这些
年来，本系已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学术特色，致力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本土之间取得平衡，培养
出平正通达、具有辽阔视野的学人。在教学上，
本系并非一味强调理论推介、说明和剖析，对于
观念的启发、创意的实践和独立思考培训，也极
为重视。系上不时检讨课程的实用性，辅导学生
做好生涯规划，让学生未来的就业更符合时代的
竞争和需要。 

3.1 前言

3.2 学术成果 

中文系讲师素来秉持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的精
神，不仅时常举办或参与国内外的学术研讨会、
讲座，也争取透过不同的学术平台发表成果，如
专著、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等。系内亦举办中文
系青年学者论坛——“新曦中文学坛”等学术活
动。我们相信，良好的、活跃的校园学术氛围将
带给学生积极影响，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培养
学生的科研能力。

3.2.1 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沙龙

本系讲师除了做好教学工作，也积极参与国
内外的学术研讨会及文学与文化的讲座邀请，或
者作为发表人、与谈人、主持人等，与大众社会
建立对话与交流，提升系内总体学术风气。

姓名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邱彩韵 虎爷暨动物神祇信
仰国际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地区的虎
爷信仰与打小人仪式

06/01~
07/01 台湾国立成功

大学
台湾国立成功
大学

廖文辉
闽藉华侨华人与马
来西亚发展学术工
作坊

高密度发展：日落洞的
十间华文小学

04/03~
07/03 中国华侨大学 中国华侨大学、

新纪元大学学院

邱彩韵
闽籍华侨华人与马
来西亚发展学术工
作坊

东甲县华人社群和华文
小学的历史发展与现况

04/03~
07/03 中国华侨大学 中国华侨大学、

新纪元大学学院

伍燕翎
人· 文——第四届
古典文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

再反思宋代新小说观的
觉醒——以苏轼《东坡
志林》和《艾子杂说》
为例

28/04~
29/04 台湾东吴大学 台湾东吴大学中

文系

伍燕翎
“一带一路与马来
西亚汉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

“一带一路”与中文系 02/07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廖文辉
“一带一路与马来
西亚汉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概况
（1930－迄今） 02/07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廖文辉

东南亚研究与华侨
华人研究90周年
纪念大会暨国际研
讨会

论马来西亚闽南人的兴
学办教网络

15/07~
16/07 广州暨南大学

广州暨南大学华
侨华人研究院和
国际关系学院

(一）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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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翎

“The Diaspora 
Literature of 
Korea and 
Malaysia” 

游走于原乡与他乡：论
金枝芒的抗英小说
Between Home and 
Abroad： A Discourse 
on Jin Zhimang’s 
Anti British Novels

25/08~
26/08

University 
Konkuk, Korea

The Center for 
Asia & Diaspora, 
University 
Konkuk, Korea

郑诗傧
“第二届马来西亚
华人民俗研究”国
际学术研讨会

论台湾电视歌仔戏的发
展及其马新观众研究 04/11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廖文辉
“第二届马来西亚
华人民俗研究”国
际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饮食史
略论

04/11~
05/11 新纪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历史研

究中心

廖文辉 东南亚华人庙宇网
络国际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
概论

21/11~
22/11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所

伍燕翎

转型、合作、全球
化——一带一路与
东盟华人社团国际
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文教社团
和华人文化命运共通
体：“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构建与路径

9/12~
10/12 新纪元大学学院

华总东南亚华人
研究中心、新纪
元大学学院和拉
曼大学联合举
办。

（二）课题主讲

姓名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廖文辉 丁酉鸡年2017华研
新春聚餐暨学术沙龙 

试论马来西亚作为第三
块汉文化圈的内涵和特
色

15/02 华社研究中心 华社研究中心

廖文辉
“一带一路下的马中
经贸关系和华人研究
近况”主题论坛

近百年来马来西亚华人
社会文化史书写的新方
向

07/03 中国厦门华侨博
物馆 厦门华侨博物馆

廖文辉
第五届槟城图书博览
会讲座，推介《马来
西亚史》

我为何写马来西亚史 18/03 槟城 槟城图书博览会

廖文辉 “早期学政人员在新
加坡”讲座 马来亚研究的播种者 20/05 新加坡华族文化

中心

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新加
坡华族文化中心

廖文辉 2017年中学生历史
研习营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历史
文献 27/05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历史研
究中心暨教育系

廖文辉 2017年中学生历史
研习营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
仰” 28/05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历史研
究中心暨教育系

廖文辉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港
学生文化交流之旅

马来西亚的建国及其政
治、社会和经济变迁 11/06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廖文辉 新纪元大学学院前进
阵线领袖训练营

马来西亚的建国及其政
治、社会和经济变迁 14/06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前进阵线

廖文辉 林连玉纪念馆导览志
工培训课程 认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29/07 林连玉纪念馆 林连玉纪念馆



68

（三）主持、与谈、点评、总结人等

廖文辉 乡音推广活动推介礼 籍贯与民俗 29/07 隆雪华堂
东盟文化艺术基
金、雪华堂妇女
组

廖文辉 嘉庚讲座 许云樵的学术成就和贡
献 23/09 隆雪华堂 陈嘉庚基金

廖文辉 — 马来西亚华小历史课程
的问题 10/10 金马伦高原 退休校长协会

伍燕翎
缅 怀 马 新 文 坛 前
辈——金枝芒”座谈
会

阅读马华作家金枝芒 17/11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21世
纪出版社、文运
书坊和艺术天地  
（新加坡）联合
举办

廖文辉 多讲华语，少说方
言，之后？  方言与籍贯 18/12 隆雪华堂 隆雪华堂和华总

妇女组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专场/性质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伍燕翎 “一带一路旅居文化”国际
学术会议 主持 01/06 马华大厦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
会文化基金会、世界
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以
及香港《明报》月刊
联合主办

廖文辉 “盛世修典：通史、丛书、
文献、百科全书” 主题论坛 主持 16/06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
使研究所

郭思韵 “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汉
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专场主持 02/07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
文系

郑诗傧 “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汉
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专场主持 02/07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
文系

廖文辉
陈六使研究所系列专题讲座
（11）李业霖主讲之“我的
藏书与治学之路”

主持 24/09 新纪元大学
学院 陈六使研究所

廖文辉 第三届新曦中文学坛 专场点评 11/10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中文系系会

余宗发 第三届新曦中文学坛 专场点评 11/10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中文系系会

郭思韵 第三届新曦中文学坛 大会论文评述 11/10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中文系系会

郑诗傧 “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六场论文发
表：生产民俗 05/11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伍燕翎 “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场论文发
表：饮食文化 05/11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伍燕翎
“华语语系与南洋书写：台
湾、马华、新华文学与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三场论文
发表 25/11

拉曼大学
（Sungai 
Long）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
院、台湾汉学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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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诗傧
“转型、合作、全球化：‘
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华人社
团”国际学术研讨会

专场主持 09/12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廖文辉
“转型、合作、全球化：一
带一路与东南亚华人社团”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专场主持 09/12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3.2.2 讲师学术著作出版

本系讲师出版专著的同时，也在国内外的学
术期刊里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一）专著/编著 

· 廖文辉编著：《马来西亚史》，雪兰莪： 
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共414页。

·廖文辉编：《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
集》，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资讯与策略研究
中心，2017年。共306页。

（二）期刊论文/析出文献

·郭思韵：《气、调之间——范云与其诗
歌写作》，载[马来西亚]余历雄主编《汉学与佛
教：第十届马来西亚汉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金宝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2016年12月，页
139-160。

·郑诗傧：《扎根本土，面向世界——论马
来西亚二十四节令鼓对传统鼓乐的继承、创新与
全球传播》，载张禹东、庄国土主编：《华侨华
人文献学刊》（第四辑），上海：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7年3月，页202-216。

·廖文辉：《战前马新华人文化发展概
论》，载张禹东、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文献
学刊》（第四辑），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7年3月，页164－183。

·伍燕翎：《文化企业和企业文化：独立后
马华文学与马来西亚华商的关系》，载张禹东、
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四辑）
，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页
184-201。

·廖文辉：《安溪官桥善益廖氏族人在马来
西亚的发展》，载林忠强、王睿欣编《拓展与传
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福建人》，加影：新纪元
大学学院、隆雪福建会馆，2017，页197－207。

·郭思韵：《纬配经论析：经谶的经艺
流别及对经学的轨蹈——以〈春秋纬〉与〈春
秋〉教为中心》，载《马来西亚汉学刊》创刊
号，2017年8月，页57-71。

·廖文辉：《试论孙中山在马新的足迹》，
载莫顺宗主编《孙中山在海外》，加影：新纪元
大学学院，2017，页200－211。

·廖文辉：《马来西亚之哪吒信仰初探——
以雪兰莪巴生的哪吒庙宇为对象》，载谢国兴主
编《哪吒与太子爷信仰文化研究》，台南：台
南市政府文化局、新营太子宫太子爷庙管理委员
会，2017，页341－360。

·伍燕翎：〈再反思宋代新小说观的觉
醒——以苏轼《东坡志林》和《艾子杂说》为
例〉，载《人·文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东吴大学出版，2017年，页149-
160。

3.2.3 中文系出版品 

2016年12月，中文系出版学生文集（七）
《赤子之新》，由陈祖泉同学主编。

《赤子之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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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这些年来，本系致力于与中港台23所大专
建立姐妹校关系，并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重
庆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南宁广西师范
学院文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台湾国立屏东大学
等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以期给系上讲师及
学生提供更宽阔的视野与交流机会。

（一）闽籍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发展系列学 
 术工作坊

2017年3月4日至7日，由中国华侨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主办，新纪元大学
学院、马来亚大学及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协办
的“闽籍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村镇发展”系列学
术工作坊在中国华侨大学（厦门校区）进行。该
学术工作坊锁定华侨华人之社团文教、宗教信
仰、产业经济、民俗技艺等重点领域，以马来西
亚十个代表性闽籍华人聚落为中心，旁及闽籍华
人活跃的婆罗洲（印度尼西亚、文莱）及新加
坡，深入探讨华侨华人参与东南亚发展的历史与
当代议题，打造学术合作新典范。本校中文系廖
文辉老师为项目共同主持人。

（二）拜访印尼三口洋中文教育单位 

2017年2月10日至17日，由本校文平强副
校长、中文系伍燕翎主任和中文系赞助人蔡玉泉
伉俪一行人率团拜访三口洋和坤甸的中文教育单
位，包括三口洋教师联谊会、中文补习所和华文
学校，其中有榕树子华文补习所、印华公学、
高杯三语学校和横屏山华文补习所、坤甸西加华
文教育协调机构、坤甸丹戎布拉大学中文系、坤
甸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院和坤甸共同希望语言学
院。该访问团除了跟参访单位探索未来合作，也
进一步了解印尼西加里曼丹华文教育现况和发
展。

（三）代表出席雪隆八独中董、教、校友第 
 81次联席会议 

伍燕翎主任于3月3日代表出席雪隆八独中
董、教、校友第81次联席会议、会上报告新纪元
大学学院升格后的最新发展，并感谢雪隆八大独
中向来对新纪元的支持和爱护。此后，新纪元中
文系进一步加强跟独中的紧密联系，尤其到独中
举办中文讲座。

（四）参与“一带一路马中文化艺术年”启 
 动典礼

2017年4月15日，伍燕翎参与由马来西亚
华社文化艺术咨询委员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
会、马来西亚美术家协会、龙华美术馆联合主
办“一带一路马中文化艺术年”启动典礼。

（五）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到访

2017年6月13日，美国西密歇根大学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到校与中文
系交流，到访来宾包括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
院长李明教授、Department Chair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Studies的Dr. Regina 
Nelson和汉语为第二语言硕士课程主任刘梅梅。
汉语为第二语言硕士为该校新设立课程，表示未
来可以对此领域作出进一步交流，尤其双学位项
目。

（六）盛世修典：通史、丛书、文献、百科 
 全书主题论坛

马新在近三十年来，各种有关马新华人史的
通史著述、文献资料汇编、百科全书等的出版，
极为蓬勃，成果丰硕，如《马来西亚华人史》《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等皆侨乡考察期间，郑振满教授的讲解。

学术工作坊开会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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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探讨这现象，故此邀请了数位曾参与编
写相关著述的学者，分析个中原由，同时分享心
得，故此由陈六使研究所于6月16日（五），下
午2－4点主办了一场题目为“盛世修典：通史、
丛书、文献、百科全书”的学术论坛，邀请新加
坡的文史工作者柯木林先生、何启良博士和新加
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许源泰博士主讲。 

（七） “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汉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7月2日（星期日），由新纪元大学
学院中文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及拉曼大学中华
研究院联合主办，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
究所（INSAP）主催的“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汉
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黄迓
茱活动中心圆满结束，与会人数近250人。此次
活动由系讲师郑诗傧博士负责策划、统筹。发表
人与讲题分别如下： 

场次 发表人 主题 主持人

第一场次 伍燕翎 一带一路与中
文系

张晓威

张三夕 关于深化丝绸
之路历史文化
研究的若干
设想

李焯然 从走进来到走
出去：一带一
路与汉学的
传播

第二场次 潘碧华 古代文学与现
代教学

郭思韵

杨柏岭 “一带一路”
背景下清末民
初词的研究与
传播

潘筱蒨 挽歌美学特色
与马来西亚古
体挽诗美学
变革

第三场次 廖文辉 一带一路与马
新研究

郑诗傧

钟正道 《东吴大学国
文选》中的现
代文学

马良怀 一带一路与佛
教传入

圆桌会议 伍燕翎、
潘碧华、
张晓威 
李焯然、
杨柏岭、
张三夕 
钟正道、
马良怀

前瞻马来西亚
中文系的发展
与规划

伍燕翎

研讨会大合照。（前排左起）潘碧华、张晓威、拿督何国忠、文平强、伍燕翎；（后排左起）潘筱蒨、马良怀、
张三夕、廖文辉、李焯然、杨柏岭、钟正道、郑诗傧、郭思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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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到访

2017年8月15日，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莅校参访，来宾有人文与科学学院巫铭昌院长、
汉学应用研究所吴进安所长、翁敏修副教授、张
美娟副教授、柯荣三副教授、金泰原介助理教授
及科技法律研究所杨智杰副教授。

本系主任伍燕翎博士、高级讲师廖文辉博
士、讲师郭思韵博士、讲师郑诗傧博士及讲师罗
燕婷参与接待。

伍燕翎主任致欢迎词，表示期望双方进行密
切学术联系尤其是双学位、硕博连读、交换生及
实习计划方面的合作。

吴进安所长提出的学术合作项目则有交换教
师、交换生、共同研究、两年一度的学术会议、
短期研习等。巫铭昌院长许诺我系荐往读研的学
生，可享每月6千（硕）或8千（博）的奖助。

荣誉 姓名 单位 题目

优秀 陈得皓 马大中文系 国民型中学当代发展中的困境：以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为例
（1995-2017年）

优良
李志勇 马大中文系 祛魅与建构——周作人散文的科学视野
黎慧盈 新纪元中文系 论北魏国势之衰始于孝文帝汉化之说

入选

黄嘉琪 新纪元中文系 浅析副词的类别
潘佳雯 新纪元中文系 剑仙奇话——论唐传奇《聂隐娘》的侠气精神
谢淑雯 新纪元中文系 论刘邦与项羽的性格对其成败的影响
叶美怡 新纪元中文系 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对汉朝政治文化的影响
周洁恩 新纪元中文系 论感性词人李煜与理性词人晏殊的词作风格比较

新曦中文学坛第一场次。左起为陈得皓、谢淑雯、潘佳雯、
叶美怡和黎慧盈。

第三届“新曦中文论坛”青年学者论坛圆满结束。

（九）新曦中文学坛

中文系系办主催、系会主办的青年学者论
坛——第三届新曦中文学坛，作为文学周系列活
动之一于10月11日进行，论题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如下内容：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小学、文
献学以及汉学及本土研究。论坛旨在加强院系的
研究风气，促进良好的治学态度，培养新一代学
人；为相关领域的青年学子搭建一个交流学术、
沟通思想、砥砺共进的对话平台；鼓励学生关注
学术动态，积极探索创新、拓展视野，共同建
设学术大业；以及为传承汉学、弘扬文明添砖加
瓦。本系郭思韵博士就任顾问，全体老师为论文
指导老师（详后）及学坛评审，也参与学坛当天
的讲评工作。

本届新曦学坛，以致力于汉学相关领域的
本系在籍生为征稿对象之余，开拓交流的对象范
围，邀请外校同学进行学术互动。与会的发表者
有八，历史课题有三，文学课题有三，一篇语言
学，以及一篇本土（本市）研究。其中计有一篇
论文获评优秀，两篇获评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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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签订学术合作意向书

2017年11月30日，新纪元中文系与韩国
首尔建国大学亚洲与离散中心（The Center for 
Asia & Diaspora，Konkuk University，Korea）
签订学术合作意向书，冀未来建立更多学术联系
和学生交换计划。

2.5 论文写作指导

论文作者 论文题目 指导老师 类型

黎慧盈
论北魏国势之
衰始于孝文帝
汉化之说

郑诗傧 新曦中
文学坛

黄嘉琪 浅析副词的
类别 罗燕婷 新曦中

文学坛

潘佳雯

剑仙奇话——
论唐传奇《聂
隐娘》的侠气
精神

伍燕翎 新曦中
文学坛

谢淑雯
论刘邦与项羽
的性格对其成
败的影响

郑诗傧 新曦中
文学坛

叶美怡

论“罢黜百
家，独尊儒
术”政策对汉
朝政治文化的
影响

郑诗傧 新曦中
文学坛

周洁恩

论感性词人李
煜与理性词人
晏殊的词作风
格比较

郑诗傧 新曦中
文学坛

3.3 校内外中文系列演讲

本系常年积极赴各中学或文学文化单位给予
演讲，为推广中文及提升我系学术人员形象不遗
余力。多年来在国内巡回举办的“情牵中文系列
巡回讲座”已引起巨大回响。

此外，中文系也于校内主办了系列文学及

学术讲座，邀请海内外作家或学者莅校演讲，
分享各自的文学创作灵感及学术经验予中文系
生。2017年伊始，本系更启动“系友回校系列
讲座”项目，由讲师郑诗傧博士为协调人，不定
时邀请活跃于各领域的杰出系友回校演讲，分享
各自的中文故事。

3.3.1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

主讲人 主题 地点 日期

伍燕翎 谈散文创作 吉隆坡尊孔独中 2月24日
伍燕翎 小说如何写 吉隆坡坤成独中 3月3日
伍燕翎 作文与创作 培南独立中学 5月20日
郑诗傧 文字的力量 培南独立中学 5月20日
罗燕婷 破中文能说吗？ 培南独立中 5月20日
廖文辉 大马华人文化习俗 SMK Sri Kembangan 6月15日
伍燕翎 谈创意写作 新纪元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6月19日

郑诗傧 像自由一样美丽
吉隆坡坤成中学
备注：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生赖苾君、梁馨
元、陈慧欣、张倩玲同行。

7月14日

郑诗傧 新纪元中文系介绍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嘉年华” 9月10日
郑诗傧 华文之美，华文之用 吉隆坡公教中学 10月26日
罗燕婷 华文的美及选读选考SPM华文 SMK Seksyen 4 Bandar Kinrara 10月27日
伍燕翎 我走这里走上中文之路 吉隆坡甲洞卫星市国中 11月6日
伍燕翎 中文之美 吉隆坡中华国中 11月9日



74

3.5.2 专家莅校系列讲座

主讲人 身份 题目 日期

李焯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云茂潮中
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学的研究方法 7月3日

杨柏岭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执
行院长

化传统与品质传播 --- 孔子的文化传播
实践及现代意义 7月3日

系友回校系列讲座由郑诗傧统筹策划，希望
透过类似的活动让大家看到中文系人的毕业出路
及职涯发展规划的深与广，打开学生的视野。“
新纪元中国语言文学系”脸书专页上也不定期贴

文报道系友的动态与专访，其中包括将讲座的内
容整理成文字，作为宣导，希冀改变外界对中文
系固有的刻板印象。

3.3.2 系友回校系列讲座

主讲人 身份 题目 日期

陈丽娟 1999-2001在籍系友。居美达十年，目
前服务于美国科技企业。 我用中文闯出一片蓝天 6月20日

潘雪儿

2008-2009在籍系友。中文新闻工作
者、华语流行音乐研究者、词曲创作
人，现任新加坡新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Mediacorp Pte Ltd)中文新闻组编辑。

文字与镜像：我的创作思考与人文
关怀 10月24日

优秀系友潘雪儿与中文系师生合影。

3.4 活动

本系今年主办了多项具有影响力及有意义的
活动，提升了中文系的整体形象，成功打造了一
个年轻且活力的科系。

3.4.1 拜访独中招生活动

中文系讲师于2017年2月份参与招生处拜访
以下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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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流程
8:30 am – 9:00 am 报到
9:00 am – 9:30 am 开幕

9:30 am – 11:00 am 红蜻蜓出版社作家：谢智慧 & 黑妈妈
我用华文创作

11:00 am – 11:15 am 小休

11:15 am – 12:30 pm 《学海》周刊记者：王国刚
让中文乐来乐美

12:30 pm – 2:00 pm 午餐充电

2:00 pm – 4:00 pm 活动环节：遨游华文之旅·灼灼其华
育华国民型中学老师：蔡春梅

4:00 pm – 4:30 pm 总结 –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博士
4:30 pm 散会

2017年3月11日，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第
五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参与人数
600人，有35所间的中学参加。该活动的主办单
位是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化推广

中心、联办单位是雪州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协
办单位是艺青出版社、协办媒体是《星洲日报·
活力副刊》、《学海》周刊。本次活动由罗燕婷
讲师策划。

日期 拜访学校 参与讲师

2月13日 巴生滨华中学、巴生中华独立中学、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巴生兴
华中学 郑诗傧

2月14日 吉隆坡坤成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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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燕婷

2月16日 芙蓉中华中学、波德申中华中学 伍燕翎、郑诗傧
2月17日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怡保培南中学、怡保深斋中学 罗燕婷
2月23日 马六甲培风中学 罗燕婷

3.4.2 “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

3.4.3 昔加末“我爱华文，我考华文” 两日学习营

连续5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都
在雪隆区主办，新院秉持着源自社会，回馈社会
的办学理念，故在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和
4月29日（星期六 ）中国语言文学系把“我爱华
文，我考华文”一日营移师柔佛昔加末举办，以
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并把继承和发展母语的使命
继续发扬光大，让其他州属的学生也能了解学华
文、考华文的重要性。因此，第一届昔加末“我

爱华文，我考华文”两日学习营在昔加末春秋慈
善社举办。联办单位包括NBw人文书艺坊、昔加
末狮子会及女狮会、柏马尼斯选区协委会、昔县
教育局、康文女中家协、华文科委会。该学习营
约有300位学生参加。本系罗燕婷讲师负责策划
此次活动，并与系讲师郑诗傧博士、邱彩韵博士
各予一场讲座。系在籍生彭会婷、洪芯仪亦随同
担任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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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流程

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
9:00 am – 9:30 am 报到
9:30 am – 10:00 am 开幕

华乐表演
10:00 am – 10:15 am 茶点、 小休
10:15 am – 10:30 am 楔子
10:30 am – 12:15 pm 讲座（一）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讲师邱彩韵博士
题目：小故事，大道理—华文课里的繁花盛景

12:30 pm – 1:30 pm 午餐充电
1:30 pm – 3:00 pm 讲座（二）

本地知名音乐人：周金亮老师题目：听歌曲说话
3:00 pm – 3:30 pm 小休 歌曲：杨培安 《我的骄傲》
3:30 pm – 4:45 pm 讲座（三）

新纪元大学学院讲师罗燕婷
题目： Pasar中文能说？不能说？

4:45 pm – 5:00 pm 茶点 、休会
2017年4月29日（星期六）

9:00 am – 9:30 am 报到
9:30 am – 11:00 am 讲座（四）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讲师郑诗傧博士
题目：我站在十字路口，举起爱的方块牌

11:00 am – 11:30 am 小休、茶点
11:30 am – 12:30 pm 团康歌曲：杨培安 《我的骄傲》
12:30 am – 1:30 pm 午餐充电
1:30 pm – 3:30 pm 讲座（五）

马华作家：许裕全老师
题目：读书和写作

3:00 pm – 4:00 pm 座谈小结：刘清分、杜玲霖
4:00 pm – 4:30 pm 营员分享会
4:30 pm– 5:00 pm 闭幕：陈劲行昔县华校督学

（附图）说明 4.4：第一届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开课礼大
合照。

3.4.4 新生开课礼

5月8日，本系进行5月份学期新生开课礼，
亦本校升格后首届中文学士课程新生开课礼，由
系办与系会联办，系讲师郭思韵统筹。开课礼分
为如下环节：系办简说、主任致词、系会简说、
系长致词、心中一亩田、赠君一席话、直属学长
姐制度及问答环节。全体在籍师生均需列席。此
后每个大学期的开课礼大抵皆循此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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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天行健中文大奖”新闻发布会

中文系于2017年7月28日举办“天行健中
文大奖新闻发布会”。这个奖项的设立是为了
鼓励马来西亚各源流中学推广和发扬华文教育、
对优秀中文老师和学生给予认可和推崇、培育爱
护华文的新生代。此大奖一共设有五个组别，其
中包括年度最佳华文学会大奖（国中/国民型/独
中）、年度最佳华文教师大奖（国中/国民型/独
中）、年度学生最佳华文表现奖（中学、大学先

修班、文凭课程、大学基础课程或与之同等学力
资格者）、年度大专中文系生杰出表现奖、年度
新纪元中文系优秀生奖。参与新闻发布会的除了
作为主办方的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及讲师郑诗傧、
郭思韵、罗燕婷，还有作为联办单位的雪隆太平
华联校友会的刘庆豪会长及校友会的干部，如李
顺兴、许如意、李益荣、周进才。

3.4.6 FCC嘉年华

2017年9月30日，由中文传播大学基础
课程班导师罗燕婷带领该班的学生在新纪元
《2017美食嘉年华》举办FCC嘉年华。此活动
的目的是为了筹募“户外教学团康游”的活动基
金。当天所有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都参
与此活动，共有28位。该摊位的名字为“王者之
战”，学生们准备了4种游戏让大家一起参与。 

3.4.7 《师父遇见音乐》讲谈弹唱会

2017年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第十二届文
学周之《动文静武》系列活动--《师父遇上音
乐》讲谈弹唱会，由中文系和雪隆太平华联校友
会联办。该弹唱会于2017年10月7日（星期六）
晚上7时30分至10时正在新纪元大学学院B500
大礼堂举办，由系上讲师罗燕婷作为统筹人。《
师父遇见音乐》是由本地独有的古代诗词与音乐
融合，本地著名音乐人周金亮老师和继程法师一
起在台上谈谈唱唱。当晚出席的人数约400人。 

两造合影：（前排左起）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文化组李顺兴
先生、秘书许如意女士、教育组组长李益荣先生、文化组组
长周进才先生、会长刘庆豪先生、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主任伍燕翎博士、副校长文平强博士、中文系讲师郭思韵博
士、郑诗傧博士及罗燕婷讲师。

3.4.8 第十二届文学周“动文静武”

中文系系会于2017年10月7日至12日期
间，举办第十二届文学周，以促进学院与社区的
文学风气，传承、弘扬中华古今文化，同时为文
学与学术的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平台。该活动由中
文系主催，系上讲师郭思韵博士作为顾问老师。

本届文学周主题为“动文静武”，意在突破
以往文学静态与武术动态的形式，将二者的形态
进行倒置，不仅多方面诠释文学与武以加深参与
者的认知，亦通过文学作品欣赏文武结合之美，
引领大众探讨文学与武之间的奥秘。以下为本届

文学周活动流程，进行详情可参见系官网活动简
报《新纪元大学学院第12届文学周——“动文静
武”总回顾》。

本届文学周同时兼顾了文学、文化及学术方
面的推广，尤重以对谈的形式进行实际经验的分
享与交流。筹委会希望籍着筹办文学周，点燃每
个人心中热爱中华文化的火苗，愿它们在不久的
将来能成为熊熊烈火，绝不被时光长河所扑熄，
持续照耀着下一代。 

日期 时间 活动 主讲者/主演者/导师

7/10
（六）

7:30 pm–10:00 pm 《师父遇见音乐》讲谈弹唱会 继程法师、音乐人周金亮

9/10
（一）

10:00 pm–11:00 am 开幕仪式暨武术表演 东北北太极拳武术学院学员
1:00 pm–5:00 pm 武术对谈与体验 陈式太极拳教练高丞鸿、徐幼声，

武术教练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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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抢救PPT”工作坊

2017年11月7日，中文系讲师郑诗傧主
办“抢救PPT工作坊”予FCC学生，主讲人为本
系在籍实习生巫雪漫及张嘉琪。 

3.4.10   中文系系徽设计比赛

本系将于2018年迈入20周年，却未有专属
系徽，在系办的主催下，中文系系会遂于8月1
日至11月15日间举办系徽设计比赛，以征集具
有本系特色的系徽设计作品，同时亦为本系中文
人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参赛作品要求为能
体现本系特色与文化、富于内涵和美感、具有鲜
明象征意义及强烈可辨性而又易于记忆、适合平
面宣传的创意之作。参赛者须为本系系友或在籍
生。首奖作品将作为基础修订为中文系系徽，优
胜作品将收录于本系《廿周年纪念专辑》。经评
选，首奖荣誉由 2017年中文传播基础课程在籍
生梁馨元获得，2015-16年在籍中文系系友洪芯
仪、王欣慧的作品则各获得优秀奖。

3.4.11   “缅怀马新文坛前辈——金枝芒” 
    座谈会 

为纪念马华人民作家金枝芒老先生逝世30

周年，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于2017年11月17
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C座UG楼黄迓茱活动中心举
办“缅怀马新文坛前辈——金枝芒”座谈会。新
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连同21世纪出版社、文运
书坊和艺术天地（新加坡）联合举办。其他协办
单位包括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爝火》季
刊、诗乐园、风雅颂诗刊、马来西亚华教研究
社、曼绒文友社、霹雳华教工作者联合会、马来
西亚老友联谊会及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此
次座谈会的主讲人有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主任
伍燕翎博士、博特拉大学外语系中文组高级讲师
庄华兴博士以及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
授，并由《爝火》文学季刊顾问甄供先生主持。 

3.4.12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户外教学团 
     康游

为了扩大学生们的学习领域，中文传播大学
基础课程班导师罗燕婷带领28位学生（全班）
于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至12月2日（星
期六）到吉胆岛进行两天一夜户外教学团康游。
此户外教学团康游将课程的学习延伸至教室外，
让学生们能够与老师凝聚在一起，共同策划、执
行、配合、分享与合作，以发展最适合的教与学
的教育环境。

10/10
（二）

10:00 am–12:15 pm “读中文系的
人”交流会

第一场次：
中文系本科
学习经验分
享

曾就读于：
·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的黄子扬
· 马来亚大学的林汉聪
· 台湾东海大学的陈佩蓝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张嘉家
· 中国南京师范大学的杨钦宪

1:30 pm– 3:45 pm 第二场次：
中文人职场
经验分享

· 三三出版社社长吴采芬
· 月树咖啡馆老板刘艺婉
· 《星洲副刊》记者邓雁霞
· 《创富天下》杂志总编辑张东海

11/10
（三）

9:00 am– 3:00 pm 第三届新曦中文学坛 ·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在籍生
· 新纪元中文系在籍生

12/10
（四）

10:00 am–11:30 am 煮茶论道：文学与武术分享
会——从文学、影视与武术的
角度分享彼此对“武”的心得

武侠小说爱好者潘佳雯；
武术运动员彭奕睿、周洁恩

2:00 pm–3:30 pm 文学座谈：马华新潮流 马华作家方路、周若鹏
4:00 pm–5:00 pm 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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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校外评审

3.6 荣誉 

本系讲师也积极参与校外的评审活动，借此
达到与外界的交流及增加本系的曝光率。

· 郑诗傧受邀于4月11日赴加影育华小学担
任雪州乌鲁冷岳县华小华语演讲比赛评审。

· 伍燕翎受邀于4月16日参与花踪文学奖小
说新秀奖决审会议。

· 伍燕翎受邀于5月12日赴士毛月新民华小
担任第14届乌冷县华小诗歌朗诵比赛评审。

· 伍燕翎受邀于5月22日赴华侨小学担任2017
年鹅麦县华小第14届华语诗歌朗诵比赛评审。

· 郑诗傧受邀于6月21日赴加影育华中学担
任乌鲁冷岳县华语诗歌朗诵比赛评审，并担任讲
评。

· 系上全体讲师受邀于10月上旬，担任本校中
文系系会主办第三届中文新曦学坛论文评审。

· 伍燕翎受邀于9月25日赴吉隆坡中华独中
担任“新雨文学奖”评审并参与点评。

· 伍燕翎受邀于9月27日及28日赴吉兰丹担任
第14届全国中小学诗歌朗诵比赛专业评审。

· 伍燕翎受邀于11月3日，赴吉隆坡循人中
学担任文学奖评审并参与点评。

3.6.1 在职学术人员表现

获得者 项目；荣誉/表现 作品（如有） 日期

廖文辉 《亚洲周刊》十大好书 《马来西亚史》 -

郑诗傧 参与人力资源部（HRDF）的合格讲师认证培训班，
并成功取得证书 23/11~27/11

·彭会婷、郑佳仪于1月份校第十八届（春
季）毕业典礼荣获全人教育奖。

·王欣慧于1月份校第十八届（春季）毕业
典礼荣获林晃升学术优奖。

·洪芯仪、李明诗于1月份校第十八届（春
季）毕业典礼荣获书券奖。

·陈祖泉（系友）、黄义斌、陈建发于《学
文》第11期发表文章《吉打两座寺庙考察记》。

·潘佳雯于6月4日至17日代表本系参加第
二届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

·周洁恩于8月19日为东南亚运动会进行开
幕表演，代表单位功夫小子武术学院。

·周洁恩于10月4日的《星洲日报·副刊·
星云》上发表文章《这些事那些天》。

·黎慧盈于10月11日的第三届新曦中文学
坛中发表学术论文《论北魏国势之衰始于孝文帝
汉化之说》，获评优良。

·李欣棋、陈怡静、余焯颖、邱媛雁于11
月7日的2017年新纪元校内辩论赛薪传杯中获得
季军。

·周洁恩于11月24日至27日的2017年吉隆
坡国际武术交流大会上，斩获“陈式太极拳老架
一路”、“陈式太极拳老架二路”、“陈式太极
单剑”三项金牌，代表单位功夫小子武术学院。

3.6.2 在籍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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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校外座谈、专访

3.6.3 在籍生奖助学金受惠

奖助学金名称 颁发单位/赞助方 受惠者 金额

大专中文系助学金 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 陈建发 1500
大专中文系助学金 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 潘漪铃 1500
大专中文系助学金 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 廖心瑜 1000
大专中文系助学金 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 刘慧怡 1000

·郑诗傧接受《星洲日报》旗下综合视频网
络平台“百格Pocketimes”专访，视频于2017年
5月17日于其脸书专页发布，链接如下：https://
goo.gl/45G5Er

·10月24日，郑诗傧老师及中文传播大学
基础课程学生张倩玲、丘凯文及陈慧欣同学接受
《学海》周刊访问。访问内容关乎中文系主办“
天行健中文大奖”的意义及畅谈各自在华文学

会的经验及学中文的苦乐。报道刊登于11月13
日，第4-5页。

·11月7日，伍燕翎受邀参与由《星洲日
报》“爱华文工委会”举办“爱华文”运动华文
圆桌会议，邀请到教育部、校长、教师、作家和
专业领域等各方代表参与探讨如何让更多学生爱
上中文。

3.8.1 涉系办者

日期/时间/版次等 媒体 主题/事项 信息查询

06/10 星洲日报 李锦宗往生100天，万册藏书捐新纪元 本系官网

3.8  新闻报道题录

3.8.2 涉在职学术人员者

日期/时间/版次等 媒体 主题/事项 学术人员/在籍生

2017年5月17日 百格Pocketimes 80后女孩 为报考华文所做的“牺牲” 郑诗傧
2017年5月23日 南洋商报副刊 中文的无用之用 伍燕翎、郑诗傧
2017年7月30日 星洲日报 大马中文教育遍地开花 伍燕翎
2017年7月18日 中国报 董狐之笔重构春秋——马来西亚史 廖文辉
2017年8月31日 TV8 8点新闻国庆专题访谈 廖文辉
2017年10月24日 中国报 不忘民俗 廖文辉
2017年10月31日 星洲日报 “爱华文”运动华文圆桌会议 伍燕翎

2017年11月3日 学海
受访关乎中文系主办“天行健中文大
奖”的意义及畅谈各自在华文学会的
经验及学中文的苦乐

郑诗傧
张倩玲
丘凯文
陈慧欣

2017年11月11日 星洲日报·大都会 伍燕翎主任赴隆中华演讲 伍燕翎
2017年12月20日 星洲日报·大都会 伍燕翎谈华文之美 伍燕翎
2017年12月24日 亚洲周刊 马来西亚史颠覆官方论述 廖文辉
2017年12月31日 TV8 830“籍宝箱”节目访谈 廖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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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筹得款项

3.10  其他

·11月24日，中文系主办“天行健中文大
奖”模拟支票颁发仪式。校长莫顺宗博士从BIO 

GREENO创办人黄维贤博士手中接领达RM35,900
的模拟支票，作为该项活动的经费。

·本校升格为大学学院，3月份学期，home-
grown３年制中文学士课程正式启动，接受新生
入读。与此同时，共有10名在籍生从2+2双联课
程转入新制。

·8月13日，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诚邀中文

系赴“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四十八周年会庆——
华联子弟倾情之夜”。出席此晚宴的有文平强、
伍燕翎、郑诗傧、吴振声及中文系系长潘佳雯、
中文系生陈建发及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的赖苾
君。

本系接受其他大专院校之实习生

实习期限 大专 姓名 备注
29/05-26/0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蔡美欣 协助处理系上行政业务

19/06-12/08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
阙佩欣 协助处理系上行政业务
张维康 协助处理系上行政业务

01/08-30/11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

张嘉琪 协助系上讲授基础汉语一课，设计基础汉语
教材，同时参与出版编辑工作等。巫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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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学系

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计划明年会开办4门
课程，包括：市场专业文凭、市场（荣誉）学
士、国际商务文凭、国际商务（荣誉）学士、企
业管理硕士。商学系原有课程包括： 

·大学课程： 商业与会计（荣誉）学士，商
业与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专业文凭课程： 会计专业文凭课程，商业
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

·大学基础课程： 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

·证书课程： 商业与资讯工艺证书课程

加上前述新课程即总共有11项课程。商学
系未来也将开办更多的本院大学课程。

4.1 学术发展 

4.2 商业大讲堂

4.3 学术大讲堂

4.4 职员活动 

为了让学生能吸取课堂以外的商业知识和
概念，以备将来在社会上工作时之需。本系邀
请多位著名学者商业人士进入校园举办商业大
讲堂以及学术大讲堂，与学生们分享他们的心
路历程与经验，以让他们了解实践商学的方法
和其对他们未来生活的重要。

（1）本系于2017年5月29日邀请Mr. See 
Kok Meng 及Ms. Peggy Au 主讲Insurance 
Awareness Among Graduates让学生了解保险
对未来生活的重要性。

（2）本系于2017年9月18日邀请Ms . 
Lettah d/o Karunakaran主讲Perancangan 
Kewangan yang Efectif目的是让学生们及早接
触有关理财的概念。

（3）本系于2017年9月25日邀请来自
Chester公司的Mr.Jie Kai主讲Starting Business 
Via Wechat让学生多了解微信的商业价值与商
业模式。

Mr. Jie Kai与系主任合照。

（1）本系于2017年9月23日及24日邀请
Khairunnisa bt Abd Hamid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
为SPM准考生主讲 “Teknik Menjawab Sejarah 
SPM”。

（2）本系于2017年10月7日Navaratnam 
讲师带领商业与行政（荣誉）学士课程学生为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举办“Stress 
Management Workshop for DBA student”。

（3）本系于2017年10月8日由本系王汉
国讲师为SPM准考生主讲 “Teknik Menjawab 
Mathematics SPM”。

（4）本系于2017年10月14日由本系
Navaratnam讲师为SPM准考生主讲 “Teknik 
Menjawab Ekonomi Asas SPM”。

为了符合时代与前瞻，商学系的职员不断地
提高、完善自己，同时也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
平，以获得专业成长，如进修、参与多项科目研
讨会、专题讲座、职业培训、研究等活动。

（1）本系主任陈国源博士主讲由副校长   

（学术与研究）举办的讲座“教育研究——设置
与方法”。

（2）Dr. Shamuni高级讲师出席由IRS 
Training Sdn. Bhd.主办的“Train the Trainer” 
工作坊。Dr. Shamuni高级讲师也主讲由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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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研究）举办的讲座“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in Research”。

（3）陈群娣讲师出席由UKM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主办的“Partial Least Square 
Workshop 2017”工作坊。

（4）谢富强讲师出席由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MIA)主办的“Shares with No 
Par Value, Share Buybacks and Redeemable 
Preference Shares”培训。

（5）Navaratnam讲师主讲由副校长（学
术与研究）举办的讲座“Quantitative Tools in 
Inferential Statistics”。

（1）2017年8月5日在蔡来宝讲师及
Navaratnam讲师带领让本系学生顺利在加影市
内举办“NEUC Campus Run”路跑活动。

4.5  学生活动 

“NEUC Campus Run”路跑的全体师生合影。

（2）本系2017年11月10日商学系学生前
往芙蓉市养乐多（马）有限公司工业参观。

参观养乐多（马）有限公司。

（3）本系2017年11月15日商学系学生前
往位于沙登的Beryl’s 巧克力厂工业参观。

（4）2017年12月2日，商业与行政（荣
誉）学士课程Spread a little cheer活动的师生
们走访加影Yayasan Ozanam (Rumah Keluarga 
Kami)，提供爱心和关心被遗弃的孤儿。

Spread a little cheer 师生们走进Yayasan Ozanam (Rumah 
Keluarga Kami)。

（5）2017年11月18日及19日行政专业文
凭课程的学生在加影Mineski电脑网络中心举办
Dota 2电玩公开比赛。这个活动宗旨是为了让学
生学习及体验整个项目的规划，组织和执行过
程。

主办“Dota 2电玩公开比赛” 的行政专业文凭课程学生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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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

5.1 学术发展

5.2 招生活动

5.3 职员活动 

新纪元大学学院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
目前已有了两个学士课程和三个文凭课程。在
2018年里，本系将会再开办更多学士课程和文
凭课程，课程包括的有：Bachelor of Scienc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Bachelor of Science 
in Networking、Bachelor of Science in Cyber 
Security和Diploma in Cyber Security等等课程。

为了让大众更能够清晰地了解新纪元大
学学院的课程，主任和讲师们也如同往年一
样极力配合招生处的活动，参与2017年12
月9日与10日，地点在于Mid Val ley购物广
场的SUREWORKS大型教育展。

本系庄正伟主任（左一）正与家长和孩子解释课程的内容

本系的讲师与职员为了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教
育教学水平和知识，大家都参与了许多活动，作
坊和讲座。

（1）本系庄正伟主任参与了《新故事研习
班》内部培训。

（2）杨巧真讲师在这2017年里，参与了许
多活动、作坊和讲座让自己增广见闻。她参与的
活动、作坊和讲座包括： Educational Research: 
Design & Methodology、Quantitative & 
Qualitative Approaches in Research、Artificial 
Intelligence、Cloud Computing、Quantitative 
Tools in Inferential Statistics等等。

（3）Widura讲师在这2017年里出版了
Kerangka Intervensi Maklumat Siasatan Kes 
Salah Laku Polis (Technical Paper) ，也参与
了许多活动、作坊、训练和讲座。她参与的活
动、作坊、训练和讲座包括：ASP.NET Essential 
Training、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Exploratory Overview、Educational Research: 
Designs and Methodology、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in Research、Chat With 
Expert、WeChat: Introduction of WeChat for 
Social Media and Business Purpose等等。

（4）林美月讲师在2017年参与了：Staff 
Seminar 2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Exploratory Overview、Staff Seminar 
3 – Educational Research: Designs and 
Methodology、Research Workshop 1 –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in 
Research、Staff Seminar 4 –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Travelling and Cultural Observations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mong Vietnamese 
Officers in the 19th Century、Staff Seminar 9 – 
Quantitative Tools in Inferential Statistic、Lecture 
Semin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he Science 
That Shaping Our Future”、Industries Seminar 
“Cloud Computing”、Oxford International 
AQA Examinations Continu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event – 'Strategie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ir Maths and Science 
exams at GCSE and A-level’ 等等。

（5）助理执行员刘碧燕参与了《新故事研
习班》内部培训。

5.4 学生活动

5.4.1 《与校长有约之茶会交流》

本系2017年9月份应届的毕业生们都非常珍
惜这一次的《与校长有约之茶会交流》，所以同
学们都踊跃地参与了这次的交流会，同学们都直
言说校长的致词十分生动和有趣，很开心这一次
的参与，真的获益良多。



85

5.4.2 交接会

本系学生于2017年12月6日，下午3时，
诚邀李锦兴博士、庄正伟主任以及吴振声主任出
席本系的交接会，每逢系长与副系长将要毕业之
际，都会筛选新一任的系长与副系长，系长与副
系长的责任非常重大，他们如同学生们与导师们
之间的桥梁，导师们如有最新消息，他们便是导
师们最好的助手，把最新消息准确地带给大家，
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让大家有了更良好的
沟通，系长与副系长这个职位真的不可缺少。

莫顺宗校长正进行致词。

5.4.3 导生师生聚会

为了答谢导师们这一年里给予他们努力地教
导，本系与商学系的学生于2017年12月6日，晚
上7时，举办了一个导生师生聚会，邀请了本系
以及商学系全体讲师一起出席。

学生们在舞台上舞蹈表演。

5.4.4 学生作品展示

本系收集了学生优秀的作品作为展示，学生
在讲师努力的教导下发挥了自己的创意，以及从
老师身上学到的知识，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

学生们优秀的作品。

5.5 2017 学术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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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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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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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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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新纪元大学学院首度承办澳洲
数学赛（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MC）。今年马来西亚共有375间学校参赛，参
赛的学生有7247人。此届AMC的比赛日期为7月

5.5.1 AMC 澳洲数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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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数学比赛颁奖典礼：贵宾、校长、老师与得奖者（小学组）合照。

澳洲数学比赛颁奖典礼：贵宾、校长、老师与得奖者（中学组）合照。

5.5.2 第七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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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陈嘉庚青少
年发明奖。

此届共计184件高中组和初中组的参赛作

品。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的颁奖典礼也顺利于9
月10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C座黄迓茱活动中心举
行。同时，在会场也展示所有得奖作品。出席者
包括南大教育与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李景通先生、李华联先生、委员会主席暨新纪元
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新纪元大学学
院副校长文平强博士、比赛评审陈庆地博士、南
大董事理事以及各校校长、老师、家长与得奖者
们。

27日，在全国各个赛场同步举行比赛。从2016
年开始，马来西亚区域的参赛者开始提供三种语
言的赛卷——华语、英语及国语。

本届颁奖典礼于10月29日在新纪元大学学
院五楼大礼堂举办，荣欣邀请到澳洲数学基金会

首席执行官Mr. Nathan Ford、与澳洲驻马来西亚
最高专员署二等秘书Ms. Viviane Mouait拨冗主
持盛会。其他出席者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
主任陈国源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电脑科学与资
讯工艺系庄正伟主任以及各校校长、老师、家长
与得奖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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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颁奖典礼（初中组）合照。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颁奖典礼（高中组）合照。

5.5.3 雪隆中学华罗庚数学比赛

为了鼓励中学生研究数学，福建会馆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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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届。此届赛
会是由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和新纪元大学学
院联办，并于8月13日（星期日），早上10时，
假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此届盛会约有335位来
自雪隆各地的中学生报名参与。

本届颁奖典礼于9月24日于雪隆福建会馆礼
堂举办、出席者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
林忠强博士、雪隆福建会馆会长戴炳基先生、工
委会主席陈庆地博士、工委会财政梁水哲先生、
工委会委员李萍女士、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主
任陈国源博士、雪隆福建会馆委员、各校校长、
老师、家长与得奖者们。

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颁奖典礼全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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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媒体研究系

理论与行动教学策略是媒体研究系自2001
年创系以来所订下的方向和目标。2017年是学
生走入社区、回馈社区，用行动具体展现课堂所
学的一年。这一年，除仍继续出版《观察家》社
区报，用文字及照片展示社区关怀行动外，“公
关实务”课更将行动落实到动物保护与健康议题

上，包括“Furry Angel别弃狗狗吧” 系列活动
及“Aim for Mend”系列活动，藉由网络社交媒
体广大的影响力，达致关怀社会与动物等不同生
命的目标。此外，广播电视系与媒体研究文凭班
一年级学生也走入加影社区进行《影行人2》纪
录计划，采集及记录15位老加影人的生命故事。

6.1.1 出版6份《观察家》社区报

6.1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及2+2学士学位课程

2017年5月份学期的三刊合一。 2017年9月份学期的三刊合一。

配合5月份及9月份两学期的“报章出版实
务”课，修课同学（2015年8月份入学的广播
电视学系──电视组2+2学士学位课程、2016
年1月份及4月份入学的广告学系学士、广播电
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2016年8月份入学的
广告学系学士、2016年8月份入学的广播电视学
系──广播组2+2学士学位课程，以及2016年1
月、4月份及8月份入学的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修读学生）顺利完成共6份8至12版不等之A3纸
张大小的全彩《观察家》社区报。

《观察家》社区报模拟一般报馆的运作模
式，由学生自主组成编采部与行政部，除自行规
划、采访、写作、摄影及编辑排版内容外，也对
外招徕广告、推动营销与发行策略等，藉此达到
学习媒体管理的技能。

内容部份，今年仍沿续《观察家》传统形

式制作社区关怀议题新闻，但在呈现上做出创新
尝试，不仅以主题分刊，也结合文字及图片叙事
形式，每期以正刊、副刊与画报三刊合一的方式
出版，籍此培养学生以文字及图片等多元方式说
故事的能力。5月份共出版一期三刊，包括社区
正刊、校刊及副刊画报，每刊8版，其中社区正
刊首次以双专题的方式呈现：封面主题〈加影水
火夹攻〉，封底主题则为〈大马第一捷运MRT1 
SBK〉；校刊主题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升格之
后⋯⋯〉，以及副刊主题为：〈渔夫 捕平凡．
捞安稳〉。9月份共出版一期三刊，包括社区正
刊、副刊及画报，每刊12版，其中社区正刊的新
闻专题为：〈国家需年轻选票〉；社区画报主题
为：〈新村．哩〉，以及副刊画报主题为：〈人
生〉。《观察家》每期发行1000份，由修课同
学深入到新纪元大学学院、加影及周边社区以1
令吉销售（三刊合一）。

6.1.2  制作《影行人2》络网新闻

沿续2015年的《影行人──15个加影人的
故事》精神，今年再次尝试推动《影行人2》计
划，透过5月份及9月份学期的“新闻学II（新
闻采访与写作）”（广播电视学系2+2课程一年

级）及“新闻采访写作”（媒体研究文凭课程
一年级）两门课的期末作业，由修课同学实际
走进加影老街、巴剎及锡米山新村等地区寻找
有丰富人生经验的加影人，进行采访、拍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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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将他们珍贵的生命故事撰写成人物报导及
纪实影像，并发布到新闻网站上与社会共享。5
月份学期共纪录了6位“影行人”故事，发布于
《影行人  足．影》新闻网站上（网址：https://
neucyingxingren.wixsite.com/zuying）。9
月份学期共纪录了9位“影行人”故事，发布
于《影．迹》及《影行人》新闻网站上（网

址：https://neucyxrdms1a2017.wixsite.com/
yingji、https://kajangobserver2017.wixsite.
com/kajangobserver）。藉由这次的采访纪录行
动，不仅拉近学生与加影社区的距离，协助他们
培养社区关怀价值及提升人际互动能力，也将加
影人宝贵的人生经验纪录下来，丰富加影的人文
遗产。

完成影行人采访任务，同学们都乐开怀。 在几次的采访互动后，学生与老加影人建立亲密如爷孙的
关系。

6.2.1 公关实务

6.2 广告学系2+2学士学位及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参与者高举“杜绝弃养，从心开始”的牌子。

公关实务是一门实践课，参与的学生包括媒
体研究专业文凭班和广告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
的学生。此课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把在课堂上所
学到的公关知识运用在现实生活上。

5月份学期的公关实务活动，20名公关组
同学与老师连办3场“Furry Angel别弃狗狗吧”
路展教育大众有关流浪狗及狂犬病的知识。在
2017年7月14日以及17日分别在循人中学以及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举办两场路展，以影片简报
的方式呈现流浪狗与狂犬病的知识。此外，于
2017年7月18日，“Furry Angel别弃狗狗吧”
也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举办第三场展览与醒觉活
动。此次路展中邀请了爱护动物非营利组织Save 
a Stray, Strive For Animals Welfare（SAW）负
责人朱慧珊以及狗主罗颖华当分享嘉宾。此活动
获得教育伙伴爱护动物非营利组织雪州防虐动物
协会（SPCA)以及Be Teenager的支持与赞助。

在循人中学举办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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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已成为许多城市人的生活习惯，然而大
家对身体的忽视和健康的危机却视而不见，9月
份学期的公关实务活动举办“身体要修复，睡觉
不马虎” （Aim to Mend，Time for Bed）公关活
动，在11月10日上午穿着各种职业制服在陈秀
莲路的南大门商业中心（Southgate Commercial 
Centre）为当地的上班族带来一场“不熬夜”快
闪活动旨在让大众、青年以及职场人，了解“熬

夜”对身体的伤害，培养健康的生活作息。该活
动也派出150份小册子以及眼罩让民众更了解熬
夜的资讯，根据该手册搜集的资料显示；熬夜，
已成为城市人的生活习惯，然而多数人对熬夜的
后果仅有表面认知，并不晓得睡眠不足不仅让人
感到精神不佳、免疫力下降，更甚会导致车祸发
生、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癌症、猝死等。 

公关活动筹委向路人展示睡眠意识手册。 筹委们以躺地睡觉的行为来吸引路人注意熬夜的危机。

6.3.1 开播造势活动

6.3 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广播组

沿续往年的传统，为了让“空中之城”的节
目得到有效的宣传，广播组的全体学生DJ分别于
5月18日及9月27日在黃迓茱活动中心举办了开
播造势活动。

今年的直播时段，学生DJ除了主持个人直播
节目外，还挑战了双人直播。

9月份学期造势活动圆满结束，来个全体合影。

为了指导听众准时收听节目，学生DJ 往往会在开播前作出
节目预告。

6.3.2  空中之城“用声音去旅行”

在节目制作方面，为了让实习内容更加多
元、培养学生关怀并尊重周遭人、事、物处世准
则，“空中之城”希望藉由校园电台社区化的延
伸，促进学生参与社会机制的热诚；为此，本台
设立了“用声音去旅行”单元，鼓励学生走出户
外，寻找创意与灵感。通过学生与社区的各阶层
人士进行互动交流，并在旅行途中用声音来记录
周围的人、事、物，最后制作成校园广播电台的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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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校园广播电台户外直播分享会暨小型 
 毕业展

 在每个学期末，“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
的直播DJ们都会为自己进行一个小型毕业展，从
室内直播室移至户外，让他们体验与享受户外直
播的乐趣，也为他们自己所学的一切能在校内画
下完美的句点。学生经过十个星期的磨练终于修
成正果, 分别于8月1至3日和12月12至14日走出
广播室，同时将十期直播内容成果展示于人前。

学生DJ们的户外直播。

6.3.4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开放参观

随着“从校园走入社区”，除了希望使学
生对广播电台运作的范畴更为广泛，也期望民众
了解并支持本台的经营理念。“空中之城”常
年对外开放，供中学生和大专生到访参观与交
流，此次来访单位包括巴生光华独中及台湾中学
师生。此外，前来本台参与录制“空中之城”台
呼的，包括本地歌手东于哲、罗忆诗、Aki黄淑
惠、John黄俊源、Meer Nash & Maisarah、新加
坡歌手郭美美、音乐制作人陈彦辉、王炳智、杨
朝焰、电台主持人王彪民，以及临终关怀推动者
冯以量。

杨朝焰与罗忆诗。

6.3.5 “Let’s Go on Air”校园种子计划

为响应本院一向推崇“源自社会，回馈社
会”的理念，同时善用广播资源回馈校内的学
生，本台于6月29日，开放广播空间让非广播组
同学有机会参与主持与制作节目，体验录音的感
觉。此同时为录音比赛的活动，是以个人或两人
一组的形式进行。每位参赛者的成品，随后亦透
过网络票选及点击率，选出优胜。优秀作品之后
安插在校园电台节目中播出。

2017年“Let’s Go on Air”颁奖仪式。

6.3.6  广播工作坊

在职能培训方面，“空中之城”在2017年
5月份学期举办了两天的广播工作坊和分享会，
并邀请了业界职人前来分享相关经验，冀学生从
中吸取业界前辈的经验，提升自身的实力和开拓
学生的视野。其中，Melody FM节目经理丘咏欣
老师为学生讲解如何撰写一份好的广播节目企划
书，而Roland Asia Pacific经理Dennis Tan先生
则教导学生使用广播器材的技巧。

Melody FM节目经理与全体校园DJ在工作坊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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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术与设计系

The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in 2017 
worked at fresh methods of implementing our 
curriculum. We believe this was important 
to provide a more effective teaching-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lso to inculcate community-
spiritedness among students. Overall, there 
wer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this venture and 
its effectiveness will be constantly reviewed in 
the coming year.

 In general, the department’s annual 
activitie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Launch of Bachelor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audit of existing programmes to ensure better 
academic quality.

·Self-promotion and student enrolment 
efforts

·Enhancement of student life

·Engagement with the community

These goals are detailed out in the sections 
below.

 7.1.1  LAUNCH OF NEW PROGRAMME

With the upgrading of New Era to University 
College, the department launched its first 
bachelor degree programme,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BVC) to cater to the growing 
need for quality graphic and visual designers. 
Unfortunately, response to the programme had 
been underwhelming. We have however a batch 
of Foundation in Art and Design students whose 
intentions upon completion are to move on to 
the BVC programme in September semester 
next year.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has been 
working with Student Enrolment in boosting 
the visibility and attractiveness of the BVC 
programme. 

7.1.2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1）Graduation of First Batch of revised 
2.5-year Diploma Programmes

The September convocation saw the 
graduation of the first batch of students 
who enrolled in the 2.5-year programme (as 
compared with 3-year one previously) Apart 
from minor hiccups, the entire course flow was 
smooth and the quality appropriate for its level.

（2）Place-based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department implemented place-

based co-curricular coursework to encourage 
innovative teaching-learning methods. We 
chose Batu 11 Cheras as the focused site for 
assignments. Modules from courses which 
have strong visual outcomes such as Computer 
Graphics, 2-D and 3-D Studies, Illustration, 
Typography, Animation, Web Design, Fashion 
Draping, and Furniture Design were encouraged 
to be involved in this experiment.

The plan was to have an exhibition in the 
community as a culmination of the exercise. 
The project was postponed because it was 
decided in an audit that the desired outcomes 
were not fully achieved. However, it was a good 
start to implementing new directions for the 
department. Based on what we learned in the 
past year, more coursework will be developed 
along these lines for 2018.

7.1.3 OVERSEAS-BASED INDUSTRIAL   
          TRAINING

7.1 ACADEMIC MATTERS

The first batch of students did their internship with Bang-
kok University in January-M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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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through the Registra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an industrial training programme 
with Bangkok University, Thailand. The first 
batch of students did their internship with 
Bangkok University in January-March 2017. 
Five students from the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programme worked alongside lecturers 
and technical officers from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udents 
were 詹佑权, 涂礼玲, 张渝彤, 陈盈颖, and 钟
爱琪. They were tasked with documenting old 
Buddhist temples, building a half-size scale 
model of a shed, and designing a home for the 
disabled.

The department hopes to build on this 
venture and establish new ties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in the region. In time, we plan to 
offer regular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s 
with these universities where students can 
spend a semester or two abroad and receive due 
credits from the classes there. 

7.1.4 NEW LECTURER

The department appointed Encik Mohd 
Bakir Baharom as Contract Lecturer in May 
2017. Bakir has a Master degree in Art and 
Design (Fine Arts and Technology) from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and has 
broad experience in print-making, sculpture 
and painting. He had been a part-time lecturer 
with New Era prior to joining us on a contract 
basis. Bakir will be assigned to teach the 3-D 
Studies, painting and print-making courses in 
the department. 

7.1.5 GRADUATION EXHIBITIONS

As in recent years, graduating students 
from the Dept of Art & Design organised their 
own showcase with supervision from lecturers. 

Two diploma exhibitions took place in 2016 
with each having its own theme. 

（1）Chromatic - 14th Spring Art &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12-20 Jan, 2017) 
was held at the Ng Ah Choo Multi-purpose 
Hall, Block C, New Era College. Altogether 26 
graduating seniors participated in the showcase. 
The exhibition opened with a fashion show by 
graduates from the Diploma in 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 programme.

（2）Infinity - 14th Autumn Art &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29 Sept-4 Oct, 2017) was 
held at Ng Ah Choo Multi-purpose Hall, Block 
C,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This graduating 
group was a merged one - the last of our 3-year 
programme intake combined with the first 
batch of 2.5-year programme intake. Almost 
80 students graduated in this cohort, making it 
among the largest in recent times. Students’ 
works from the Interior Design programme were 
featured in The Star (Metro Section) because of 
their newsworthy themes.

7.1.6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Lie Nam Hing, a lecturer in Graphic Design, 
presented his research in a staff seminar on 19 
July, 2017, entitled ‘Research of Professor 
Chen Tsun-cho’s Art Works：What Else Can 
Photography Do? - Concealed Spatial Images, 
Stereoscopic Images and Illusion Movement 
Image’. 专题讲座（七）：陈宗洲教授作品的研
究心得概论——“摄影艺术还能怎样做？隐藏、
立体和幻动的影像空间”（2017年7月19日）。 

The talk was well-received and led to a 
subsequent research workshop entitled, Mobile 
Phone Photography, on 13 Sept, 2017. The 
outcomes of this workshop will culminate in an 
exhibition in early 2018. 手机摄影研究工作坊 

7.2 ENHANCEMENT OF STUDENT LIFE

The department continued to encourag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ons and 

also increase student interaction within th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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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IN-HOUSE ACTIVITIES

The department held a few fun activities 
with students this year. Among the memorable 
ones are: 

a) Halloween Dress-up (October 31, 2017): 
The Fashion Design students and lecturers 
hosted a dress-up party at the White Room 
Gallery complete with props. Students and 
lecturers happily joined in by dressing up in 
ghoulish costumes and make-up.

b) Deepavali Dress-up: Once again, students 
from the Fashion Design programme reached 
out to their friends in the other programmes 
by having a Indian Costume day. The two Year-
1 ethnic Indian students in Fashion Design, 
Lishaliny and Theeban, were the main hosts.

7.2.2 COMPETITIONS

The department continued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ons 
this year as a means to gain exposure and to 
benchmark the students’ strengths with their 
peers.

a) Fashion Design made big strid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ecturer Chen Wei Chung, who 
joined the department last year. In the SOGO 
Young Fashion Designers' Contest 2017, all 
three final-year fashion design students were 
shortlisted after the preliminary round. They 
are Tan Ai Shan, Hon See Min, and Puang Jun 
Hoong. Of the three Tan Ai Shan and Hon See 
Min made it to the final round of 10 designers 
selected.

b) Asean Young Designers Award (AYDA) 
sponsored by Nippon Paint (Oct 2017). Interior 
Design students doing their commercial design 
studio, coordinated by lecturer Nur Syahida 
Mohd Arif,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epartment plans to get mor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7.2.3  FIELD TRIPS

The dept arranged numerous educational 
field trips for students in 2016. Whether they 
were day-trips or overseas study excursions, 
thes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were helpful in 
opening up students’ eyes to art and design.  

a) Art2Art Georgetown Festival (Aug, 
2017): This was the principal trip organized this 
year. Lecturer Raha Jaafar and Assistant Tan Jee 
Ling coordinated this study trip for 36 persons 
to the capital of Penang. They visited popular 
art and design sites and witnessed events going 
on in the city.

b) On 23 and 24 Sept, lecturer Syahida 
Mohd Arif brought Interior Design students on a 
case study trip to Singapore. There, they studied 
the themes and designs of several boutique 
hotels.

Lecturers also regularly organised trips to 
design-related fairs and exhibitions to expose 
students to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trends in 
design.

Halloween Dress-up 

Art2Art Georgetow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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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SELF-PROMOTION AND STUDENT ENROLMENT DRIVE

The department continued to refine and 
populate its social media sites with fresh content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its programmes. 
We also kept to the tradition of of face-to-face 
contact through hosting students and visitors to 
art and design workshops.

7.3.1 ART AND DESIGN DEPARTMENT 
PORTFOLIO FOR STUDENT ENROLMENT

The dept, led by Raha Jaafar and Lim Sook 
Yan, produced digital and print portfolios for 
each of its programmes in time for the March 
Sureworks Edufair. This was a useful tool to help 
promote and explain the various programmes 
and core values of the department. Due to 
its usefulness to Student Enrolment, every 
academic department in New Era followed suit 
in producing its own version.

7.3.2  HOSTING STUDENTS AND VISITORS

The Dept hoste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help heighten 
awareness about the college, and art and design 
courses in particular. These are:  

a) SPM Art Workshop for SMJK Yu Hua, 
Kajang (April 21, 2017). About 80 students facing 
the SPM art examination were given a half-day 
workshop at the Ng Ah Choo Multipurpose Hall. 
Denise Fernandez and Ambrose Poh provided 
helpful techniques and composition tips during 
the workshop.

b) Fashion Assessment for Chinese High 
School Batu Pahat (October 7, 2017). This 
year’s annual fashion assessment involved 18 
senior students. Lecturers Chen Wei Chung and 
Ambrose Poh made the journey to Batu Pahat as 
external assessors.

7.4 COMMUNITY ARTS AND OUTREACH

We believe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should engage with the community it is located 
in. In many ways, the community also plays 

the role of classroom by providing a real-time 
platform for learning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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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feature by the department this 
year was its involvement in Japanese Theatre 
Director Un Yamada’s ‘People Without 
Seasons’ (Oct 20-22, 2017) at KLPAC. Fashion 
Design students led by lecturer Chen Wei Chung 
produced the costumes designed by Ryota 
Murakami in this widely-acclaimed show.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was the only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and 
received acknowledgements in the brochure. 
Through this production, students managed 
to get first-hand insights and experiences into 
international-level costume design and theatre 
production.

7.5 WHITE ROOM GALLERY

The department began diversifying the use 
of The White Room Gallery to include hosting 
shorter-term exhibitions featuring students’ 
works, talks and workshops this past year. 
Altogether it hosted about half a dozen shows 
including:

·Blue Ribbon - Exhibition of the Best of 
Students’ Works; Aug 2016 sem (March-May 
2017)

·Tomato - Exhibition of NEUC alumni 
illustrator Chong Po Ling’s work (Jun 13-Jul 
7, 2017)

·Shameless Apprentices - Photography 
Exhibition (Jul 11-21, 2017)

·Blue Ribbon II - Exhibition of the Best of 
Students’ Works; May Semester (Sept 2017)

·Quiet Pride II - Art and Design Faculty 
Show (Sept 21-Oct 7, 2016)

·Clay Loo - Exhibition of ceramic works 
(Nov 6-28,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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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戏剧与影像系

戏剧与影像系本着为大马剧场与影像艺术领
域培育新力军的理念，期许造就更多在戏剧与影
像方面的人才,因此本系不断提升软硬体设备和教
学素质，透过课程教导和课堂实践，开拓学生们
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打造一个多元学习
的环境。在加强技艺的同时，本系也鼓励学生接

触社区，关心社会，启发人文关怀的精神，让学
生在艺术创作上更具广度和深度。随着近年来学
生人数的增加，本系学生比往年更活跃，配合本
系举办许多活动，从中加强艺术认知和发挥各自
才能，迈向更专业的层次。

本系第12届的11位影像组毕业生在接
受两年半的教育后，在即将毕业之际筹办了
<Finale？>全马巡回短片影展。和历届影像组毕
业生一样，在指导老师梁友瑄的带领下，他们带
着自己的短片作品深入社区和学校与大众互动，
除了耕耘更多元的影像创作知识，也期望从映后
座谈中更了解观众的想法，从中学习更多。

这一次的毕业影展主题为< F i n a l e ? >
，FINALE是乐章里的终曲、演出里的终章，意
味着结局。『？』则代表未知，当FINALE遇上
『？』，它还是结局吗？就像美剧的结局标上了
『FINALE』，却不一定代表结束，它偶尔会推
出衍生剧，让故事继续发展。

因此，“FINALE？”承载着这些毕业生们
对未知的不安，因为在戏剧与影像系的两年半
来，他们都在不停地创作、拍摄、剪接、播映、
再投入下一个创作，都在这看似永劫回归的过程
中成长。因此，“FINALE？”是这些毕业生对
自身生命的阶段性思考，影像创作对他们而言即
是创作，也是找到出口的方式。

  本次影展短片共有五部，《风尘恋恋》诉
说着学生对创作的自省；《蟾》则描述着一个女
孩无法愈合的伤口；《完美情人》探讨着虚拟世
界的爱情观；《他的世界》记录着一位自闭儿的
生活；最后，<Face>则针对时下最常被讨论的霸
凌课题，说出了另一种看法。

如今他们即将离开校园，开始为生活奔波。
毕业是结束还是新的开始？他们的创作是否还能
莫忘初衷？因此他们决定带着影片到各地巡回，
让更多人了解影像艺术的魅力，打破一般人认为
电影只用于娱乐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包含了他们
对社会的反思。以下为今年影像组毕业生巡回的
八个场次：

日期 地点

2017年9月17日 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Block 
B 五楼大礼堂 

2017年9月20日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视听教育馆(非公开)

8.1 影展与公演

<Finale?>毕业影展

8.1.1 第十二届影像组毕业生短片巡回影展 ：<F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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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1日 怡保小绿洲图书馆
2017年9月22日 马六甲The Daily Fix Café 
2017年9月23日 马六甲沂水阁沉香书艺廊

2017年9月25日 柔佛昔加末昔华国民型中学
(非公开)

2017年9月25日 柔佛士古来南方大学学院
播放室

2017年9月27日 吉隆坡大荒电影 
Da Huang Pictures

这次的影展从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Block B 
五楼大礼堂起跑，本次开幕展邀请了本地新晋剪
接师苏文泰与编剧陈奂升进行交流和讲评。当
晚，超过百名观众莅临现场观赏学生们的毕业作
品及参与映后讨论。

8.1.2  排演一：《年少轻狂》

透过巡回影展，应届毕业生们得以接触更为
广阔的观众群，包括走进校园和中学生交流，这
些跨越年龄的观众不仅热烈参与映后讨论，也给
了应届毕业生们非常好的回馈。

演出日期：
2017年12月15日至17日，12月22日至24日

排演一是一年级生初试啼声的公开舞台剧演
出，由黄丽珍讲师执导，陈薇琪助教担任制作指
导，带领29位学生演出台湾戴立忍的首部剧作《
年少轻狂》共10场的演出。故事讲诉来自不同地
方但因生命碰撞瞬间交汇的个体，他们或许乳臭
未干、或许已踏入社会；或许平步青云、或许被
时代抛弃，从学生、援交妹、商人、医生、官商

太太等，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对亲情、爱情的向
往，在社会的眼光下用自己的方式生存着。整出
戏分为七幕，每一幕皆为这些个体的生命故事，
从中点出社会阶级差异，带出不同年龄层的人和
社会抗衡过程中的无助与无奈。

演出时间 ：
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 8pm
2017年12月16日（星期六） 3pm & 8pm
2017年12月17日（星期日） 3pm & 8pm
2017年12月22日（星期五） 8pm
2017年12月23日（星期六） 3pm & 8pm
2017年12月24日（星期日） 3pm & 8pm

演出地点：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黑箱剧场

8.1.3 排演二：《金龙》

演出日期：2017年8月24日至27日

排演二由罗国文讲师执导，采用德国当代剧
作家罗兰·希梅芬尼的经典剧本《金龙》，带领
29位二年级生制作呈献。《金龙》是一出穿梭现
实与超现实之间的黑色寓言剧。故事的开始发生
在一家中式料理的金龙餐厅，狭窄的厨房里挤了
五个亚裔移民，忙着出菜。其中一个新来的男生
牙齿痛，却因为是非法移民所以不能看医生。餐
厅楼上不同楼层分别住了一对祖孙，孙女和男友
住在阁楼，她刚得知自己意外怀孕了。同一栋楼
里还有个男人，他的妻子刚有外遇要离开他。餐
厅隔壁的杂货店老板，在家里囤积了许多货物，
就好像剧中重复出现的蟋蟀与蚂蚁的寓言中一
样。店里还有两位空姐。厨房的移工正惊慌失措
地替新来的拔牙，最后牙齿飞到空姐的汤里。新

《年少轻狂》全体演职员合照

《金龙》演职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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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流血过多而死，被丢下河时，他想着他就可
以一路这样顺着河流漂回到自己的老家了。 

演出时间 ：
2017年8月24日（星期四） 8pm
2017年8月25日（星期五） 8pm
2017年8月26日（星期六） 3pm & 8pm
2017年8月27日（星期日） 3pm & 8pm

演出地点：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黑箱剧场

8.1.4 排演三：《恶童》　

演出日期：2017年1月5日至8日

由贺世平主任执导，带领12位三年级学生演
员扮演中学生，探索剧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主题。
《恶童》舞台剧的剧本概念，取自丹麦得奖小
说，再通过导演和演员的即兴创作，让演员们用
各自的生活经验和真实情感，深入去体会和寻找
对他们本身的定义和价值。改编自丹麦著名文学
家燕娜．泰勒得奖小说《恶童》，曾遭欧洲各国
禁止阅读，最具争议性的作品。

演出时间 ：

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8pm
2017年1月6日 （星期五）8pm
2017年1月7日 （星期六）3pm & 8pm
2017年1月8日 （星期日）3pm & 8pm
演出地点：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黑箱剧场

《恶童》演职员合照

8.1.4 第十二届舞台组毕业公演 ：  
 《消失的白兔》　

演出日期：
2017年9月2日至3日，9月8日至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第12届毕业公
演舞台剧《消失的白兔》由该届毕业生郑美姗导
演，演员是伍苑慈、曾祥富、宋伟康、刘爱婷、
叶依琳、钟云凌、周宇谦、李家升。故事讲述在
一个舞台剧演出前夕，导演突然消失了，留下群
龙无首的演员们兼制作团队，他们彷徨无助地继
续排练，希望能完成演出。在这克难期间，导演
与女主角之间的矛盾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因此导
演的消失也引起了团队之间的猜疑。演出前，更
在女主角身上发生一连串诡异的事情，她一直看
到一个戴着白兔头套的人，偏偏其他人都看不
见。当真相一一掀开，这场演出是否还能顺利上
演呢？

演出时间：
2017年9月2日 （星期六）8pm
2017年9月3日 （星期日）3pm & 8pm
2017年9月8日 （星期五）8pm
2017年9月9日 （星期六）3pm & 8pm
2017年9月10日 （星期日）3pm & 8pm

《消失的白兔》毕业演出全体演职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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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世界戏剧日

2017年3月27日，本系响应【世界戏剧
日】，在本院空的空间举行全系学生参与的即兴
演出活动，全程三十分钟，以最简单的形式，表
达对全球古往今来著名的戏剧家致敬。

8.2.2 新纪元大学学院升格典礼推介演出

2017年4月8日，本系学生在【新纪元大学
学院升格典礼暨学士课程推介仪式】上，以剧场
表演形式配合影像演出呈献，在B500礼堂向来
宾们介绍九项课程的特色，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8.2.3 《一天》摄影展

2017年10月25日，本系第十四屆一年级学
生在黑箱剧场举办了公开的《一天》摄影展。此
活动是梁友瑄讲师指导的<影像艺术鉴赏>期末作
品，作品需以各界工作人士一天的生活为主题，
以24小时为单位，跟拍他们的生活点滴。

在《一天》摄影展中，一年级学生初试啼
声，以十张照片展现他们眼中的人物。最后合力
完成15个人物的拍摄记录，包括学校警卫、清
洁工友、司机、糕点师傅、钟表师傅、跆拳道教
练、粤剧演员、果园老板、工友、房屋经纪、花

8.2 活动

《新纪元大学学院升格典礼暨学士课程推介仪式》演出

店老板、茶室老板等等。在人手一机，虚拟世界
彷佛重于现实世界的今天，这个策划希望能让年
轻的学生们走出萤幕，透过自己的创作主动去了
解身边的人，从中了解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的本质。

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被拍摄的人物因此走
进了黑箱剧场，看看学生眼中的自己如何生活。
一个小小的摄影展不仅拉近了被摄者和摄影者的
距离，也拉近了艺术与民众的距离，这当中令人
感动的是创作再也不是单方面的自转，而创作者
和民众之间再也不是彼此的他者。

8.2.4 《你的故事　我们的历史》展览

2017年8月29日，本系二年级学生在C206
教室举办了公开的《你的故事 我们的历史》展
览，此活动是梁友瑄讲师指导的<电影与文化研
究>期末作品展示，学生需回家访问家人和其先
辈们的迁移史，从中收集那些不同时代中人的故
事与生活轨迹。

经过整合，学生们将访问所得分为几个单
元，分别为：祖辈的迁移路线、休闲与爱情、大
时代.小人物、落地生根(各行各业)；其中特别的
内容有跨越族群的爱情故事，马共与日治时期的
生活样貌、飘洋过海时的艰辛回忆、小镇电影院
的光辉与落寞等，这个展览除了为这片土地微观
的生命细节留下记录，参与的学生也从中了解自
己是谁，从何而来，未来将往何处去。

8.2.5 《新锐13部系列》学生导演作品展

《新锐13部系列》是13位选修【导演创作
课】的学生于学期末各自导演一部短剧作品于
2017年12月28日至30日在黑箱剧场及空的空
间做公开展演。13部展演的作品计有：《我和
吸血鬼有个约会》导演：傅惠惠；《你好吗？》
导演：李杰承；《性别决定我是谁？》导演：
曾慧愉；《这么远，那么近》导演：赖育恒；
《ROOM》导演：陈言欣；《见证》导演：陈日

《一天》摄影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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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哎哟我的妈呀？》导演：刘雪莉；《不要
让Ta知道》导演：汪佳焌；《家人之间为何这
样？》导演：萧铭乐；《感官觉醒》导演：吴
冲；《WHAT THE HELL》导演: 洪梓宗；《列
班车》导演：杨杏瑶；《绿野仙踪》导演：姚兢
皓。十三部短剧各有特色，水准参差不齐，但其
中也有不少让人惊喜的作品。

8.2.6 《三个小孩》受邀演出

《三个小孩》舞台剧自2010年开演以来，
不时受到邀请，在全国各地演出。2017年在本
系支持下，由毕业生林秀霓、邱蕴能和颜渼潓演
出的《三个小孩》继续跨越南中北马等地演出，
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响应与好评。

《三个小孩》2017年巡演行程如下：

日期 地点

2017年
2月11-12日

吉隆坡。Sri Hartamas, 
Theatre Lounge Cafe

2017年3月10日 吉隆坡。人镜慈善白话剧社
2017年3月11日 吉隆坡。仙四师爷宫
2017年3月12日 吉隆坡。林连玉纪念馆 
2017年3月12日 吉隆坡。文良港上清宫 
2017年3月17日 登嘉楼。瓜拉登嘉楼海南

会馆
2017年3月31日 柔佛。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2017年5月25日 柔佛。新山宽柔中学 
2017年6月3日 雪兰莪。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B500礼堂 
2017年6月11日 雪兰莪。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黑箱剧场 
2017年6月16日 纳闽直辖区。启文学校
2017年6月17日 砂拉越。林梦育兴小学
2017年6月18日 砂拉越。美里电子图书馆
2017年7月8日 柔佛。居銮弎号CAFE
2017年7月15日 雪兰莪。万挠林旦村村委

会礼堂
2017年7月20日 雪兰莪。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黑箱剧场 

2017年9月9日 中国。钦州湾广场
2017年9月10日 中国。南宁市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
2017年11月5日 马六甲。巴也明光华文小学

《三个小孩》在3月11日于吉隆坡仙四师爷
宫迎来第100场的演出，邀请了许多嘉宾前来共
襄盛举。

《三个小孩》在9月9日受邀前往中国南宁
参加2017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于钦州和南
宁演出，深受当地观众的喜爱。

《三个小孩》第100场演出

《三个小孩》演出于中国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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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艺术家、电影人与旅外本地艺术家、电影人系列活动：

8.3 举办系列讲座与工作坊

雷志伦博士带领戏偶工作坊于Tanjong Malim酷偶屋

一直以来，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都致力於
和国外艺术家、电影人以及常年旅外的本地艺术
家、电影人接轨，让他们将在国外的创作经验分
享给学生和公众人士，也让学生了解更多课堂以
外的知识。今年也不例外，来自台湾、中国、香
港、英国等的戏剧与电影工作者，都来到了我们
系和学生交流和办工作坊，让学生与前来参与的
公众人士们获益良多。

除了来自海外或回归的艺术家，本系也举
办多场国内剧场与电影人的交流会、讲座或工作
坊，同时也邀请已经在业界工作的毕业生回来为
学弟妹举办各类工作坊，以下为活动列表：

序 日期 主讲人 题目

1. 2017年3月22日
导演甄柏荣、赵善恒（香港）
演员蔡瀚亿（香港）、 
林明祯（马来西亚）等

《救疆清道夫》电影分享会

2. 2017年3月23日 林智远
（毕业生，本地影视工作者） 基础灯光工作坊

3. 2017年3月29日 洪依娴（导演） 《载见》短片放映与分享

4. 2017年4月12日 罗国文（导演） 《近距离观看剧场演员训练过程》公
开课

5. 2017年4月19日 曹受雨
（毕业生，本地影视工作者） 基础收音工作坊

6. 2017年5月2至5日、
7日 翁书强（留台剧场演员） 演戏技巧工作坊

7. 2017年5月6日 贾一潇（中国编剧） 《一个底层编剧的经历》讲座
8. 2017年6月7日 张雄伟（本地电视编剧） 《从无到有的剧本创作过程》讲座
9. 2017年8月9日 《913回家》电影团队 《913回家》电影分享会

10. 2017年9月6日 吴思锋（台湾剧评人）
高俊耀（留台剧场工作者） 《剧场评论与社会》讲座

11. 2017年9月21日 甄山水（本地著名导演）
蔡宝珠（本地著名演员） 剧场表演的声音与身体工作坊

12. 2017年10月11日 Yip Yoke Teck
（多媒体影像工作者） 场景设计工作坊

13. 2017年11月1日 Melissa Teoh
（资深剧场工作者） 剧场舞台管理分享会

14. 2017年11月4日 陈衍盛（摄影师） 灯光与摄影工作坊
15. 2017年11月8日 黄凯荟（导演） 《花儿花儿几时开》纪录片分享会
16. 2017年11月14日 陈胜吉（导演） 《分贝人生》与导演的对话
17. 2017年11月15日 Robin Khor（留英剧场工作者） 表演嬉戏工作坊
18. 2017年11月16日 雷志伦博士（剧场教育工作者） 戏偶工作坊

19. 2017年11月23日 梁依琳
（毕业生，本地剧场工作者） 剧场的声音-音响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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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贺世平主任与梁友瑄讲师带领中学生或公众人士进行的戏剧或影像活动与讲座，同时介绍本系课
程内容。

8.4 招生活动、受邀讲座、主持评审活动

《第十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

日期 活动项目 主讲人/评审 地点

2017年1月23日 第十九届全国大专文学奖 剧本奖评审： 
贺世平 马来亚大学

2017年3月5日 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与金环
獎颁奖典礼

短片环节评审：
梁友瑄 云顶云星剧场

2017年5月11日 第一届SeaShorts 电影节 Next New 
Wave Award's

初审评审：
梁友瑄 Checkmate Creative

2017年5月21日
《当代马华戏剧文本和演出流变》
ATEC第十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
论坛

主讲人：贺世平 中国中央戏剧学院

2017年5月31日 《再见Yasmin Ahmad》 学术讲座 主讲人：梁友瑄 B204讲堂

2017年7月24-30日
2017ASIAN TYA NETWORK 
ricca ricca festa 
国际儿童。青少年演剧节

评论人：贺世平 日本冲绳

2017年8月20日 INXO圆桌汇意：《儿童剧，谁在
看？》 主讲人：贺世平 紫藤茶文化广场

2017年8月28日 扎根微电影制作比赛2017 评审：梁友瑄 三春礼堂

2017年11月24日 吉隆坡实验电影节KLEX
Klex Open Pro-
gramme Section 环
节评审：梁友瑄

Checkmate Creative

2017年12月17日 第七届槟州中学性别平等戏剧比赛 评审：梁友瑄 槟城光大视听室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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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第一届SeaShorts Film Festival

-本系学生马安妮於2016年执导的毕业制作
短片<Bunga Raya>以及温峻业执导的进阶影视
制作期末作品《黄梨的滋味》双双入围第一届
SeaShorts Film Festival 的Student Choice Pro-
gramme，成为八部影视科系学生作品中的其中
两部影展推荐作品，其中《黄梨的滋味》更在八
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夺得2017年Seashorts短片
电影节学生竞赛组奖项。

-《黄梨的滋味》同时也入围SeaShorts Film 
Festival的Next New Wave竞赛十强。

-本系毕业生许慧珊执导的作品< TH E 
WHEEL>也是Next New Wave竞赛十强之一。

8.5.2 本系毕业生梁家恩的散文作品  
 《吴西》入围第十四届花踪散文奖。

8.5.3 本系毕业生马红绫的散文作品《在你 
 的世纪暮色裡》-致Hampi入围台湾第 
 五届金车现代诗网络徵文奖优选奖

8.5 荣誉榜

8.5.4 【第14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2017年2月18日由戏剧联盟主办于吉隆坡
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本系在籍生杨杏瑶凭《一磅肉》入围<年度
最佳女新人>

-本系在籍生洪梓宗、宋泳锋凭《一磅肉》
入围<年度最佳男新人>

*《一磅肉》乃是本系第十三届在籍生排演
一演出剧作。

-本系毕业生陈薇琪凭《人民公敌。现在进
行式》夺得年度最佳灯光设计。

-本系毕业生梁家恩凭《一对马来半岛情侣
的楼台会》入围<年度最佳导演>和<年度最佳原
创剧本>

-本系毕业生叶宝君凭《每个人都是一颗星
球》入围<年度最佳女主角>

-本系毕业生王冠庭凭《TIAPA》入围<年度
最佳原创配乐>

-本系毕业生林思杰凭《理查三世》入围<年
度最佳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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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咨商与辅导专业文凭课程（黄昏成人进修
班）是在2002年创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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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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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7年，前
后办理了十一届的学分转移课程，本系已栽培了
147名修毕新纪元大一及大二两年课程的学生，
除了2017年的结业生正在申请赴台，及历届校
友中有未继续深造者，其中104名校友已获得台
湾友校颁发之学士文凭。    

 2017年1月10日新纪元接获马来西亚高等
教育部批准函，正式升格为新纪元大学学院。本
系早在2013年10月即向KPT提出“咨商与心理
学荣誉学士课程”的申请，于2016年12月2日成
功获得开办准证（MQA/PA4734），新纪元大
学学院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第一届咨商与心理学
荣誉学士课程遂于2017年5月开办。

创系十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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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排学生参访，辅咨
系讲师们也邀请社区机构到本校与系上的学生进
行交流。为增加课程的趣味性与实用性、让学生
发掘知识起于生活以及了解活学活用的道理，因
此在课程中设计了与生活相关的第二课堂教学，
如义工服务/视察/资料展，让学生在学习之余，

也能体验生活。

为促进师生的互动及凝聚同学们的向心力，
每年都策划“导师日”活动，如节日同庆、水
饺大会、和生态之旅—“森·呼吸”等。今年
的“森·呼吸”踏出了雪兰莪州，到森美兰州的
Tanjung Tuan进行一天的行程。

本系分别于2010年12月、2013年12
月、2016年12月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合
作，开办了三届的“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
。目前第一届辅导与咨商硕士境外专班除了一位
学员因资料遗失放弃论文口试，其他20名学员获
颁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硕士学位证
书。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于2016年
中修毕课程学分，其中6位学员通过论文口试获
颁硕士学位，其余学员在申请论文计划口试及撰
写论文的过程中。第三届学员正在研修课程，部
分学员已展开论文计划。

为提供教育专业领域从业人员成长机会并提
升本土人类性学的专业发展及学术研究，辅咨系
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合作，仿辅硕境外专班的模
式，开办了『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第一届
课程自2015年3月21日开始上课，共有17名学
员。第二届开办于2016年3月16日，8名学员。
第三届课程于2017年三月开课，16名学员。目
前正在筹备第四届课程，已结束招生程序，正在
审查资格中，如录取人数符合开班最低要求，将
在2018年4月开课。

9.1 前言

9.2 重要事项简报

·为了促进师生关系，辅咨系每年都会举办
导师日活动。

（一）：端午节庆联谊 （2017年5月30日）

（二）：水饺大会 （2017年6月21日）

（三）：森·呼吸——森美兰州Tanjung 
Tuan之户外生态之旅（2017年11月16日）

·班导师与班上同学互动极为密切，适时召
开班会并常在课后安排餐叙联谊，以加强彼此的
互动。

导师日活动之森呼吸，全体师生Tanjung Tuan合影留念。端午节庆联谊。

9.2.1 导师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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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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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能够与外界机构进行交流，拓展视野增加见
闻。

日期 地点 相关课程 内容

25/3/2017 SKYTREX / Shah Alam 
Botanica Garden 《自我觉察与成长》 挑战自我极限、学习合作扶持

18/05/2017 孝恩馆参访 《生命教育》
《 危机处理与咨商》

探讨生命礼仪之『殓』、『
殡』、『续』的功能与意义，
以及认识失落陪伴的方式与悲
伤支持的学习

6月-7月（一
星期2次）

Persatuan Amal Murni 
Kajang 社区服务 义工服务/视察

14/06/2017 芙蓉中华中学 《危机处理与咨商》
《团体辅导》 教学资料展

15/06/2017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青少年心理与辅导》 教学资料展
30/06/2017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青少年心理与辅导》 教学资料展

25/7/2017 Turning Point & Enrich 
Counselling centre

《辅导与咨商概论》 
《生涯发展与规划》 了解社区辅导机构的运作

13/11/2017 TADIKA KAJANG 《教育心理学》 团体教学
20/11/2017 SJK(C) Yoke Min 《教育心理学》 团体教学

09/12/017 WANGSAMAJU AEON 《社会心理学》
《咨商伦理》 了解社区辅导机构的运作

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营是由辅导中心与辅咨
系联合主办的一年一度重要活动，今年是第十一
届，主题为“同侪辅导GO”。

本届同侪辅导培训营的目的为强化学生对同
侪辅导的概念，学习基础辅导助人技巧，如：同
理、专注、倾听的等技巧，以能够达到助人助己
的目的。其他涵盖的内容包括了几个青少年常面
对的问题，如：人际关系与亲密关系、校园霸凌
等等。本次营会安排了系上富美讲师、凯琳讲师
及玲玲讲师与辅导中心的黄章健老师和郑佳美老
师担任课程讲师，五场讲座让学员们有更多的机
会对于与本届主题相关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与了解。

9.3 全国中学生第十一届 “同侪辅导培训营”（27/5-29/5）

全国中学生第十一届同侪辅导营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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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以贯彻全人教育为办学宗
旨，认为教育不应仅限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应
让学生在体格、知识、智力、道德、批判性思
维、创造力、精神、价值观等方面获得全面的发
展，故此安排下述活动，冀能让中学生在还未踏
出学校的门槛前，让学生提早认识社会、关怀校
园及社区。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6月15日）：

配合《青少年心理与辅导》课程，安排学
生到巴生光华独立中学，为该校的高中生筹办四
场小型青少年课题分享会，并以海报展览的方式
进行宣导工作，以提高学生们的自我觉察意识。
学生们分别在青少年之《两性关系》、《人际关
系》、《生涯发展》以及《自我认同》的课题上
进行各30分钟的分享会。策划及带领的老师为本
系的黄凯琳讲师。

·芙蓉中华中学（6月14日）：

《危机处理与咨商》和《团体辅导》课程
安排了学生为芙蓉中华中学的学生规划四个《自
杀/自残行为》、《校园霸凌》、《意外事件》
以及《失落与哀伤》团体辅导活动， 此次的团体
辅导活动旨在宣导认识并预防校园及个人成长危
机。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6月30日）：

为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与潜能，配合系上
的《青少年心理与辅导》课程，为加影育华国民
型中学筹办四场以《两性关系》、《同侪关系》
、《生涯发展》和《自我认同》课题为主的小型
资料展览。策划及带领的老师为本系黄凯琳讲
师。

9.4 中学资料展

中学资料展（地点：芙蓉中华）。

9.5 辅导讲座

2017年辅导与咨商心理系支援讲座一览表

序 日期/时间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备注

1 18/01（三）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timacy Relationship for 
College Students 黄凯琳 大学生

2 17/02（五） 董总 独中新手老师培训工作坊 郭富美 40名教师

3 18/02（六） 新山宽柔

班主任行动方案工作坊
课程一：学生的贵人
课程二：案例分析
课程三：班主任的挑战

蔡苔芬 120名班主任

4 19/02（日） 董总 独中新手老师培训工作坊 郭富美 70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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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招生活动

为加强招收校本学士课程新生与单科选修学生并达到预估目标，辅咨系讲师积极加入招生行列：

日期 参与者 行程/事项

13/2（一） 蔡苔芬主任与招生处同事同行 拜访吧生四独中

14/2（二） 陈亿婷执行员与招生处同事同行 拜访雪隆区四独中
（坤成/中华/尊孔/循人）

17/2（五） 黄凯琳讲师与招生处同事同行 拜访北马三独中（深斋/培南/育才）
11/3（六） 郭富美讲师 Mid valley education fair

5 25/02（六） 吉打双溪大年 新
民独中 教师辅导知能工作坊 郭富美 40名教师

6 25/02（六）
1030 -1230

新纪元大学学院
（B206）

辅导、咨商与心理治疗的异同
点 + 自我认识 黄玲玲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40名学生

7 26/02（日） 吉打双溪大年 新
民独中 初中生性教育 郭富美 300名学生

8 26/2（日） 吉打双溪大年 新
民独中 高中生性教育 郭富美 300名学生

9 26/2（日） 吉打双溪大年 新
民独中

家长讲座： 做个有power 的
父母 郭富美 300名教师/家长

10 04/03（六） 尊孔独中 校教师辅导知能工作坊： 校园
危机处理与学生辅导 郭富美 80名教师

11 30/03（四）
1330 -1530 新纪元大学学院 团体辅导：现实治疗/选择理论

之自我觉察团体（#1） 黄玲玲 6位辅咨系的学生

12 06/04（四）
1330 -1530 新纪元大学学院 团体辅导：现实治疗/选择理论

之自我觉察团体（#2） 黄玲玲 6位辅咨系的学生

13 11/04（二）
1200 -1400 新纪元大学学院 团体辅导：现实治疗/选择理论

之自我觉察团体（#3） 黄玲玲 6位辅咨系的学生

14 20/04（二）
1200-1400 新纪元大学学院 团体辅导：现实治疗/选择理论

之自我觉察团体（#4） 黄玲玲 6位辅咨系的学生

15 03/05（三）
1500 -1630 新纪元大学学院 如何防范学生“想不开”

主讲：
黄凯琳
主持：
黄玲玲

大学生 & 教职员

16 20/05（六）
0930 - 1130 新纪元大学学院 PRS小队辅培训 黄玲玲 PRS的小队辅

17 27/05（五）
1930 - 2100 新纪元大学学院 PRS讲座：倾听与同理技巧 黄玲玲 中学生

19 28/0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人际觉察 黄凯琳 中学生

20 07/06 三）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nderstand Suicide and Learn 
how to Help_UTAR 黄凯琳 大学生

21 2/10（一）
1000 - 1100 APA2.0 APA格式的重点提醒会 黄玲玲 辅一生

22 4/11（六） 培风中学 教养路上  Q&A 蔡苔芬 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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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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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与台湾国立
彰化师范大学合作开办《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
班》课程。

 第一届学员（2010.11-2013.6）已全数
结业，20人通过论文口试，获颁台湾国立彰化
师范大学之硕士学位。第二届学员（2013.11-

2016.6）于2016年中修毕课程学分，6名同学
通过论文口试获颁学位，其余学员在撰写论文
中。

 自2016年12月开课至今，第三届硕士班课
程已结束第二年学程。学员们在2017年尾共修
完9门科目，2018-2019年还有7门课程及2门论
文，届时（2019年6月）修满36学分，得参加彰
师毕业典礼和进行论文口试，通过论文口试者，
获颁彰化师范大学硕士文凭。

12/3（日） 黄玲玲讲师 Mid valley education fair

18-19/3（六、日） 黄凯琳讲师 SUREWORKS EDUCATION AND 
FUTHER STUDIES FAIR

08/04（六） 蔡苔芬主任、黄玲玲讲师 担任新纪元大学学院升格礼之新课
程推荐环节主持人

29-30/04（六、日） 蔡苔芬主任、黄凯琳讲师、黄玲玲讲师 NEUC开放日
9/12（六） 黄玲玲讲师、林美慧执行员 Mid valley education fair
10/12（日） 林美慧执行员 Mid valley education fair

配合本校人才培育策略，本系与台湾树德科
技大学合办《人类性学所境外硕士专班》课程。

·2015年3月开办第一届，学员17人。

·2016年3月份开办第二届，学员8人。

·2017年3月份开办第三届，学员16人。

9.8 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

第三届性硕班开课暨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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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育系

10.1.1    开办学士课程

2017年4月8日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升格典
礼暨学士课程。本校一共开办了9个新的学士课
程，当中包括幼儿教育学士课程和应用华语教
育学士课程。本系于2017年8月份，共录取4位
学生报读幼儿教育学士课程大一班，5位学生报
读幼儿教育学士课程大二班。此外，本系也一
共录取1位学生报读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大一
班，10位学生报读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大二
班。

10.1.2   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17年第二届“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
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14日（星期
六）至10 月15日（星期日）在本校黄迓珠活动
中心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多国学者，以进一
步推动马来西亚华语文的教与学之理论与应用研
究为目的，促进马来西亚与中国、台湾、香港、
新加坡等国家在华语文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第二
语言教学领域及幼儿教育的国际交流。本次国际
研讨会发表者有40位，与会者人数将近200人。

10.1 教育系大事记

10.2 学术成果

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师生大合照。

10.2.1   研讨会/文章发表/论文发表

姓名 参与性质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王睿欣、
王淑慧 文章发表 《海外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华语文
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第2期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海外华文教
育研究所

王睿欣 文章发表 《海外华文教育》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下马来西亚华语教
学发展的新趋势>

2017年第7期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海外华文教
育研究所

张伟隆 研究报告
陈六使研究所“在
职 教 职 员 研 究 计
划”

吉隆坡冼都区华小
华裔生人数递减调
查研究

2017年7月30
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王淑慧 论文发表 教育与生命质量学
术展望国际研讨会

华人传统文化视域
下的大学生生命教
育刍议

2017年9月21
至25日 中国重庆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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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基于课堂教学评量
的教师评量素养提
升策略

2017年10月
14至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王睿欣 论文发表
第 一 届 “ 一 带 一
路”语言教育与文
化交流国际学

一带一路与马来西
亚的华语教学：现
实与机遇

2017年6月9至
10日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

2017年第二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从意义建构的角度
浅析全语言教育理
念对华语作为第二
语教学的启示

2017年10月
14至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汤翔兰 论文发表

2017年第二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玩，幼儿学习的起
点

2017年10月
14至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史珍妮 论文发表

2017年第二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马来西亚雪隆区幼
儿园教师专业成长
现况与需求之调查
研究

2017年10月
14至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张伟隆、
张万霖、
夏敏惠

论文发表

2017年第二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中 马 中 文 词 汇 对
比—以水果词为案
例

2017年10月
14至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10.2.2   专题讲座/座谈会/交流会/课程/会议主持/比赛

姓名 性质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王淑慧

专题讲座

第一届“一带一
路”语言教育与文
化交流国际学术研
讨会

国际学习取向的华文高校
学生国际交流路径

2017年6月9
至10日

中国新疆师范
大学

偏乡学校教育与教
学创新国际研讨会

马来西亚的偏乡教育—以
砂拉越东华中学和公民中
学为例

2017年10月
18至22日

台湾国立台湾师
范大学

2017新南向教育政
策论坛 新纪元与国际交流 2017年12月

2至3日
台湾国立政治
大学

课程讲师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教学原理
2017年12月
12月11日至
15日

芙蓉中华中学

主讲
培训课程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2017年1月

20至21日
吉隆坡中华独立
中学

培训课程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2017年1月
20至21日

吉隆坡中华独立
中学

培训课程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2017年2月
18至19日

槟城锺灵独立
中学

培训课程 班导师的定位与管理 2017年5月
20日

笨珍培群独立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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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教师的勇气 2017年8月
4日

槟城锺灵独立
中学

培训课程 定位与教学 2017年8月
16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
推广教育部

培训课程 教学设计 2017年11月
6日至7日 沙巴崇正中学

培训课程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2017年12月
28日 新山宽柔中学

国际交流台湾国立
彰化师范大学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2017年5月

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C207课室

教育经验分享会 论文评析 2017年11月
20日

吉隆坡尊孔独立
中学

会议主持

2017年第二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王智弘主讲
《语言心智模式与语言学
习动机》

2017年10月
14至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转型、合作、全
球化”一带一路与
东盟华人社团国际
学术研讨会

1. 张继焦教授《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为什么华人
社团和企业家发挥重要作
用？》
2. 施平教授《一带一路
视域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的机遇与挑战》
3. 谭元亨教授《“一带
一路”：机会均等的中国
与世界——兼论在关丹的
十三行行商谭氏后人》
4.新沼雅代教授《马来西
亚华文环境和对外华文教
学——浅谈全球性经济语
言的“华文”的可能性
学者》

2017年12月
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王睿欣
主讲 招生活动

与我们一起玩转华语 2017年4月
7日

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

来访单位：马六甲圣母女
子国民型中学讲座名称：
一起玩转华语

2017年8月
2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课程讲师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教育心理学 2017年12月
4日至7日 芙蓉中华中学

主持

2017年第二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林建平主讲《华语词汇教
学与文化传承》

2017年10月
14-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专题讲座（八）
张伟隆主讲《华人民间信
仰研究——以马来西亚六
圣府王爷为例》

2017年10月
2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B206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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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隆

主讲

文化导览 老街导览：鸡场街 2017年11月
23日 马六甲鸡场街

国际交流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
大学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 2017年8月
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C207课室

国际交流
台湾台北市立大学 马来西亚华教史 2017年9月

1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C207课室

文化导览 老街导览：茨厂街 2017年11月
23日 吉隆坡茨厂街

课程讲师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2017年12月
11日至15日

槟城锺灵独立
中学

专题讲座
（八） 学术专题讲座 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以

马来西亚六圣府王爷为例
2017年10月
2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B206课室

史珍妮 主讲 国际交流
印尼克拉登中学 何为中国茶道 2017年10月

1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10.2.3   出版专著、学术专著

主编 书名 出版地点 日期
王睿欣 拓展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福建人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2017年6月
王淑慧、张伟隆 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发展 新纪元大学学院 2017年7月

10.3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应用华语教学专业学士课程

课程 日期/学期 人数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7年5月份学期
16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6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7年9月份学期

10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3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 大一生：4人
大二生：5人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学士课程 大一生：1人
大二生：10人

10.3.2   毕业人数

10.3.1    新生人数

课程 日期/学期 人数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7年1月15日
7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9
*4位印尼山口洋的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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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户外教学

序 日期 户外教学地点 参访目的 参与者

1 2017年6月17日

马六甲圣地亚哥古城
门、沈慕羽书法文物
纪念馆、马六甲苏丹
博物馆和鸡厂街等。

·探索马六甲夕阳行业，
为学生们讲解了各个庙宇
的由来及建筑特色。
·参访“温古堂”，让学
生探索华人先辈到马来亚
的生活。
·参访沈慕羽书法文物纪
念馆，了解书法及“沈
体”。

带队老师：张伟隆讲师
和张万霖老师
参与者：应用华语教学
专三生

2 2017年6月29日

诺丁汉大学-马来西
亚分校(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促进两校交流与户外教
学。

带队老师：连瑞盈讲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专
三生

3 2017年7月12日 加影梦芽田儿童乐园
(Waldorf Education)

·实践教学交流与户外教
学。

带队老师：叶嘉宾讲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专
一、二生

4 2017年7月17日 巴生绿洲幼教中心
·出席树德科技大学讲座。
· 考察巴生绿洲幼教中
心。

带队老师：邓淑莹讲
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
专三生

5 2017年7月23日 巴生班达马兰B华小 ·策划亲子运动会。
带队老师：邓淑莹讲
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
专三生

6 2017年7月26日
Persatuan kanak-
kanak istimewa 
kajang

·让学生对特殊儿童进行
教学以实践理论与教学。

带队老师：连瑞盈讲
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
专三生

7 2017年10月5日 Pemulihan Dalam 
Kominiti Semenyih

·学生一起透过音乐与戏
剧创作，为该社区的特殊
孩子进行教学。
·引导学生如何观察孩子
在学习中的行为举止，了
解孩子的心理变化与教学
需求。

带队老师：连瑞盈讲
师、汤翔兰讲师与史珍
妮讲师 参与者：幼儿
教育专三生和幼儿教育
大一、二生

8 2017年10月8日 巴生绿洲幼教中心
·参与“亲子共学日”。
·实际体验幼教老师之日
常工作。

带队老师：邓淑莹讲
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
专三生

9 2017年10月20日

前往以原住民居
多、犹如世外桃
源的Kg.Jeram 
Kedah，Ulu 
Beranang

·本次教学主要目的为关
心当地社区，实地考察当
地基础建设与居民生活水
平，实际了解当地幼儿教
育发展现况。

带队老师：汤翔兰讲
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
大二生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7年9月30日

17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6
*1位印尼山口洋的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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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7年10月21日 ECCE Council Week

·让学生参考他校的成果
展及幼教咨询的展览，以
促进学生自我提升及创意
思维。

带队老师：汤翔兰讲
师与连瑞盈讲师 参与
者：幼儿教育专三生和
幼儿教育大一、二生

11 2017年10月31日 锡米山博物馆 ·了解社区的历史变更。
带队老师：李淑仪讲
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
大二生

12 2017年11月8日 梦芽田儿童乐园
(Waldorf Education)

·实践“幼儿教材教法”
的户外教学。

带队老师：叶嘉宾讲
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
专一生

13 2017年11月24日 Aves World Broga 
Petting Zoo

·让同学实地观察动物们
的生态与习性。

带队老师：黎秀娟讲师 
参与者：幼儿教育专
一、二生

14 2017年11月28日 TSG Café

·让学生能够亲自拜访与
调查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的老师与学生其上课情
况，再以此写出本次调查
的教学研究报告。

带队老师：夏敏惠讲师 
参与者：应用华语教学
专二生

15 2017年12月1日 吉隆坡茨厂街 ·加强学生对于本土“华
人社会与文化”之理解。

带队老师：张伟隆讲
师与张万霖讲师 参与
者：应用华语教学专
一生

汤翔兰讲师与连瑞盈讲师带幼教专业学生参与ECCE  
Council Week

张伟隆讲师与张万霖讲师携带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专一生
前往吉隆坡茨厂街

10.3.4   活动

日期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活动内容与目的

2017年5月15日
至8月7日 古文读书会 新纪元大学学院

C207课室

·张伟隆讲师为召集人的古文读书会于
2017年5月15日开始，隔周一次，于
7:30pm至9:00pm进行。
·此读书会为提升学生对古文的兴趣，让学
生通过读书会而多阅读及赏析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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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教学实习

课程 日期/学期 学生人数 实习地点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2017年1月至3月

3 印尼日惹
2 彭亨大学
1 宝贝阅读乐园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3 印尼万隆
26 马来西亚各地区幼儿园

2017年5月15日
至19日

幼儿教育专三
应届毕业生义
卖Bazaa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新纪元大学学院 
UG天桥

·义卖所得经费，将用于举办7月19日至20
日的学习成果展。

2017年7月19日
至20日

应届学习成果
展“童·梦乐
园”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黄迓茱活动中心

·学习成果展全由幼教专业文凭课程专三生
一手策划、组织和筹办。
·本次学习成果展邀请到了5所幼儿教保单
位与机构前来参与，分别是易思文教中心、
加影卫理幼儿园、小发明家幼儿园、芙蓉绿
洲分院和奕阳幼儿园。

2017年7月22日
2017年“新纪
元杯”全国华语
诗歌朗诵比赛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黄迓珠活动中心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学生对于华语的热爱，
加强学生对于华语的赏析理解能力与华语的
阅读朗诵能力。·小学、中学和大专组的报
名参赛总人数将近200人

2017年7月31日
至8月9日 爱心献寮国 教总

·教育系学生协助将翻译文字剪贴在绘本
上，让寮国的孩子能读懂绘本，有机会受教
育。

2017年9月25日
至29日

幼教应届毕业生
义卖会 Bazaa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新纪元大学学院
UG天桥

·本次义卖所得经费，将用于举办11月21
日至22日的学习成果展。

2017年11月9日 防范虐待儿童醒
觉运动

新纪元大学学院
UG天桥

·让更多人了解现今社会因亲子关系不佳所
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让人更懂得如何
去保护与教育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2017年11月21日
至22日

应届学习成果
展“忆·童·
乐”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黄迓茱活动中心

·学习成果展全由幼教专业文凭课程专三生
一手策划、组织和筹办。
·本次学习成果展邀请到了5所幼儿教保单
位与机构前来参与，分别是易思文教中心、
加影卫理幼儿园、小发明家幼儿园、芙蓉绿
洲分院和奕阳幼儿园。

10.3.6   讲座

日期 单位 讲座名称和内容

2017年11月17日 Ms. Benidet Kimmai

讲座名称：婴幼儿健康与保育讲座 Talks on Baby 
Hygiene and Baby Care 
讲座内容：与学生们分享了她的婴幼儿保育知识，也分享
了她在保育工作上累积的珍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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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国际交流

日期 来访者 参访内容/活动
2017年4月5日 新加坡Asialink共3人 ·交流两地幼儿教育的现况、未来发展及合作项目。

2017年5月3日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师生共11人

·进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讲座，让来访团对本
土华教有更深的理解。
·安排一系列让两校学生进行国际交流的活动。

2017年7月31日至8
月18日

北京市高校大学生赴马
来西亚教育实习”项目

·北京市高校大学生到本国华文独中进行实习，以提
高学生的教学水平与能力，同时希望借此机会促进国
际交流，增进两国之情谊。
·50位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实习生到全马20所独中及新纪元大
学学院进行实习。

2017年8月2日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师生共5人

·进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讲座，让来访团对本
土华教有更深的理解。
·体验康乐夜市的本土夜市文化。

2017年9月11日至
2017年9月14日

台湾台北市立大学
师生共12人

·进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讲座，让来访团对本
土华教有更深的理解。
·台北市立大学教授“教育科技”课程，让本系学生
通过科技进行学习。

2017年10月17日和
2017年10月19日

印尼克拉登中学团师生
共12人

·安排“何为中国茶道”的讲座，进行了一些列的中
华文化交流活动如：诗歌朗诵、剪纸、中国结、中国
象棋和搓汤圆，感受蕴含其中的中华文化。
·安排“认识马来西亚”的课堂教学与有趣的户外游
戏方式进行汉语教学。

2017年11月22日
与汉语专业本科毕业生
的韩国同学侑珍YouJin
交流

·分享了韩国传统与流行文化，以及现今韩国人学习
汉语的趋势等。

2017年11月22日 南京秀强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共4人 ·交流两地幼儿教育现况、未来发展及合作项目。

北京市高校大学生赴马来西亚教育实习”项目的全体实习生
和各校代表大合照。

彰化师范大学的国际交流-同年内第2次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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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处

1.1 教职员报告

1.2 培训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学校共有全职及合
约教职员152人，其中全职及合约学术人员共有
62人，行政人员90人；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的
全职与合约教职员有108人，约占教职员总人数
71%。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校内具博士资格
的全职学术人员共有16名，大约占学术人员总数
的26%。

为了提升教职员的行销技能，人事处在8月
5日安排了“Facebook Digital Marketing Skills” 
内部培训，一共有25位教职员参与此培训。

为了提升教职员的客户服务素质，人事处也

于10月28日为行政人员安排“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内部培训，一共有
10位职员参与培训。讲员通过讲解、分组讨论、
游戏和经验分享等，让学员通过此培训提高客户
服务的品质以及应对能力。

“Facebook Digital Marketing Skills”上课一景。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内部培训 
学员分组进行讨论。

在11月15日至16日，人事处也为教职员举
办了“Executive Power” 内部培训，一共有25
位职员参与培训。这项培训的主要内容为提升执

行能力、改善工作态度以及提高团队合作精神等
等。

通过游戏及活动让学员有互动，让工作坊更加活泼有趣。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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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职员能更认识及了
解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背景，人事处也于12月28
日为教职员安排「新」故事研习班，共19位教职
员参与。此研习班的主讲者是本校校长莫顺宗博
士，通过莫校长讲述新纪元大学学院故事及观赏
新纪元大学学院的短片，让新同事对新纪元大学
学院的历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除此之外，也让
新进同事们对学校的办学 精神和理念有更深的认
识，进而加强同事们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除了内部培训课程，人事处也安排教职员参
与多项外部培训。

在以下这些内部及外部培训之中，学校向人
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取回共约马币三万令吉的培
训基金。

「新」故事研习班主讲人校长莫顺宗博士为新同事主讲新纪
元大学学院的历史。

2017年教职员参与的各类培训课程及研讨会详情：

序 日期 课程名称 内部/
外部培训

参加
人数

1 16/1~20/1/2017 Train The Trainer 外部 1
2 27/3~28/3/2017 Procurement Best Practice 外部 1
3 10/4~-11/4/2017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外部 1
4 6/5/2017 ASP.NET Essential Training 外部 2

5 24/6~25/6/2017 201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外部 1

6 21/7/2017 Goods & Services Tax (GST) Workshop 外部 2
7 5/8/2017 Facebook Digital Marketing Skills 内部 25
8 7/8~11/8/2017 Administering Windows Server 2012 外部 1
9 14/8~18/8/2017 Train The Trainer 外部 1
10 24/8/2017 Visual Communication Using Adobe Photoshop 外部 1
11 11/9~15/9/2017 IOS Development 外部 1
12 28/10/2017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内部 10

13 6/11~7/11/2017 Bengkel Penulisan dan Laporan Kaunseling 
Mengikut Piawai Lembaga Kaunselor Siri 3/2017 外部 1

14 15/11~16/11/2017                 Executive Power 内部 25

15 20/11/2017 Shares with No Par Value, Share Buybacks and 
Redeemable Preference Shares 外部 1

16 25/11~27/11/2017 The 9th Malaysia School Teachers' Counselling 
Conference 外部 3

17 13/12~14/12/2017 Labour Laws with emphasis o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Rights 外部 1

18 21/12/2017 HTML5 and CSS3 Web Design Training 外部 1
19 28/12/2017 Story of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内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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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关处

2.1 公关事务

公关处主要负责校外机关、社团、学校、媒
体之联系与沟通，旨在建立重要公众关系与良好

维持关系之延续。此外，公关处亦负责《新光杂
志》的发行、筹募及接领捐款事宜。

2.1.1 接待来访单位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6月15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先生
中国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辉、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给予座谈会及担任“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学术论坛”，
题目为盛世修典：通史、丛书、文献、百科全书。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7月17日至20日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代表团副校长吴坚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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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沈丽玲女士
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及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新纪元升格进展汇报、师资培训等项目进行交流与讨论。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7月24日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管分社总编辑陈凤玲博士
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副院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代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推介礼。

2.1.2 出访与交流

拜访社会团体、教育单位

拜访各社会团体、教育单位及机构，与各界保持联系与互动，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开创更多资源。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月4日
雪隆老友联谊会主席黄隆洲先生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拜访雪隆老友联谊会主席黄隆洲先生；就计划于2017年9月30日举办中秋晚会及讨论工
作。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2月18日
捐献人柯长源先生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拜访与接领捐款新币一万；折合马币为RM 31,026.99。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3月30日
洪进兴先生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拜访与商谈精致农业发展项目。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5月9日至11日
中国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为两校开创了许多合作机会，包括合作硕士课程、联办研讨会等项目。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5月9日
黄迓茱女士
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拜访与接领捐款RM10,000.00充作 “黄迓茱活动中心修缮经费”。



124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6月5日至11日
台湾工商文教考察团（由巴生中华总商会与雪隆留台同学会联办）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代表校方参与台湾工商文教考察团。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8月9日
雪隆老友联谊会新任会长吕柏利先生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拜访与讨论2017年新纪元嘉年华事宜。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9月14日
黄凤年女士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拜访与接领捐款支票 RM 3000.00予2017年新纪元嘉年华“清寒工读金”。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0月3日
黄迓茱女士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中秋拜访与接领捐款现金RM 2000.00予2017年新纪元嘉年华“清寒工读金”。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0月24日
画家 ( Mr. Oon )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李锦兴、美术与设计系主任Mr. Ambrose、公关与招生处主任吴振声
拜访与讨论绘画捐赠事宜。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1月18日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153周年庆晚宴
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文化推广中心执行员陈姵瑾
代表出席晚宴与接领捐款支票RM 10,000.00予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务发展基金。

2.1.3 聚沙成塔

为了鸣谢各界对本院的热情襄助，本院特在此刊载捐献芳名录，以昭公信，并希翼籍此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企业团体及校友，聚沙成塔，打造新纪元。

日期 单位/个人 捐赠用途 数额 (RM)
10/04/2017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新纪元大学学院100张考试桌 7,900.00

14/04/2017 林顺忠 赞助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
化交流之旅”行程安排与经费预算 20,000.00

2.1.4 宣传、联办与筹募活动

A. 2017年新纪元嘉年华

新纪元大学学院配合毕业典礼，主办一年一
度的新纪元嘉年华会活动，于2017年9月30日 
（星期六）上午9时至下午3时在本院盛大举行，
并获得雪隆老友联谊会全力支持，星洲日报为指
定宣传媒体；当天更吸引逾1500人出席。

此外，2017年新纪元嘉年华共筹获RM 
12,704.20充作为新纪元大学学院清寒工读金，
让家境贫穷的学生有机会赚取零用钱，维持生活

所需。

“新纪元嘉年华”已经成为该小区一年一度
的小区庆典活动，年年都获得各阶层群众鼎力支
持，成功为新纪元筹获不少款项。

今年的嘉年华，将让来宾们在味蕾上尽情的
享受美食所带来的美好滋味。品尝美食之余也能
感受马来西亚富饶、具生命力与多元性的饮食文
化外，也会带给大家众多游戏及幸运摸彩等精彩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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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捐血运动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国家血库中心联办，于
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下午4
时，在新纪元大学学院C座UG楼黄迓茱活动中心
举办捐血运动。这场捐血运动吸引近百名“热
血”人士热烈响应，包括新纪元学生、教职员以
及公众人士参与，共筹获120包血液。

C. 原始点基础概念班  

于2017年11月15日，下午3时至6时，马
来西亚张钊汉原始点推广中心团队与新纪元大学
学院主办了一场三个小时的原始点基础概念班课
程。课程由马来西亚张钊汉推广中心法律顾问周
丽缘律师主讲（“主讲人”）。课程开始之前，
新纪元大学学院公关与招生处主任吴振声先生颁
发感谢状予马来西亚张钊汉原始点推广中心代表
周丽缘律师。吴主任表示希望在场的大众，包括
教师、学生和一般民众，能够学习到一些对自己
有用的知识。出席者约30人。

课程中，导师教导手法按推的实际操作，让
学员们可以亲身体验原始点的按推手法及见证其
立即性改善病症的效果。学习原始点的手法在生
活中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按推原始痛点可以
改善由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若无病症可以当做
保健， 防患于未然。痛症的产生牵涉到身体整体
的运作，所以按推原始痛点可以激发体内热能及
各种组织器官的运作，增强自愈力及修复力而达
到解症的效果。

原始点讲师周丽缘律师在课程中也播放了许多精彩的案例, 
让学员们见证了案例中的患者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 在

生活中积极落实原始点的方法而解决了自身的疾病。

新纪元大学学院公处主任吴振声（左）颁发感谢状给予马来
西亚张钊汉原始点推广中心代表周丽缘律师。

D.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台湾国立屏东科技 
 大学合办之首届马来西亚「农企业管 
 理硕士境外专班」

新纪元大学学院（‘新纪元’）与台湾国立
屏东科技大学（‘屏科大’）合办之首届马来西
亚「农企业管理硕士境外专班」。此课程开班反
映热烈，在开颗礼当天名额爆满达每班上限之30
人，报读学员包括我国农企业达人，农业领域从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右二）赠送纪念品给予支
持单位。

嘉年华当天，吸引了近千名社区民众、学生、家长以及校友
参与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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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员及资深管理者。

学员依照马来西亚教育部公告假期安排上课
时间，每学分至少18小时。授课语言为中文，修
业年限2年。导师按照屏科大培育硕士生之既有
计画与要求，考察学生是否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
水准；学生须修满36学分，完成论文及通过口试
后，由屏科大颁发硕士学位证书。

此境外专班旨在提供农企管理专业领域从业
人员成长机会，达成培育专业、人文、创新的农
企业管理人才及学术研究，以及促进马来西亚与
台湾的教育与文化交流。

E.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 
 丛书》推介礼

福州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手推
出“海上丝绸之路丛书”共13本，内容涉及海

上丝绸之路及海外华人史研究，编辑团队来自中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配合马中
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下密切合作，吉隆坡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此丛书的出版恰逢
其时。并于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
时正，于新纪元大学学院C座UG楼黄迓茱活动中
心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丛书”推介礼。

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一所海外华人民办高等
学府，常年举办各类型有关海外华人研究的会议
及讲座，是东盟诸国发扬中华文化与传承华文教
育的中心，亦是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民心相通的
重要平台。

本套丛书以建设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理论为
目标，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
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历
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独特的海
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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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交流处

3.2 接待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代表

新纪元大学学院自成立以来，为了让学生毕
业后可以到国内外大专院校继续升学，通过本处
积极推动与国内、外大学学术交流之各种活动、
加强与高等院校的联系，以双联学制或学分转移
的方式，为毕业生开拓更顺畅的升学管道。

迄今，本校已和111所国、内外大专院校及
教育机构缔结为姐妹校，包括以文化交流、客
座教授、讲学、短期师生交流、双联学制、联办
3+0学位课程，以及联办硕士学位课程等方式进

行。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大学交流合作，除
了与已缔约姐妹校进行实质交流及强化合作关系
外，本校亦积极主动参访或联络国外大学、参与
国际研讨会，开拓更多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机会。

本校于2017年与3所大学及教育机构缔约为
姐妹校，分别是台湾国立屏东大学、中国江西理
工学院及台湾国立嘉义大学。这不仅提供本校毕
业生在未来升学规划或实习有更多的选择，亦为
全校师生创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环境。

3.1 国际交流与合作

日期 事项

2017年2月1日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 第一届『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农企硕士马来西亚境外专
班』 协议书

2017年3月1日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 第三届『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协议书
2017年4月26日 国立屏东大学 – 合作意向书
2017年5月5日 中国江西理工学院 – 合作协议书
2017年5月17日 台湾中州科技大学 – 合作意向书
2017年7月17日 台湾国立嘉义大学 – 合作意向书
2017年8月30日 台湾国立嘉义大学 - 马来西亚特殊教育境外硕士专班协议书
2017年10月31日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 合作意向书
2017年10月31日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 双联学制协定书

本处接待来自国、内外所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代表团莅临本院参访，促进本院与国内、外学术机构
的教育与学术之交流合作，详情如下：

3.1.1 学术联系

新纪元大学学院长期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致力促进多元、多途径教
育体系的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以下为2017年本校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签订的协议：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月18日
台湾南华大学
国际及两岸事务处交流推广组组长廖英凯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邱彩韵、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3月11日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国际事务处国际长石儒居、农企业管理学系主任林永顺
校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2017年农企业管理境外硕士专班开课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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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3月14日
台湾国立嘉义大学
学术副校长艾群、农学院院长黄光亮、农学院副院长徐善德、特殊教育学系主任林玉霞、
生物事业管理学系教授卢永祥、农委会农业试验所副所长蔡致荣、农委会农业试验所助理
研究员庄凯恩、陈文圣先生、陈绍棠先生、马来西亚留台同学会联合总会署理会长洪进兴
校长莫顺宗、商学与资讯工艺系代主任陈国源、公关兼招生处主任吴振声、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农业及特殊教育境外硕士班合作事宜。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3月17日
台湾东海大学
校长王茂骏、校友联络室主任彭泉、国际教育合作处国际长颜宏伟、
教务处副教务长周瑛琪、东海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陆华宗、东海大学杰出校友姚迪刚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商学资讯工艺系主任陈国源、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郑诗傧、
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郭思韵、美术与设计系主任Ambrose Poh Teik Huat、
美术与设计系讲师利南兴、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3月20日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陈清燿校长、 林燕卿院长（应用社会学院）
校长莫顺宗、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公关兼招生处主任吴振声、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人类性学硕士境外专班协议书更新。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4月15日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左鹏军、国际文化学院招生与推广办公室主任戴相斌、戴金荣先生
校长文平强、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人类性学硕士境外专班协议书更新。

第一届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农企业管理硕士境外专班于3月11日举办开学典礼，出席者包
括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国际事务处国际长石儒居（前排左五）、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农企业
管理系主任林永顺（前排右四）、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前排右五）、国际交流

处主任陈心瑜及公关与招生处主任吴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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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5月2日
台湾中州科技大学
副校长陈彦佑、终身教育暨校友发展处处长谢清隆、校务顾问魏文地、校务顾问贝仁毅
副校长文平强、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推广教育部副主任颜丰平、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5月26日
中国华侨大学
副校长彭霈、招生处副处长黄海清、华文学院院长胡培安、华文学院预科部主任程德安、
马来西亚代表处主任苏耀原
副校长文平强、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6月2日
台湾南华大学
国际及两岸事务处交流推广组组长廖英凯、
南华大学教学发展中心教学暨学习辅导组组长施美淑、
佛光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务处施熙正老师、马来西亚佛光五大学升学辅导处妙峰法师、
马来西亚佛光五大学升学辅导处洪文生督导、马来西亚佛光五大学升学辅导处李平合主任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6月13日
美国西密西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USA)
1. Dean,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Dr. Ming, Li
2. Department Chair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Studies, 
    Prof. Dr. Regena Nelson
3. Program Coordinator MAT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Department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Studies, Dr. Moi Mooi, Lew
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中国语言与文学系主任伍燕翎、教育系讲师张伟隆、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院长Dr. Ming, Li（左四） 、教学与教育研究
系主任Dr. Regena Nelson（左三）及课程协调员刘梅媚博士（左二）前来我校拜会交
流，由我校副校长文平强、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中国语言与文学系主任伍燕翎、教

育系讲师张伟隆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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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6月15日
台湾中州科技大学
董事长柴禦清、国际交流中心组长冯钰雯、运动与健康促进系助理教授许智超、
校务顾问魏文地、校务顾问贝仁毅
副校长李锦兴、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推广教育部助理高级执行员张丽梅、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6月29日
中国玉林师范学院
校长贺祖斌、招生就业处处长李家贵、商学院院长许进杰、国际交流处副处长朱云
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
商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陈国源、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6月30日
台湾温世仁文教基金会
温世仁文教基金会执行长何能裕、温世仁文教基金会专案经理刘月纯、
温世仁文教基金会专案经理杨香容、中原大学国际贸易系校友方俊能
副校长文平强、商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陈国源、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合作事宜。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7月6日
台湾国立嘉义大学
校长邱义源、特殊教育学系主任林玉霞、生物事业管理学系教授卢永祥、
园艺学系讲师郭潍如、马来西亚嘉义大学校友会会长江文德、陈文圣先生
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详谈特殊教育境外硕士专班合作事宜，并签署合作协议书。

我校与国立嘉义大学进行两校合作签署仪式，左为国立嘉义
大学校长邱义源，右为我校副校长文平强。

国立嘉义大学校长邱义源带领各系教授拜会本校，由我校副
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公关

与招生处主任吴振声及教育系主任王淑慧亲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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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7月18日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副校长吴坚、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左鹏军、网络教育学院院长许晓艺、
国际交流合作处科长沈丽玲
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中国语言与文学系主任伍燕翎、教育系主任王淑慧、
商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陈国源、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
戏剧与影像系主任贺世平、美术与设计系讲师利南兴、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
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主任、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8月22日
台湾中州科技大学
校长陈彦佑、副校长谢清隆、校务顾问魏文地、校务顾问贝仁毅
校长莫顺宗、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推广教育部助理高级执行员张丽梅、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合作开办境外专业课程。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9月18日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itakyushu, Japan)
1. Vice President, Directo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xchange, 
    Dr. Masato NINOMIYA
2. Deputy Directo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xchange, 
    Dr. Daniel STRUCK
3. Chief Offic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xchange, Ms. Keiko KATSURA
校长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姐妹校中国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坚教授（右三）、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左鹏军教授（左
一）、网络教育学院院长许晓艺教授（右二）及国际交流合作处科长沈丽玲女士（右

一）到我校进行为期4天的交流访问，主要探讨两校未来的合作方案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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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9月25日
中国学者团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沈志华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韩长青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吴尔蓓蜜女士、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樊百玉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贺艳青博士
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教育系主任王淑慧、中国语言与文学系高级讲师廖文辉、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拜访与交流。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9月27日
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人文与科学学院院长巫铭昌、汉学应用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吴进安、
汉学应用研究所副教授翁敏修、汉学应用研究所副教授张美娟、
汉学应用研究所副教授柯荣三、汉学应用研究所助理教授金原泰介
中国语言与文学系主任伍燕翎、中国语言与文学系高级讲师廖文辉、
中国语言与文学系讲师郭思韵、中国语言与文学系讲师郑诗傧、
中国语言与文学系讲师罗燕婷、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0月16日
英国东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UK) 
Senior Academic Partnerships Development Officer, Ms. Caroline Ward
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商学系主任陈国源、
商学系高级讲师Shamuni A/P Kunjiapu、商学系讲师谢富强、
商学系讲师Navaratnam A/L Vejaratnam、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副校长兼国际教育交流国际长二宫正人（前排左二）、国际教育交
流副国际长Daniel C. Strack博士（前排右一）及国际化推进室国际交流系长桂启子（前
排左一）前来我校拜会交流，探讨交换生计划。我校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副校

长李锦兴、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及美术与设计系讲师李勤乐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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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0月20日
中国广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书记李雁、播音与主持艺术系主任刘玉萍、
播音与主持艺术系教师彭雨晴、播音与主持艺术系教师毛芳瑶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媒体研究系讲师黄招勤、媒体研究系讲师高佩瑶、
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主任傅琬诗、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1月3日
爱尔兰利默瑞克理工学院(Limeric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public of Ireland)
1. Head of Faculty, Limerick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Mr. Mike Fitzpatrick
2.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s. Cliona Campbell
3. International Officer, Ms. Karen McAvinue
4. Ms. Cecilia Wong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庄正伟、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
商学系讲师林慧欣。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1月3日
英国格洛斯特郡(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UK)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acqueline Baines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注册处主任Azizan Bin Othman、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商学系主任陈国源、
商学系高级讲师Shamuni A/P Kunjiapu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1月7日
台湾国立台北商业大学
国际事务处国际事务长李欣欣、国际事务处国际学生组组员孙蜀晴
副校长李锦兴、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中国语言与文学系主任伍燕翎、
商学系主任陈国源、商学系高级讲师Shamuni A/P Kunjiapu、
商学系讲师林慧欣、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1月13日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
传播与科技学系副教授戴瑜慧、人文与社会学系副教授罗烈师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中国语言与文学系高级讲师廖文辉、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1月13日
West College Scotland, Scotland
1. International Director, Ms. Sara Rae
2. Southeast Asia Representative, Mr. Yong Yaw Wee
3. Business Development Representative, Ms. Pepsy Kirk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李锦兴、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
推广教育部副主任颜丰平、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推广教育部助理吴嘉欣。
拜访与交流。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7年11月16日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国际暨两岸合作处秘书陈艺文、国际暨两岸合作处学术交流组专案经理黄显雯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美术与设计系讲师利南兴、教育系讲师汤翔兰、
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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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于今年安排院领导、学术和行政主管赴
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进行参访交流，致
力于保持良好的联系与合作，展望扩大交流，积

极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推动学
术交流、人员互访、合作研究等合作项目，以期
打造具备宏观国际视野的高等学府。

3.3 出访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出访事项: 

2017年4月22日
2017年铭传晚宴，八打灵大同皇苑酒家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受邀出席支持姐妹校在地活动及保持良好关系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出访事项: 

2017年6月5日～11日
公关兼招生处主任参访台湾
公关兼招生处主任吴振声
随巴生中华总商会参访台湾文教与商业机构。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出访事项: 

2017年7月8日
2017年马台高等教育发展交流会
公关兼招生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出席马台高等教育发展交流会。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出访事项: 

2017年11月22日～26日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出席国立屏东科技大学93周年校庆。

3.4 师生交流

姐妹校的师长与学生带着学习作品到访本校，与本校师生进行访问与交流和作品分享，同时也了解
我国的华文教育，以及走访我国名胜景点。

参访单位:
参访时间: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参访内容: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2017年5月3日
师生一行11人
教育系主任王淑慧、教育系执行员张万霖
教育讲座、教学法交流

参访单位: 
参访时间: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参访内容: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2017年8月2日
师生一行6人
教育系讲师张伟隆、教育系执行员张万霖
教育讲座、教学法交流

参访单位: 
参访时间: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参访内容: 

台湾台北市立大学
2017年9月11日～9月14日
学生一行12人
教育系讲师张伟隆、教育系执行员张万霖
华教史讲座、教育科技活动讲座、教学法交流

参访单位: 
参访时间: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参访内容: 

印尼克拉登中学
2017年10月17日& 10月19日
学生一行12人
教育系讲师王睿欣、教育系执行员史珍妮、教育系执行员张万霖
中华文化交流活动、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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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处

招生处于2017年迎来新的挑战。如何在短
时间内让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了解到新纪元
大学学院的发展格局和新的课程设置，是一项值

得探讨的课题。除了强化例常的招生管道以外，
今年也尝试了新的宣传模式，例如面子书上进行
【说书人】系列的直播访谈。

4.1 全年例常活动

招生处全年例常活动包括各项大小型教育
展、举办升学讲座、拜访学校等，广泛宣传新
纪元办学理念及课程，也藉此加强友好学校的联
系，接触未开拓的中学，鼓励校方组织学生来
访，提升本校的知名度。

教育展：

教育展 次数 （场）
升学情报教育展 39
Citiworld教育展 46
EduQuest教育展 3
Edulink教育展 3
FEN教育展 8
学校自办教育展 48

董总（中国高等教育展） 2
SUREWORKS大型升学咨询展 4
STAR大型升学咨询展 1
吉兰丹技职与就业展 1
Karnival Pendidikan Tinggi 
Negara Kali Ke-13 
1. USIM

1

总计 156

拜访学校与讲座：

区域 学校拜访次数(场) 讲座次数(场)

西马区 36 7
东马区 5 -
总计 41 7

中文系讲师郑诗傧博士与学生和家长分享学习中文之乐。  招生处主任吴振声先生与学生和家长说明如何网上报名。

月招生处循例将每个招生梯次前的月份定为“资
讯月”，并于周末、周日和公共假日安排同事执
勤，不间断的为学生与家长提供升学资讯并进行
校园导览。资讯月期间通过面子书和电台广告广
泛宣传招生资讯，以吸引年轻听众和网络用户的
注意。

资讯月：

学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月份学期 12/12/2016 22/1/2017
3/5月份学期 13/02/2017 21/05/2017
9月份学期 31/07/2017 24/09/2017

4.2 校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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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校园工作坊

4.5 面子书“说书人”直播系列4.4 全国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讲座

招生处于2017年获多间学校的青睐，召集
高年级学生到新纪元参加半日或一日工作坊。除
了让学生直接感受各系课程的魅力外，也让他们
亲身考察并了解新纪元的办学措施及软硬体设
施，提高他们毕业后到本校升学的意愿。

校园工作坊：

学校 负责科系 工作坊内容
吉隆坡中华
独立中学 媒体研究系 广播电视

巴生光华独
立中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媒体研究系 中文传播

柔佛永平中
学 媒体研究系 播音技巧

加影育华国
民型中学

SPM美术技巧 
及 包装设计

加影育华国
民型中学 辅导中心 性不性由您

马六甲圣母
女子国民型
中学

媒体研究系 广播电视

文冬公教国
民型中学 媒体研究系 电视制作

适耕庄育群
国民型中学 招生处 升学规划分享

媒体研究系讲师 黄招勤博士指导学生进行电视访谈制作

新纪元于2017年4月19日受全国国民型中
学校长理事会的邀请，到场分享新纪元如何落实
及实施STEM教育理念。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副
院长 李泉氚主任代表新纪元，向70多位国民型
中学校长及代表分享有关专题。

李泉氚主任受邀到全国国民型校长理事会分享STEM教育理
念。

社交媒体与数位科技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
生活，改变了人们摄取资讯的方式。为此，招生
处于2017年初尝面子书直播功能，邀请3位专家
学者和1位国际毕业生制作“说书人”系列，即
时透过网络与学生和家长分享生活经历和教育理
念。

嘉宾 职务 访谈内容

李锦兴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
院 副校长

浅谈新纪元未来
发展规划

连瑞盈讲师 教育系 讲师 特殊教育与幼儿
音乐教育

李勤乐讲师 美术与设计系 
讲师 设计之乐

杜丽亚小姐 商学系国际毕
业生

马来西亚升学经
验之谈



137

（五）国际学生事务处

5.1 国际学生事务

2017年是国际学生事务处艰辛然而却绝地
重生的一年。经过了长达数月的申请，终于在
2017年10月份完成国际学生招生执照的更新。
硕果仅存的1位山口洋国际学生也在2017年通过
学术考核，于第18届（秋季）毕业典礼获颁结业
证书。

但随着执照的更新，国际学生事务处随即和

海外友好文教团体签署新的合作协议书，继续强
化与友好单位的合作关系，并重新提呈新的国际
学生入学申请。

此外，新纪元大学学院与日本北九州市立大
学筹备交换生计划，双方将于2018年筛选商学
系二年级本科生到对方大学修读一学年。

截至2017年12月31日，1位国际学生通过学术考核，获准毕业：

序 姓名（中） 姓名（英） 性别 国籍 课程
1 蔡佩君 CHAIRY HENVY 女 印尼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有3位国际学生提呈入学申请：

序 姓名（中） 姓名（英） 性别 国籍 课程
1 曾美晶 MICHELE CINDY CLAUDIA 女 印尼 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BTCSL）
2 - POUTSADEE KEOKHAMPHAN 女 老挝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DAC）
3 - CHANTHALAVONG THEB AKSONE 男 老挝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DID）

毕业生蔡佩君同学与莫顺宗校长和印尼赤道基金会代表于毕业典礼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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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日本九州市立大学来访团

日本九州市立大学于9月18日来访，探讨两
校进行交换生计划的可能性。本校先安排了贵宾
们作校园导览，让贵宾们对新纪元的办学理念和
设备有了初步的认知。接下来，以校长 莫顺宗博
士和副校长 李锦兴博士为主的新纪元代表与贵宾
们进行了长达约二小时的深入交流。双方同意交
换生计划先以商学系二年级本科生为开端，交换
期暂定为一学年。

此外，两校也计划于2018年中旬签下备忘
录，为双方合作奠下基础。

日本九州市立大学代表：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总监
    Masato Ninomiya博士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副总监
    Daniel Struck博士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专员
    Keiko Katsura小姐

图片2 新纪元与克拉登学校代表互赠纪念品

5.2 接待国外学术机构代表

5.2.1 印尼克拉登学校来访团

印尼克拉登学校董事和经理 Komardiyanto
先生和Edy Sulistyanto先生于2017年8月8日来
马，目的是与本校面谈印尼学生汉语游学团的合
作项目。克拉登学校非常重视汉语文的学习，希
望能安排其学校的中学生到马来西亚学习基础汉
语文和中华文化:

·SMP KRISTEN KLATEN 董事 
    Komardiyanto先生
· SMP KRISTEN KLATEN 经理  
    Edy Sulistyanto先生

接待来访的本校代表有教育系主任 王淑慧博
士、招生处副主任 萧维深先生、文化推广中心助
理 沈炜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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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国际参访活动

5.3.1 印尼万隆三一与荣星学校教育展

国际学生事务处于9月11日至15日，应印尼
万隆三一与荣星学校理事会的邀请到当体参与为
期4天的教育展，与当地学生和家长分享到新纪
元升学的资讯。此外，本校与印尼万隆三一与荣
星学校理事会自2015年开始签署合作意向书，
双方也基于之前的愉快合作关系，于当地续签新
的合作意向书。参加教育展的本校代表为招生处
副主任 萧维深先生、招生处执行员 Norhafizah
小姐 和 廖欣怡小姐。

此外，招生处副主任萧维深先生也在教育展
期间拜访了多个当地的文教机构，并探讨进行学
术合作的可能性: 

· 印尼万隆国际外语学院

·印尼万隆玛拉纳达基督教大学

·印尼万隆劲松基金会

·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学生积极向新纪元课程专员了解升学资讯。

印尼万隆三一和荣星学校理事会与新纪元续签合作意向书。 招生处副主任 萧维深先生与印尼万隆国际外语学院 曾秀娜
院长交流甚欢。

5.4.1 克拉登学校汉语游学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印尼克拉登学校于10月
16日至21日开办的“学生汉语游学团”，共有
12位老师及同学参加。开办有关活动的目的为让
零起点的学生认识中文之美。同时，新纪元大学

学院也因学校表演的需求，安排了爱艺鼓骨干成
员教导二十四节令鼓的基础鼓法，让学生未来可
以回到印尼作推广和表演。希望此类活动可以让
印尼老师和学生认识新纪元，以达到招生宣传的
效果。

5.4 学生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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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事务处

生活辅导主要处理学生校园日常生活、工读
及未来就业机会、学生福利等事物为主。今年新
增失物待领以让遗失物品的学生找回失物。

6.1.1 学生意外保险

今年本校继续向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保险公司投保学生意外保
险。总投保费为RM 28,661.20, 承保范围如下：

序 效益  投保额 (RM)
1 意外死亡 15,000.00
2 意外永久残障 .50,000.00
3 公共交通意外死亡 15,000.00
4 学校范围内的意外死亡 15,000.00
5 意外医疗费用 2,000.00
6 救护车费用 50.00/25.00
7 绑架延伸 15,000.00
8 死亡体恤补助金 2,000.00
9 入院津贴 50.00/25.00
10 教育津贴 20,000.00
11 传统医疗费用 200.00
12 意外牙科医疗 500.00
13 课本遗失及毁损 200.00
14 学校／补习费津贴 300.00

今年有1位学生要求赔偿RM178.00作为医
药费用。

6.1.2 工读机会

清寒工读方面，2017年共提供6名机会给经
济有困难的学生，分别分配在中文系、国际交流
处、学生事务处及陈六使图书馆。

6.1.3 企业征才

通过“企业征才”系统来帮助毕业生能够获
得更多企业招聘及就业相关资讯。2017年共有
339个就业机会刊登在此网页。

6.1.4 车贴通行贴纸

今年共有356位学生申请车辆通行贴纸。

6.1.5 学生投报

今年，学生事务处总共已收到了15宗投
报，刑事2宗、物品遗失9宗及宿舍4宗。

6.1.6 学生纪律事件

学生纪律委员会今年共处理了3宗违规事
件，分别2宗校外抢夺案及1宗校内行为不检事
件。

6.1.7 户外教学活动外出记录

学校活动多姿多彩，除了课堂上教学，教
师们也会带领学生到户外教学以更能体会当中缘
故。今年总共收到100次外出教学记录。

6.1.8 毕业生动态调查

2017年1月份共有195位毕业生。其中104
位毕业生正在工作、63位继续升学还有28位为
其他(如：待业、已更改联系号码等)。

6.1.9 一个马来西亚购书券（BB1M）   
 RM250 书券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故推
出KADS1M取代购书卷。学生可到邻近的Bank 
Rakyat申请。成功申请者，政府将会直接汇款
RM250.00至学生户口。

6.1.10  阳光计划

本校与食堂合作，推出阳光计划以帮助
家境贫穷的学生提供优惠价午餐。午餐价格是
RM3.00 一碟（包含饭或面、蔬菜、肉类及豆
腐）。今年共有14位同学受益。

6.1.11 失物待领

自添加失物待领服务后，学生事务处共接收
到10件失物，其中有2件更被失主认领。

学生事务处的宗旨是以亲切及和蔼的态度
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让学生觉得信赖。主要工作
为照顾本校学生活动、住宿、课外活动、学生保

险等。除外，学生事物处也扮演着督导学生的角
色，是校方与学生之间沟通之桥梁。

针对各项原有业务，相关工作如下：

6.1 生活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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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主要负责学生课业以外的活
动，希望积极推动学生透过参与各种活动来累计
经验，对健全的人格培养与心性的陶治脾有助
益。除此之外还能促成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适应学生多种个性及相处
之道，从中提拔，发觉人才。课外活动可分为“
部门项目”及“学社活动”两项。

6.2.1 部门项目

本处主办、联办、承办及协办活动

（1）罪案防范讲座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2月22日在完美教学楼举
办罪案防范讲座。当日共有30余位同学出席讲
座。

（2）OneSight免费眼科检查及眼镜配戴

配合由Luxottica成立的OneSight美国基金
会来马，国际狮子会邀请新纪元学生到吉隆坡敦
胡先翁国家眼科医院进行免费眼科检查及眼镜配
戴。共有15位同学参与。

（3）加影无车日

为了打造低碳城市，加影市政局于2017年5
月20日，清晨6时30分至上午9时30分推动“无
车日”活动。当日也举办了多项活动如骑脚踏车
等各种健康活动。共有34位新纪元学生及数位教
职员参与。

（4）就业讲座

为了让即将毕业的在籍生做好即将踏入社会
的准备，本部门特于7月5日安排就业讲座给各位
学生。希望通过讲座学生可以与社会有进一步了
解。

（5）就业展

学生事务处与Careertour(M) Sdn Bhd协办
于7月12日在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为期1日的就
业展，目的是让即将毕业的学生找到就业平台。
同时也让所有学生了解当今社会各公司的要求而
得以自我增值。

（6）台湾教育展

本校于2017年7月7日及8日与马来西亚留

台校友联合总会协助台湾高等教育展。地点位于
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本院共有72名同学自愿
报名参加成为工读生。

（7）防火讲座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10月25日邀请加影消防
局到新纪元大学学院给予各位学生防火讲座。目
的是希望通过讲座让同学了解应该如何预防火灾
及火灾发生时应该如何应对。除此之外，当天也
有示范灭火演习同时教导学生如何辨别及使用灭
火器。

（8）健康生活周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10月27日及11月8日与
本校辅导中心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协办《健
康生活周》。许多学生或上班族都没有吃早餐的
习惯。然而不吃早餐会危害身体，造成精神不集
中、动脉硬化、导致肥胖等情况。所以学生事务
处及辅导中心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希望通过此
活动呼吁及提醒大家早餐的重要性。当天，共准
备250份免费早餐提供大家。同时，于11月8日
更邀请到安全及急救学院有限公司（ASEC）前
来教导大家心肺复苏急救术及TLS健身中心为大
家讲解。除此之外，更邀请了乌鲁冷月卫生局到
校提高同学们对卫生的意识及宣传器官捐献。共
有35位志愿者申请做为器官捐献者。

（9）与校长有约之茶会交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11月22日举办第一届应
届毕业生与校长茶会交流。目的是让应届毕业生
与校长互动，互相了解。当天共有46位同学出席
活动。

（10）各科系学生与校长之下午茶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每星期三与1个科系的学
生与校长共用下午茶促进关系。校长共见了8各
科系，每科系共有9位同学出席。

6.2.2 学社活动

 学生会主办、联办及协办活动。

（1）校外排球比赛

为了吸取更多的参赛经验，新纪元大学学院
排球社与3月18及19日参与了诺丁汉大学(英国

6.2 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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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举办的排球比赛。我对共有
10位同学参加。

（2）工作坊

舞法舞天每年都会举办工作坊，目的是希望
通过舞蹈教学增进团员间的舞蹈技巧及感情。今
年也不例外，舞法舞天社团于3月25日于 新纪元
大学学院举办工作坊，当日有40余名学生参与。

（3）迎新营

由学生会主办、迎新小组筹办的迎新营已在
5月5-7日及9月5-7日举办，参与新生人数分别为
172人及73人。迎新营开放予所有新生参与，目
的在于让新生能够更快地适应新纪元环境及大专
生活。

（4）I-Do内部比赛

为了提高学生组织乐团的经验及使同学勇
于表演及享受舞台，I-Do音乐社每年都会举办内
部比赛以提升个人的潜力。今年的内部比赛设在
6月28日，共有5对参赛者，每对参与2次的比
赛。

（5）全国大专音乐联盟交流营

学生会与新纪元大学学院I-Do音乐社于
2017年7月7日至7月9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举办
第一届全国大专音乐联盟交流营《旋乐》。主要
目的是让各大专的音乐社得以交流。共有150人
参与此交流营。

（6）排球校内比赛

排球社于10月7日至13日举办的排球院内
赛，主要目的是提升运动风气及推广排球运动。
此活动鼓励所有新纪元在籍生参与。共有24位同
学参与。

（7）舞法舞天大型演出 (The Vibes EDM)

为了推广电子音乐舞蹈，新纪元大学学院学
生社团舞法舞天于10月11日举办大型演出（The 
Vibes EDM）。电子音乐就是电子合成器演奏，
使用电子设备现场演奏的音乐。当天活动受到许
多同学的青睐。当天更有多达230位观众出席。

（8）海螺新韵奖

由新纪元学生会与新纪元媒体研究系所联办
的《第四届海螺新韵奖》于2017年10月19日举

行。当晚更有幸邀请到新加坡歌手郭美美演唱。
当天共有大约250位观众出席。

（9）《乐聚2.0》全国大专华乐交流营

华乐团于2017年10月27日至29日到英迪国
际大学参与三天两夜交流营。目的是要提供各大
专华乐团一个交流的平台，以促进各乐团之间的
联系。学生事务处共派出及赞助5名华乐团团员
参与此活动。

（10）校内羽球比赛

新纪元大学学院羽球社与基督飞扬团契于
2017年7月26日联办校内羽球比赛。地点位于
Holy Family Church Badminton Court。目的是
要让各位学生享有一个互相切磋球技的平台。共
有37余名学生参与比赛。由于7月份的羽球比赛
反应热烈，因此羽球社也于同年11月15日举办
校内比赛，共30名同学参与。

（11）校内五人篮球比赛

新纪元大学学院篮球社于10月23日至11月
18日举办五人篮球校内比赛。篮球比赛分为男子
组及女子组，男子组为5人篮球赛；女子组则为3
人篮球赛。共有10对男子组及3对女子组参与比
赛。

（12）跆拳道校外比赛

新纪元大学学院跆拳道与2017年2月24及
25日参与由诺丁汉大学(英国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举办的跆拳道比赛荣获2面铜牌。此活动共有3位
跆拳道会员参赛。

（13）辩论社

序 日期 地点 比赛名称 会员参
与人数

i. 18/03~ 
20/08

新纪元大
学学院美
化校区及
各大专

2017年超
级大专辩论
联赛

8名
学生

ii. 30/10~
07/11

新纪元大
学学院美
华校区

第15届校内
辩论比赛

6名
学生

iii. 09/12~
10/12

马来西亚
理科大学

第八届世界
华语辩论锦
标赛（东南
亚赛区）

4名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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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彩虹兵团

序 日期 地点 活动项目 会员参与人数
i. 10/11~12/11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5.0巡回激励营 25名学生

学生宿舍以照顾本院新生与女生为主，提供
予居住在外地的莘莘学子有个舒适的居住及学习
环境。

6.3.1 美华校区宿舍

美华校区宿舍“饮水思源楼”学生宿舍提供
学术课程及技职课程女生住宿，至今已投入使用
进入第15年。

A. 住宿人数

配合2017年招生办理新生入宿：

(1）2017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41名；

(2）2017年3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6名；

(3）2017年5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07名；

(4）2017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124名。

新生入宿人数为398名，入住率达53.57%。

B. 宿舍活动

（1）防火讲座

宿舍办公室于10月25日邀请马来西亚消防
与拯救局到本校举办防火讲座，目的是为了让新
生住宿生了解防火的知识，掌握宿舍 逃 生 路 线
以防患于未然。防火讲座顺利举行，共有210位
新生住 舍生及职员出席，参与率达73% 。

（2）防火演习

在11月10日与自治会配合庶务处举办的美
华校区预警式防火演习，校方也藉此机会对住宿

大楼的防火设备及器材进行试用及检 测 ， 以 策
安全。

C. 宿舍管理会议

（1）宿舍管理委员会

 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由学生事务处主任、
庶务处主任、辅导中心主任、生活导师及宿舍自
治会代表组成。此管委会在每两个月召开一 次
会议探讨宿舍事宜。

（2）宿舍夜间助理会

宿舍夜间助理会定期召开会议，报告与宿舍
有关事宜、夜间执行的任务及互相交流意见。

6.3.2 中环校区宿舍

中环校区宿舍仅供技职课程男生住宿。由于
原有宿舍（Block H）租约已满，楼层与设备皆
老旧，因此于今年5月份启用新一栋宿舍（Block 
K）。新宿舍共有90个床位；地点在完美教学楼
后面，步行抵达只需2分钟；宿舍楼下亦有24小
时警卫驻守，较于便利与安全。此外，有安排一
位夜间助理住在Block K宿舍，以便协助管理宿
舍及照顾宿舍生的福利。

A. 住宿人数

（1）2017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2名，旧
生住宿18名，住宿率达44.44% ；

（2）2017年5月新生入宿人数为57名，旧
生住宿 6名，住宿率达70% ；

（3）2017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4名，旧
生住宿24名，住宿率达53.33% 。

6.3 宿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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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脑中心

7.1 课室与电脑器材规划

7.1.1 美华校区

（1）电脑课室B105A提升

B105A电脑课室可容纳31台电脑，目前只
设有21台电脑的配备。为充分利用电脑课室的空
间，今年增设多5台电脑，同时也可被安排更大
班的电脑课。此电脑课室也设有Adobe CC的软体
以供设计排版课使用。

（2）还原美华校区一楼电脑课室

为让现有的电脑课室恢复最大的可使用空
间，依据最大的容量，重新设立电脑课室的电脑
数量。目前电脑课室的电脑数量分配如下：

电脑课室 目前数量
B101 32 + 1
B102 24 + 1
B104A 26 +１
B105A 25 + 1
B106 45 + 1

其中B101，B104A 及B105A设有固态硬盘
（Solid State Drive）以提升电脑的操作性能。所
有电脑都备有复原卡，以及最新版本的复原卡软
体，以让操作系统更稳定，提升电脑操作速度。
同时也进行不定时的检查，以确保电脑可以正常
操作。电脑的电源线路整理，确保老师同学安全
使用。

7.1.2 中环校区

（1）增设207电脑课室

增设新电脑课室207共31台电脑，以应对在
该年更大的使用量。电脑配备都是Intel i5 及4GB
的记忆体。同时，此新电脑课室也可充当为网络
实验室，课室里设有独立的交换器及两组42U的
伺服器机架，以供学生进行网络测试及实验。

（2）电脑课室/普通课室维护

目前电脑课室的电脑数量分配如下：

电脑课室 目前数量
101 24 + 1
103 12 + 1
104 25 + 1
106 21 + 1
107 35 + 1
207 30 + 1

207电脑课室提升为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rive）以提升电脑的操作性能供排版设计课使
用。

所有电脑都备有复原卡，以及最新版本的复
原卡软体，以让操作系统更稳定，提升电脑操作
速度。同时也进行不定时的检查，以确保电脑可
以正常操作。电脑的电源线路整理，确保老师同
学安全使用。

7.2 教职员电脑设备

持续更换职员电脑至少Core 2 Duo配套，这
可让教职员使用较新颖的电脑，同时也更新操作
系统至Windows7以及加入学校验证区域 (Active 
Directory)。

同时配合一卡通，统一打印系统，届时同
事打印、复印及扫描文件必须先拍卡进行身份认
证。目前备有一卡通打印机的地点有图书馆、行
政办公室、中文系及美术系。

（1）防火墙

中环校区原有的网关无法负荷现有的网络流
量及过滤工作，美华校区宿舍的545型号防火墙
被调配至该校区以解决问题，同时提高中环校区
的网络保安及管理效率。

（2）复原卡中央系统

中环校区及美华校区的电脑都备有复原卡，
电脑中心设立了该设备的中央系统以进行有效地
管控置有复原卡的电脑，包括课室、电脑课室及
开放电脑室。

7.3 网络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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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网

以搜寻课程资料为主，进行网页改版。根据
现有的网页核心进行修改，淘汰陈旧的源码，以
更符合现代的需求，尤其在移动设备上浏览学校
网页。同时也更新及删除过于陈旧的资料。整体
提升网页美观度、实用度、准确度及速度。

（2） 图书馆手机版OPAC

为提供更方便的浏览及简介的页面，建立了
手机版的图书馆OPAC系统。

（3）一卡通系统

配合一卡通计划，建立了一卡通网上系统以
让教职员及学生使用“e账号”登入系统查询一
卡通信息，例如：打印、复印及扫描记录，门禁
记录等。同时，图书馆柜台通也可以通过此系统
替学生进行缴费充值，以作为一卡通打印服务的
储值。

计划开发“自行充值功能”以让教职员通
过此系统申请一卡通打印充值，再由部门主管审
批。

（4）学校管理系统 (UCMS)

开发学生纪律系统以统一记录及处理学生的
纪律档案。目前由注册处及学生事务处共同管理
此功能。同时也针对现有的系统功能及报表进行
维护和提升，以确保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3）虚拟专用网络 (VPN)

为了提升两校区内部的连接网络保安，应
用现有的宽频服务建立连接两校区的虚拟专用网

络。同时，也把现有的P2P无线网络连接设定为
后备方案。届时，内部信息共享都通过此新的专
用管道。

7.4 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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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庶务处

1. 中环校区Block K学生宿舍

为了方便学生上课，将原有中环校区的学生
宿舍，从Block H 搬迁至Block K。

2. 提升309讲堂设备

为了应付使用人数的增长，将原有讲堂的固
定座位从原有的100位增加至110位并更换原有
已陈旧及损坏的椅子。

3. 李业霖书库及增加图书馆讨论室

配合陈六使图书馆的发展，协助图书馆在
馆内增设李业霖书库及间隔多2间的讨论室。与
此同时，在馆内装置吸音设施，以减低馆内的回
音。

4. 陈六使图书馆更换节能灯泡

为响应环保及节省能源本处将分阶段将图书
馆的普通灯泡更换成LED节能灯泡。目前已完成
图书馆1楼的更换工作。

5. 增设戏剧与影像系表演课室

按戏剧系只需求在，校内增设1间表演课
室。

6. 美华校区防火演习

本处在11月10日在美华校区完成了全校性
的防火演习。

7. 完美教学楼营业执照申请

本处已于今年中完成了完美教学楼的营业执
照申请工作。

8. 完美教学楼207电脑教室

本处依照技职教育处的发展需求将完美教学
楼207教室装置成30人的电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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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陈六使图书馆

9.1 简介

图书馆位于教学楼底层，共三个楼层，占
地约3万平方公尺，提供350个阅览座位。本馆
中文藏书极为丰富，收藏全套共1,500册的精装
本《四库全书》，馆内设置了“南洋大学史料中
心”及“方修文库”。

承蒙南大校友林顺忠先生慷慨捐赠，9月24
日“李业霖书库”在隆重开幕，为陈六使图书馆
的馆藏增添文史藏书约8千册。

除订阅国内外期刊杂志百余种外，也订购
中英文电子期刊资料库，以满足教学与研究之需
求。

馆舍设置包括：阅报区、参考区、期刊杂
志区、方修文库、南洋大学史料中心、李业霖书
库、讨论室、电脑区及阅览区。全馆均可无线上
网。除了图书流通服务，图书馆也提供视听资料
服务、无线上网、自助影印、扫描机、线上预约
及续借服务。

9.2.1   图书册数

2017购入图书共1,734册；获赠8,140册。

·中文馆藏： 170,425册
·英文馆藏：  43,724册
·巫文馆藏：    2,374册
    馆藏总数： 216,523册

9.2.2    订阅期刊学报

订阅期刊学报137种；获赠61种。

9.2.3   订阅报章

订阅报章10种。

9.2.4   订阅电子期刊

订阅 ProQuest 英文电子期刊: ABI/INFORM 
Complete 及 ProQuest Social Science。

9.2.5   订阅中国知网(CNKI)

中国期刊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主题范围
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教育与社会学。

9.2 馆藏

图书馆正门

期刊杂志区

二楼电脑区

三楼中文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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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赠书单位 册数
1 21世纪出版社 2
2 English Department 1
3 Mr. Ooi Kean Thong 12
4 Mr. Philip Wong 1
5 Mr. Ryan Yeong 4
6 Mr. Yap Yoke Keong 26
7 Ms. Chong Wei Woon 9
8 Ms. Elena Chai 1
9 Peng You Solutions 2
10 U-Text Sdn. Bhd. 29
11 爱薇女士 2
12 安焕然博士 2
13 北京师范大学 1
14 本土幻想团队 1
15 蔡来宝先生 1
16 陈达生博士 1
17 陈六使研究所 2
18 陈美颐小姐 5
19 陈美妘小姐 3
20 陈清天先生 147
21 陈荣照先生 1
22 陈颖萱小姐 1
23 陈宥林先生 68
24 陈紫玲小姐 3
25 邓国华先生 40
26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4
27 甘德政先生 87
28 高嘉谦教授 13
29 郭诗玲小姐 1
30 韩江学院 2
31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试验所 1
32 何乃龄先生 34
33 何玉万小姐 2
34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3
35 胡建弟先生 2
36 黄凯琳小姐 1
37 黄玲玲小姐 1
38 黄招勤先生 1
39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1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40 教总 313
41 柯嘉逊博士 2
42 柯木林先生 1
43 李锦秀先生 124
44 李先生 337
45 李璇英小姐 10
46 梁秝菻小姐 23
47 廖文辉博士 4
48 林丽芬小姐 76
49 林连玉基金 2
50 林顺发先生 6
51 林顺忠先生 2
52 林顺忠先生 （李业霖书库） 5442
53 林耀明先生 11
54 林永顺教授 1
55 林友顺先生 8
56 刘汉格先生 1
57 罗丽华小姐 15
58 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 1
59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2
60 甯小珊小姐 18
61 潘文杰先生 1
62 彭伟全先生 1
63 阮如双小姐 76
64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13
65 商务印书馆 47
6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
67 水木作坊出版社 4
68 孙德慧小姐 24
69 台湾国家图书馆 44
70 田芳旗小姐 14
71 王健胜先生 7
72 无名氏 14
73 吴洁莹小姐 1
74 伍燕翎博士 1
75 戏剧与影像系 34
76 香港珠海书院 5
77 萧子鸣先生 2
78 校长室 2

9.3 赠书单位及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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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赠书单位 册数
79 谢洁旎小姐 409
80 心向太阳剧坊 2
81 新加坡乡宗会馆联合会 1
82 许业文先生 131
83 雪隆董联会 12
84 颜清湟教授 2
85 杨静来先生 2
86 叶金辉博士 3
87 叶明媚小姐 44
88 叶淑雯小姐 4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89 壹间出版社 5
90 张舒晴小姐 3
91 张友平先生 23
92 中国华侨大学 6
93 中国语言文学系 1
94 中央研究院 1
95 周其辉先生 93
96 朱丽儿小姐 1
97 朱天送先生 176
98 卓南生教授 1

李业霖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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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辅导咨商与团体辅导活动、个别咨询

个别咨商人数：73人，总人次：261人次。

个别咨询服务共105人次，其中进行生涯职

业兴趣或人格测验者有13人。

团体辅导活动有生涯测验团体（24/3/2017，3
人） 

（十）辅导中心

 辅导中心为校内学生、教职员、家长及社区
民众提供辅导咨商专业服务。服务方式包括：个
别咨商、团体辅导、个别咨询，及家族治疗（夫
妻会谈／家庭会谈）。社区辅导服务自2013年

开始以来，深受欢迎，不断有民众前来询问及寻
求辅导。此外，中心辅导人员也提供校内外的生
涯辅导讲座、自我成长、激励讲座、两性交往及
性/性别教育讲座等。以下说明各项工作内容。

10.1 前言

10.2 个别辅导咨商与团体辅导活动、个别咨询

 社区辅导咨商为收费服务，服务的方式除
了个别辅导，也有夫妻、亲子或全家人来面谈。

今年共有2组（个人，夫妻，亲子，家庭）前来
寻求辅导服务，全年达7人次。

10.3 社区辅导咨商服务

10.4 校内外辅导讲座、培训及活动

序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1 6/1 B500 新生说明会 黄章健

2 7/1 辅导中心 生命线协会到访进行游戏治疗经验交
流 郭富美、黄章健、饶安莉

3 17/2 - 
19/2 董总师资局 独中新手老师培训 郭富美

4 21/2 辅导中心 个案研讨会 郭富美、黄章健、饶安莉
5 25/2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教师培训课程 郭富美

6 26/2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高中生性教育讲座、初中生性教育讲
座 郭富美

7 26/2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亲子讲座：做个有power 的父母 郭富美
8 4/3 尊孔独中 教师培训：校园危机处理 郭富美
9 8/3 新纪元技职学院 学生讲座：校园亲密关系 郭富美
10 22/3 辅导中心 电影bar之一：美味关系 黄章健
11 24/3 辅导中心 生涯测验团体施测 黄章健、郑佳美
12 5/4 辅导中心 电影bar之二：真爱每一天 郑佳美
13 12/4 太平华联独中 中国高教展生涯测验解说 黄章健、郑佳美
14 14/4 巴生中华独中 中国高教展生涯测验解说 黄章健、郑佳美
16 5/5 B500大礼堂 新生心理健康筛检 黄章健、郑佳美
17 5/5 B500大礼堂 新生说明会 郭富美
18 5/5 黄迓茱活动中心 新生迎新营讲座 黄章健
19 11/5 辅导中心 电影bar之三：黑魔女 黄章健、郑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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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3/5 - 
14/5 B205教室 同侪营筹委培训 黄章健、郑佳美

21 20/5 - 
21/5 B205教室 同侪营筹委培训 黄章健、黄玲玲、郑佳美

22 27/5 - 
29/5 新纪元大学学院 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

美、黄玲玲、黄凯琳
23 2/6 辅导中心 辅咨系学生实务训练 郑佳美
24 7/6 辅导中心 辅咨系学生实务训练 郑佳美
25 21/6 辅导中心 辅咨系学生实务训练 郑佳美
26 21/6 辅导中心 电影bar之四：丹麦女孩 郑佳美
27 23/6 辅导中心 辅咨系学生实务训练 郑佳美

28 24/6 - 
27/6 董总 全国独中辅导老师成长大会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29 5/7 孝恩纪念馆 辅咨系师生参访辅导机构活动 郑佳美

30 5/7 辅导中心 辅导义工团讲座—别对我撒谎-微表情
心理学 台湾亚大实习生

31 12/7 新纪元大学学院 前进阵线演讲 郑佳美
32 12/7 辅导中心 桌游趣 黄章健
33 13/7 育华国中 育华国中性教育讲座 郭富美
34 17/7 B205教室 友族同胞活动 黄章健
35 17/7 辅咨系 辅咨系义工训练 郑佳美
36 19/7 辅导中心 实习生讲座—看懂性格，避开地雷 台湾亚大实习生
37 20/7 辅导中心 台湾亚洲大学林秀珍助理教授交流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38 25/7 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 辅咨系学生参访辅导机构活动 黄章健、郑佳美
39 15/8 媒体系 学生讲座：团队建设 黄章健
40 19/8 培风中学 招生说明讲座 郑佳美
41 8/9 B500大礼堂 新生说明会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42 8/9 B500大礼堂 新生心理健康筛检 黄章健、郑佳美
43 13/9 B309阶梯教室 《心理辅导与文学》讲座 黄龙杰
44 29/9 辅导中心 电影bar之五： 我和我的冠军 郑佳美
45 11/10 B205教室 《爱情魔法书》讲座 郭洪国雄
47 20/10 辅导中心 电影bar之六：美丽心灵 黄章健
48 25/10 辅导中心 友族学生下午茶活动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49 26/10 黄迓茱活动中心 健康日（饮食咨询、器官捐赠介绍） 林爱玲、彭静谊
50 8/11 黄迓茱活动中心 健康日(CPR training，练出好身材) 洪启晋
51 8/11 辅导中心 多元文化社团筹备会议 郑佳美
52 9/11 巴生中华独中 生涯讲座与辅咨系介绍（高中生） 郑佳美
53 15/11 辅导中心 友族学生多元文化社团筹备会议 郑佳美
54 6/12 辅导中心 友族学生多元文化社团会员大会 郑佳美

55 6/12 Kajang Hospital &慈
怀残障中心

社区服务：关怀儿童病房儿童与残障
中心住民 郑佳美

56 7/12 黄迓茱活动中心 性别周：认识多元性别 蔡持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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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2017年第十一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 
   导培训营

自200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全国中学生同侪
辅导培训营以来，辅导中心暨辅咨系今年已是第
十一度举办此营。同侪营的目标为培养中学生对
助人的兴趣；提升中学生同侪辅导义工助人知识
和技巧，推广校园同侪辅导，协助学校建立同侪
辅导团队。

 今年同侪营于5月27日至5月29日在新纪元
大学学院举办，参与人数为84人。来自全马19
所中学的营员，连同8位领队老师，筹委主要是
辅咨系学生与辅导义工团共50人，齐聚一堂共襄
盛举。今年同侪辅导培训营的主题为“同侪辅导
GO！”，内容围绕在基本的辅导技巧。每当身
边还有人难过或伤心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有人
陪伴，在校园中的同侪辅导员，就是在这样的时
候发挥自己的热诚，去帮助及安慰身边的人。同

侪辅导员在面对朋友难过及伤心的时候往往不知
所措，所以辅导中心透过短短3天2夜的同侪辅导
营，让营员们透过课程与活动，从认识同侪辅导
开始，学习同理及倾听，基本辅导技巧等，并透
过基本技巧训练及与演练，将所学应用在模拟情
景上。

本次营会课程主题及主讲人如下：

1. 课程1 – 认识同侪辅导：郭富美讲师

2. 课程2 – 同理与倾听：黄玲玲讲师

3. 课程3 – Fun轻松吧！压力管理与解压： 
     郑佳美讲师

4. 课程4–  人际觉察：黄凯琳讲师

5. 课程5–  基本辅导技巧：黄章健讲师

2017年第十一届同侪辅导培训营开幕。 2017年第十一届同侪辅导培训营大合照。

10.4.2    新生入学心理健康检测

辅导中心从今年开始进行全校性新生入学心
理健康检测，刚入学的新生可以透过手机或纸本
来填写简式心理健康量表，进而了解新生普遍的

心理健康状态。经过自我评量，学生对自己的心
理健康状态更为了解，透过现场的解说，新生也
能够自我评估是否需要专业的协助。此外，辅导
中心掌握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会邀请面临困
扰的学生前来会谈，达到早期介入的效果。

10.5 校内心理健康及成长活动

10.5.1 《健康周》

辅导中心分别于10月至11月举办《健康
周》。这项活动的宗旨是向学生、教职员以及公
众人士宣导提升健康生活的方式。这次的活动包
括健康饮食咨询服务、派送健康早餐、器官捐赠
介绍、CPR training、邀请健身教练教导参与者
如何透过简单的步骤练出好身材。

活动细节如下：

1. 10月26日：健康饮食咨询服务（饮食治 
 疗师：林爱玲、彭静谊）、派送健康早 
 餐、器官捐赠介绍

2. 11月8日：CPR training、〈练出好身 
 材〉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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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性别周》

这项活动的宗旨是向学生、教职员以及公众
人士宣导，开拓参与者多元/平等的性别视野，
建立性别友善的校园。本次的活动包括：多元性
别微电影甄选比赛、邀请台湾同志及马来西亚的
多元性别组织现身说法，让参与者了解到国内外
的情形，了解同志议与马来西亚同志的生活及困
难。活动细节如下：

1. 10月11日：性别周讲座：恋爱的必修8 
 堂学分。主讲人：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人类 
 性学研究所的郭洪国雄博士

2. 10月3日-11月24日：〈让我们对性别温 
 柔相待〉微电影甄选比赛

3. 11月6日：性别周讲座：认识多元性别。 
 主讲人：异样Diversity代表：蔡持兴，施 
 长礼、Jeff

辅导义工团秉持服务助人的精神，延续往年
多项活动，不断推动与参与各项助人活动。

2017学生辅导义工团理事名单：

· 团长：潘志豪
· 秘书：叶慧亮
· 活动股组长：胡永康
· 美宣组组长：蔡雯萱         
· 副团长：陆雪薇
· 财政：蔡建换
· 副组长：郭凯恩                 

10.6.1  辅导义工团基本助人培训课程及活动

2017年辅导义工团基本助人培训课程内容
包括自我探索，以及助人概念与技巧。

2017年第一学期
17/5 宿舍探访 
24/5 新生迎新
31/5 团课
04/6 微笑日
14/6 心灵电影欣赏

21/6 团课
28/6 团课
24/7 All Pass 活动

2017年第二学期
20/9 宿舍探访（新生）
27/9 旧生聚会
4/10 迎新与小培训与中秋晚会
18/10 认识同侪辅导（黄章健）
8/11   认识属于自己爱的语言（郑佳美）
11/11-
12/11

辅导义工培训营

15/11 团课 （胡永康）
21/11-
24/11

性别周  

29/11 团课
6/12 ·加影中央医院探访（辅导义工团与

基督飞扬社团联办）
·慈怀残障之家探访（辅导义工团）

20/12 冬至及圣诞聚会
13/12 All Pass

10.6 学生辅导义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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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守新护心行动

守新护心活动是在5月及9月开学初举办，
辅导义工透过拜访新进宿舍生，了解新进宿舍生
在校园里的适应状况，向新生表达关怀与提供协
助。

10.6.3    机构探访

义工团与基督飞扬社团在12月6日到加影中
央医院探访进行机构探访，学习如何透过活动与
绘画与儿童拉近距离。在圣诞节的来临前传达我
们的祝福，让冰冷的医院也带来一些节庆欢乐的
感受。另外辅导义工团也拜访了慈怀残障之家，
团员们唱歌跳舞，也为那里的住民按摩。在带给
住民欢乐的同时，义工团的成员也体验到帮助他
人的喜悦。

机构探访

10.6.4    义工培训营

中心于11月11至12日在Eco Bliss举办2天1
夜的学生辅导义工团培训营。透过活动，促进新
旧义工之间的联系, 分享交流与学习，并提升团
员之间的凝聚力, 增加义工对辅导义工团的归属
感，提升团队精神。培训营中除了团康活动外，
分别由两位老师主讲课程，即：

1. 倾听与同理心的技巧（郑佳美老师）

义工培训营—倾听与同理心的技巧 

2. 助人者的特质（黄章健老师）

义工培训营—助人者的特质

10.6.5    期末考ALL PASS 活动

考前关怀服务是义工团在每学期期末考前所
举办的校内同侪关怀服务，关怀对象主要是准备
应考的学生。今年的7月24日及12月13日，义工
们在学校进行派送糖果和送上祝福活动，向同学
表达问候和关怀。

10.6.6   中秋晚会

义工团于今年10月4日举办中秋晚会。团员
们透过聆听中秋的故事、吃月饼，以及畅谈儿时
回忆，欢庆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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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文化推广中心

11.1 推动华文教育

作为一所民办学府，新纪元大学学院除了发
展完整的华文教育之外，也肩负了传承及发扬中
华文化之传统美德。文化推广中心的成立主要推
动华文教育及推广中华文化活动，旨在鼓励学生
报考华文与珍惜学习母语的机会；让年轻一代认

识与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根及文化，并把五千年
优良的中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传承下去。此
外，本中心也透过举办各类的文化活动以提升大
学学院的声誉与知名度。

学生们在聆听杨靖耀老师授课。

11.1.1   SPM华文/中国文学讲座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在2017
年期间受邀到各地去担任SPM华文及SPM中国文

学讲座主讲人以鼓励学生报考华文及协助应届考
生能够在华文及中国文学科考取好成绩。以下是
杨老师担任讲座主讲人的日期与地点：

日期 讲座 学校/地点 参与人数
16/02/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Bandar Baru Sungai Long 300
27/02/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Cheras Jaya 50
28/02/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Cheras Perdana 200
01/04/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Ghafar Baba, Melaka 200
28/07/17 瓜冷县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瓜拉冷岳福建会馆 300
17/08/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JK Yu Hua 500
24/08/17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SMJK Yu Hua 250
16/09/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峇株巴辖华仁独中 500
17/09/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Tun Aminah, Johor 200
23/09/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Jerantut District Council Hall, Pahang 500
27/09/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JK Chung Cheng, Kelantan 500
30/09/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JK Jit Sin SPS, Penang 500
10/10/17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吉隆坡中华独中 50
11/10/17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JK Yoke Kuan, Sekinchan 300
27/10/17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芙蓉中华独中&波德申中华独中 80

杨靖耀老师与师生们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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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SPM华文课程

为了让中五的SPM应届考生能够掌握华文
科的作答技巧及考取好成绩，本中心于2017年3
月至8月举办共12周（每逢星期六下午1时至3时
正）的SPM华文课程，由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
杨靖耀老师授课。

参与的学生人数多达100人，学员们来自雪
隆区24所不同的学校，其中包括：SMJK Yu Hua 
Kajang、SMJK Katholik、SMK Confucian、SMK 
Cheras Perdana、SMK Pandan Mewah、SMK 
Bandar Damai Perdana、SMK Bandar Baru 
Sg. Long、SMK Desa Serdang、SMK Cheras 
Jaya、SMK Engku Husain、SMK Taman Jasmin 
2、SMK Bukit Mewah、SMK Jalan Bukit、SMK 
Perimbun、SMK Seri Bintang Selatan、SMK Seri 
Bintang Utara、SMK Subang Jaya、SMK Taman 
Connaught、SMK Taman Yarl、SMK Puchong 
Perdana、SMK Seri Kembangan、SMJK Yoke 
Kuan、SMK Puteri及SMK Taman Desa。

杨靖耀老师与参与课程的学生一起合照。

11.1.3    SPM华文加油站（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加油站于2017年8月19日在本校
举办。此讲座由本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及安邦班
丹美华国中资深华文教师张宝云老师主讲。其宗
旨是为了鼓励华裔子弟读华文及报考SPM 华文，
提升学生的华文水平及加强考生的作答技巧；同
时也指导学生们如何快乐地学习华文及珍惜先辈
为我们争取学习母语的机会。

参与的师生人数多达200人，学员来自28
所雪隆区的学校，其中包括：SMJK Yu Hua 
Kajang、SMJK Katholik、SMK Confucian、SMK 
Cheras Perdana、SMK Pandan Mewah、SMK 

Bandar Damai Perdana、SMK Bandar Baru 
Sg. Long、SMK Desa Serdang、SMK Cheras 
Jaya、SMK Engku Husain、SMK Taman Jasmin 
2、SMK Tinggi Kajang、SMK Convent (M) 
Kajang、SMK Taman Klang Utama、Sekolah 
Seri Cahaya、SMK Bukit Mewah、SMK Jalan 
Bukit、SMK Perimbun、SMK Seri Bintang 
Selatan、SMK Seri Bintang Utara、SMK Subang 
Jaya、SMK Taman Connaught、SMK Taman 
Yarl、SMK Puchong Perdana、SMK Seri 
Kembangan、SMJK Yoke Kuan、SMK Puteri及
SMK Taman Desa。

杨靖耀老师颁发感谢状及水果礼篮予张宝云老师。

11.1.4    华裔中学生激励讲座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于2017
年7月13日及10月31日分别受邀到SMK Taman 
Seraya及SMK Sungai Ramal主讲了两场华裔中学
生激励讲座，目地是为了鼓励学生学习华文，借
此让学生从学习华文中找到学习的乐趣。

杨靖耀老师与师生们的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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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第五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 
   日营

第五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于
2017年3月11日在本校举行，吸引多达680名中
学生及老师参与。这项活动是由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及文化推广中心主办，雪州国中
华文教师联谊会联办，艺青出版社协办，星洲日
报《活力副刊》及《学海》周刊为宣传媒体。其
活动主要是推广华文教育，藉此希望能够鼓励更
多华裔子弟选修及报考华文、提升中学生的华文
水平。

当天的活动内容有包括来自红蜻蜓出版社的
两位知名作家，谢智慧和黑妈妈一同主讲的“我
用华文创作”讲座；由来自星洲日报《学海》周
刊的记者，王国刚主讲的“让中文乐来乐美”讲
座；以及来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的资深华文老
师，蔡春梅为师生们准备的精彩活动环节“遨游
华文之旅·灼灼其华”；到了活动尾声，本校中
文系主任伍燕翎博士与师生们分享心得及做出总
结。 

莫顺宗校长与出席的嘉宾及师生们的大合影。

11.1.6    雪州华文教师培训营

由雪州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主办、新纪元大
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联办，于2017年6月15日在
新纪元大学学院举办雪州华文教师培训一日营，
约200位来自雪州各区的老师参加此项培训活
动。其宗旨是提升华文老师的教学水平、让老师

互相交流以交换教学心得、推广华文教育、维护
民族语言及传承中华文化。

此外，本中心于2017年6月16日与巴生县
中学华文科科委会一起在本校举办了一场中学华
文教师提升营，主题为“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此活动邀请到本校教育系主任兼高级讲师王淑
慧博士担任主讲嘉宾，并为来自巴生县中学的35
位华文老师主讲了一场培训课程。

11.1.7    “读中文的出路”座谈会

本中心于2017年3月27日与《南洋商报》
副刊教育在本校举办了一场“读中文的出路”
座谈会，与邀请了8位各界专业人士谈中文的优
势，借此改变华裔子弟对学习中文的误解和想
法，让中文达到承先启后，发扬光大之目的。

此座谈会由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
老师担任主持人，由南洋商报记者游燕燕负责记
录及整理，出席嘉宾包括来自本校中文系主任兼
高级讲师伍燕翎博士、中文系专任讲师郑诗傧博
士、公关与招生处主任吴振声先生、千禧能量集
团主席兼创办人/保险资深经理/留美大学校友总
会总秘书罗秋伟先生、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
前会长/建筑承包商陈启桐先生、阿水影音制作
公司总裁/本地知名导演/唱片制作人/艺人黄得
伟先生、安邦班丹美华国中资深华文教师张宝云
老师及茉莉花花园国中资深华文教师江美年老
师。

出席嘉宾在华教基石面前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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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推广中华文化

11.2.1    担任诗歌朗诵比赛及演讲比赛评审

杨靖耀老师受邀到各地去担任诗歌朗诵比赛
及演讲比赛的评审，详情如下：

日期 比赛 学校/地点

11/04/17 乌冷县华小华语
演讲比赛

加影育华国民型
华文小学

12/05/17 乌冷县华小华语
诗歌朗诵比赛

士毛月新民华文
小学

16/06/17
第13届吉隆坡
华小诗歌朗诵比
赛

吉隆坡文良港民
义华小

21/06/17
雪州乌冷县中学
华语诗歌朗诵比
赛

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

22/07/17
“新纪元杯”全
国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杨靖耀老师和其他评审一同与参与乌冷县华小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获奖的学生合影。

11.2.2    “挥春·送福”活动

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化推广中心联办，于2017年1月15日在本校校
园内举办了一场“挥春·送福”活动。其宗旨为
延续华人春节挥春的传统习俗、促进春节气氛及
鼓励每户家庭贴春联。多位来自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的本地知名书法家到现场挥毫，同时派送春联
给出席第18届毕业典礼的师生及家长们，把祝福
送给大家，增添校园内浓浓的新春气息。

11.2.3    雪隆丁酉年挥春比赛

由乌鲁冷岳县教育局主催，新纪元大学学
院、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及安邦班丹美华国中华文
学会联办，艺青出版社及阿水影音制作公司为赞
助与协办单位、星洲日报《活力副刊》为宣传媒
体，于2017年2月18日在本校举行一场的雪隆丁
酉年挥春比赛。此挥春比赛主要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藉此发掘书艺人才，培养学生对书法的兴趣
及提升学生的书艺水平，同时也让各所学校的学
生互相观摩交流及增添农历新年气氛。

此活动的参与人数的反应热烈，多达600位
学生来自各区不同的学校，其中也吸引了友族同
胞一同前来参与，体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互相
学习和尊重的精神。比赛共分成五个组别，即小
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专组及非华裔组。小
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各设5份特优奖及优秀奖
10份；非华裔组设特优奖及优秀奖各3份；大专
组则设特优奖及优秀奖5份。所有的参赛者被分
配到校园内各个角落写春联，顿时把校园的景色
形成了一道具有文化气息的风景。此外，在颁奖
典礼上也为参赛者们准备多项节目，包括马来西
亚书艺协会会长王雅带领数位书法家一同在台上
挥毫、爱艺鼓鼓队的廿四节令鼓表演、黄一飞与
喵喵组合载歌载舞的精彩演出、以及两位多才多
艺的小学生呈现的变脸及歌唱表演。

非华裔学生也一同前来参与比赛。

11.2.4    第三届（2017）马来西亚全国兰亭 
     奖书法大赛

兰亭奖大赛是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主办，
中华人文碑林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联
办，于2017年3月12日及4月15日在分别在本
校进行书法赛初审及书法大决赛，并于2017年
6月18日在雪兰莪皇家高尔夫球场（The R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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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Golf Club）举行了兰亭奖颁奖典礼。
此活动的宗旨为展示当代书法的最新成果，推动
全国书法教育专业的繁荣发展；鼓励社会大众学
习，推崇与发扬汉字书法文化，并深化至专精的
程度，冀望以此作全国汉字书法水平的标杆。

与此同时，配合第三届马来西亚全国书法
大赛“中华人文碑林兰亭奖”，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中华人文碑林及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17年4
月16日在士毛月富贵山庄世外桃源的中华人文碑
林举办富含马来西亚特色的“兰亭祭”祭祀仪式
以缅怀我华夏先祖及书圣王羲之，同时也邀请了
来自不同国家的知名书法家进行书艺交流活动。
当天除了安排了祭祀仪式，其它节目包括了游园
活动、华乐演奏、诗歌朗诵、兰亭颂、现场挥毫
等。

4月16日“兰亭祭”祭祀仪式出席嘉宾的大合影。邝汉光（
坐者右10）出席兰亭祭活动，坐者右7为何国忠，坐者左5

起为纪永辉及王雅。

林水濠与论文组得奖者合影。

11.2.5    第四届文化特工队培训营

文化特工队于2013年8月份成立，这个团队
主要是招募本校的学生加入以协助承办及推广各
类的中华文化活动。与此同时，这个团队也能协
助本校的学生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以立足未来、

提升学生的办事能力及生活技能，好让学生透过
活动自我学习、成长、并认识自己。

本中心于2017年5月19日至5月21日带领
40位文化特工队前往适耕庄稻乡酒店展开3天2
夜的培训活动，透过一系列的室内以及户外活动
让团员们更了解彼此以加强团队的默契与合作精
神；并借此机会让团员们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并增
加他们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文化特工队队员在适耕庄稻乡酒店门前的大合影。

11.2.6   第三届爱艺鼓培训营

爱艺鼓创立于2014年4月23日，由一群热
爱鼓艺的新院生组成，并抱着要把优良中华文化
发扬光大的理念，而爱艺鼓也是本中心旗下的一
个表演艺术团体。

由本校文化推广中心及爱艺鼓队主办，灵魂
震动鼓艺坊为协办单位于2017年2月24日至26
日在本校举办了第三届的爱艺鼓培训营，多达50
位爱艺鼓队员参与。此培训营的宗旨为发扬本土
独创的表演艺术文化，提升爱艺鼓队员的素质技
术。此培训营是由灵魂震动鼓艺坊创办人兼行政
总监陈展聪教练及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
老师做为培训导师。队员们在此培训营中除了学
习新的鼓艺知识及技巧之外，也参与了团体建设
活动、体能训练以及过站游戏。

爱艺鼓学员们在烈日当空下专心地练习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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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有时喝茶”茶艺培训营

由本中心主办，紫藤文化企业集团协办的茶
艺培训营于2017年5月27日在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举办。其宗旨为促使学生对茶艺生活的基础
认识，提升学生对茶具应用与鉴赏的能力，以及
培养学生举办茶会的能力。此活动的主要导师为
紫藤茶艺中心主任许玉莲老师，共有60名学生参
与。

许玉莲老师细心教导学员们学茶艺。

11.2.8    第14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第14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是由雪州教
育厅中学华文科课程委员会主催，新纪元大学学
院文化推广中心及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华文学会
主办，台湾高雄树德科技大学及阿水影音制作公
司联办，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益新印务有限公
司、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吉隆坡汉风舞蹈团、李劲松武舞艺术坊、紫
藤文化企业集团、灵魂震动鼓艺坊协办，《星洲
日报·活力副刊》及《学海》周刊为协办媒体，
于2017年6月1日至4日（4天3夜）在本校举
行。

近几年来，中华文化营的规模已走向国际化
并邀请了邻国的在籍中学生一同参与，希望提供
互相交流心得的平台，建立合作奠定稳固基础，
让马来西亚以及外国的青少年，透过中华文化认
识自己并自我提升及提倡优质生活。此届的中华
文化营以“直的传承·横的交流”为主题，多达
500位来自马来西亚及国外的中学生参与。其活
动内容包括华教的故事、相声、电影导读会、文
学讲座、团康带动舞、民族体育（传统游戏）、
廿四节令鼓、中国结、茶艺、武术、华族舞蹈及
戏剧表演《三个小孩》等。

为期4天3夜的第14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已圆满落幕。
前排右5起为吴振声、杨靖耀、林涌翔、张荣强、朱元祥、

文平强、林燕卿、蔡春梅、黄得伟、蔡永根及王雅。

11.2.9    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于2017年8月13日在士
毛月富贵山庄世外桃源的中华人文碑林举行了
一项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参与的学生人数多达
150余人，来自五所雪隆区国中，包括加影育华
国民型中学、SMK Taman Jasmin 2、SMK Pan-
dan Mewah、SMK Pandan Jaya及SMK Taman 
Desa。

此活动主题为“点燃一脉香火，传承中华文
化”，其宗旨是为了提升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
识，透过碑林导览活动让青少年认识汉字的演变
及欣赏古人所留下的文物遗产。当天精彩活动内
容包括了华教故事讲座、中华文化活动暨工作坊-
拓碑、传统游戏、诗歌唱诵、茶艺、书艺及中华
武术。

参与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的全体师生与工委大合照。

11.2.10   2017年全国赛雪州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集训营

由雪州教育厅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
广中心联办，于2017年9月7日及9月20日在本
校举办了两场2017年全国赛雪州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集训营。此集训营是为了培训代表雪州参与
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赛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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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指导老师包括来自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兼
讲师杨靖耀老师、教育系高级讲师王睿欣博士、
中文系讲师郑诗傧博士、中文系讲师罗燕婷老
师、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华文教师蔡春梅老师、
康乐二校华文教师李虹慧老师及台湾高雄树德科
技大学李孟哲同学。

11.2.11   中国水墨画分享会

中国水墨画分享会是由澄懷堂艺术中心与新
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一同联办，于2017
年10月28日在澄懷堂艺术中心举办。此分享会
的主题为“浅谈中国水墨画”，由马来西亚年轻
画家郑少碩先生主讲。本校文化推广中心带领了
多达50位文化特工队及本校中文系学生参与此活
动。郑少碩先生以生动活泼的方式与本校学生分
享水墨画的知识及与学生互动交流。

前面第二排左起第4位为杨靖耀、郑少硕及张宝云与学员们
的合影。

11.2.12   马六甲华小中华文化营

华夏文化流传至今，已有5千年的历史。文
化的传承应从小培养，为提升小学生对中华文化
的认识，由马六甲明光华小董事部主催，明光华
小家教协会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
联办的“马六甲华小中华文化营”于2017年11
月4日及5日在马六甲巴也明光华小举办。

此文化营的主题为“传说·传承”，宗旨为
发扬中华文化，让更多的小学生有机会接触及学
习中华文化，认识自己的根和属于自己的文化。
近有80名小学生参与此文化营，其主要学员来自
马六甲在籍5、6年级的小学生。其活动内容包括
电影导读、廿四节令鼓、中国结、武术、书艺、
团康、华教故事及舞台剧《三个小孩》等。

全体营员与嘉宾。

11.3.1 《月下·老人·庆中秋》4.0 — 社区
服务活动

《月下·老人·庆中秋》社区服务活动已持
续举办了四年。此活动是由本校文化特工队本校
成立了四个年里头，每年都会在中秋佳节期间举
办《月下·老人·庆中秋》，到访老人院去陪伴
老人一起过中秋。其宗旨是希望透过庆节日把温
馨和快乐带给老人，并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在大
专生的群体里培养关爱老人，尊敬老人的意识，
缔造一个爱心社会。

文化特工队队员们于2017年10月8日到了
位于蕉赖皇冠城的爱心安老院和老人一起庆祝中
秋。活动当天除了有理发师为老人提供头发义剪
服务外，队员们也陪伴老人闲聊和按摩，同时也

准备了歌唱及舞蹈表演供老人们欣赏，一起吃月
饼提灯笼，场面一片温馨。

文化特工队与爱心安老院的长辈们的大合照。

11.3 关爱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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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尼泊尔义工行2.0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兼讲师杨靖耀老师
于2017年8月25日至9月4日带领了九名学生，
组成了十人团队展开了跨国界的尼泊尔义工行，
前往博卡拉（Pokhara)，到当地做义工，为尼泊
尔孤儿送温暖、献爱心，去寻找“幸福密码”。
此尼泊尔义工行主题为“爱有明天·从心出发”
。其宗旨为透过社区服务，提升个人成长，促进
社区参与，发挥互助互爱的共融精神，提倡爱心
社会。

今年，这支义工团队到了尼泊尔 The Love 
Company 孤儿院及尼泊尔博卡拉学校帮助一群
年龄介于5至13岁的儿童，为他们带来关怀及爱
心并为孤儿们精心准备的一系列活动。其活动内
容包括武术、唱歌与舞蹈教学、戏剧、团康带动
舞、民俗体育、汉语教学、亲手制作中国结及手
环及陪伴孩子们一起温习及做作业。

杨靖耀老师陪伴尼泊尔的孤儿一起吃午餐。

尼泊尔The Love Company孤儿院的院长颁发纪念品予杨靖
耀老师及义工团队队员。

11.3.3   “元宵佳节送温暖，爱心洋溢满人 
     间”关爱社区活动

当大家与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一同欢庆农历新
年的同时，本校文化特工队也选在元宵节当天举
办了一项关爱社区活动，主题为“元宵佳节送温
暖，爱心洋溢满人间”。队员们于2017年2月11
日到了位于蕉赖的乐善儿童残障福利中心和爱心
安老院去陪伴长辈和孩子们一同欢庆佳节。活动
当天，文化特工队队员们不仅为乐善儿童残障福
利中心的50余名的儿童带来欢乐，也把自己的爱
心和热心，把温暖传递给爱心安老院的每位长辈
们，以实际行动去关怀他们，一同渡过一个温馨
难忘及充满温情的元宵。

文化特工队队员和乐善儿童残障中心的孩子们的大合照。

探访爱心安老院的长辈的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