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术
部

Ąʷߦషᦊ
学术部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院内现有商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资讯工艺系、媒体研
究系、美术与设计系、戏剧与影像系、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教育系和英文部等学术部门共
30项课程及其相关学术行政作业。学术部业务范畴还包括：教务行政（含考试作业）与学术
行政（包括论文发表等研究事项），同时兼掌各项课程之开办与执行，协调各课程的申请与
认证工作。学术部统合后，各项作业都顺利进行。2011年学术部与注册处积力配合政府事务
处，完成共12项课程的学术认证工作。
配合本院致力升格为大学学院的目标，以及课程的发展和组织与资源的整合，学术部
的统合，为相关科系分别提升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商学院、媒体与艺术学院、以及理学院
做准备，以期为学院向大学学院过渡进行良好衔接。

甲、 兹按教务与学术业务服务以及其它相关各项分述如下：
（一）业务服务
1. 教务行政：
1.1 为全年约400个科目进行课程评估，并100%做出分析和计算。实施评估结果数据化并
占讲师评估的20%，藉此评估改善学科及讲师的素质。2011年成功开发网络课程评估
，供学生于线上直接作业。
1.2 考试作业：第一学期开始所有期末考试试卷由学术部自行影印，加强考卷管制及预防
泄题问题的发生。
1.3 第一学期共开办6门不同领域的共同选修课。第二学期则开办了5门不同领域的共同选
修课。其中一门“创意思考与问题解决”是邀请台湾树德科技大学金融与风险管理
系施纯协教授到本院授课。课程主要是探究以“问题——解决”的整体概念解决实
际问题及能以“问题——解决”中建立有效的模式。学生选修反应热烈，选人数44
人。
2. 学术行政：
2.1 学术部门ISO认证文件需要大篇幅更新，同时还须配合学术部门重整计划，因此， 院
方决定暂时搁置学术部门ISO的认证申请。
2.2 本年度的“提呈会议论文及经费补助”，共获6项申请，并全数获得批准。
申请者 姓名
罗荣强

提呈论文题目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信息化的法
律问题探究

文平强

马来西亚华社与华人研究——
进展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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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主办单位
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建设国
际研讨会/厦门华侨大学华人研究院及
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建设国
际研讨会/厦门华侨大学华人研究院香
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莫顺宗

论网络时代马来西亚华人社
团“整体网络”之扩大与运作

廖文辉

马来西亚华校教总的斗争方向
和概况（1851-2006）

徐玉燕

二战后至独立前马来亚华人左
翼运动的发展探究

何启才

金钱与灵气探讨马来西亚华人
新村庙宇—丰天宫的经营结构
之转变

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建设国
际研讨会/厦门华侨大学华人研究院香
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建设国
际研讨会/厦门华侨大学华人研究院香
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海外华人：文化、宗教、与世界观
国际研讨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ISSCO）
海外华人：文化、宗教、与世界观
国际研讨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ISSCO）

（二）英语密集课程(IEP)
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本院自2001年起的每
年一月份都会开办为期六周的英语密集课程，让学生逐
步适应大专院校的英语学习环境。我们希望加强学生应
用英语的信心，通过此项课程，提升学生英语的读写听
说能力。这项课程着重训练学生实际演练会话、熟习词
汇、听写、自学技巧与创意思考。
学生完成以上课程后，即可了解英文的基本语
法、应用正确的英文语法，造出完整的句子、在某些会
话场合中，充满自信的使用英语、能够阅读和理解英文
报章及课本的篇章和段落。我们设计一系列的活动促进
学生对英文的兴趣。此课程将以分组和专题讨论的方法
教学，同时也采用报章刊物等生活化教材。课程结束
后，学生必须参加一项测验。成绩公布后，所有参与这
项测验并及格的学生，将会获得一张证书。2011年，招
生反应非常热烈，学生人数高达190人。

师生打成一片

师生进行篮球友谊赛
师
生进行篮球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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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术顾问团

自2002年起，本院即聘请多位学术顾问，组成学术顾问团，负责指导及评估各科系的
课程内容，并且提供有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而提高本院的学术水准。受聘的都在各自的学
术领域有所专精，顾问团阵容如下：
序

姓名

服务单位

1.

梁思礼院士

中国科学院

2.

谭家健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3.

廖可斌教授

中国北京大学

4.

徐岱教授

中国浙江大学

5.

徐强教授

中国宁波市经济建设规划研究院

6.

何寄澎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

7.

陈金燕教授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8.

锺明德教授

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9.

李春芳教授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10.

崔成宗教授

台湾淡江大学

11.

王润华教授

台湾元智大学

12.

施纯协教授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13.

伍国文副教授

美国卡罗莱那大学

14.

Neil Quigley教授

纽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15.

Roger Hopkins教授

纽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16.

杜乾焕博士

亚洲国际培训总会

17.

Anizan Binti Isahak副教授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18.

Noriah Mohd Ishak副教授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19.

杨泉博士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

20.

Mustafa Kamal Anuar副教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21.

薛振美教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22.

Louis L. Downs副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23.

Paul Gough教授

西英格兰大学

24.

Juliana Abdul Wahab博士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25.

Doris Lim Swee Lian女士

马来西亚公共关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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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Kamarudzaman Md. Isa副教授

玛拉工艺大学

27.

Ezwan Mohd Mokhtar先生

玛拉工艺大学

28.

潘碧丝博士

马来亚大学

29.

Halimah Badioze Zaman博士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30.

黄爱明博士

国立艺术学院

31.

潘碧华博士

马来亚大学

32.

郑庭河博士

马来亚大学

33.

蔡雅熏教授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34.

金瑞芝副教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35.

张国恩博士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36.

蔡维衍博士

丹斯里李深静基金执行董事

学术顾问

Doris Lim Swee Lian

Neil Quigley

Ezwan Mohd Mokhtar Halimah Badioze Zaman

Roger Hopkins

Kamarudzaman Md. Isa

Juliana Abdul Wahab

Louis L. D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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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ough

徐岱

张国恩

王润华

薛振美

谭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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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

何寄澎

蔡维衍

蔡雅熏

郑庭河

陈金燕

李春芳

潘碧丝

杜乾焕

金瑞芝

梁思礼

潘碧华

伍国文

施纯协

黄爱明

廖可斌

崔成宗

杨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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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明德

Noriah Mohd Ishak

Mustafa Kamal Anuar

乙、 注册处
注册处的工作包括处理新生报名及遴选、新旧生注册事务、报到日与开课礼、学籍管
理事务及举办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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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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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册日与开课礼
为协助新生与升班生更有效处理注册手续，更快投入学院生活，本处一年举办四次新
生注册日与三次开课礼，一般开课前四天举办新生报到日，集中处理新生注册手续；注册后
的第二天举办新生开课礼，引导新生正式展开新的学习历程。
第一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第二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第三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第四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6.1.2011 / 10.1.2011
24.3.2011 / 25.3.2011
15.5.2011 / 28.7.2011 / 29.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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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礼

5. 毕业典礼
第12届（春季）毕业典礼，受邀颁发毕业证书予应届毕业生的嘉宾为董教总教育中心
主席叶新田博士、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先生及英
国格罗斯特郡大学国际课程总监Mr. David Wolstenholme。
第12届（秋季）毕业典礼，受邀颁发毕业证书予应届毕业生的嘉宾为董教总教育中
心主席叶新田博士、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校长张惠博
博士及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先生及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国际课程总监Mr. David Wolstenholme。

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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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人数
科系
教育学博士（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第12届（春季）
（日期：23.1.2011）

第12届（秋季）
（日期：20.8.2011）

2

1

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班

20

马来西亚独立中学教师在职进修学校行政
硕士学位课程

27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

11

16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

13

23

商业与行政学士课程 (2+1)

5

商业与行政副学士课程

2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2+2)

15

中国语言文学副学士课程

2

新闻学学士课程 (2+2)

27

18

资讯工艺副学士课程

11

3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副学士课程

1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学士课程 (2+2)

12

美术与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副学士课程

2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1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7

5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18

8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33

14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20

18

会计专业文凭课程

2

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

6

7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5

7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4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1

9

10

戏剧与影像系专业文凭课程

12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马六甲和其他州属）

21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沙巴）

29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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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306

Ą̄ᯱ᜵̎ˁӝ۫ᆑቃਫ਼
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于2010年5月27日成立，研究聚焦于三大领域， 即马来西亚、
东亚（东南亚与东北亚）以及马来西亚与海外华人的历史与当代课题。研究所鼓励对本土，
乃至区域层面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法律与相关课题，进行研究。研究所底下
设立三个研究中心（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及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
，各中心设有一位主任负责推动研究、编辑与出版、研讨会、讲座等工作。
研究人员共7位，附属研究员有3位。一位主任（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1年6月
离职，另两位研究员于8月和9月离职，1位附属研究员也于12月离职。自2011年8月起，研究
所征聘1名执行员与1名助理，协助所内各项行政事务。
研究所主要的工作项目：

1. 研究工作
研究所成立前，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0年已展开“锡米山社区华人基层经济社
会生活形态调查”研究计划，并于2011年结案。此计划由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赞助研究经
费。“大蓝图外的发展：锡米山新村的变迁”初期报告由陈美萍博士、岑劲霈与徐玉燕于
2011年5月20日，在新纪元学院G楼会议室发表。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代表对研究计划的
初期报告给予正面评价。
由于研究经费的限制，研究员只进行个人的各项研究。
文平强
·The Luck Factor and Chinese Business
·Chinese Pioneers in the Development Frontier: the case of Ulu Langat District, Selangor
·The Incubus of Debt: Poverty among Chinese Settlers in Pre-War Malaya
廖文辉
·许云樵全集
·马来西亚华裔人物志
·张礼千文集
罗荣强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
陈美萍
· 锡米山新村1980后社会与经济变迁
· 锡米山新村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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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才
· 锡米山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变迁
岑劲霈
· 教育与社会
· 华裔青少年网络行为
徐玉燕
· 宗教机构的传统与变迁
· 华裔青少年网络行为

2. 学报
研究所积极筹备出版第一期中文学报（《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与第一期
英文学报（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为了出版国家级有关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刊，研究所将原有《新纪元学院学报》重新
命名为《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以提升新纪元学院的学术地位。此刊物可作为发
表学术研究成果的渠道，同时促进与海内外大学合作。目前，第一期中文学报已完成编辑工
作， 尚待批准KDN出版准证。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1
为了配合推动新纪元学院成为一所研究与出版中心，研究所计划每年出版一期有关华
人研究的英文期刊，为马来西亚华人和海外华人研究提供新的发表管道。它将强调以跨学科
的方法，专注于国内外有关当代华人的经政文教课题的发表。
目前，第一期英文学报已完成编辑工作，且提呈申请KDN出版准证，尚待批准，即
可出版。

3．出版
研究所着重个人或联合出版的方式，以中英语出版书籍、论文集、专题研究等种类刊
物。
3.1 书籍出版
由独立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包括：
1）廖文辉著：《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
海：上海三联书局，2011。
2）文平强著：《孜孜求索：任重而道远——华社研究中心1985-2005年》，吉隆坡：华社研
究中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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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论文发表
文平强
1）《华人与东南亚经济》，载《东南亚研究》，第5期，中国暨南大学，2010，页55-64
2）《马来西亚独立后的政治变迁——迈向民主的过渡期》 /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Period in Malaysia: Towards Democratic Transition, 载《全球化与周边国家
的社会和文化》，许利平主编，北京：重庆人民出版社，2011。
3）“Bold Entrepreneurs and Uncommon Enterprises: The Malaysian Chinese Experience”,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1: 110-129 (尚待批准KDN出版准证)。
4）《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与参考资料资源》，载《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一
期(尚待批准KDN出版准证)。
5） Voon Phin Keong and Thami Munisah ( Forthcoming ).“The Making of Malaysia: From
Colonial Rule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Loh Wei Leng编(书名待定)， Kuala Lumpur.
廖文辉
(a) 期刊论文
1）《早期新马地区东南亚研究英文文献概述（1800-1876）》，载《台湾东南亚学刊》，第
8卷第1期，2011年4月，页127-160。
2） 《许云樵的学术渊源》，载马来亚大学《汉学研究学刊》，第2卷，2011，页15-37。
(b) 单刊本论文
1）《试论南洋研究的三枝译笔——冯承钧、姚楠和刘士木》，载廖建裕、梁秉赋编，《华
人移民与全球化：迁移、本土化与交流》（新加坡：华裔馆，2011），页87-100。
2）《战前马新南洋研究的中译现象概述（1930-1941）》，载伍燕翎编《西方图像——马来
（西）亚英殖民时期文史论述》（雪兰莪：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2011），
页3-16。
3）《马新南洋研究的渊源、范畴及其意义和定位》，载刘泽彭编《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
下的华侨华人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494-509。
4）《近三十年来的马新华人研究（1981-2010）》，载严家建编《汉学的区域—第七届马来
西亚汉学国际研讨会暨庆祝郑良树教授七秩华诞论文集》（八打灵：马来亚大学中文
系，2011），页289-326。
5）《沈慕羽最后的15年：活动、贡献与局限（1994-2009）》，载何启良编著《历史慕羽：
沈慕羽研究论文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11），页55-80。
6）《三十年来的马华文化研究（1979-2010）》，载廖文辉、伍燕翎编《马新学术史研究概
览》（加影：新纪元学院中文系，2011），页31-40。
罗荣强
1）《马来西亚华人经济权益的宪法保障》，载刘泽彭主编的《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
华侨华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页172-178。
2）《从马来西亚闽商的投资问题看海外华人的困境》， 载《闽商文化研究》， 2011年第1
期总期第3期，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杂志社，2011年6月30日， 页56-63。
3）《马来西亚妇女权益法律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马新学术史研究概览》， 新纪元学
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出版， 2011年12月， 页16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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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劲霈
1）《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品质保证的建构与发展探析》，载《比较教育》，第70期， 2011年
5月，页1-30。
2）《高等教育与市场供求：大学毕业生，何去何从？》， 载《新院视野》， 2011年1月
号。
蔡莉玫
Pengalaman Kerja Dulu dan Sekarang: Satu Analisis Budaya Kerja. Tesis Ijazah Sarjana Sains Sosial,
Fakulti Sains Sosial dan Kemanusiaa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3.3 书评
文平强
1） My Story by Lim Goh Tong, Suba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2004 and 林煜堂，《黄庆
昌传》，古晋：利明印务有限公司， 2005，载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 148-151 (尚待批准KDN出版准证)。
2）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Eric
Tagliacozzo and Chang Wen-Chin,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a Review(Forthcoming).

4．学术活动
4.1 研讨会论文发表
文平强
1）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与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办“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建设国际研讨会”，提呈〈马来西亚社团与华人研究〉，2011年5月13日至17日。
2）马来亚大学（Department of Geography）主办“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Dynamism of A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head”， 提呈“Major demographic changes in
Malaysia: future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2011年7月11日至13日。
3）中国贵阳财经大学主办“中国——东盟‘官、产、学’合作论坛”，发表短文“ChinaASEAN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some comments”，2011
年8月16日至19日。
廖文辉
1） 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中研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联合主办“2011年台
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提呈《战前马新英文源流的马来亚史研究（1878-19
41）》，2011年4月29日至30日。
2） 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与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办“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建设国际研讨会”，提呈《马来西亚华校教总的斗争方向和概况》，2011年5月13日
至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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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浙江绍兴文理学院主办“中国现代文学之旅”暨中马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
呈《连士升在马新的岁月（1948-1972）》， 2011年9月1日至4日。
4）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联办“马新历史人物学术研讨会”，提呈
《张礼千与南洋研究》，2011年12月3日至4日。
罗荣强
1）福建省人民政府“世界闽商大会组委会”委托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策划、组织的
“首届闽商国际研讨会”，提呈《马来西亚闽商在中马两国的投资问题探析：法律的视角
》，2010年5月17日至18日。
2）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与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办“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建设国际研讨会”，提呈《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信息化建设的法律规制》，2011年5月
13日至17日。
何启才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联办“海外华人：文化、宗教与世界观国际
研究会”，提呈《二战后至独立前马来亚华人左翼运动的发展探析——以马来亚共产党为
例》，2011年6月21日至22日。
徐玉燕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联办“海外华人：文化、宗教与世界观国际
研究会”，提呈《金钱与灵气：探 讨马来西 亚华人 新村庙宇——佛山的经营结构之转变》
，2011年6月21日至22日。
附属研究员
莫顺宗
1）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与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办“网络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建设国际研讨会”，提呈《网络时代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从‘整体网络’到‘互联
网络’》，2011年5月13日至17日。
2）中国贵阳财经大学主办“中国——东盟‘官、产、学’合作论坛”，发表短文“文化中
国视野下中国与东盟华人高教官产学合作之可能”，2011年8月16日至19日。
4.2 专题讲座
研究所通过定期主办各项主题的讲座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发表演讲，促进我国和国外
学者的交流。自成立以来，研究所共举办 12场专题讲座。
序
1.

日期

题目

主讲人
聂珍钊教授
2010年8月10日 中国学术期刊的投稿攻略 （中国外国文学教研究室教授， 《外国
文学研究》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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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期

主讲人
筱崎香织副教授
Associate Prof. Kaori
日本高等教育：需求、挑战与机
Shinozaki
遇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
2010年9月1日
（Higher Education in Japan:
学（The University of
Demands, Challenges and
Kitakyushu, Japan）外
Opportunities）
国语学部国际关系学科
副教授。
19世纪槟城的崛起与繁荣：五大
黄裕端博士
家 族的商业网络
Dr. Wong Yee Tuan
2010年12月8日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马来亚大学经济学院
Major Families of Penang in the
博士后）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许金顶教授
2010年12月17日 及19日 族谱历史、作用和意义
（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
人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宗族组织在马来西亚的重建
郑名烈先生
与宗族文化的传承——以福建永
2011年4月20日
（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
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
研究生）
建为例
黄淑琇教授
菲律宾华文教育所面对的问题
Prof. Ellen H.Palanca
与展望（Chinese Education in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
2011年6月2日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Ateneo de Manila
Prospects）
University）孔子学院院
长，经济系教授】
海外德教会的寻源活动与德教在
2011年6月29日
石沧金博士
中国的复兴
金钱与鲜血——华社与日据时期
黄吉仁教授
的婆罗洲1941-1945
Prof. Ooi Keat Gin
2011年7月8日
（Cash and Blood: The Chinese
（槟城理科大学人文学
Community and the Japanese
院教授）
Occupation of Borneo, 1941-1945)
华南区域社会与亚太通商口岸网 陈景熙博士
络：民国年间潮汕侨乡赈灾模式 （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
2011年8月24日
研究
人研究院研究员）
李永球先生
2011年10月14日
华人新年与祈福民俗
（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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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序

日期

11.

2011年11月8日

2011年12月5日
12.
2011年12月7日及12月9日

题目
南侨机工历史

主讲人
1）汤晓梅女士
（中国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
2）陈立人先生
（陈嘉庚先生长孙，中国华侨机
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终身名
誉会长）
3）王水林先生
（中国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
究会副会长）
时空与社会记忆： 许金顶教授
厦门杏林区域社会 （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文化调研
副院长）
谱系根脉——族谱
与华侨华人研究

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及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于2011年4月2日邀请林俊珊博士
(英国伯明翰大学会计与财务博士)主讲“大马国家银行的目标与功能”讲座。出席者约80
人。
4.3 受邀为学术讲座主讲人
1）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邀请文平强主讲“地面文化——探讨古代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地名与
空间组织”（2011年7月30日）。
2）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邀请文平强主讲“华人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角色” 及“
华人社会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的关系”， 并开展闽南侨乡田野调查（2011年10月10日
至 15日）。
3）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邀请廖文辉主讲“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演变与发展”（2011年5月2
日）。
4.4 孙中山·庇能会议·辛亥百年图片展暨讲座会 [ 请参阅大事纪（五）。]
4.5 “马新学术研究”座谈会暨《马新学术史研究概览》新书推介礼
此活动于2011年12月23日在新院举办，主办单位为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办单位为马
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办单位邀请3位学者担任导言人，即锺
瑜教授（中国云南财经大学东南亚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潘碧华博士（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高级讲师）和庄华兴博士（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高级讲师），为《马新学术史研究概
览》一书略作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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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交流
5.1 出访事务
1） 文平强和罗荣强于2011年3月20日至23日拜访中国广西南宁市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师范大学与广西社会科学院。出访目的主要为开拓学术研究合作。
2） 莫顺宗、文平强、廖文辉和罗荣强于2011年5月6日至7日首次拜访新加坡宗乡团体组织（
新加坡宗乡会联合总会、新加坡茶阳会馆与新加坡历史文物馆）。此行不仅促成马新学
术单位和乡会组织的联系，同时加强两国文化的学术交流活动，探讨未来文化学术计划
合作的方向。
3） 文平强和颜彣澔于2011年11月21日至 12月1日参与“马来西华教精英中国完美行”（主
办单位：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承办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中山市外事侨
务院）。
参访地点包括北京、南京、广州、扬州、中山。
4） 廖文辉于2011年12月18日至21日参与成功大学闽南文化国际合作工作坊（主办单位：国
立成功大学文学院，联办单位：国立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出访目的为洽谈“
闽南文化研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研究计划之合作。
5.2 来访事务
1） 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3名代表（王子昌教授、胡安琪女士、李皖南博士）于2011年
8月14日到访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研究合作。
2）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两名研究员（陈景熙博士和张恒艳博士）于2011年8月22日
至29日到访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研究合作。
3）中国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代表团于2011年10月13日到访新纪元学院马来
西亚与区域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开拓两校的学术研究合作。来访嘉宾分别为张
一平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海南省南海区域文化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严春宝博士（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与林敏博士（海南师范大学
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6. 其他
6.1 开设课程
为了满足研究生和教员的需要，研究所计划设立两项短期课程。第一项课程是提供
给本地在籍研究生的地图学课程，由文平强主讲。（日期：2010年11月，地点：华社研究中
心）
第二项课程由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和教育系联合开设“马来西亚史”课程，为我国
华文独立中学教师提供的“独中历史老师培训课程”，讲师为廖文辉博士。
· 2011年3月12日至16日: 参与学员共24人（来自雪隆与芙蓉7所独中老师），上课地点在新
纪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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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23日至24日，5月30日至31日: 参与学员共29人（来自柔佛5所独中老师），上课
地点在新山宽柔独立中学。
6.2 论文主考官
文平强于2011年被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委任为硕士论文主考官，论文题目为“The
Hakka Community in Selangor, 1844-1930”。
6.3 人文社会教育展
人文社会教育展的宗旨是宣扬本院通识教育的特色、弘扬本院全人教育的理念、提供
学生多元化的认知视野及人文体验。此活动集合本院两门通识课的学生的期末作业展出，着
重于两个主题，即“人类的演化”和“校园与社会变迁”。这项展览的主办单位为新纪元学
院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学术部。展出日期为 2011年6月16日至18日，地点设在新纪元学院
C座无极厅。
6.4 教职员深造奖学金
“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的设立主要是鼓励本院教职员继续深造，以达致博士教
研人员占总教研人员（专任）之30%或以上之目标。“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为院长室项
目，由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执行管理。基于财务状况，院方决定搁置2011年度“新纪元学
院深造奖学金”的颁发。
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自2005年颁发至今，总共发出了14份奖学金，其中博士学位奖
学金共计9份，硕士学位共计5份。截至2011年12月31日，在这14份奖学金中，已完成课程的
得主共有6人。

在“南侨机工历史”讲座会上，中国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代表赠送抗战历史
图片集予新纪元学院。 左起为汤晓梅、王水林、林秋雅、莫顺宗、陈立人及文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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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语言文学系是新纪元学院于1998年创办时首先开设的科系之一。本系秉承学院多
元开放、成人成才的办学理念，为社会培养具有中文专业水平的人才。因此，不论在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升学管道、就业安排等，都尽可能求其多元化和具备综合的特点。
本系旨在为我国培养中文师资、学术研究人才为目标，且积极负起开拓心灵视域、提
升人文素养、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责任；同时以培养具有文化景观及文化涵养的学生
为主要目标。因此中文系多举办有关中国文化、历史、艺术和思想的学术讲座及研讨会等活
动，以发展、完善和培养学生们的健全人格、心理素质和审美素养。
这些年来，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已逐步建立本系的学术特色，我们希望尽可能在传统中
国文化和本土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平衡，在系内培养起浓厚、纯净、师生间互动的学术氛围，
充分体现出中文系的品格与气质。

2. 教学特色
中文系主要为培养具有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能够进行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以及
具有专业化水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主要分汉语语言学和文学两大类。汉语语言学的课程主要有：现
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字学，让学生明了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获取古今汉语的
基本知识，进而掌握分析和研究古今汉语文字材料的能力。文学类的课程，主要包括中国古
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和马华文学等。在学习这些课程后，学生能阅读古典文献，
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系统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欣赏、分析、研究和
写作能力。
中文系课程，在教学上并不是一味强调理论推介、说明和剖析。对于观念的启发、实
践的体验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训，也极为重视。提倡创新意识，注重知识的建构性是中文系
的特色之一，因此，我们实行话题教学法，由讲师讲解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疑点问题，然
后就某一话题让学生发表见解，鼓励不同看法，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同时也实行“小论
文教学法”，每学期布置1-2篇小论文，加强学生的学术训练、调整实用课程，同时辅导学
生做好生涯规划，让学生的就业或深造，更符合时代与前瞻。

3. 学制
二年制，毕业学分为92学分。结束本课程后，学生可顺利前往中、港、台等地姐妹校
升学，完成本科课程及考取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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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
中文系的课程一直以来都特别注重质量的平衡，但也不断改进，一方面固然为了确保
学生素质，其它方面也为了因应中、港、台各著名大学中文系课程的变动及达到毕业生前往
升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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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活动/ 讲座/ 研讨会
在搞好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本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向来注重与国内外单位广泛开
展学术交流活动。自1998年以来，数位蜚声国际的资深学者和著名作家受邀到本系讲学或参
加本系所主办的公开学术演讲、研讨会或座谈会，极大地活跃了学术气氛。邀请著名学者和
作家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和对话，是中文系里极为重要的实践环节。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
趣，加深对文学感性的认识，而且还可把当下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带进课堂，并在课
堂教学环节营造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良好氛围，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敏锐的思
维与感受能力。
我们也经常邀请国内外资深学者前来作短期讲学，并不时邀请过境马来西亚的学者及
本地学者开设讲座，将鲜活的前沿文学信息带进课堂，使学生们真切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和
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古代、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学习和把握，不仅限于理性认识和文
学史知识的掌握，也有客观的、鲜活的、动态的艺术感受。
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文系两年一度的重点工作计划之一。透过研讨会，加强与国内外
姐妹校的交流，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和导师制的优势，希望通过
教学和学术本身，用人文学科的特征自然而然地感悟、熏陶学生，从中提高学生的文学、文
化涵养和道德修养。
2011年6月13-19日，本系举办第六届“花月正春风之楚流·乡”文学周系列讲座及活
动：
日期

主讲者/主办单位

主题

6月15日

梁靖芬

创作问答录——与梁靖芬漫步创作路

6月16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会

雪隆区中学生常识比赛

6月17日

陈头头、区琇诒、加卡地图

无实物练习——诗创作与再创作的平行宇宙

6月13/14/18日 文学周电影小组

电影分享：《那山那人那狗》、《云门舞
集—九歌》、《父后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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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3日，学术顾问谭家健教授假新院举办<中国散文的民
族特征>讲座暨《中国散文简史》推介礼。（左起）公关与国际
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女士、中文系讲师黄琦旺博士、教育系客座教
授余宗发教授、副院长莫顺宗博士、作者谭家健教授、董总资讯
局主任沈天奇先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廖可斌教授。

2011年6月13日，中文系第六届“花月正春风之楚流·乡”开幕，
同学表演楚文化舞蹈。

2011年12月16-19日，本系主办、马来西亚作家协会联办“2011年新纪元文艺营”系列讲座
及活动：
日期
12月17日
12月17日
12月17日
12月18日
12月18日

主讲者/主办单位
许裕全
黎紫书
方路
施慧敏、黄玮霜
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会

2011年10月3日，本系举办“诗人有约”讲座系列，邀请四位诗人：
何启良、李宗舜、周若涛、邢诒旺分享10月份新出版诗集。（前排
左起）诗人邢诒旺先生、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教授及院长何启良博
士、副院长莫顺宗博士、诗人李宗舜先生、诗人周若涛先生；（后
排左起）中文系讲师黄琦旺博士、罗志强讲师、伍燕翎系主任、廖
文辉博士及苏燕婷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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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文字的无尽游戏
小说世界与世界小说
你的人生有一段属于诗
人生的第一本书
2011年新纪元文艺营创作奖

2011年12月23日，本系主办、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联办“马
新学术研究”座谈会暨《马新学术史研究概览》新书推介礼。
（前排左起）中国云南财经大学东南亚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锺
瑜教授、编者伍燕翎系主任、编者廖文辉博士、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高级讲师潘碧华博士；（后排左起）黄琦旺博士、马来
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郑庭河博士、法律与社会中心罗荣强博
士、邱苑妮博士、苏燕婷讲师、罗志强讲师、厦门大学历史系
博士生郑名烈先生。

7.

中文系出版品

本着“文史定位，本土关怀”，本系于2006年4月出版中文系杂志创刊号《中文·人》
。内容方面，除强调以马新乃至整个东南亚为主要撰写内容或对象，也兼及中港台或西方的
文史范围。2011年12月出版《中文·人》专号系列①《马新学术史研究概览》。

中文系出版品封面照片。（左起）廖文辉博士及伍燕翎系主任合编《中文·人》
专号系列①《马新学术史研究概览》、谭家建教授著《中国散文简史》。

8. 其它
本系除强调学术探讨与加强研究外，也积极鼓励学生们从事各类文艺创作，进行各
项学艺比赛等。同时，也协助举办文学营、书法比赛等各类活动，旨在鼓励学生尽量发挥所
长、展现才华，让每位学生都能有机会扮演他们的角色。
中文系学生的作品与表现除获得院内讲师的鼓励与赞赏外，同时也获院外各学术机构
与单位的认可。以下为本年度本系学生得奖名单：

2011年中文系在校同学得奖记录
得奖者
叶丁心

作品
《你于子夜──苏醒》
《上善若水》
——

蔡慧丽

许淑晴
黄仁爱

《二十四节令鼓》
《马来西亚华文文化及精神的延续》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霹雳州水闸新村
的历史背景与文化》
《琉琅女》
《童眼》
《血燕》
《证据》

荣誉
香港第5届工人文学奖散文推荐奖
第11届南大微型小说第三名
新纪元《爱上“你”主播》校园主
播选拔赛冠军
第廿八届华人文化节公开组近体诗
第三名
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优秀奖
第11届南大微型小说优秀奖
第11届南大微型小说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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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者
叶彩萍
周嘉莉

王保俊

林金泠

李嘉敏

谢京璇
邓淑琼
吴宝萍
林美琪

作品
《父亲的眼睛》
《渔歌子》
Try To Remember
《二十四节气》
《祖先南下》
《诸子百家》
《节俗》
《春节》
《古冢》
《祠堂》
《庆中秋》
《庆中秋》
《华教情》
《华乐》
《新年乐》
《堂号》
《中秋节》
《清明节》
《华教》
——
——
——

荣誉
第11届南大微型小说优秀奖
台湾第四届舞剑坛文学奖古诗词组
佳作奖
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佳作奖
第廿八届华人文化节公开组近体诗
佳作奖

第廿八届华人文化节公开组近体诗
佳作奖

第廿八届华人文化节公开组近体诗
佳作奖

《华教》
相声艺术原创脚本创作公开赛优胜奖
2011年度拿督周瑞标中文系奖学金
2011年度拿督周瑞标中文系奖学金

2011年中文系毕业系友得奖记录
得奖者
叶建勇
彭国伟
林有仁
何征仓
徐志康
林凤姿

颜明德

作品
《黑仔》
《香水》
《鸽子》
《漂流味觉》
《背后的世界》
《三恋》
《家谱》
《寻找梦谷》
《手的甜与苦》
《活在当下》
《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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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第11届南大微型小说优秀奖
第11届南大微型小说优秀奖
第11届元智文学奖小说组首奖
第11届元智文学奖散文组首奖
第11届元智文学奖小说组佳作奖
台湾第四届舞剑坛文学奖小说组第二名
第11届元智文学奖散文组佳作奖
99学年度东海文学奖散文组佳作奖
香港第5届工人文学奖摄影推荐奖
东海大学「大学，就要这样过」创意短
片类佳作奖
东海大学「大学，就要这样过」创意图
文创作类佳作奖

得奖者
刘雯诗
刘庆鸿

作品
《过敏原》
《口袋里的城市》
〈花朵倒悬〉
——

荣誉
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佳作奖
2011年全国教师散文奖
第11届花踪马华新诗奖首奖
第6届马来西亚少年创意作文征文
比赛指导奖

2011年中文系本系讲师得奖记录
得奖者

罗志强

伍燕翎
苏燕婷
邱苑妮

作品

荣誉
《讣闻》
第11届南大微型小说第二名
“圆一个家”2011 Zoom 自在短片
《同心圆》
比赛公开组银奖
台湾第四届舞剑坛文学奖新诗组佳
《橡树》
作奖
《蝵》
2011年全国教师散文奖
《入侵》
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优秀奖
《传奇》、《残音》、《城里来，乡 第3届海鸥2010年度文学奖散文优
里去〉
秀奖
《城市里的牡丹》
2011年全国教师散文奖
《病隙碎语》
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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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پߦጇ
1. 学术发展
在本院今年一月份与八月份的毕业典礼上，修读商学系和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合作的学士课程的毕业生首次获得该大学颁发一等荣誉学位
（1st class honours）令本系深感骄傲。
格罗斯特郡大学和新纪元学院自合作以来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让格罗斯特郡大学对
本院的能力充满信心，因此建议2012年起由本院承办3+0课程出题和考试，并在今年底尝试
开跑。

2. 学术资格鉴定
2011乃是值得欣慰的一年，因为商学系所有课程通过了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
(MQA)的审核。

3. 招生活动
商学系积极参与各种招生活动，包括在新纪元学院开放日、《星报》教展、FACON
教育展及谷中城大型教育展。学生和家长纷纷询问本院所提供的课程等资料，并透过以上活
动，了解到本院是一间优质的高等学府。此外，商学系的讲师们也踊跃的参与拜访各个中学
学校给于学生们的讲座。

4. 职员活动
今年，商学系加入一批新力军，包
括彭亨利讲师和Theepa讲师。而Shamuni
讲师则被委为副系主任。
为了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商学系
职员不断地提升自己，如研究、参与研讨
会、讲座、培训及升学。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首次邀请众多的兼职讲师出席本系的
例常会议，以便更有效的划一教学的方针
和水平。
首次邀请众多的兼职讲师出席本系的生日会，以拉近兼职讲师
和全职讲师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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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活动
如往年一样，为了让学生们学习如何经营企业，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举办了为期
两天的“小型生意博览会”。学生们利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以及在任课老师的指导下，精
心展现出各型各类的生意，各出奇招吸引更多的客人。
为了提高毕业生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做好迈入职场前的准备，商学系在2011年6
月17日联办一场《就业指导》工作坊。此工作坊是开放予全院学生参与，借企业家与学生交
流的机会，让毕业生了解职场现状。工作坊主讲者为Manpower Staf¿ng Services (M) Sdn Bhd
的三名资深招聘顾问，他们为学生提供许多宝贵个人经验，并引导学生如何自信地面试，让
学生收获丰富。
趁屠妖节节庆期间，商学系举办屠妖节米粒拼图“Kollam”比赛，让各族师生们共同
欢度一年一度的印度新年。商学系的学生很踊跃参与此项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的印
度舞蹈是由印裔学生呈现，而今年的印度舞蹈是由众多华裔学生呈现，而且他们的舞蹈水平
可以比美印裔同胞，甚至服饰装扮都照足印度款式。这个活动让各族师学们更了解这个节日
和促进各族学生们团结合作的精神。

商学系举办屠妖节米粒拼图“Kollam”比赛让各族师生们参与，发扬‘一
个马来西亚’精神。

6. 中小企业中心
2011乃是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庆祝丰收的一年，我们经过多月的摸索和小成熟后首次
出击，一口气推展了三个公开的训练课程，并取得良好反应，每个训练课程都有盈利：
6.1 Handling Media Interviews Workshop《媒体应对实战技巧》培训
现今商业成功的秘诀，在于接触各种目标受众群体。如何有效地在飞速运转的国际化
商业大环境中传播简明扼要的信息至为关键。表面看起来这可能简单，但实际运作却难度很
大。强有力的传播是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平台上的。掌握了正确的传播工具和方法，您
才能迅速和有效地与您的顾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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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于2011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举办一场《媒体应对实战技巧》培
训。国际资深媒介培训师Ms Freda Liu在课上采用了大量的案例，并配以视频和媒体应对实
用技巧手册，深得学员的好评，此培训以大量的实际媒体应对案例为主，系统而全面是此课
程的最大特色，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媒体是朋友？敌人？野兽？”、“媒体危机应对：一
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媒体的正确抉择”、“对待记者的错误作法”、“应对新闻记
者的采访技巧”、“处理媒体错误报道的技巧”、“危机公关小组人员组成结构”、“危机
传播的应对技巧”、“危机中面对媒体和公众的大忌”、“建立你的自信，网络媒体处理技
巧”等等。在交流时间，参与者都踊跃地发表各自的意见并提出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大家分
享。
6.2 Sun Tzu Art of War- Winning Strategy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Workshop 《孙子兵法
之领导管理艺术》培训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震慑”理论来自于《孙子兵法》；西点军校将《孙子兵
法》列为必读书目；不少日本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这部中国两千多
年前的兵书，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智慧？
2011年7月27至28日，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在Hotel Westin KL举办一场《孙子兵法之
领导管理艺术》培训。资深孙子兵法讲师Mr. Casey Tee用最浅白的语言及最浅显的例子解读
最深奥的《孙子兵法》，语言生动幽默，事例发人深思。《孙子兵法》精炼而富深刻性、古
老而具生命力、高明而有指导性，处处蕴含着管理之道。讲师以丰富的案例和生动的语言，
向大家分析和讲述了孙子兵法和现代管理艺术的联系。当天的出席者反应相当热烈。讲师的
幽默演讲，让课程充满了笑声和欢乐。
6.3 Negotiation Skills using NLP Workshop《NLP商务谈判》培训
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于2011年8月25至26日，在Hotel Novotel KL举办一场《NLP商务
谈判》培训，旨在为业务人员，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拥有优势商业谈判的能力，进而
激发业务人员销售与谈判潜能，创造更高的业绩表现。本课程指导业务人员，如何运用三赢
谈判技巧，谈判初期布局策略，谈判中期攻守技巧，谈判后期施压方法，调整自己谈判风
格，洞悉对手谈判风格，掌握谈判动势，建立个人的最佳影响力，解决谈判问题与胶着，创
造三赢（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谈判结果，以提升利润，并且在低价竞争的压力下，顺
利成交。
本课程结合理论说明、个案演练与讲师指导等训练方式，协助业务人员有效运用商
业谈判技巧，以取得更好的交易条件，以提升利润，并在价格竞争等条件的压力下，顺利成
交。本课程灵活使用优势商业谈判的布局、攻守、施压、控制等技巧，建立业务人员优势三
赢谈判的风格与特质，培养更好的买卖双方关系，达成买卖双方的三赢境界。

84 ᆜᵥ䜞

Ą̋ᠫሙߦˁႃᑨᆑቃጇ
1. 资讯工艺系更名
经过本系议决，学术部会议通过，再经校务会议和新纪元学院理事会议接纳，本系
在今年12月起正式更名为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Computing Studies （英文缩
写：DISCS）—— 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2.

MQA学术资格鉴定

国家学术鉴定局(MQA)的官员和审查团于今年8月23日莅临本院，为电子商务专业文
凭课程(Diploma in E-Commerce)进行课程审查。 审查团对课程素质表示满意。

院长潘永忠博士（中）率领管理层接待来自国家学术鉴定局(MQA)的官员， 为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进行课程审查。

3.

讲师培训

在资讯科技发展迅速的影响下，很多新科技陆续面世，为了可以有效的掌握最新的
科技知识并将之传授给学生们，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的讲师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知识，
并积极地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如参与研讨会、讲座、培训、工作坊等。今年讲师们出席的
学术活动有“Cisco Summit 2011”研讨会、“VMware Techday 2011”讲座、“Informatic
2011，University of Malaya”培训、“VMware vSeminar 2033”研讨会、“Outcome Based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proaches”工作坊、“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工
作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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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me Wireless Network Workshop
” 工作坊
本系在今年3月间主办了一场“Home Wireless
Net-work
Workshop”工作坊，并由王明达讲师主
讲。此工作坊的目的是教导学生们如何将科技运用
在日常生活上，如如何设计家庭无线网络，让家庭
成员可以在家里各角落随时上网。这工作坊获得学
生们的热烈欢迎，但由于电脑数量有限，只能让30
位学生参与。

5. 吉隆坡中华独中，“高性能计算与
面子书”讲座会
本系王明达讲师获得吉隆坡中华独中的邀请
为该校在7月22日举办的”高性能计算与面子书”讲
座会担任主讲。此讲座会的目的是要让学生们多了
解资讯科技和培养他们的兴趣。此讲座会获得该校
同学们的踊跃参与，估计出席人数超过百人。

6.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社交网站与
个人隐私” 讲座会

左起为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孔国梁讲师和王明
达讲师，参加在11月15日，万达城One World酒
店举办的“VMware vSeminar 2033” 研讨会。

本系周文南讲师获得巴生中华独立中的邀请为该校在7月21日举办的“社交网站与个
人隐私”讲座会担任主讲。此讲座会的目的在于指引学生如何善用网路尤其是社交网站，除
了让学生们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也必需尊重他人隐私，还有包括一些相关的使用
条规或禁令，让学生有个准则，避免犯错。此讲座会获得该校同学们的踊跃参与，出席人数
超过百人。

7. 招生活动
配合招生处的活动，今年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的职员们也积极的参与了各项招生活
动如大小型教育展、新院开放日、升学讲座会等。其中本系孔国梁讲师就参与了8月25日在
玻德生中华中学主办的升学讲座会。此外，本系的讲师们也参与拜访了各所中学，并为同学
们提供课程等升学资讯。

8. 继续开办CCNA课程和赞助学生考CCNA证书
由于CCNA课程获得本系学生的欢迎，同时也是为学生提供考取专业证照的管道，所
以今年继续开办并赞助在CCNA课程中考取前三名的学生（包括学士班和文凭班）的考试费
以鼓励优秀学生考取CCNA文凭和国际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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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体研究系十周年庆《拾载媒好》

为了拾起珍贵的历史经验，大步向前，承载未来，媒体研究系在5月2日起一连五天欢
庆创立十周年，主题为《拾载媒好》。活动特别邀请了高教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博士主持开
幕典礼。开幕仪式加入了环保元素，在何国忠博士敲打了环保大桶后，活动正式开跑。
十年前媒体研究系开办初期，同学们都必须在狭小及闷热的货柜里上课，然而十年后
的今天，媒体系已拥有完善的设备，同学们也可舒适地在有冷气及宽敞的课室里上课。新院
媒体系肩负着为国家社会培育优秀媒体工作者的重任，因为媒体工作者是掌握社会脉动，站
在新闻事件最前线的守门人。
这10年来，新纪元学院媒体系已为国家社会培育了许多专才，毕业生散布在国内媒体
界多个领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为母校争光。活动现场主要呈献出媒体研
究系四大组别的特色，包括新闻组、公关广告组、电视组及广播组的作品及器材展示，带出
媒体研究系十年的发展过程。另外，现场也展示了创系初期使用的货柜教室模拟，吸引不少
观众围观。
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之一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禁音时代》，引领大众了解大马走向禁
音时代的种种因素，并让观众有机会对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做出更深层的思考，並给予观众
全新体验，仿佛进入一个没有声音的时代。
此外，主办单位亦准备了精彩的舞台表演及节目内容，包括5月3日至5日的《媒体游
乐场》、5月6日的与十年的系友相聚晚宴、素食烹饪教学、货柜展览、环保游戏、学生作品
展示等。

《拾载媒好》媒体系10周年系友之夜，中为系主任陈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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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体研究系创刊10年《观察家》终获出版准证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
系于8月15宣布2项好消息。
首先是创刊十年的学生实习
报《观察家》，终于在2011
年7月获得出版准证。其次
则是媒体研究系从本学期开
始，将成为国内第一家于大
马知名论坛——《佳礼中文
论坛》，转载《观察家》实
习报新闻及转播广播实习节
目的大专学府。

媒体研究系与《佳礼中文论坛》合作推介礼。出席者包括新院行政部主任孔婉莹、
人事处主任梁健林、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瑜、导师苏德洲、《观察家》总经理潘俊
翰，及《观察家》总编辑蔡婉莹。

《佳礼中文论坛》这
次与媒体研究系的合作，寓
意深远，不仅在论坛上开通一个供学生刊载实习报新闻的管道，也开放“佳礼之声”（Cari
Radio）的播音时段，予新纪元学院“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转播实习DJ们的广播节目。
院方对于《观察家》获得出版准证一事，感到鼓舞，也赞赏媒体研究系大胆跨出与业
界产学合作的第一步。院方特别感谢《马来西亚佳礼中文论坛》的支持与配合，因《佳礼中
文论坛》的回馈社会理念，正与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念“源自社会，回馈社会“不谋而合。
在2002年5月20日创刊的《观察家》获得出版准证后，将在加影、沙登、士毛月、蕉
赖及谷中城购物中心免费分发给民众。

3. 《观察家》迈向全方位报导，首推影音新闻主播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观察家》创刊以来，首次公开招募影音新闻校园主播比赛。
这意味着《观察家》将逐步迈入更全方位的影音媒体，从仅有旁白叙述和影像的新闻播报形
式加入了主播元素。
校园主播选拔赛的宗旨除了打造《观察家》成为全方位的影音媒体、培养院内学生对
新闻专业的热忱，也让《观察家》更贴近校园，并且开放机会让非媒体系同学参与影音媒体
制作过程。
2010年5月份《观察家》在第二期开始，推出了影音新闻。今年《观察家》再创新
举——招募校园主播。当家主播将以年轻既专业路线来播报院内新闻和社区新闻。《爱上“
你”主播》校园主播选拔赛的成绩于4月26日出炉，《观察家》首届当家主播在观众的欢呼
声下诞生。两位当家主播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蔡慧丽，和中文传播大学基础班吴其栋。网
络人气奖则也是由吴其栋摘下。
第2届校园主播大赛是于8月23日举办，脱颖而出的当家校园主播分别来自媒体研究系
广播组2年级的关家汶和彭薇均，而网上票选《我的最爱主播》则由许伟勤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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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2011第2届校园主播大赛得住彭薇均（中）
和关家汶（右）以及《我的最爱主播》许伟勤（左）。

《观察家》首推影音新闻主播，右为副院长莫顺宗。

4. 《新态度FRESH ACTION》进入不同源流小学推广环保，彻底体
现3R概念
为了提倡环保及向加影民众灌输3R概念，媒体研究系公关组与EAROPH Malaysia于
2011年11月2日联办了《新态度FRESH ACTION》3R环保成果展，获得超过800位不同种族的
加影区中小学师生与民众的热烈参与，彻底体现了环保不分种族的精神。Dato’ Dr. Nadzri
bin Yahaya（Ketua Pengarah Jabat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Negara JPSPN) 代表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长拿督斯里曹智雄在该成果展致词并揭幕. 这项由MKH赞助的环保暨社区关怀活动在新
院UG活动中心内举办，主要目标是为了配合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期望我国在2020年达到22%
废物回收率。
自2008年8月起，新院媒体研究系公关组已开始推动“环保公关”活动，并将环保
概念从新院推广至加影社区。2011年9月，该组首次进入了加影区3所不同源流的小学，
既Sekolah Kebangsaan Jalan Bukit (Satu)、Sekolah Kebangsaan Jalan Semenyih Dua Kajang
(Integrasi)与育华小学，进行了环保讲座，以及栽种有机蔬菜、设计3R环保相框和回收旧物
的活动。
这项成果展的重点活动与概念馆，是根据“FRESH”的5大概念来进行； “FUN”是
欢乐；“REDUCE”是减少垃圾、废物再利用；“EDUCATION”是3R环保讲座；“SOW”
是种菜计划；“HANDMADE”则是再循环手工教室。《新态度FRESH ACTION》3R环保成
果展以资讯展形式进行，场地布置品均为旧物与回收物，而部分活动进行时所使用的代币，
均为汽水拉环、宝特瓶水盖与玻璃瓶盖，彻底体现了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提倡的3R概念，
即‘减少使用’、‘重复使用’与‘再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及马来西亚琉璃光养生世界Lapis Lazuli Light
也参与其盛，充分表现出「大爱」精神，共同为身、心、灵环保的推展做出分享与贡献。

5.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增加播出时段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在2011年4月14至15日举行名为“梦之城”的5周年台庆
暨新节目开播造势活动。“梦之城”是一场以嘉年华为主题的造势活动，除了发动全体校园
DJ参与各项筹备工作，也首次邀请院内各社团前来摆设摊位，获得院内师生的热烈支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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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本台决定将节目播出时段从原来的八周增加至十周，播
出日期为4月18日至6月24日，从傍晚4时至7时。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在2011年8月份学期的节目播出日期则为8月22日至10月30
日，播出时段一样为傍晚4时至7时。为了提升本台在院内的知名度，本台也在9月6日举行了
一场结合中秋园游和DJ蜕变主题的“飞·未来”开播造势活动。此活动吸引逾200人出席，场
面相当热闹。这批即将毕业的校园DJ也自发性地地在学期末举办了一场毕业展，为他们在新
纪元学院的学生生涯划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6. 《新闻专题报导》课程为呀吃新村量身订做《亲亲呀吃》社区报
2011年3月至7月期间，《新闻专题报导》课程的指导老师和5位新闻组学生，为呀吃
十四哩新村及呀吃十八村，量身订做了一份属于全体居民的社区报——《亲亲呀吃》。
这份社区报的诞生，缘起于戏剧联
盟ASLI、呀吃十四哩华小家长教师协会以
及雪兰莪新村发展常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亲亲大自然——2011乌冷县社区艺术嘉
年华》活动。出版《亲亲呀吃》是这项活
动的计划之一，目的是让呀吃居民对居住
地和文化背景有更深的认识，避免文化认
知流失，并唤醒年轻人在地的身份认同。
这份以社区人文故事和探寻历史痕迹为核
心内容的社区报，在3月至7月期间，共出
版三期，获得当地居民及社会各界的热烈
反响。
为了不辜负当地居民和各界的支
持，本系与呀吃十四哩华小家长教师协会亦达成继续合作的共识，决定在日后的每年出版两
期《亲亲呀吃》。而媒体系学生也能借此实际出版工作，实践课堂所学的理论及技巧。

7．世界新闻日
“世界新闻日”是媒体研究系一年
一度的盛大活动，由系办公室和系会联合
主办。今年的世新日主题是“禁音时代”
，主题意寓着马来西亚新闻及言论长期受
到威权政府的限制和打压，在长期压制
下，人民变得沉默和冷漠，从不能说，渐
渐变得不懂说、不想说、不敢说。活动筹
委提出此“四不说”概念，期待通过一系
列的活动，反思此一现象。
世界新闻自由日-与网络歌手畅通校园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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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世新日的活动包括黄明志“态度”分享会、黄进发和柳树吉主讲的“E公民与民
主─按LIKE可以改变世界吗？”讲座会、泰国法政大学学生领袖杜漳鑫和马来西亚青年与
学生民主运动组织秘书黄翠妮主讲的“政治，关我的事！”讲座会，以及为期五天的“禁音
时代─媒体的过去与现在”回顾展。

8. 台金侨奖短片征选活动 新院媒体研究系夺佳作奖
媒体研究系3名电视组学生张骏杰、蔡律芳、何铭霓及马艾莹荣获2011华人金侨奖“
追寻百龄的足迹——生活中的小故事”佳作奖。得奖作品《马来西亚华人百年的生活文化》
之网络链接：http://video.mactv.com.tw/2011/¿lmDetail_selected.html?¿d=79 。这也是媒体研究
系学生首次参与华人金侨奖。
金侨奖短片征求活动是由台湾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主办，该华人金侨奖短片征选活
动特别结合中华民国建国100年，以“追寻百龄的足迹”为主题，征求华人世界各个领域象
征“百龄”精神的故事，拍摄长度为90秒至120秒。让大家一同在这些故事里追寻代表美
善、积极不懈、历久弥新的精神；无论是时代的发展、传奇的诞生，家族的传承，都有属于
历史或个人值得追寻的足迹与故事。
为让文化源远流长，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电视组4名同学南下柔佛麻坡拍摄短片，
集体制作了一部短片。故事情节是关于一位少年和朋友相约拾榴梿后，穿梭在乡间的小道前
往街上的一间嘛嘛餐馆载阿公回家。妈妈和阿嬷在家正准备晚餐，其中有本地华人自创的菜
肴——肉骨茶，还有融合了华人和马来人文化的菜肴——咖喱鸡等。一家大小坐在餐桌前乐
融融地享受着晚餐；晚饭后，大人们在庭院边聊天边吃榴梿，而小孩们依然非常有活力地在
玩耍。短片不仅仅呈现出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活文化，且更勾起许多人的儿时回忆。

9. 2011年媒体系曾主办的活动如下：
日期

主讲人/活动嘉宾

1月6日

周青元导演和演员-林德荣及卓卉勤

4月7日
4月8日
4月13日

活动名称
《天天好天Great Day》
电影制作分享会

主讲人：
周泽南（人民纪录电影基金会创办人） 马来西亚“流放”纪录片放映会
夏美玉（KOMAS总监）
主题：纪录片与社会改革
林佩诗（Video Art 录影杂志主编）
孙天美（媒体研究系讲师）
UPM学生与天美老师交流会
韩新传播学院第十九届毕业影展及
韩新传播学院学生
颁奖典礼
四二起艺电影播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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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15日

空中之城广播室师生

《空中之城》5 周年台庆——梦之
城：有特别的人体雕像、充满书香
的晒书摊、好玩刺激的快熟面大斗
决、时尚漂亮的服饰、令人垂涎三
尺的食物、解暑可口的冰品、精彩
绝伦的校园歌手表演，还有振奋人
心的口琴表演。

4月20日

黄国富（媒体研究系讲师）

APA学术写作讲座

4月26日

《观察家》学生

5月2日-6日

媒体研究系公关组学生

6月22日

《观察家》学生

《观察家》学生
6月29日
地点： JALAN BUKIT国中

7月6日

孙天美（媒体研究系讲师）
《观察家》采访记者林诗馨

8月9日

周青元导演和香港导演关本良

“不是梦，就是你！爱上你主播”
校园主播选拔赛
《拾载煤好》媒体研究系 10周年庆
典
在校内主办《观察家》“大胃王”
比赛，共吸引21名男同学参加。参
赛者是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吃完所
准备的食物。
《观察家》课程分享讲座会
这项讲座会主要内容是谈及与分享
《观察家》采访工作的性质，共获
得逾50名该校华裔生出席。
媒体研究系获得蕉赖康乐小学邀请
到学校为该校50名小记者办讲座以
及分享会。这些小记者都踊跃发
问，对采访记者的工作范围特别感
兴趣。
电复印件事的首印礼
《佳礼》不仅在论坛上开通一个供
学生刊载实习报新闻的管道，也开
放“佳礼之声”（Cari Radio）播音
时段，给新纪元学院“空中之城”
校园广播电台转播实习DJ们的广播
节目。
第二届校园主播选拔赛《主播选
SHOW》

8月15日

观察家与大马知名论坛《佳礼中文论
坛》合作

8月23日

《观察家》学生

8月24日

黄国富（媒体研究系讲师）

APA学术写作讲座

9月6日

空中之城广播室师生

空中之城开播造势——《飞·未来》

10月5日
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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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添兴导演（马来西亚独立电影的代表
与名导面对面交流
人物之一）
王妤娴(WAO社工部主任，妇女援助中
性别与暴力
心)

10月19日

陈彦妮（NTV7追踪档案主持兼记者、
新闻主播、前线视窗制作人）

聆听他们的故事
口述历史的采访与写作

10月23日

广播组毕业生谢劲程和吕国杰

现场主持分享会

媒体研究系公关组与Earoph Malaysia 联
办，MKH赞助
苏德洲（媒体研究系讲师）、陈素彬（
广播室助教）

<新态度FRESH ACTION> 3R环保暨
社区关怀计划
2011年《关爱陌生人》中学生Sunny
采访营讲座

11月2日
12月2日

其它：
日期

主讲人/活动嘉宾

活动名称

2月17日

曾丽萍老师

招生讲座：灰姑娘，幸福吗

2月17日

电视组

招生讲座：小导演就是我

10月11日-12日

广播组

10月29-30日

嘉逸娱乐

种子计划：‘Let's Go On Air’，UG天桥
时间：上午10点至下午4点
活动内容：‘Let's Go On Air’录音活动报名
晒书摊和义卖食物及饮料（珍珠奶茶、雪糕和
三明治）。
工作坊：电视制作交流会
29日从下午2点开始，30日为全天
地点：Bang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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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ʹᎿషˁᝠጇ
在2011年10月下旬，美术与设计系的4个专业文凭课程已经获得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
定机构（MQA）的审查并通过认证，其中包括一年制的美术与设计大学先修班课程。今年
获得全额奖学金到台湾继续修读最后2年两年学士课程的毕业生也相对的增加，共有25位。
所选择的大学有：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台湾亚洲大学、台湾台南科技大学、台湾树德
科技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英国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UOG)等。其中 3位表现优秀的
室内设计毕业生被东海大学接受转读建筑系第二年。 与英国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WE)合作开办的3+0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与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士课程，至今已经有
三个年级在上课了，预计2012年8月将会有第一批毕业生。英国学士课程的学生，整体表现
佳，尤其在影像课业方面有出色的表现。
今年美术与设计系毕业生举办了两场毕业展览，地点皆在本院C座UG学生活动中
心。由应届毕业生组织筹委会负责策划以及征求赞助商，以进行毕业特刊、毕业展海报与布
条设计以及请柬等宣传品的设计与制作，同时与媒体配合宣传寄发请柬，广邀业界人士前来
观赏。第一场在1月22至30日举行的是第7届美术与设计系毕业展，主题为“Stereotype”，
毕业生人数约60人，规模可谓盛大。第二场的第7届美术与设计系秋季毕业展则在8月13至20
日举行。 毕业生人数约30人，表现亦不俗。

拜访UWE进行课程讨论及检讨， 教学交流及采集资讯。

在2011年的教学与行政上，美术系与英国UWE合作开办的3+0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
与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士课程已顺利进行至第3年。美术系2位教职员于6月13至19日再次到
英国BRISTOL的UWE座落在Bower Ashton园区的设计学院，作第三次视察，并接受相关课程
教学与评估的训练与指导。此行程较集中于第三年即最后一年的课程教学与评估的训练与指
导。同年的7月7日及27日，11月9日，英国UWE的代表，亦到本院进行三场课程行政与管理
的培训，并为期末考试作评阅。
今年的8月2日，英国UWE的副校长Professor Dr. Alex Gilkison莅临并洽商两校3+0课程
的合作状况与进展。在2月14日本系接待了台湾明道大学现任校长的到访；4月6日接待台湾
台南运用科技大学的拜访；7月7日则有台湾国立台东大学的到访。
在2011年的招生及宣传活动，本系教职员拜访了多所国立与私立中学，其中包括加
影育华中学、槟城日新独中、峇株巴轄华仁独中、笨珍培群独中及沙巴州几所主要的华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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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全年共举办了15场讲座及各类工作坊，有陶艺、蜡染、绘画、拚贴画、卡通人像等。在
1月至12月之间，本系教职员积极地参与了多项招生宣传活动如：3月及12月的两场谷中城教
育展；7月的KLCC教育展；3月及7月的学院开放日；12月的国家视觉艺术画廊美术书展及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举行的卡卡艺术市场。此类活动由美术与设计系及招生处联办，并籍此
宣传本系课程之特色。
2011年学生活动与教学成果，学生于1月至12月之间，在本系白色工坊展出全年各年
级的学生作品。2011年9月13至17日，本系副系主任Cikgu Azizan Othman、Cikgu Raha Jaafar
以及Ambrose Poh两位老师带领25位美术与设计系的在籍生到印尼的峇里岛写生旅游，并拜
访了当地各类手工艺品制作工厂，学生也在当地几个景点作了现场写生，与当地的工匠与艺
术家互动与交流。
本系邀请了国内各类专业美术与设计工作者给予专题演讲与交流，其中有动画制作
与管理、网页开发与制作、专题研究方法、有效的沟通与呈现方式、独立杂志创刊与管理、
如何成为专业设计师等专题演讲等，以启发学生在学习上的创意，以及思考的方式和方向，
进而提升学生的创作水平。
总结来说，2011年本系的整体表现不错，其中以室内设计学生表现最佳，一名学生入
选全国 Dulux Emerging Talent Awards 2011， 另2名则于马来西亚MIFF SDN BHD举办的全国
IDEATION AWARD比赛中深获好评，并在
半决赛之评审被获选为TOP 40 DESIGNS。
平面设计课程的学生表现亦不逊色，在
CAMPAP图画簿封面设计比赛也获得很好成
绩，共有14位同学入选佳作；而在第三届吉
隆坡国际礼品及文具商展有三位同学的作品
入选，其中陈国安同学还获得全国第二名，
他也是今届毕业生全人教育最佳创意奖得
主。本系讲师的作品则受邀参与在台湾及韩
国的基础设计学会所举办的国际基础设计论
坛的展览。于2012年，本系将庆祝十周年纪
念，也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本系期望在新
的一年，无论在课程或活动上，本系都有更
第三届吉隆坡国际礼品及文具商展。
长足的表现。

新纪元学院2011 年度-美术与设计系已完成之工作计划
序
1月

2月

工作项目说明
1日：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22至30日：第7届美术与设计系春季毕业展主题为“Stereotype”于UG学生活动中
心。
5日：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14日：接待台湾明道大学到访。
23日：蜡染制作工作坊。
24日：陶艺制作与欣赏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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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工作项目说明
5日: 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22 日：英国UWE 3+0课程讨论会议 。
23 日：英国UWE代表拜访及3+0课程讨论会议。
27 日：参加英国UWE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毕业典礼。
28 日：三月份美术与设计系新生课程说明会。
2日：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6日：接待台湾台南运用科技大学的拜访。
9日：焦赖再也中学陶艺工作坊。
12日：全国独中统考美术科试卷审查。
14日：槟城日新独中陶艺工作坊。
14日：出席台湾铭传大学校友会于吉隆坡接待林品章院长的迎宾晚宴。
22日：于台北出席台湾师范大学的设计论坛会议。
23日：加影育华中学绘画工作坊。
7日：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3日：加影Utama国中， 3D立体头饰工作坊。
15日：吉隆坡惠安会馆儿童绘画比赛评审。
25日：Autodesk 绿色建筑专题演讲于吉隆坡Parkroyal 会议厅。
1日: 绢印工作坊，吉隆坡茨厂街Venus Art美术用品专卖店。
4日: 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13至19日: 拜访UWE进行课程讨论及检讨， 教学交流及采集资讯。
15日: 本系4位讲师担任教总全国儿童绘画比赛评审。
30日: 英国UWE 3+0课程讨论会议。
2日: 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2日: 本系平面设计专业课程的学生拜访吉隆坡MFX 动画制作公司。
7日: 接待台湾国立台东大学的到访。
7日: 英国UWE 3+0课程讨论会议。
9日: 峇株巴轄华仁独中服装工作坊。
9日至10日:吉隆坡KLCC教育展。
15至21日: 沙巴招生活动，拜访 7 间华文中学于亚庇、丹南、保佛、巴吧、山打根
及斗湖等。
18日: Bukit Desa 国中- SPM 美术课预考练习工作坊。
22日: 笨珍培群独中-绘画与基础设计 (独中统考美术课预考练习) 及陶艺工作坊。
24日: 峇株巴轄华仁独中课室壁画比赛评审。
27日: 英国UWE代表拜访及3+0课程讨论会议。
1日：Epson 大型彩色打印机培训。
2日：英国UWE副校长Alex Gilkison博士拜访， 商谈3+0课程的合作状况与进展。
6日: 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13至20日：第7届美术与设计系秋季毕业展于UG学生活动中心。
18至20日：参加在台中国立云林科技大学举办的台湾基础设计学会论坛与展览。
24日：平面设计课程学生到云顶高原公司实地考察，做品牌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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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工作项目说明
3日：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9日：平面设计课程学生出席于KLCC举办的IGEM国际绿色标签与环保产品商
展，实地考察并进行商品研究与分析。
13至17日：由本系副系主任Azizan Othman及2位讲师Raha Jaafar和Ambrose Poh带
领25位美术与设计系的在籍生到印尼的峇里岛写生旅游、作现场写生，并与当地
的工匠与艺术家互动与交流。
10日：吉隆坡艺术市场中秋灯笼比赛评审。
1日：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5日：“专题研究方法” 演讲，主讲者国立国民大学教授ADI IRFAN博士。
6日：美术与设计课程介绍，霹雳江沙崇华独中。
19日：参加在八打岭Eastin 酒店举行的Adobe 教育研讨会。
19日：“有效的沟通方式” 演讲，主讲者Rizwanah Souket Ali女士。
19日：“有效的呈现方式” 演讲，主讲者Rizwanah Souket Ali女士。
20至21日：参加在八打岭One World 酒店举行的Leadership & Me工作坊。
21日：加影育华中学- PMR 学生拚贴画工作坊。
25日：美术与设计系课程MQA认证前的准备会议。
27至28日：MQA 课程认证局做美术与设计课程认证拜访，认证课程有美术与设计
大学基础课程， 平面设计课程， 视觉艺术课程以及服装与纺织设计课程。
30日：参加由韩国首尔基础设计学会主办的秋季论坛与展览。
1日：客座演讲 “如何依据设计要求建设网页” 主讲者电脑资讯系孔国梁讲师。
1日至4日：参与董总全国独中统考文凭美术科试卷评阅。
2日：峇株巴轄华仁独中服装科评阅与认证。
4日：“专业设计事务演讲” 主讲者为‘Cutout’ 杂志的负责人Vivian 及 Jay Lim.
5日：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13日：到峇株巴轄华仁独中义卖会办陶艺及卡通人物工作坊。
16日：客座演讲 “设计工作程序与促销” 主讲者为MFX 动画公司总裁Mr. Moon。
23日：客座演讲 “网页使用者测试: 基础与基本原理” 主讲者电脑资讯系孔国梁
讲师。
30日：客座演讲 “面试技巧” 主讲者学院人事部梁健林主任.
3日：陶艺手拉坯与展销，于吉隆坡邵氏广场之卡卡艺术市场。
8至15日：参加国家视觉艺术画廊美术书籍展览，展示陶艺作品及陶艺手拉坯示
范。
15日：为英国UWE 3+0 课程全体学生进行学习辅导与检讨。
17至18日：吉隆坡谷中城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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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密集课程蜡染制作工作坊。

CAMPAP图画簿封面设计比赛。

峇株巴轄华仁独中服装科评阅与认证。

槟城日新独中陶艺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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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赖再也中学陶艺工作坊。

ĄМқˁॖϸጇ
1. 前言
秉持着“立足戏剧，促进多元；扎根本土，放眼世界”的理念，戏剧与影像系于2011
年推出了几部不同类型的剧场与影视作品，丰富了本地创作的色彩。学生们的才华与努力，
获得了专业的奖项肯定。本系2010年受邀到澳门演出的《三个小孩》，之后也在本院黑箱剧
场呈献给本地观众。此演出在2011年的第九届戏炬奖上获奖，并循众要求而在国内各地做了
多场的巡回演出。
本系所主办的学生影展也有所突破，学生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露天影展，吸引了不
同阶层的观众前来观赏。
除了影展与演出，本系学生在求学过程中也体现了本院的办学理念，在全人教育奖上
得到院方的肯定，由邓绣金获得卓越创意奖和梁家恩同学获得批判精神奖，表现出艺术创作
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戏剧与影像系成立至今，多次举办对外公演和影展，除了获得观众好评与得奖，也赢
来媒体的报导和社会的关注。
今年共有三位学生前往台湾升学，许慧珊同学因成绩优秀，获得2011年台湾奖学金，
为本系争光。

2. 招生与交流
· 03月12－13日：谷中城教育展
· 12月17－18日：谷中城教育展
本系配合招生处两次参与谷中城教育展，由本系学生扮演人体雕像，为学院的招生摊位招
徕人潮。学生与家长被奇异的造型所吸引，与雕像拍照留念。
· 12月18日
由招生处安排贺世平讲师到第3届全国中学生《戏剧人生》生活营主讲戏剧讲座，并进行招
生讲解。

3.

舞台戏剧演出

3.1 《十八楼－与鬼同一屋檐下》演出
1月14－16日：戏剧与影像系假吉隆坡表演中心（KL Performing Art Centre, Sentul）
演出《十八楼－与鬼同一屋檐下》。这是一部既诡异又温馨又爆笑的搞鬼舞台剧，一共四场
的公开演出，总共吸引了大约五百名观众。此剧由贺世平讲师带领学生进行集体即兴创作而
成，故事发生在一栋十八层高的组屋，那里住着一群被社会遗忘的老人家。当一名年轻女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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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入住一间曾发生老人跳楼自杀的闹鬼单位后，从此怪事连连，牵扯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也让老人家们的生活变得充满矛盾和冲突。为了达到真实效果，演员们曾到吉隆坡组屋区做
实地考察，也到老人院去进行人物模仿揣摩，最后将一个以假乱真的模拟组屋场景再现于舞
台上。这出长达四小时的戏剧，成功吸引观众投入其中，幽默惹笑同时又感人肺腑，观众好
评如潮。

排演三《十八楼－与鬼同一屋檐下》

3.2 《三个小孩》演出
2月18日：假怡保精武礼堂，戏
剧与影像系受怡保公正党邀请，《三
个小孩》在新春文娱晚会中演出。
4月8－10日：于吉打巡回演
出，此项演出由吉打董联会主办《三
个小孩》巡回吉打州的三个城镇，计
有：双溪大年、亚罗士打和樟仑。双
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的演出，获得热
烈反应，共吸引超过一千五百民众，
扶老携幼前来购票捧场。当地媒体报
道指出，这出戏剧无论三岁至八十岁
都可从中获得共鸣与乐趣，欣赏演员
们以游戏方式叙述祖先的故事，让观
众了解本地华人的文化教育历史的演
变。

《三个小孩》巡回演出

4月22－23日：在槟城巡回演出，《三个小孩》再度出动前往槟城的光大五楼视听室
做三场的演出。这是由槟城华人文化协会主办，NOISE剧团联办，成功吸引了约四百多名观
众前来捧场。截至槟城这一站，《三个小孩》一共去了9个地方，做了30场的演出，累积了
3128名观众。
3.3 《仲夏夜之梦》演出
7月14－17日：假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进行莎士比亚的经典剧本《仲夏夜之梦》由
罗国文讲师执导，共六场演出，成功吸引了三百多名观众前来观赏。这是一个风格手法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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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类剧场演出，没有华丽服装，没有完整的道具，靠着演员的角色扮演和肢体动作，配合
独特的剧场效果，营造出一种视觉氛围，深得观众的喜爱。
3.4 《物理学家》演出
7月29－31日、8月5－7日：假新
纪元学院黑箱剧场演出，这是第六届舞
台组毕业生的毕业作品，由梁家恩同学
执导，采用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经典
喜剧作品，一共8场的演出，观众人数
约四百人。
这部剧讲述一名天才物理学家
研究出能够危害世界的方程式，只好隐
姓埋名躲进精神病院去，可是身份败露
后，他不得已地杀了心爱的护士。另有
两名物理学家也装疯卖傻地潜伏在其身
舞台组毕业公演《物理学家》
边，企图说服他去为强国服务。结果最
后三人都被野心家的博士控制了。这是
由第六届舞台组毕业生制作和呈献的演
出，他们在这作品中展现了各自的才华，从导演、表演到舞台技术，每一位学生都用心去完
成，令人刮目相看。
3.5 《怀尔德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演出
11 月 3 － 5 日 ： 假 新 纪 元 学 院
黑箱剧场演出，由李奕翰讲师执导，
台湾叶根泉编剧，讲述一位濒临死亡
的妇人，与她离了婚还住在一起的
丈夫；一对同志网络一夜情后发展情
感，最后却以情杀收场；一个必须照
顾人却最需要被照顾的女人。
三段关于爱与被爱，面对与逃
避的残留，最后他们都困在自己的回
忆里无法逃脱。这是一年级学生的演
出作品，经过了一年的表演训练，在
李奕翰老师的调教下，他们都大有进
步，表现令人激赏。
排演一《怀尔德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

3.6 《走肉行尸》演出
11月18－20日、23－17日：假新纪元学院校园演出，由贺世平讲师导演的5D环境剧
场演出《走肉行尸》是在黑箱剧场外进行，让许多观众首次在观赏戏剧中感受到现场感的特
别体验。这演出跳脱出在室内观赏戏剧的惯性，由演员们饰演的特工队队员带领观众分成三
组，躲避逼真的丧尸群的攻击，前往三个不同的空间，包括阴森潮湿的地下道、高耸入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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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楼梯，以及鬼门关外的天桥上。在与角色们逃难途中，观众窥探了特工队角色之间的种种
冲突，而观众也可以和角色们现场直接互动、交谈甚至是争吵，仿似一场活生生的人生戏。
经历了三次被丧尸群近距离的追杀，最后所有人被丧尸群围困在广场中，看着特工队的角色
们面临生命的抉择。
导演以丧尸更贴切地象征丧失灵魂的现代人类。剧中利用灯光、音效、布景、道具等
剧场元素把学院的几个部分装置成末世的氛围，从抗拒到接受事实的无力挣扎，最后来到无
可幸免的悲剧。

4. 影像影展
· 7月22－23日【LIVE 拉阔社影展】
这是第六届影像组毕业生的毕业影展，创作者们希望透过作品和观众联系，彼此交
流，可以对人事物有不同的观点，又能碰撞出令人省思探讨的思维冲击。此次影展共有三部
风格各异的作品，计有邓绣金的《一天零一夜》、张正伟的《大单》和廖汉鸿的《归鸟》。
【拉阔社影展】一共巡回了六站，计有：槟城韩江学院、怡保小绿洲图书馆、马六甲
地理学家咖啡厅、柔佛南方学院、麻坡中化中学及加影新纪元学院。此次影展最特别之处是
加影这一站，影片是在董教总建筑物前的大草场做露天播放，此为一次怀旧又独特的观影体
验。

5. 讲座活动
系列讲座，地点：黑箱剧场
· 4月27日，艺术家－林保旭，讲题【舞缘】
· 5月18日，艺术家－Jo Kukathas，讲题【Five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ctor】
· 9月28日 及 10月5日，艺术家－程守明，讲题【角色创作与表演】
· 4月28－30日 师训学院儿童戏剧生活营
由吉打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IPG SULTAN ABDUL HALIM所主办的三天两夜儿童戏
剧生活营于槟城的胡姬酒店进行，邀请本系贺世平讲师，带领三位学生前往指导该师范学院
中文组大约一百五十名的受训老师们有关儿童戏剧的知识和排练。
· 6月11-12日TEA TIME 18 【十八般厨艺】
这是由TEA剧场主办的中学生戏剧观摩赛。共有十二部作品参赛，由五位评审包括本
系贺世平讲师选出最好的四部作品，让学生导演们进行修饰和重演。这是一个给中学生磨练
戏剧创作的平台，从而培养了中学生对戏剧艺术的浓厚兴趣。
· 9月4日【全国中学生戏剧DIY观摩赛】
由戏剧联盟、凭舞台和本系联办的DIY观摩赛，在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进行。共有七
队参赛队伍，其中包括两队来自槟城。这一届的评审计有：叶伟章、王涵奕和黄爱明博士。
这是一个给中学生考验编导演才华的竞赛，同时又能达到彼此交流。
· 10月10日 制作教总短片《老师的爱，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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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受教总委托摄制了一部述说老师心声，向老师表达谢意的短片《老师的爱，最
美》此短片由本系讲师与学生合作摄制，长达7分钟。
· 9月14日 《缺氧》巡回放映会
本系承办由VIDEO ART 录影杂志的Too Much Co2《缺氧》巡回放映交流會于本院
B302课室进行。放映会之后由梁友瑄讲师主持，让学生与该片导演进行交流。

6. 荣誉榜
在1月8日于吉隆坡市政局剧场举办的【第九届戏炬奖】，本系制作呈献的《三个小

第九届ADA戏炬奖颁奖典礼

孩》贺世平讲师荣获最佳导演和邓绣金同学荣获最佳女新人两个奖项，而第五届毕业演出《
两个小丑等。。。运到》李佳洵同学荣获最佳女配角。
在12月11日，本系学生在2011年莎莎兰国际艺术节短片比赛中得奖。得奖的作品是《
绿色银幕》谢佳升同学荣获最佳短片三奖；《心理学家的剖析》林沓励同学荣获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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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ᣙˁ័ॷေጇ
（一）前言
新纪元学院在2002年创办谘商与辅导专业文凭课程（黄昏成人进修班），至2006年将
之提升为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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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谘商心理学系（简称辅谘系）学生在本院修读2年的课程后，可申请进入台湾姐妹大学继
续完成大三与大四的课程，四年课程结束后，修满毕业学分者将获得台湾姐妹校所颁发的学
士学位资格。
创系六年，辅谘系始终秉持着重视学术交流与开阔学生学习视野的初衷，让学生了
解社区辅导中心的实务操作，为系上的学生安排一系列到社区参访的活动。本年度的参访机
构包括了孝恩馆、吉隆坡心灵扶助协会 (The Befrienders Kuala Lumpur) 、吉隆坡医院精神科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ospital Kuala Lumpur)、精神健康协会(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与
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协会(Persatuan Kanak-kanak Istimewa Kajang)。
今年的课程在巫晓嫣老师与吴启铭老师的精心规划下，危机处理、性教育与辅导、
以及生涯发展与规划等课程的报告都有与以往不一样的呈现方式。4月份学期的危机处理
课程，巫晓嫣老师安排了失落与哀恸之创意艺术呈现 ，吴启铭老师则在性教育与辅导课程
内，请同学们制作短片，并举办了短片评审与颁奖典礼。而8月份学期，巫晓嫣老师则在生
涯发展与规划的课程内安排了户外工作体验，让同学在上课之余也有工作体验的机会。
此外，辅谘系延续历年的“学校实习”环节，让辅谘系二年结业生到独立中学的辅导
处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本系也于学期前后召开辅谘系咨询委员会会议（一年两度），集
合咨询委员们的意见，对系务作全面的检讨与探究。甫于2010年尾开办的辅导与谘商境外硕
士专班，今年进入第二年课程，在中学假期间（5月、8月、11月）又陆续进行了七门课。为
提供系上学生更丰富的专业知能，本系也于九月上旬，成功邀请来自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的陈金燕教授主持“多元文化谘商工作坊”。
为了关注辅谘系每位学生的学习状态，系上非常重视师生间的互动，每年上、下半年
都会精心策划“导师日”，今年上半年的导师活动为水饺大会，下半年则由辅谘系系会筹办
了一趟“瓜拉雪兰莪生态之旅”。

（二）重要事项简报
1.

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于去年成功与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联办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
班。此课程学员有中学辅导主任、辅导老师、社区辅导员、幼儿园园长等。此专班的上课日
期为每逢学校假期，每门课程为期5天，课时共36小时。今年辅硕班的学程已经进入第一学
年第二个学期以及第二学年。以下为上课日期、授课教授以及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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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授

课程名称

日期
2011年5月30日至 6月3日

团体谘商研究

张景然副教授

2011年6月6日至6月10日

心理评量研究

郭国祯副教授

2011年8月29日至9月2日

高级统计学

邓志平助理教授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

质性研究

赵淑珠教授

2011年12月5日至12月9日

辅导活动方案设计与实施

罗家玲副教授

2011年12月12日至12月16日

生涯辅导与谘商研究

邓志平助理教授

2011年12月19日至12月23日

学习谘商研究

林清文教授

2. 户外教学——社区参访
2.1 孝恩馆、吉隆坡心灵扶助协会 (The Befrienders Kuala Lumpur) 和吉隆坡医院精神科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ospital Kuala Lumpur)
配合辅谘系4月份学期一年级的《生
命教育》与《辅导原理与实务》课程、二年
级《危机处理》课程，在2011年6月22日本
系特别安排到孝恩馆、吉隆坡心灵扶助协会
(The Befriends Kuala Lumpur)和吉隆坡医院精
神科(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ospital Kuala
Lumpur)的参访活动。
参访孝恩馆的主要目的让学生打破华人
对死亡与殡葬业的禁忌，了解死亡是人生自然
的过程。在参访的当儿，学生也有机会接触一
些较另类的工作例如死亡化妆师、葬礼配套销
售员与葬礼策划师等。参访孝恩馆时，接待我
们的是一位葬礼策划师(funeral director)，他为
大家讲解孝恩馆的职员如何协助家属从联系医
院、警察局、律师到处理丧事的细节，并与家
属保持联系。再来，孝恩馆工作人员也带领大
家参观为往生者准备的摆设品与物品展示区。
在聆听解说的过程中，学生也不忘提问，想了
解工作人员在面对工作困难与挑战时，他们是
如何解压的。
参访的第二站是吉隆坡心灵扶助协会，
协会负责人首先为大家讲解吉隆坡心灵扶助协
会的背景与服务项目。吉隆坡心灵扶助协会
已成立40年左右，是专为预防自杀提供辅导

孝恩馆

Befrienders 22.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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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非政府机构（NGO），协会负责人也为大家解说该协会的业务。为了让学生更了解
协会的运作，协会负责人与学生在现场进行演练，一位同学扮演求助者，另一位则是电话辅
导员。之后，同学们在负责人引导下参观了协会内的个人与团体谘商室与提供电话辅导的地
点。
参访的最后一站是吉隆坡医院精神科。该机构的辅导员带领大家参观复健室、电疗
房、精神病房。在参访的过程中，他也让学生分批进入病房并解释各种类型的病人以及了解
精神病房的分配原则，例如他们会把男性与女性、有暴力和没有暴力的精神病患分开。他也
强调在吉隆坡医院精神科工作人员需要团体的合作，合作的工作人员包括精神科医生、社
工、护士、临床心理师与辅导员等等。
2.2 参访精神健康协会(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与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协会 (Persatuan
Kanak-kanak Istimewa Kajang)
2011年11月2日，辅谘系配合8月份课程的《心理健康与调适》与《亲职教育》，特别
安排了系上的一、二年级同学到精神健康协会(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与雪兰莪加影特殊
儿童协会(Persatuan Kanak-kanak Istimewa Kajang)作户外教学。参访精神健康协会的目的是让
大家了解精神健康协会在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参访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协会的目的是让大家
了解特殊儿童的亲职教育。
精神健康协会为非营利、非政府机构，自1967年创会以来走过了34个年头，马来西亚
精神健康协会(MMHA)的使命之一是提升社会人士对于精神健康问题和精神障碍的认识，以
避免社会人士对精神病有病耻感，马来西亚精神健康协会也积极呼吁精神健康和社会人士正
面地看待精神疾病。
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协会为福利组织，从2005年6月5日成立至今已经迈入第6个年
头，它主要是为加影社区有学习障碍的人士提供全面的身心发展让他们可以自立生活以度过
有意义的人生。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协会主要提供启蒙教育训练、治疗、日常训练、工作训
练计划与团体活动训练。
中心负责人Ms. Liew为我们介绍中心所提供的服务，他也特别为大家说明了个别不同
的服务的目的，且带领大家参观该机构的启蒙教育培训中心、物理治疗室、日常训练上课地
点、模拟工作训练地点等等。

3.

报告呈现与工作体验

3.1 危机处理－失落与哀恸之创意艺术呈现 （7月
1日）
今年任教危机处理的巫晓嫣老师为了让学
生以创意的方式来呈现各组的报告，她将班上同
学分成小组，学生的其中一项作业是失落与哀恸
之创意艺术呈现。各组需挑选一个与失落、哀恸
有关的主题，并以任何艺术工具或媒体，针对有
关的主题进行创意的表达艺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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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处理－艺术表演_01.07.2011

在7月1日的课堂上，辅谘系二年级的学生呈现了失落与哀恸之创意艺术的表演，学生
分别以创意方式来表达与失落与哀恸有关的主题例如戏剧、伴奏合唱等等，失落与哀恸相关
的主题包括了朋友自杀的哀恸、老人的失落、失去宠物的悲伤。
为了完成这次呈现的作业，学生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与角色扮演的模拟中，有机会体会
老人、自杀者、失去宠物的心情，尝试了不同形式的哀伤的呈现与表达；不同组的学生从他
组的排演中也深刻地体会到失落与哀恸的含义，并重新整理自己曾经被剥夺的悲伤。
3.2 性教育与辅导短片颁奖典礼（7月4日）
今年4月份学期，为二年级同学开设的选
修课程是《性教育与辅导》。这门课是《两性
关系》的进阶课程，课程目标是为了让学生了
解性教育的意义与内涵、了解了解性教育在家
庭与学校的角色、功能、发挥与影响力，并学
会运用课程内所学得的概念与知识，面对和处
理从幼儿至中学阶段有关的性问题。
为了让学生能够更了解性教育与辅导
的意义，任教此课程的吴启铭老师要求学生分
成小组，各组按照性教育与辅导的各项主题并
性教育与辅导短片颁奖典礼（2011年7月4日）
按照主题制作成短片，影片大概15分钟左右。
学生制作的短片的主题包括了特殊性议题与辅
导、青春期男女的性生理发展与困扰、两性相处及交往——黑班故事、爱滋防治教育、色情
文化与媒体之探索、认识自己的身体、生命的诞生、性倾向与认同、青少年性行为与怀孕、
青少年的恋爱与分手等。
此课程作业由系上主任、讲师等逐一观赏每组的作品，选出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
与最佳短片，然後安排了2011年7月4日的颁奖典礼。性教育与辅导短片的得奖名单是：《爱
滋防治教育》的温霜琴同学获选最佳女主角、《两性相处及交往——黑班故事》的周宇轩同
学获选最佳男主角，而《爱滋防治教育》获得最佳短片奖。
3.3 户外工作体验（8月28日）
为了配合《生涯发展与规划》课程，巫晓嫣讲师于2011年8月28日带辅二同学到Furry
Fun Farm（毛毛园）、Kundang、Sungai Buloh作户外工作体验。全体二年级的学生在Furry
Fun Farm一起体验当义工的挑战。
学生参与当天的户外工作之后，他们还需要就当天当义工的经验写一份心得报告。
学生写心得报告的目的是让学生察觉自己对生活事件的敏感度，觉察周遭的人事物的细微变
化，进一步尊重个人的特点、自我发展与认识而作出改善。

4. 实习视察
辅谘系的校外实习进入第三年，共有四位应届生（林展广、吴传尧、林连振与黄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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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申请到马六甲培风中学、巴生中华中学、麻坡中化中学与峇株巴辖华仁中学辅导处实
习。
实习生在为期三个月的实习期间内，会深入了解独中辅导工作与辅导教师之职责与角
色。此外，实习生也透过课堂教学实习，提高学生的教学知能与班级管理能力。为了让实习
生了解学校的行政运作，他们也需要参与辅导处的日常业务。
在实习将结束之前，本系讲师到实习学校视察实习生的教学与行政表现。透过到各实
习学校视察后，本系讲师与实习学校辅导处主任或老师给予的回馈，有助于实习生未来到台
湾升学的期间加强自己擅长地方，改善自己不足的地方。

5.

咨询委员会会议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于2005年起成立了学术咨询委员会，目的乃研究、讨论以进行课
程定位、规划、发展等与辅咨系息息相关的课题。委员会之成员是由本系邀请社区辅导中心
负责人及系上的讲师担任，以结合委员们的专业与经验，共谋系务之发展。委员的任期为两
年，辅谘系邀请了李志祥博士、陈如湘老师、吴启铭老师与蔡美金老师担任2010年至2011年
的咨询委员会委员。本系已经于今年8月2日（星期二）和11月29日（星期二）召开一年两度
的咨询委员会会议。

6.

《多元文化谘商》工作坊

新纪元学院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已于9月6日至9日成功举办《多元文化谘商工作坊》
，此工作坊邀请了来自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谘商学系教授兼社区心理谘商与潜能
发展中心主任陈金燕教授前来教学。陈教授曾经在2008年5月期间，受邀担任辅导中心举办
的“自我觉察与督导”工作坊的导师，她曾在2009年4月至6月到新院辅谘系任教《多元文化
谘商》课程。
此工作坊共进行了4天，总课时为24小时。工作坊内容主要涵盖了多元文化谘商的介
绍、多元文化的理论、脉络与系统的概念、文化差异与个别的差异、个人文化的觉察、不同
文化经验的分享与讨论、文化对谘商的影响等等。以上课题透过陈教授的专业知识传授与经
验分享、对于身在马来西亚从事辅导工作与学习辅导的学员真是获益良多。此工作坊让学员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看到不同族群案主的价值观，同时反思与检视学员自身个人文化认同、价
值观与对自我的影响，从而提高学员对多元文化的敏感度。

7.

导师日活动

7.1 水饺大会 （5月25日）
为了让师生透过活动交流而增加彼此的熟稔度，辅谘系系会在2011年5月25日傍晚5时
30分举办了水饺大会。此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联系导师与学生们感情，让导师了解学生们
的学习情况。水饺大会于傍晚5时30分左右开始，辅谘系系会邀请了系上蔡苔芬主任、黄凯
琳讲师、巫晓嫣讲师、执行员陈星如小姐与辅谘系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一起参与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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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程序是，辅谘系主任与辅谘系二年级同学先到菜市场采购所需材料，然後大家
分工，有的负责熬汤、有的制作水饺皮、有的准备馅料；合作中经历了切菜、拌馅、和面、
擀皮、包饺子、下锅等诸项程序，老师与学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一面包饺子一面话家常，
最后一同分享成品——吃饺子，此活动具有非凡的意义。
7.2 “森”呼吸之瓜拉雪兰莪生态之旅（10月15日）
2011年10月15日的“森”呼吸之瓜拉雪兰莪生态之旅，可谓是辅谘系阖家大小的一日
游。以往是系办策划的活动，这次交由辅谘系系会二年级的同学筹办，从活动的策划、交通
工具联系、主讲人（吴咏铨老师）联系到膳食处理全由辅谘系二年级的同学一手包办。
这次的“森”呼吸之瓜拉雪兰莪生态之旅，除了开场时由吴老师为大家讲解瓜拉雪兰莪
的生态之外，也安排到瓜拉雪兰莪皇家山看长尾猕猴和金丝猴，主题活动则是到瓜拉雪兰莪
生态公园观赏萤火虫。到了活动的尾声，大家在回程的巴士大展歌喉，无需担心音响配备，
辅谘系二年级李王瀚林同学以吉他伴奏，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瓜拉雪兰莪生态之旅。

“森”呼吸之瓜拉雪兰莪生态之旅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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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ӡஔᐲጇ
（一）“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

在进行中的班级

1.1 第九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霹雳区）》
董教总新纪元学院《第九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霹雳区）》于2010年12月13日正式开
课，参与此课程的老师共29位，包括4位旁听生，分别来自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双溪大年新
民独立中学、霹雳深斋中学、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霹雳班台育青中学和培南独立中学的老
师。
霹雳区第2年的课程分别于2011年6月份及12月份开办，其中包括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的王燕超助理教授讲授的“多媒体与辅助教学”、陈茹玲助理教授讲授的“教育心理学”及
林淑君讲师讲授的“学校辅导工作”。此外，于2011年4月至8月期间，相关学校也在各校进
行了校内视察。
1. 2 第一届《马来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沙巴区）》
沙巴州第一届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于2010年12月4日开
课，参与此课程的老师共34位，分别来自沙巴九所独中。此课程的联办单位为新纪元学院与
沙巴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课程的上课地点为沙巴建国中学。
第二学年的课程分别于2011年6月份及12月份开办，包括了由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Kampus Ipoh, Malaysia（IPG）的Mr. Teh Hang Leng任教“马来西亚教育研究”、Dr. Lee See
Seng任教的“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及Madam Tan Ai Lee，任教的“教育心理学”。
此外，于2011年3月至7月，各学员也分别在各校举行了校内视察。在校内视察开始前，本系
邀请了Dr. Lee See Seng主讲“校内视察督导”说明会，以便学各学校行政人员和老师能够掌
握校内视察的整体流程。
1. 3 第三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槟城区）》
董教总新纪元学院与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于2010年3月正式开办第三届《教育专业文
凭课程》。参与此课程的老师共60位，分别来自槟城5所独中。此课程的上课地点是钟灵独
立中学。
本班在2011年4月至8月期间，相关学校在各校进行了校内视察。而今年3月和12月，
教专课程如期进行。在今年3月份，教育系邀请了邓日才校长担任“马来西亚教育研究”的
讲师。在12月份邀请了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吴淑祯助理教授和王燕超助理教授担任“学校辅
导工作”和“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的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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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本院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联办的“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2010年12
月份开办，并于2011年进入第二学年。参与课程之全职学员共有33位，及1位单科选修生。
第二学年的课程共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面授课程及教学视察与督导。面授课程共分
为两个学期，分别在5月份学期及12月份学期进行。5月份学期的授课科目是“多媒体辅助教
学与行动研究”，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王燕超助理教讲授。12月份学期则授课两门，由国
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林淑君讲师负责讲授的“学校辅导工作”及本国资深教育学者邓日才校长
讲授的“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此外，学员们于3月份至7月份期间完成了教学视察与督导。学员们在任职学校内接受
本院委托校方安排的校内视察与督导，由校方派出合适的视察人员到课室视察学员们的教学
情况，并随后给予评分及交流回馈。每位学员将依据教学年资而设定被视察的次数，平均每
位学员需被视察两次或以上。
1. 5 马六甲培风中学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董教总新纪元学院与马六甲培风中学联办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
2010年12月13日正式开课，参与此课程的老师共31位，分别来自马六甲培风中学、利丰港培
华独立中学、巴生中华独立中学、巴生滨华独立中学即巴生兴华独立中学的老师。
马六甲培风中学第二届教专班第2学年开办的课程包括了在2011年6月由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的吴淑祯助理教授授的“学校辅导工作”；于2011年12月5日至2011年12月17日由来自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郝永崴副教授和温明丽教授分别授课的“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及“班级经营”。此外，第二届的学员亦于2011年4月至8月期间，分别在各校进行了校内视
察。

2. 新开办班级
2.1 《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吉打）》
在吉打董联会及各校的强烈
支持下，新纪元学院与吉打董联会于
2011年9月3日在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
学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开办吉打
州第一届的“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此届共录取了25名全职及1名
旁听的学员，他们分别来自亚罗士打
新民独立中学、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
学、江沙崇华独立中学及吉兰丹中华
独立中学。上课地点在亚罗士打新民
独立中学。
第一学年的课程于12月5日至

“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吉打）”开课典礼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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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开办，由来自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邱世明讲师授“班级经营”。随后于12月7日在亚罗
士打新民独立中学举办开课仪式，出席此项仪式的单位包括了吉打董联会、各校代表、讲
师、学员及当地的媒体记者。
2.2 宽柔中学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继顺利与宽柔中学完成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后，在获得颇佳的回馈
下，宽柔中学决定再次与董教总新纪元学院开办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第
二届教专班以共录取了46名学员，当中包括了1名来自新文龙独立中学的老师。
宽柔中学第二届教专班于2011年12月5日正式开课，并于12月7日举办开课典礼暨签约
仪式。出席开课礼暨签约仪式的嘉宾包括了董事长陈伟雄、董事张拔川、校长许宗森、副校
长谢秀权、新纪元学院候任院长莫顺宗博士、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博士等。
第一学年第一阶段的课程包括了《班级经营》及《教学原理与实践》，分别由国立台
湾师范大学黄纯敏副教授及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邱世明讲师授课。

3.

结业班级

3.1 新院与沙巴董总联办《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董联会模式）》
董教总新纪元学院与沙巴董总联办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于今年3月至7月完
成“校外视察”后，于9月16日在沙巴斗湖美沁海鲜餐馆参举行第四届（秋季）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的出席嘉宾包括了沙巴独中董总副主席周惠卿先生、林涌斌秘书长、沙巴进
步教育基金资讯董事拿督蔡顺梅、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博士及执
行员叶姿汕小姐等。
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共有28位来自沙巴和砂拉越各独中的老师参与并顺利
完成课程，得以毕业。他们分别执教于巴华中学、崇正中学、建国中学、拿笃中学、育源中
学以及砂州的开智中学。此班级的老师自2009年12月4日开始上课，直至2011今年7月完成学
业。在典礼上，本院也颁发林晃升学术成绩优异奖及书券奖，前者得奖者为陈国宗老师；后
者得奖者为张溧航老师及叶国良老师。
3.2 宽柔中学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董教总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在2011年3
月至7月间完成“校外视察”后，于2011年9月10日在宽柔中学杨文福讲堂举办“第一届教育
专业文凭”（秋季）毕业典礼。
出席嘉宾包括宽柔中学董事长陈伟雄、董事张拔川、校长许宗森、新纪元学院院长潘
永忠博士、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博士及行政部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等。
第一届毕业典礼共有53名分别来自新山宽柔中学总校及古来分校的老师顺利完成课
程及准予毕业。此外，于毕业典礼上亦颁发了林晃升成绩优异奖及书券奖，前者得主为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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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老师；后者得主为施金兰老师、胡惠钦老师、叶志煌老师及杨俊斌老师。此班级的老师自
2009年6月1日开始上课，直至2011今年7月完成学业。

宽柔中学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毕业典礼后合影。
前排左起为张拔川、许宗森、陈伟雄、潘永忠、孔婉莹、
王淑慧。

（二）短期工作坊 / 短期培训班
1.

《独中历史老师培训》

此项短期工作坊的主题是“马来西亚史”，目标为强化独中历史老师对马来西亚历史
的认识及把握。讲师为本院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辉博士，廖博士透过“史前遗迹”至“马
来亚独立”历史的讲授，与学员分享对于马来西亚历史的通识掌握、观念的启发与历史意义
的探讨。其授课时数为20小时，为期4天，每天5小时。
“独中历史老师培训”于3月份及5月份，分别在新纪元学院及宽柔中学开办。前者
的参与学员共有24为老师，分别来自吉隆坡坤成中学、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吉隆坡尊孔独
立中学、巴生滨华中学、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及芙蓉中华中学。此项课程于3月12日至16日进
行。后者的参与人数为29人，分别来自新山宽柔中学、宽柔古来分校、新文龙中华中学、峇
株华仁中学及居銮中华中学。开课日期为5月23日至31日期间。

2.

《学校行政领导 -转型优质学校实务班》

此项工作坊为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之配套，所
以是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之校本培训。在与隆中华沟通后，本系初步了解隆中华对于培训内
容的需求，并将之转发给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安排合适之讲师。
经台师大的推荐，由拥有掌校经验及理论背景与实战经验丰富的江书良校长进行课程
讲授。江校长为现任台湾新北市立三重高级中学的校长，且是教育政策与管理学博士。江校
长抵达本国进行课程前，与隆中华方成校长作直接联系，深入了解学校的行政需求，并于课
程中作出合适的调整，可谓为隆中华量身定制。课程的主题是关于转型优质学校的核心技术
探讨，及学校行政领导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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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级经营》

本系于2011年12月26日至28日在金宝培元独立中学开办了《班级经营》短期工作坊，
共有34名老师包括校长一同参与此项课程。这项工作坊是应该校要求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了
培训该校的老师们于新学年的开学期间能更有效的管理班级，以期达到素质良好的教学效
果，及配合该校“品格教育”的办学方针，提供正向管教的原理及合适的班级经营技能。此
课程的讲师是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所推荐之 余霖校长讲授。

4. 《班级经营暨团体动力学》
本系于2011年12月29日至31日在安顺三民独立中学开办了《班级经营暨团体动力学》
短期工作坊，共有28名老师包括校长一同参与此课程。课程主题主要围绕在班级常规、师生
关系之建立等课题，以便可提供多元的班级管理技能予老师，以让老师们在授课时更能有效
地掌控班级，让学生认真学习上课，以期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此课程的讲师是由国立台湾
彰化师范大学所推荐之吉隆坡台湾学校的吴宝珍校长讲授。

（三）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于2010年4月份首次开办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已进入开办的第二个年
头。第二学年共录取了10位新生，课程也按学年制分成第一学年基础课程与第二学年进阶课
程。
2011年4月份学期开始前，教育系邀请王睿欣博士加入教学阵容，担任对外汉语的全
职讲师。此外，教育系也与多位讲师首次进行合作，例如：李天岱老师、李璘老师、黄捷慧
老师、陈淑君老师和施慧敏老师，积极扩充课程的师资阵容。值得一提的是，为使学员们有
机会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及了解中国与台湾的对外汉语教学情况，教育系诚邀定居台湾，拥
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余宗发博士于4月份学期担任客座教授，负责“文字学”、“汉语教材编
写与分析”与“中国文学史”3门科目的讲授。2011年8月份学期，教育系继往年与北京语言
大学的合作，再次邀得在该校从事汉语水平测验研究工作的钱亮亮老师担任客座讲师，负
责“语言学”和“汉语测验与评量”的教学工作。两位海外学者的到来，刺激了学员的思
维，也开阔了学员们对于汉语教学的视野，对于日后学员们的教学生涯起启蒙的作用。
除了课堂上的教学，进入对外汉语第二学年的9位学员于12月份学期须参与教学实
习，到本国汉语教学机构，例如：中文之路，担任为期7周的实习生。在实习的过程中，学
员们须到课堂进行汉语的教学工作，并接受实习单位的教学视察与督导，了解教学上的优缺
点，从而进行改善。除在本国进行实习外，本院也精心安排学员到印尼日惹的中级学校进行
汉语教学的实习工作，支援邻国的汉语教学发展及增加教导不谙中文的人士的经验。

（四）《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本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自2010年4月份开课至今，已进入第三学年，也逐渐
趋向稳定发展的路线。目前本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人数共有33人。
本年度共开设了3学期，即4月份学期、8月份学期及12月份学期。而本系更有幸于8月
份学期邀得了台湾新生医护专科学校的阮震亚副教授前来为本系授“幼儿教学概论”及“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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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语言与文学教学法”。学生们表示能有机会与国外专才作学术上的交流，是件非常难得的
机会，同时于课堂上不止能吸收知识外，更能了解国外幼教领域的发展与情况，这对于学生
来说非常有益。
此外，于12月份学期，共有15名学生进入了“教学实习”阶段，在此阶段，学生必须
到外幼教机构进行实习，以便能在实习期间获得宝贵的经验，使学生更能了解目前幼教的发
展趋势。

（五）教育系咨询委员会会议
教育系一年一度的咨询委员会会议在2011年3月，下午2时至下午5时30分举行。参与
会议的包括新院代表莫顺宗副院长、叶汉伦主任、王淑慧主任、王睿欣老师、叶姿汕、张伟
隆、萧维深；咨询委员会会员包括莫顺生老师、邓日才校长、李宽荣校长、王增文校长和叶
天送副校长。
此会议主要议程为向咨询委员会报告教育系2010年的进展与2011年的新课程安排，同
时，也探讨《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之视察指南和发展趋势。此会议成果包括修订了视察表格
与建立了更明确的视察指南。

结语：
本年度教育系主要业务除了负责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之外，尚须兼顾行政硕士班、对外
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与开办更多的短期工作坊。在2010年，其业
绩与服务态度逐步迈向多元化和专业化。
教育系自建立以来，主要目标为协助独中培养更多的教育专业人才，使之成为独中
教育体系在教学、管理、研究等方面所需的专业人员。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本系将继续
在不同地点开办更多的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和短期工作坊，继续为全马独中服务。此外，对外
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和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已经逐渐踏入稳定阶段，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里，能有更卓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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