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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部

	 学术部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院内现有商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媒体研究
系、美术与设计系、戏剧与影像系、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教育系和英文部等学术部门共30项课程及其相
关学术行政作业。学术部业务范畴还包括：教务行政
（含考试作业）与学术行政（包括论文发表等研究事
项），同时兼掌各项课程之开办与执行，协调各课程
的申请与认证工作。2014年学术部完成共6项课程的
学术认证工作。

1.2.1	 教务与排课作业

	 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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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考试作业及成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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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课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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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筹划学士课程

	 学术部于2014年初开始提呈以下5个新学士课程
及一个英文课程的MQA申请文件：

4.1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4.2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3	 	Bachelor	of	Science	in	Network	Technology
4.4	 	Bachelor	of	Scienc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4.5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4.6	 	English	Immersion	Course

	 MQA已陆续回复审核报告，各科系也根据MQA
审核报告进行修订。

1.1	 前言

1.2	 学术部业务

1.2.5	 制定MPU课程

	 因应教育部规定，学术部于2014年初开始制定
MPU课程（Mata	 Pelajaran	 Pengajian	 Umum）以取
代MPW课程（Mata	Pelajaran	Wajib）。配合MPU课
程的实施，各科系为有关课程调整课程设置或是制定
新科目。MPU课程将以英语教学，第一批修习MPU
课程的学生将于2015年1月份学期开始。

1.2.6	 学术行政

	 本年度学术部批准了一项“研教人员休假期计
划”申请	，申请者是教育讲师王睿欣。王老师将到拉
曼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研究计划，期限从2015年1
月至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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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新生报名及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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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新旧生注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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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注册日与开课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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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梯次注册日/开课礼：3.1.2014	/	-
第二梯次注册日/开课礼：10.4.2014	/11.4.2014
第三梯次注册日/开课礼：12.5.2014/	-
第四梯次注册日/开课礼：14.8.2014	/15.8.2014

1.4.4	 学籍管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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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毕业典礼

	 第15届毕业典礼，受邀颁发毕业证书予应届毕
业生的嘉宾为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新田博士、新纪
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今仲博士、City	 &	 Guilds代表欧
阳纯国先生、姑苏慎忠行会长林德来先生及姑苏慎忠
行副会长罗秋雄先生。

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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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强博士、英国西英格兰大学
代表Ms	Mian	Ng、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Profesor	Ste-
phen	Hill及City	&	Guilds代表欧阳纯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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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完成以上课程后，即可了解英文的基本语
法、应用正确的英文语法，造出完整的句子、在某
些会话场合中，充满自信的使用英语、能够阅读和理
解英文报章及课本的篇章和段落。英文部设计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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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招生反应热烈，学生人数达112人。

1.4	 注册处业务1.3	 英语密集课程	(IEP)

讲师与学生进行篮球友谊赛

全体师生到Tanjung	Sepat				一日游

上课以游戏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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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独立中学教师在职进修学校行政硕士学位课程
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课程	
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

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3+0）
动态影像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3+0）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
商业与行政学士课程	(2+1)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2+2)
新闻学士课程	(2+2)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2+2）
广告学士课程（2+2）
资讯工艺学士课程(2+2)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学士课程	(2+2)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网站研发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戏剧与影像系专业文凭课程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电脑会计专业课程
电脑技术支援专业课程
办公室管理专业课程
数码网络专业课程
多媒体设计专业课程
创意摄影专业课程
创意彩妆专业课程
中餐厨艺专业课程

共计

-
3
21

-
-
14
20
-
10
-
13
5
1
11

1
4
13
8
31
12
4
13
4
36
1
6
12
-

-
16
10
21
-
-
-
58

348

14
-
-

3
5
7
18
-
7
-
11
5
-
-

-
1
15
25
20
10
3
7
3
22
14
1
10
82

1
18
4
32
32
9
5
-

384

1.4.6	 第15届毕业生人数

科系 春季(19/1) 秋季(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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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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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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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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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文平强
a.			Chinese	cultural	practices	in	Malaysia
b.		Trends	 in	 Malaysian	 demography	 and	 policy	
response

c.		Contemporary	issues	on	the	diffusion	of	Hanyu	
(Mandarin)

	
2.1.2	 廖文辉
a.		叶华芬文集
b.	汉译计划
c.	闽南研究与文献资料搜集

2.1.3	 沈闺高、郭富美
a.		College	 Life	 Adaptation	 Survey	 of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2.1.4	 蔡莉玫
a.	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职业变迁

	 今年已出版《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
三卷第一期、第三卷第二期（主编：廖文辉）及英文
期刊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3,	
No.1（主编：文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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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酒：非一般商品——研究与公共政策》	
（莫顺宗主编、陈耀宗译）：已经于2014
年1月出版。此书为Alcohol:	 No	 Ordinary	
Commodity——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Second	 Edition中文翻译本，由新纪元学院
与瑞典国际节制饮酒组织（International	 Or-
ganisation	of	Good	Temperance,	简称IOGT）
联合出版。此书是多位国际酒精政策专家集
体合作的成果，全书汇集了各种有关地方、
国家及国际酒精政策之开发与制定的科学知
识，既全面又实用，其核心论点是酒对人体
的卫生与健康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
它不是一般的商品，而酒精政策必须认清这
一基本事实。此书的出版并非旨在鼓吹禁止
饮酒，反之鼓励人们适可而止地饮酒。

2.2.2	 	《许云樵评传》（廖文辉著）：已经于2014
年4月出版，出版单位为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
社。

2.2.3	 	《走进巴生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
庙宇文化初探》（丛书编辑：廖文辉，编
著：刘崇汉）：	已经于2014年6月出版。

2.2.4	 	《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文平强
著）：由新纪元学院与马来西亚创价学会联
合出版，目前已完成排版与校对工作，预计
于2015年出版。

2.1	 研究项目

2.2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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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沈闺高

Rainbow:	An	Epic	Story	of	Heroic	Fighters	for	In-
dependence	by	Lin	Yan,	载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3,	Number	1,	2014。

2.6.1	 文平强

a.		<大马华人研究的“开山鼻祖”>,		
载《东方日报》，2014年6月27日。

2.4.1	 文平强
·	2014年11月8-9日，新纪元学院主办“马来
西亚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学术研讨会，发表
Changes		and	trends	in	Malaysian	demography: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
·	2014年12月13-14日，中国广州暨南大学主
办“海外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New	Silk	Road	In-
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发表“Ha-
nyu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Region:	Trends	
and	Prospects”。

2.4.2	 廖文辉
·	2014年9月5日，由新纪元学院陈六使研究所
主办、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协办的“弦歌不
断，回荡南大——纪念南洋大学创建61周年”
之“南洋大学与新马华社文教”论坛,	 廖文辉发
表<论闽人兴学办教网络>。
·	2014年11月8-9日，新纪元学院主办“马来西
亚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学术研讨会，发表<马
来西亚闽南宗族试探>。

2.4.3	 沈闺高、郭富美
·	2014年11月8-9日，新纪元学院主办“马来
西亚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学术研讨会，发
表“College	Life	Adaptation	Survey	of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2.5	 书评

2.6	 短文

2.4	 会议论文

2.3.1	 文平强

A.		文平强、余宗发和李成金,		
“Genesis	of	the	Xian	Shi	Ye	Cult	in	Malay-
sia”,	载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3,	Number	1,	2014，2014年10月，
页37-59。

B.		文平强、潘碧华、王秀娟和吴枫群，	
“Chinese	cemeterie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ome	insights		from	Malaysia”,	载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哲学与文化》）第47	(7)期，
台湾，页85-105。

2.3.2	 廖文辉

A.			<英殖民时期马新华商的社会服务和贡献>，载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三卷第一
期，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
究所，2014年6月，页31-51。

B.		<战后马新英文源流史学发展（1946-1965）>
，载《东方研究》（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主
办），2014年12月，出版中。

2.3	 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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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新书推介仪式

a.		为使人民认识过量饮酒的危害，积极推动酒精政
策的社会醒觉运动，新纪元学院、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Good	 Temperance（IOGT	 Inter-
national）和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社会经济
委员会于6月21日，上午10时30分，在吉隆坡暨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一楼讲堂联合主办《酒：非一般
商品——研究与公共政策》（第二版）新书推介仪
式。我们很荣幸邀请雪兰莪州高级行政议员YB拿督
邓章钦莅临主持推介仪式。Thomas	 Babor,	 Ph.D.,	
MPH（美国康涅狄格州法明顿市康涅狄格大学医学
院社区医学与卫生保健系教授兼系主任暨Alcohol:	
No	Ordinary	Commodity——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Second	 Edition主编）现场也进行主题演
讲，题目为The	Gathering	Storm:	Alcohol	Abuse	in	
Asia	and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即将爆发的
风暴——酒精在亚洲国家的滥用及公共卫生的反应
状况），主持人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总秘
书杨有为。出席人数约45人。

b.		班达马兰州议员服务中心与新纪元学院于7月26
日，上午11时，在班达马兰新村村委会礼堂联合主
办《走进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庙宇文化
初探》新书推介仪式。班达马兰州议员YB陈博雄律
师、班达马兰新村柯金胜村长和新纪元学院莫顺宗
院长联合主持推介仪式。出席人数约35人。

				Professor	Sharon	A.	Carstens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暨亚洲研
究课程协调员；人类学教授）

Mr.	Meor	Alif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ted	Kingdom）

余宗发博士
（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客座教授）

钟大荣博士
	（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侨情与
			侨务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石之瑜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陈琮渊教授
（中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
讲师）

Language	Identities	and	Ideologies:	Multi-lingual	
Chinese	in	Multi-ethnic	Malaysia

The	Orang	Putih’s	Counter-insurgenc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仙师爷盛明利神话传说与资料研探兼谈民间文学

当代中国与海外华社文化传承的关系研究

在空无与大悲之间：中国对外不干预政策的佛家思
想因素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侨务公共外交：一些观察与理论
思考

3月19日

6月4日

6月25日

7月23日
	

8月8日

12月4日

日期 题目 主讲人

2.7.1	 专题讲座

	 研究所不定期主办特定主题的专题讲座，通过邀请国内外学者发表演讲，促进我国和国外学者的交流。今
年，研究所已举办六场专题讲座。

2.7	 学术活动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右）进行专题演讲，讲
题为“在空无与大悲之间：中国对外不干预政策的佛家思
想因素”。左为主持人文平强。

站立者为专题讲座（二）主讲人Mr.	Meor	Ali（英国Lon-
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他对英
国政府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展开的反动乱运动进行检视
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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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为了鼓励研究风气与兴趣，本研究所开办3门
社会科学研究短期课程，详情如下：

A.		APA	Guidelines	and	Writing	for	Assign-
ment	and	Research（APA格式与研究报告
写作指南）	
讲师：沈闺高	
开课日期：22/12/2014	
授课语言：英文

B.		Introduction	to	Cartographic	Techniques	
in	Research（制图技术概论）	
讲师：文平强	
开课日期：2/2/2015	
授课语言：英文/中文

C.		Academic	Writing	and	Editing（英文学术
写作）	
讲师：文平强	
开课日期：2/4/2015	
授课语言：英文

2.8.2	 	文平强于6月20日受邀主持“2014年第二
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主题演讲	
（一），主讲人为胡永泰教授（美国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讲题为“如何协助
大马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

2.8.3	 	文平强于7月20日受邀主持一场讲座，主讲
人为胡永泰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经济系及双威大学谢富年东南亚研究所主
席），讲题为Getting	 Malaysia	 out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怎样避免中国掉入中
等收入的陷阱）。

2.8.4	 	廖文辉于6月20日受邀主持“2014年第二届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第三场分组
会议（学术史）。

2.8	 短期课程/校外演讲

2.7.3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	
学术研讨会	（Conference	on	Exploring	
and	Revisiting	Issues	in	Malaysian	Chi-
nese	Research）

	 请参阅大事纪4。

《走进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庙宇文化初探》新书
推介仪式的推介嘉宾与出席嘉宾合影。班达马兰州议员YB
陈博雄律师（左四）、班达马兰新村柯金胜村长（左三）
和新纪元学院莫顺宗院长联合主持新书推介礼，左起廖文
辉、刘崇汉，右起为郑名烈、文平强和刘重光。

雪兰莪州高级行政议员YB拿督邓章钦（左二）主持《酒：
非一般商品——研究与公共政策》（第二版）新书推介仪
式。左起为文平强（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所
长）、Thomas	Babor（美国康涅狄格州法明顿市康涅狄格
大学医学院社区医学与卫生保健系教授兼系主任）、杨有
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总秘书）和王赞虎（IOGT	
International代表）。

Thomas	Babor,	Ph.D.,	MPH（美国康涅狄格州法明顿市康
涅狄格大学医学院社区医学与卫生保健系教授兼系主任暨
Alcohol:	No	Ordinar	Commodity——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Second	Edition主编）进行主题演讲，题目为The	
Gathering	Storm:	Alcohol	Abuse	in	Asia	and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右为主持人杨有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
华大会堂总秘书）。

雪兰莪州高级行政议员YB拿督邓章钦（左二）主持《酒：
非一般商品——研究与公共政策》（第二版）新书推介仪
式。左起为文平强（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所
长）、Thomas	Babor（美国康涅狄格州法明顿市康涅狄格
大学医学院社区医学与卫生保健系教授兼系主任）、杨有
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总秘书）和王赞虎（IOGT	
International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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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学术论文审查	

文平强：	
评审“Evolv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he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views	on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emeteries”,《哲学与文化月刊》/	UNI-
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Taiwan.

2.10.2	 捐助项目

a.			《许云樵评传》出版经费：沈德和捐助
RM1,000.00、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捐
助RM3,000.00。

b.	《走进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庙宇文化
初探》出版经费：	班达马兰州议员YB陈博雄律
师捐助RM10,000.00。
c.		《酒：非一般商品——研究与公共政策》（第
二版）出版经费、翻译费和校对费：瑞典	In-
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Good	Temperance	
(IOGT)捐助RM21,408.00。

2.10.3	 实习生回馈计划

为了制度化本院实习生的回馈计划，目前已完成
两份报告，即Electronic	 Internship	 Management	
System	 (EIMS)和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Internship	 Service/Industrial	 Placement，作
为本院学术部门用途。	

2.10.4	 英语语音课程

为了提高英文语音学习，沈闺高开办了两门短期
英语语音课程：
·	Basic	 Phonetics	 Workshop于3月17日至18日,	
3月20日及3月24至25日开课，课程对象为本院
教职员，报名人数共10人。
·	Basic	 Phonetics	 Course于3月27日开课，课程
对象为董总和本院教职员孩子（年龄介于10岁
至18岁），报名人数共15人。

2.10.5	 国外大学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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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	 国内组织特委

A.	廖文辉
·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许云樵全集》副总
主编（2004-		）
·董总课程局历史科学术顾问（2012-2014）
·林连玉基金学术委员（2010-		）
·	炎黄国际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分会首届理事
（2013-	）

2.10	 其他

2.9.1	 	中国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邱力生教
授于3月5日莅校参访洽谈学术合作项目。

2.9.2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与新纪元学院学术交流会
于3月31日，在本院G楼会议室举办。参访
嘉宾为李其荣教授（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新纪元学院出席人员包括文平
强、廖文辉、蔡苔芬和余宗发。交流议题包
括探讨开展合作项目（研究项目、联办学术
活动等）的可能性；探讨学术与专业交换计
划（教授访学、教师交换、学生交换）的可
行性及探讨联合开展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的
可行性。

2.9.3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代表团
一行6人于12月20日到访新纪元学院，双
方进行学术交流，议题包括探讨开展马来西
亚闽南宗族的调研工作项目，也探讨未来研
究项目合作的可能。参访嘉宾包括戴华教授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
任）、陈益源教授（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中心副主任）、郑振满教授（中国
厦门大学教授）、郑静教授（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文化中心副研究员）、李栴涤小姐（台
湾国立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项目工作
人员）和廖凯苹小姐（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中心专任研究助理）。

2.9.4	 	文平强、沈闺高于10月29日至30日受邀出席
由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与马来西亚孔子汉
语学院联合主办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laysia,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Re-
g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地点在马
来亚大学。

2.9.5	 	文平强、沈闺高于10月24日至25日受邀参与
由世界儒商联合会、香港中国商会、《第一
财经日报》联合主办的“2014第六届世界商
业伦理论坛”，主题为“生意“之本——振
兴企业人文精神，地点在金马皇宫酒店。

2.9.6	 	文平强于11月29日至30日受邀出席由马来亚
大学中文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和中国广西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
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国际学术会议（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ix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ties	 Forum），地
点在马来亚大学文学院。

2.9.7	 	文平强于12月17日至20日受邀出席由台湾逢
甲大学主办，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与马来西亚
台湾教育中心协办的“2014	 Taiwan-Malay-
sia	Higher	Education	Forum”，地点在台湾
逢甲大学。

2.9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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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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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纪元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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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顺宗院长指出，新院的创立是继承南洋大学
与独立大学的未竟之业，新院是“南大种子”，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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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一臂之力，肩负起辅佐、充实与提升新院的学术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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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新院图书馆正式命名
为“陈六使图书馆”。

	 除了“陈六使图书馆”，南大基金会与新院也合
作在新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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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设立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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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26日南大基金会与新纪元学院签署
合作协议书，并成立联合委员会推动陈六使研究所和
南大史料中心业务，成员包括：丹斯里林源德、林忠
强、杨天德、岑瑞楼、陈培和、莫顺宗、文平强、叶
汉伦、庄璐瑜、吴振声。

3.2.1	 陈少斌《陈文确陈六使家族传略》	

	 2014年9月陈六使研究所出版第一本出版品——
陈少斌编著《陈文确陈六使家族传略》，此书曾于
2003年在中国出版，由于当时未获得国际书号，因
此只能算是非正式出版。2014年9月陈六使研究所重
新排印，在马来西亚推出此书。

3.2.2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与华教的发展》	

	 此书曾于2000年在吉隆坡出版，目前作者重新
增加资料，校对工作正在进行中，预估在2015年出
版。

3.3.1	 陈六使人文社科普及讲座

	 陈六使研究所于2014年3月5日在麻坡利丰港培
华独中举办第一场陈六使人文社科普及讲座，以弘扬
陈六使先生的教育精神，提升大马华文独立中学学生
人文素质与社科水平，同时增强民办学院与中学之间
的联系与互动。新纪元学院安排商科系两位讲师到场
演讲，谢富强讲师的讲题为“认识股票”，蔡来宝讲
师的讲题为“何为货币？”。

	 当天早上，麻坡利丰港培华独中的大部分高中
生，当中包括理科生约70人左右到场聆听讲座。活动
还设有有奖问答，学生们皆受益无穷。

（三）陈六使研究所

3.1	 签署合作协议书

3.2	 出版

3.3	 活动

签约仪式：丹斯里林源德（左）与莫顺宗博士（右）

摄于2014年3月5日麻坡利丰港培华独中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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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弦歌不断，回荡南大”纪念南洋大学创立
61周年活动

	 为了纪念南洋大学创立61周年，新纪元学院于
2014年9月5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活动由新纪
元学院公关处及陈六使研究所联合举办。本院邀请多
位海内外学者参与主讲，南洋大学校友对此活动反应
踊跃。活动内容计有：

·		陈六使图书馆陈六使铜像揭像仪式暨南洋大学史料
中心开幕仪式

·		陈少斌编著《陈文确陈六使家族传略》新书推介仪
式

·		“南大与我的学思历程”南大校友座谈会	
主讲人：		拿督刘宗正教授、卓南生教授、	

黄有光教授、王云川教授。
					主持人：		林忠强博士。

·		“南洋大学与新马华社文教”论坛	
主讲人：莫顺宗博士、廖文辉博士、孙小惠小姐。
主持人：文平强博士。

陈六使图书馆陈六使铜像揭像仪式

“南洋大学与新马华社文教”论坛
左起：莫顺宗博士、文平强博士、廖文辉博士、孙小惠小姐

“南大与我的学思历程”南大校友座谈会
左起：拿督刘宗正教授、卓南生教授、林忠强博士、	

黄有光教授、王云川教授

陈少斌编著《陈文确陈六使家族传略》新书推介仪式

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开幕典礼

《南洋大学校友名录》与《南洋大学校友人物传》

	 此问卷主要向南洋大学校友收集详细的个人
资料，以方便将来进行研究与统计。南大基金会在
2014年8月2日南大之夜首次对外发出问卷，且吁请
南大校友填写。除此之外，陈六使研究所的网页中也
架设了电子版《南洋大学校友名录》与《南洋大学校
友人物传》。目前陆续向南洋大学校友回收问卷。

3.4	 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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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言文学系是新纪元学院于1998年创办时
首先开设的科系之一。本系秉承学院“多元开放，成
人成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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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的办学理念是培养出热爱中文的学子，使之
能在有关领域内学以致用，如成为中文教师、中文科
研人员、中文资讯与媒体工作者，或者从事出版与编
辑、文书等方面的工作，并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将中
华文化的传播及中文教育生命的延续，视为己任。

	 本系的课程设置遂以文学为核心，兼及小学、史
学、哲学及本土与域外研究，主要包括文学概论、中
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马华文学、港台文学、现
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字学、中国历史、论孟等，
力求贯通古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以达成学
生前往两岸三地姐妹校升学的条件及需求，并使其专
业培养能够符合现代社会职场需求。在学习这些课程
后，学生能具备系统的文史知识及一定的文学素养，
不仅能阅读古典文献，也拥有一定程度的鉴赏、分
析、研究和写作能力。

	 此外，本系亦专为SPM毕业生及同等水平的学
生另设了中文传播基础课程（以下简称FCC），以衔
接中国语言文学系、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及媒体研究

	 本系课程为二年学制，毕业学分为92学分。完
成本课程后，学生可前往两岸三地姐妹校升学，继续
攻读本科课程及考取学士学位。FCC课程则为一年学
制，毕业学分为50学分。完成本课程后，学生可升读
大学学位课程。

	 本系讲师向来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并时常参与国
内外学术研讨会，争取机会在学术沙龙及国内外学报
等发表成果。系内亦常举办专题学术座谈、研讨会，
出版学术专著、论文集等。

（四）中国语言文学系

4.1	 前言

4.2	 课程与教学特色

4.3	 学制 4.4	 研究

系的（2+2）学士学位课程。FCC课程涵盖了人文与
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科目，主要有基础社会科学、经
典新闻赏析、时事分析、现代心理学、情绪智商与人
生、人际沟通、汉语知识、古代文选、现代文选、阅
读欣赏与创作、中文与写作、治学方法、马来西亚
史、多元文化概论和永续社区地图。上述课程有助于
扩展学生相关领域的知识基础与认识，并使之具有撰
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概念与能力，培养学生学术的理性
思维。

	 本系在教学上并不是一味的强调理论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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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构性是本系的特色之一，因此我们实行话题教学
法，由讲师解说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疑点，然后就
某一话题让学生发表见解，鼓励不同的看法，激发学
生的思维及积极性。我们也实行“小论文教学法”，
每学期布置一定数量的小论文，加强学生的学术训
练，同时不忘调整课程的实用性，辅导学生做好生涯
规划，让学生的深造及就业更符合时代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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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在传统与当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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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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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3日

19日

1日

19日 11日

12日

17日

18日

19日

24日

24日

30日
至
5月4日

24日

4日

15日

17日-
22日

14日

21日

22日

31日
本系与本系系会于第十五届毕业典礼暨嘉年
华联办中文系学术成果展，展示了历年的活
动照及图解、作品、论文、师生荣誉榜等。
活动系列包括1998年至2013年大事记、现身
说法、猜灯谜与小型文学常识比赛。

罗志强讲师受邀到芙蓉中华中学担任讲座主
讲人，讲题为“玩诗趣”。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杨靖耀老师受邀到
波德申中学担任主讲人，讲题为“SPM中文
如何考？”。

本系与雪州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联办“与新
纪元有约”活动。

FCC学生于第十五届毕业典礼暨嘉年华设立了	
“FCC游戏坊”，主要以游戏的方式来筹款活
动基金。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苏燕婷高级讲师受
邀到芙蓉中华中学担任主讲人，讲题为“书
写散文的方式”。

罗志强讲师受邀到育华国民型中学担任雪兰
莪州乌鲁冷岳县中学华语诗歌朗诵比赛评
审。

罗志强讲师受邀到斯里肯邦安国民中学担任
雪兰莪州八打灵县首区中学华语诗歌朗诵比
赛评审。

罗志强讲师受邀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担任中
文系文学周主讲人，讲题为“诗歌与创作指
导”。

罗志强讲师受邀出席隆雪华文教师联谊会担
任雪隆中学华文教师培训营主讲人，讲题
为“诗歌分享”。

罗燕婷讲师带领FCC学生出席由马来西亚创价
学会主办的《法华经》展，主要目标为扩展
学生的视野。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苏燕婷高级讲师受
邀到SMK	Sungai	Long担任主讲人，讲题为“
书写散文的方式”。

罗燕婷讲师受邀到吉兰丹中华独中担任2014
年第一届吉兰丹中学生中华文化营主讲人，
讲题为“《庄子》小故事，大智慧”。

本系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有关“我学华文，我
考华文”开心一日营所关注的华教课题。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杨靖耀老师受邀到
SMK	Pulau	Ketam担任主讲人，讲题为“SPM
中文如何考？”。

本系作为主办单位，与《星洲日报·活力副
刊	 》及《学海》周刊二家协办单位联合承办	
“我学华文，我考华文”开心一日营，活动
约有800人参与。该营邀请华教园丁莫泰熙、
大将出版社傅承得老师及戏剧影像系贺世平
老师担任主讲人。雪隆教师联谊会主席戴庆
义、吉隆坡教师联谊会主席郑玉表及师训学
院老师周锦聪，则参与由《星洲日报》副执
行总编辑曾毓林主持的交流会。

李裕玲兼职讲师接待印尼日惹教育来访团，
并为校长来访团准备中华文化娱兴节目。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伍燕翎主任、罗燕
婷讲师及廖文辉高级讲师分别到3所中学担任
主讲人，讲座系列如下：

SMK	Taman	Connaught	：《快乐学古文》	
——伍燕翎主任
SMK	Taman	Connaught	：《快乐学汉语》	
——罗燕婷讲师
SMK	Puchong	Utama	1	：《从历史故事看中
华文化》	——廖文辉高级讲师
SMK	 Cheras	 Jaya	：《快乐学古文》	——伍
燕翎主任

一月

四月

二月

三月

三月	 在做好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同时，本系也素来
注重与国内外学者展开学术对话与交流。自1998年
以来，多位蜚声国际的资深学者和著名作家陆续受邀
到本院进行专题演讲或座谈，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本地
的学术氛围，开阔了研究视域，创造了许多新的研究
空间，并激发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为课题研究注
入新生命。良好的、活跃的校园学术氛围也带给学生
积极影响，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培养学生的科研能
力。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4年会务报告

4.5	 活动/	讲座/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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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20日

1日

31日

1日

13日-
14日

22日-
30日
27日-
28日

19日

23日

31日

5日

6日

14日

23日

24日

17日

23日

24日

25日

24日

26日

26日

27日

年度学术讲座：本系邀请谭家健教授担任主
讲人，讲题为“孟子的思想与文学”。

廖文辉高级讲师受邀出席马来西亚华社研究
中心（华研）假精英大学理工与学术学院	
（吉隆坡区）主办的“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
研究国际学术双年会”担任主持人，主持主
题为“变迁中的马来西亚”。

马来亚大学社会科学与艺术学院东亚研究系
实习生张佩蕊到本系实习。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伍燕翎主任受邀到
巴生兴华独立中学担任主讲人，讲题为“快
乐学古文”。

郑诗傧讲师受聘为本系讲师。首都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实习生
朱锦芳到本系实习，兼任执行员。

郑诗傧讲师、郭思韵讲师、蔡晓玲兼职讲
师、实习生朱锦芳受邀到沙巴斗湖巴华中学
担任全国独中三语演讲比赛华文组评审。

本系办公室重新规划，间隔出系会议室与文
化推广中心办公室。
罗燕婷讲师带领学生到马六甲A’	FAMOSA水
上乐园进行两天一夜的户外教学。活动目的
是提升学生对各种知识、技能的学习能力与
兴趣，培养学生对事物的观感，从而养成惜
福爱物的价值观。罗讲师也透过此活动增加
学生的凝聚力。

许雪君实习结束。

廖文辉高级讲师受邀到韩江大学学院担任金
帆奖评审。张佩蕊实习结束。

罗志强讲师因到台湾研读博士学位而离职。

“动地吟”工委会主办，本系承办声音的演
出系列2《诗与玫瑰》，主题为诗与爱情、亲
情、大爱。
本系与北京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培训学校联办
北京高校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到马来西亚实习
活动。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罗志强讲师受邀到
SMK	Taman	Desa担任主讲人，讲题为“如何
创作诗”。

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与传播学院外文系中文
专业实习生许雪君到本系实习。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罗志强讲师受邀到
芙蓉中华中学担任主讲人，讲题为“文字里
的大千世界”。

罗燕婷讲师带领FCC书友会的学生赴吉隆坡茨
厂街进行文化考察活动，名为“茨厂街文化
之旅”。

本系及本系系会联办第九届文学周——“花
月正春风之异世缘”。文学周系列讲座及活
动如下：

本系主办	中国文学常识比赛【初赛】

本系主办中国文学常识比赛【半决赛】及	
【决赛】

黄琦旺兼职讲师：	神鬼讲座会“遥远的它方”

黄振国作家：新书	《小猪扑满》	分享会

蔡金龙老师：	剪纸艺术工作坊

伍燕翎主任：	 神鬼讲座会“希腊神话的爱与
恨”

本系主办	【文学作品朗读比赛】	
【一本好书阅读比赛】

五月

六月

七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2014年7月5日本系学生参与声音的演出系列2	
《诗与玫瑰》全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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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7日

1日

22日

10日

17日

18日-
23日

9日

8日-
9日

郭思韵讲师于FCC《治学方法》课上邀请媒
体研究系主任黄招勤老师担任主讲人，讲题
为“媒体与日常生活”。

郭思韵老师于FCC《治学方法》课上邀请吉隆
坡鹰阁医院的临床心理医师梁惠美担任主讲
人，讲题目“从课堂到实践”。

“一本好书”阅读比赛成绩揭晓，评审由廖
文辉高级讲师、郭思韵讲师及郑诗傧讲师担
任。

朱锦芳实习结束。

本系与北京市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合作，举办
《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书》（《证
书》）考试。上述活动由伍燕翎主任、郑诗
傧讲师、朱锦芳实习生负责筹划及承办。9
日为考前培训，10日为笔试考试，13日为面
试考试。参与此项目的中方代表有王巍副教
授、林秀琴副教授及陈程老师。

余宗发客座教授、郭思韵讲师到彭亨关丹出
席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与彭亨佛教会联办
的“第十届汉学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
并分别担任总结人及主持兼与谈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汉语国
际教育硕士专业实习生王盈洁到本系实习。

苏燕婷高级讲师到中国广州出席暨南大学主
办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发表论文。

郭思韵讲师于FCC《治学方法》课上邀请媒
体研究系主任黄招勤老师担任主讲人，讲题
为“新闻从业人员成就感与专业理念的两
难！？”。

郑诗傧讲师出席马来西亚区域研究所主办的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学术研讨
会，并担任主持人。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苏燕婷高级讲师、
罗燕婷讲师、郑诗傧讲师、郭思韵讲师及蔡
晓玲兼职讲师分别到2所中学担任主讲人，罗
燕婷讲师兼协调人。讲座系列如下：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二月

10日

13日

9日

17日

10日

17日

13日

吉隆坡循人中学：《你“like”了中文与创作
吗？》	——苏燕婷高级讲师
吉隆坡循人中学：《快乐学古文》	 ——郑诗
傧讲师

《证书》考前培训（282人报名）	 ——主讲：
林秀琴副教授、王巍副教授

霹雳育才独中：《谈散文写作》	 ——蔡晓玲
兼职讲师

《证书》笔试考试（150人通过）	——主办：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市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霹雳育才独中：《快乐学古文》	 ——郭思韵
讲师

《证书》面试考试（120人通过）	——主办：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市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林秀琴（左图）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系主任王巍（右图）	
担任《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培训主讲人。

2014年12月10日《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书》	
笔试考场，当天共有282名考生。

2014年12月13日《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书》	
面试考试评审老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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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讲师出版成果

4.6.1	 专书

a.		廖文辉：《许云樵评传》，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
社，2014年，243页。

4.6.4	 学位论文

a.		郑诗傧：《〈清史稿·艺文志〉及〈补漏〉、〈拾
遗〉之子部小说著录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
学，博士论文，2014年。

4.6.2	 期刊论文

a.		郭思韵：《谶纬语境中的録、籙、禄之概念辨
析——兼论其中“禄”、“録”属性的渊源》，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1期，页4-17。

b.		郭思韵：《日本学界的谶纬研究及其论著题录》，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4年第8期，页239-
270。

c.		郭思韵：《先秦“言道”观及其与“诗言志”说的
渊源》，《学文》，2014年4月第5期，页13-23。

d.		苏燕婷：《西西小说的时间意蕴》，《香港文学》
，2014年第353期，页36-41。

e.		廖文辉：《英殖民时期马新华商的社会服务和贡
献》，《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
第2期，页31-51。

f.		廖文辉：《战后马新英文源流史学发展（1946-
1965）》，北京大学文学研究中心，东方学研究院
主编：《东方研究》，2014年，待刊。

4.6.3	 研讨会论文

a.		Ee	Chong	Huat,	Voon	Phin	Keong,	“Genesis	of	the	
Xian	 Shiye	Cult	 in	Malaysia”,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Selangor:	New	Era	College,	Oc-
torber	2014.

b.		Ng	 Yean	 Leng,	“Trans-ocean	 Litigation:	 The	 Ba-
tang	 Kali	 Massacre,	 by	 Quee	 Jin	 Teck	 and	 Quee	
Ngee	Meng”	,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
ies,	Selangor:	New	Era	College,	Octorber	2014.

c.		伍燕翎：《宋代通俗传奇小说文白话语嬗变——以
〈丽情集〉和〈云斋广录〉为研究个案》，“第三
届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东吴
大学主办，2014年4月25-26日。

d.		余宗发：《速建华文体系的技职教育学校以培育华
社工商业界所需要的专业人才》，“2014年世界华
文教育论坛”，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
（董总）主办，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
司、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承办，2014年8月22-23
日。

e.		罗燕婷、伍燕翎：《当今马来西亚国中华文教科书
在多元文化语境的实践探析》，“2014年世界华
文教育论坛”，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
（董总）主办，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
司、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承办，2014年8月22-23
日。

f.		余宗发：《〈清华简·耆夜〉简的解读》，“第十
届国际汉学研讨会”，关丹：马来西亚汉学研究
会、彭亨佛教会联办，2014年11月8-9日。

g.		郭思韵：《气、调之间——范云与其诗歌写作》
，“第十届国际汉学研讨会”，关丹：马来西亚汉
学研究会、彭亨佛教会联办，2014年11月8-9日。

h.		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宗族试探》，“2014年马
来西亚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学术研讨会”，加影：
新纪元学院，2014年11月8-9日。

i.		苏燕婷：《马华作家的香港经验与叙事》，“首届
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广州：暨南大学主办，2014
年11月18-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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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文史定位，本土关怀”，本系于2006年4月出版中文系杂志《中文·人》创刊号。内容方面，强调以
马新乃至整个东南亚为中心，兼及中西文史范围。2014年，《中文·人》改以书籍形式出版，并更名为《中文人
系列》。《中文人系列》①为《地方志》（2014年9月），由苏燕婷高级讲师主编。《中文人系列》②为《马华
儿童文学》（2014年9月），由廖文辉高级讲师主编。

4.7	 中文系出版品

苏燕婷高级讲师主编的《中文人系列①——
〈地方志〉》。

廖文辉高级讲师主编的《中文人系列②——
〈马华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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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和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合作的学士课程自从2008年开办至
今，多位毕业生在本院的毕业典礼获得该大学颁发一
等荣誉学位令本院的教师及学生们深感荣耀与骄傲。
在今年八月份的毕业典礼，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商学
院院长Stephen	 Hill教授颁发文凭给毕业生。格大非
常重视未来的学术发展空间，在课程中的学术要求及
对学生的课程安排，有非常细致和妥善的规划。

	 本院承办格罗斯特郡大学３＋０课程出题和考
试,	 课目都由教学经验丰富的讲师们任教：Strategic	
Financial	Management	 (Dr.Stanley讲师任教),	Strate-
gic	Corporate	Finance	 (Lim	Siok	Jin讲师任教),	Stra-
tegic	 Global	 Operations	 (Chan	 Kuan	 Thye讲师任
教),	 Corporate	 Reporting	 (Chia	 Fook	 Keong讲师任
教),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Punita	Sinnapan讲
师任教),	 Managing	 Your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Vethanayagam	 讲师任教),	 Business	 Strategy	 (Sha-
muni	 Kunjiapu讲师任教),	 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Loke	 Eu	 Kong讲师任教),	 International	
Finance	(Chua	Lai	Pooh讲师任教),	Strategic	Manage-
ment	 of	 HR	 (Navaratnam	Vejaratnam讲师任教),	 In-
ternational	Marketing	(Punita	Sinnapan讲师任教)。
	
	 商学院的课程一直以来都特别注重质量的平衡，
但也不断改进，不久的将来会开办更多的学位课程。
目前将会开办的本院大学课程有商业与行政管理荣誉
学士课程、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及商业硕士课程
已在进行中。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审核团在今年5月8日至12
日莅临本院对商学院3+0课程―管理荣誉学士课程及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进行审核并已通过。5月12
日各相关科目教职员也参与检阅接下来的合作方案。
格罗斯特郡大学都会定期委派专员来本院与教职员进
行非常详尽的讲解和说明,让大家获益匪浅，以确保
学术水平达到一定的标准。今年初，格大派专员来为
讲师们讲解“Assessment	 Development	 &	 Marking	
Support”。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审核
团定期莅临本院对商学院所有课程进行及通过审核。

（五）商学系

5.1	 学术发展

5.2	 学术资格鉴定

	 除了授课，商学院的讲师们也积极参与各类招生
活动，包括在谷中城会议中心举办的6月14日及15日
的NAPEI第33届马来西亚教育展，以及7月19日及20
日的SUREWORKS大型教育展。学生和家长纷纷询问
新院所提供的课程等资料。此外，商学院的讲师们也
踊跃地参与拜访各中学并为同学们代表讲座。

	 为了实现学术稳步推进及教育目标，提升在本地
及全球化的竞争力，商学系教职员们不断地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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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升学、参与多项科目研讨会、讲座、职业
培训等活动。

	 今年，

·		副系主任Shamuni及陈群娣讲师出席“High	Impact	
Journal	Writing	and	Publishing”。

·	陈群娣讲师也出席“Literature	review	workshop”
及“Tips	on	publishing	in	ISI	Journals,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Research	Gaps”。此外，陈群娣讲
师目前也在职进修博士学位课程。

·		陆耀光讲师出席“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及	“Deferred	Taxation”。

·		蔡来宝讲师、陆耀光讲师、谢富强讲师及Ira	 Sya-
zwani	 Binti	 Zainal	 Abidin讲师出席“Enhancing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ssessment	 and	 feed-
back”。

·		蔡来宝讲师出席“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with	
R(I)”。

·		谢富强讲师出席“MPERS-An	Overview	and	Prac-
tical	Approach”。

·		彭亨利讲师出席“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		助理高级执行员陈素佩参与“Business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培训。

·		学术诚信与原创性的观念养成在学习中是相当重
要的，每一份学生缴交的作业，不能有任何学术抄
袭的成份存在，学生作业必须明确注明数据引用来
源。有鉴于此商学系强力建议采用“Turnitin（防
止学术剽窃软件）”，讲师们也同时参加了培训，
期望利用现代科技帮助学生培养尊重学术知识的态
度及增进学术研究的能力。

5.3	 招生活动

5.4	 职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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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课程的学生们每年都会参与学习生涯相关的活动。学生们也从这些活动中学习如何经营企业。学生们利
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以及在任课老师的指导下，成功的举办了以下活动：-

5.5	 学生活动

5.5.1	 	商学系的校友们乐与学弟妹分享学习心得，并同时邀请五位青年企业家们(Mallory	Loone,	Vincent	Wong,	
Johnson	Khoo	Chong	Seng,	Teoh	Choon	Giap,	John	Ng)	给学生们鼓励及分享他们的创业经历，令学生们
获益不浅。

5.5.2	 	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们共同合作对校园及校
园周边环境卫生进行了打扫保洁。藉由劳作
教育来陶冶性格，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养
成自律自治习惯。

5.5.3	 	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们拜访了邻近的孤儿院	
“Rumah	 kanak-kanak	 Yesuvin	 Mahligai”
及“Rumah	Keluarga	Kami”。

5.5.4	 	行政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们在院内举办“教
师节庆典”拉近师生的距离，创设平等、民
主、愉悦的新型师生关系。

5.5.5	 	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举办“小型企业博览
会”精心展现出各型各类的生意，展现出精
明的生意头脑。

5.5.6	 	可口可乐公司代表Chandru	 Kumar先生也受
邀为本系学生培训“个人销售”课程。

5.5.7	 	行政专业文凭课程及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的
学生们举办“创意比赛”，扩大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丰富校园文化，彰显新院学子
的风采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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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广学生对智能手机科技的了解，资电系与
AfterOffice.com	 公司开设Mobile	 App	 development	
workshop	 工作坊。AfterOffice.com	派遣三位程式员
为学生介绍企业使用的智能手机软件开发工具。同
时，学生有机会参与编写简单的智能手机软件。

	 基于资讯科技的迅速发展，讲师往往需要掌握最
新的科技知识以充实课程的内容，所以讲师们积极地
参加各类研讨会、讲座、培训、工作坊等。孔国梁讲
师参与于十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的Android	 Mobile	 Ap-
plication	 Development课程为开办智能手机程式开发
新课程铺路。孔国梁讲师于十一月十四日参与由Au-
todesk	公司举办的Autodesk	Blockbuster	Tour	2014	
以了解电脑技术如何运用在电影的领域。

	 孔国梁讲师完成由马来西亚大学举办为期两个星
期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六日的CCNA讲师资格
培训班。同时，孔国梁讲师也参与于三月十日与十一
日由新纪元学院举办的Enhancing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Training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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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鼓励中学生研究数学，福建会馆在二十九
年前兴办了华罗庚数学比赛。一年一度的雪隆中学华
罗庚杯数学比赛迄今已迈入第二十九届。此届赛会是
由雪兰莪福建会馆和新纪元学院联办，并于八月十日	
（星期日），早上十时，假新纪元学院举行。

	 两百七十位来自雪隆各地的中学生参与此届盛
会。本届颁奖典礼于九月二十八日于雪隆福建会馆礼
堂举行、出席者包括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
士、院长莫顺宗博士、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和资讯科学
与电脑研究系工作人员。

（六）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6.1	 活动

6.2	 讲师培训

6.3	 AMC	澳洲数学比赛

6.4	 雪隆中学华罗庚数学比赛

2014澳洲数学赛颁奖典礼大合照

2014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颁奖典礼合照

AMC）自1978年首次在澳洲举办迄今已届满三十七
届，它是一个适合一般大众的数学能力检定活动。主
要宗旨为重视数学课程结构及数学教学活动的重要
性，提供学生学习数学自我检视的机会，并充实教师
多元化的教学资源以增进教学成效。去年在全球有四
十个国家参与举办这项活动，是一项国际性的数学能
力检定，而在新加坡更规定全国每位中小学学生都必
须参加此一数学能力检定活动。2013年参加AMC的
人数有273,501人之多，参赛者除了来自澳洲和纽西
兰，还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汶莱、印尼、菲律宾等地区，竞争激烈，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竞赛之一;我国于2004年开始
举行此项比赛，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
总）承办至2012年。

	 2 0 1 3 年 ， 新 纪 元 学 院 首 度 承 办 由	
Commonwealth银行赞助的澳洲数学赛（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MC)	 sponsored	 by	 the		
Commonwealth	Bank）。今年马来西亚共有三百四十	
八间学校参赛，参赛的学生有九千五百零一人。此届
AMC	 的比赛日期为八月七日，在全国各个赛场同步
举行比赛。

	 本届颁奖典礼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新纪元学院五楼
大礼堂举行，邀请到澳洲驻马商务专员Mr	 Joel	 Back-
well以及澳洲数学基金会总裁Mike	 Clapper教授拨冗
主持盛会。出席者包括澳洲数学赛区域董事暨新纪元
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
所长文平强博士及陈庆地博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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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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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联合主办马来西亚
第四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配合招生处的活动，讲师们也参与七月十九日与
二十日的SUREWORKS大型教育展。同时，今年资讯
科学与电脑研究系的讲师也积极的参与了十二月二十
日与二十一日在Sunway	Pyramid	会展中心的2014年
南洋教育展。

6.5	 第四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6.6	 招生活动

2014澳洲数学赛颁奖典礼大合照

	 此届共计九十件高中组和四十四件初中组的参赛
作品。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的颁奖典礼也顺利于八月
十六日在董教总新纪元学院B座5楼讲堂举行。同时，
在会场也展示所有得奖作品。



79

（七）媒体研究系

八月份学期开创新的尝试，制作《穿梭老加影》特辑，	
随《观察家》免费赠送予读者。

同学边访问，边向文叮客家村婆婆学习如何糊报纸袋。

《客家一叮》社区报。

	 理论与行动教学策略是媒体研究系自2001年开
办以来所订下的方向和目标。2014年起，系办公室
将这个方向和目标用更明确且具体的方式呈现，例如
制作《穿梭老加影》特辑、深入新村制作《客家一
叮》及《吾来岸》社区报、亲赴瓜拉十八丁渔港进行
生态环境议题采访，以及利用影像纪录原住民村生活

7.1.1	 出版6期《观察家》社区报

	 配合4月份及8月份两学期的“报章出版实务”
课，修课同学（2013年4月份及8月份入学的新闻学
系、广告学系及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修读学生）顺利完成每学期3
期，两学期总计6期12版A3纸张大小的全彩《观察
家》社区报。其中，8月份学期开创新的尝试，制作
三期《穿梭老加影》特辑，随《观察家》免费赠送予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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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部分，2014年4月份以专题报导形式制作，
三期主题为：〈女人也有一片天〉、〈地球是我家	爱
护靠大家〉、〈回顾老加影〉。2014年8月份改以多
元内容的形式处理内容，但每期仍有一个焦点新闻，
三期主题为：〈房涨价高	 购屋梦难圆〉、〈传统杂
货店	 	 何去何从？〉及〈山林孩子的快乐天堂〉，将
关怀触角深入加影社区重要议题，更扩大至原住民部
落。特辑部份，则以〈加影巴剎〉、〈马来风光〉及
〈印度之窗〉，记录加影三大种族的文化瑰宝。

	 《观察家》每期印刷1800份，由修课同学深入
到新纪元学院、加影及周边社区以1令吉销售。此
外，社区关怀也落实到行动上，除在开幕典礼上邀请
校内及校外Cosplay爱好者走秀、闭幕典礼邀请校内
印度同学表演传统印度舞蹈，也到加影收留流浪猫狗
的狗屋及中心当义工，回馈社区。

7.1.2	 出版新村关怀社区报

	 配合4月份及8月份的“新闻学II：新闻采访与
写作”课，采取“做中学”的社区教育取径，带领
2013年8月及2014年4月入学的两班修课同学实际走
入新村，与新村村民互动、观察及发现新村的丰富人
文和环境价值，藉此培养同学连结在地、关怀新村的
行动能力，并透过社区报的制作与出版，提升学生采
访与写作的技能外，也学习记录社区及为新村发声。

	 4月份学期以森美兰州文叮客家村（Kampung	
Mantin	Hakka）为关怀田野，同学在往返多次的采访
行动中，对百年客家村拆迁事件逐渐了解，最后以一
份《客家一叮》社区报回馈社区，让村里村外的人重
新认识百年客家村。

	 8月份学期以跨越雪兰莪州及森美兰州的武来岸
（Broga）为关怀田野，以探索及发掘武来岸逐渐消
失或鲜为人知的文化遗产为主轴，重新寻找武来岸价
值。在12版的《吾来岸》社区报中，除报导武来岸新
村的教育课题、人口变迁议题、旅游议题之外，也重
拾武来岸的传统客家菜、百年老建筑物、胶工生命故
事，甚至跟着原住民进山采集，深入体会原住民生活
等等。

	 二份社区报皆印刷1000份，由修课同学免费派
发给当地社区居民。

7.1	 	新闻学系2+2学士学位及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样貌等。希望借助专任讲师专业和结合课程设计，让
学生“做中学”，一步一脚印逐一检视课堂所学和实
际运用之间的落差，不只有效或更完整的将东西方理
论运用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亦可以将这些理论典
范内化及形构成马来西亚独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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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新闻系2+2学士学位课程的“生态保育报
导”课，本系推动“瓜拉十八丁渔港生态社区网络新
闻专题制作”计划，主要目的在培养学生“批判·行
动“及关怀社区的能力，也藉由对当地环境议题的了
解、采访、分析及报导，协助社区辨识及解决问题。

	 计划于4月中旬展开，除课堂修课外，学生也以
实际走入社区的方式参与社区行动：6月7日及8日参
与“太平·马登·十八丁古迹与生态保育研讨会暨
工作坊”；6月10日参与雪州政府环境与旅游局主办
的“雪州的绿色旅游永续发展工作坊”	（Sustainable	
and	Development	Green	Tourism	 in	 Selangor）；7
月初到瓜拉十八丁（Kuala	 Sepetang）渔村进行社区
踏查、观察、访问、摄影等方式收集资料。

	 最后，修课同学自行架设网络平台，以网络新
闻的形式呈现瓜拉十八丁生态社区专题报导。此外，
此专题报导亦撰写成“十八丁生态游”专题系列，
于今年10月6日起至11日，一连6天刊登予《中国
报》（http://www.chinapress.com.my/taxonomy/
term/1481）。

刊登于《中国报》的“十八丁生态游”专题。

6月7日及8日参与“太平·马登·十八丁古迹与生态	
保育研讨会暨工作坊”。

《回旋·曲》筹备团队到各中学进行活动宣传。

各中学反应热烈。

7.2.1	 公关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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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卷而来的韩流，韩国流行音乐（K-pop）、西
方音乐风靡亚洲进而影响了马来西亚乐坛尤其华人音
乐在本土的地位。一些马来西亚青年或将错过一些带
有浓浓本土气息的音乐。因此，为了提高马来西亚中
学生对本土华人音乐的认识，特别在10月24日于新
纪元大礼堂举办了本土华人音乐会─《回旋·曲》。

	 这班由24人组成的团队，从写计划书、筹款、筹
备、邀请嘉宾到设计舞台都是亲力亲为，将课堂上所
学到的公关知识发挥出来。在这过程里，同学们除了
举办了两场的记者招待会，他们也到中学宣传。这个
活动也很荣幸请到重量级嘉宾如周金亮、林文荪、马
嘉轩、苏盈之、乐塔创作坊及老摇篮手联盟为我们增
色不少。

7.2	 	广告学系2+2学士学位及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7.1.3	 	瓜拉十八丁渔港生态社区网络新闻专题制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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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组的学生负责讲解本台的运作及操控器材。

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左二）和加影州议员李景杰（左
三）也在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左一）的陪同下前来录音。

活动上安排了游戏，让学生DJ们与出席的观众	
进行交流和互动。

7.3.1	 开放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

	 院方于2014年1月19日举办一场主题为“走过
历史，迎向未来”的学术教育展暨美食嘉年华会。为
了配合院内首次举办的学术成果展，“空中之城”校
园广播电台也在当天开放给所有的公众参观和试音，
让公众暸解本台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发展。

	 此项开放活动由广播组的学生担任讲解员和器材
操作员，并吸引了大批中学生前来参与。沙登区国会
议员王建民和加影州议员李景杰也在公关处主任吴振
声的陪同下前来录音。

7.3.2	 	4月份学期“走入‘心’世界”开播造势
活动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于2014年4月份学期
的节目播出日期为5月5日起至7月中旬。在本学期的
直播时段，四位学生DJ除了需主持个人节目外，也需
挑战双人节目制作。四位学生DJ被分为两组，制作两
个双人直播节目。

	 为了宣传节目，广播组的全体学生DJ在5月6日
当天在UG	Hall举办了名为“走入‘心’世界”的开播
造势活动。

	 本学期共有六个直播节目，两个双人节目，两个
预录节目和每日的6点新闻快讯。

7.2.2	 公共关系

	 这一次的公共关系课有别以往，10月28日同学
们首次走出课堂到《星报》出席由Institute	 of	 Public	
Relations	Malaysia	 (IPRM)举办的IPRM	Chalk	4。这
个活动除了让同学们和职场上的公关专业人士交流之

7.3	 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广播组

外也让他们和来自不同学校的公关组学生交流、交换
意见和看法。这的确开阔了同学们的交流圈子也让他
们勇敢以英文沟通。

造势活动上为“空中之城”进行8岁的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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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DJ们与观众的互动交流。

校园DJ们把广播剧场搬上舞台。

7.3.3	 	8月份学期“走入‘心’世界”开播造势
活动

	 本台也于2014年8月份学期安排了节目的播出，
日期为9月8日起至11月14日。同样的，广播组的全
体学生DJ为了宣传节目，特在9月10日举办了名为	
“歌·聚”的开播造势活动，地点为UG	Hall。

	 本学期共有七个直播节目，三个双人节目，两个
预录节目和每日的6点新闻快讯。

7.3.4	 	广播工作坊

	 为了提高全体校园DJ的主持素养，“空中之城”
校园广播电台在本学期举办了连续两天的广播工作
坊，并邀请了业界的DJ和主播前来分享相关经验。工
作坊于2014年6月28日开始，当天的分享嘉宾分别是
988	DJ小马和陆玟菲老师，分享的内容主要是提升校
园DJ们的新闻播报技巧和广播剧制作。

	 第二天的工作坊于2014年6月29日进行，本台
邀请的三位分享嘉宾分别是NTV7主播白建明，988	
DJ王彪民和专业广告配音员李进文。当天主要分享的
内容是电视新闻，广播节目策划和广告配音。

	 除此之外，本台也在2014年7月14日邀请了专
业舞台主持人William老师与校园DJ们分享他在舞台
主持这行业的相关经验。这不仅能鼓励校园DJ们走出
户外，也能培养他们对舞台主持的兴趣与胆量。

988	DJ小马与全体校园DJ在分享会后的合影。

本台前总经理（左二）颁发感恩状予陆玟菲老师（左三）。

NTV7主播白建明与全体校园DJ在分享会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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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	DJ王彪民分享广播节目策划的相关经验。

李进文老师与校园DJ们在分享会后的开心合影。

William老师在分享会上与校园DJ们的互动。

William老师与全体校园DJ在分享会后的开心合影。

7.3.5	 	“Let’s	Go	On	Air”录音活动

7.3.6	 	直播DJ小型毕业展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善用广播资源回亏院
内的学生，特举办了一场“Let’s	Go	On	Air”的录音
活动，让院内的学生都有机会体验当DJ。学生们参与
的录音片段将上载至专页并公开让院内的师生进行投
选，点击率最高者为胜。此活动吸引了很多院内学生
的参与。

	 在每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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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直播环境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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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画下完美的句点。

“空中之城”总监赵志坤（左一），台长廖妍嫣（右二）
和总经理郑淑彦（右一）与得奖者合影。

2014年4月份学期学生DJ们的户外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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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数字摄录机。

《原住民女婿》。

《我的孩子会72变》。

简易摄影棚初步规划图。

7.4.1	 电视组添购新摄影器材

	 配合数字时代到来，电视组也在这一波科技革新
浪潮中进行摄影器材汰旧换新。从2014年8月份学期
起，电视节目教学和制作全面采用高清数字摄录机。
高清数字摄录机不只让画面更加精致，亦能强化整个
后制工作，使得剪接等工作更加快速和方便。

7.4.2	 剪接室与简易摄影棚空间规划

	 2014年编列约RM20,000预算，以重新打造一个
全新剪接室和简易摄影棚。新空间除了增加剪接用的
计算机等器材之外，亦全面更新旧有的硬设备，如剪
接用的桌椅等，有助于提升电视组同学学习成效。而
简易摄影棚的设立，亦解决过去电视组同学制作棚内
节目时所面临的困境。

7.4.3	 	纪录片：《原住民女婿》及《我的孩子
会72变》

	 广电系电视组二年级六位同学，他们分别是张伊
雯、陈咏开、任怡珊、洪伟玲、林建臣及黄康宁，于
2014年8月份学期制作两部纪录片：《原住民女婿》
及《我的孩子会72变》。前者记录一位华裔原住民女
婿如何在村里推动教育及正视弱势族群的教育问题。
后者则让我们从母亲角度理解Cosplay与孩子的关
系，进一步肯定小孩的选择及陪伴其成长、理解其兴
趣的重要性。

7.4	 	广播电视学系2+2课程：电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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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展示及解说其绿色生活地图。

《选区划分不公？》讲座宣传海报

选区划分行动与研究队代表─Seah	Hong	Yee

净选盟代表Adam	Adli主讲	
“马来西亚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与青少年应扮演的角色”。

7.6.1	 《国内时事分析》

	 2014年8月学期的《国内时事分析》课，尝试
用每一周由一位专家学者带领加同学讨论某个特定主
题方式上课。以学术讨论为形式的课程，邀请到10
位演讲嘉宾，分别是净选盟代表Adam	 Adli、律师公
会副主席Steven	 Thiru、环保倡议人士刘伟伦、古迹
保护活跃分子张集强、捍卫苏丹街工委会联合主席杨
有为、原住民纪录片导演周泽南、谈性别议题的傅向
红、国际特赦组织代表Gwen	Lee、体育记者梁展威及
经济学家白文春。因主讲者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这些
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分享之知识皆有其独特的见解与
关怀，让课程的主题性更鲜明和具体。	

7.6.2	 《选区划分不公？》

	 适逢我国选举委员会于2014年展开选区重划工
作，新纪元学院媒体系秉持关注时事脉动、培养公
民素养精神，借此机会配合《政治学》课堂教学，邀
请选区划分行动与研究队(Delineation	 Action	 &	 Re-
search	 Team,	 DART)到学院为同学讲解何谓选区划
分、选民的权益及选区划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
与不公(Gerrymandering)。DART由净选盟2.0与愿景
工程(engage)共同合作推动，志在提升我国选民对选
区划分的意识，鼓励全民参与监督选区划分过程中是
否出现弊端。DART代表Seah	 Hong	 Yee在讲座中透
露，该组织在全马各州展开教育选民工作，希望选民
学会如何自行划分选区，并将之与往后选举委员会公
布之选区划分图对照，以判定是否有不公或不均弊
端。学生于这场讲座通过接触非政府组织了解公民社
会如何参与社会议题、推动公民醒觉运动，更能从选
区划分相关专业人士身上获得与我国选区划分问题有
关的宝贵意见。

	 2014年8月，24位修习“环境与社会”课的证
书班同学以自己最熟悉的加影市日常活动路线为蓝
图，透过细心的踏查、观察和访问，重新认识加影社
区的环境现况与面对的环境问题，并制作成“加影市
绿色生活地图”。

7.6	 	学术讲座

7.5	 	人文与社会科学证书班：	
加影市绿色生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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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教学素质

A.		课程检讨
	 依据学术顾问与学生的反馈，本系于2014年1月
进行了内部课程检讨以对各课程的教学内容作出适当
的调整，并使之能迎合业界的需求。所有全职与兼职
讲师都积极参与其中。此检讨目的是为了审查所有课
程大纲	 -	 从现有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成果至教学内容及
作业分配。整个过程预计将于2015年3月完成。

B.		讲师手册
	 为了确保修订后的课程能完整地传达与执行，列
明讲师们在课务与校务上的职是必要的，因此美术与
设计系已制定了讲师指南供讲师们参考，以确保优良
的教学素质。此手册将在2015学年执行。

8.1.2	 	NEC-UWE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与动态
影像设计荣誉设计课程	

	 第三届也是最后一批与英国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UWE）合作开办的平面设计荣誉
学士课程与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士课程学生在今年六
月毕业。共有6位毕业生在8月举行的毕业典礼领取他
们的毕业证书。随着与UWE	 的合作告一段落，我们
希望本系的平面设计学士课程能获得批准执行以填补
此完结的学士课程。

8.1.3	 	毕业展

	 历届美术与设计系学生在讲师的带领与指导下举
办了属于他们的毕业展。2014年一共举办了三个毕
业展，每个展览都有其独特的主题。

a.		学士课程（NEC-UWE）毕业展于7月11日至25日
在白色工坊展出,	主题为【Vector】。

b.		2014年两季专业文凭毕业生分别在两个毕业展中
出了他们的毕业作品。

-【X】	第10届美术与设计系毕业展于1月19日至24日
在UG厅展出。

-【Point】	第10届美术与设计系（秋季）毕业展于8
月18日至24日在本院食堂和彩虹空间展
出。

	 我们深信一个有意义的学生生涯也是教育的一部
分。为了增广学生的见闻及经验，本系安排了一连串
的活动，以提高学生的思维和多样化学习。其中举办
了多项讲座和工作坊以补充现有课程需求。讲师们积
极分享着围绕着他们身边的事物，观点及有兴趣的课
题。

8.2.1	 讲座

	 今年举办的讲座包括：
	 ·Reading	Architecture（Ambrose）	
	 ·创意思考与问题解决（利南兴）	
	 ·艺术这一行（骆孝源）	
	 ·Spirit（Ambrose）。

	 我们也迎来了几位艺术家分享他们的工作，看法
和观点。其中包括：	
	 ·	1月24日：《Give	Talent	a	Chance》	刘一秀
	 ·	6月10日：《Fear	and	Art》	Sharon	Chin

8.1.4	 	学术和荣誉奖项

A.		Bangi-	Putrajaya	酒店设施扩建
	 五位室内设计系毕业生参与了一项酒店设计工
程。Bangi	 –	 Putrajaya	 酒店的管理层计划扩大其酒
店设施，包括健身室，桑拿间更衣室和洗手间区，
按摩治疗区和池畔酒吧，并联络本系探索合作的可
能性。林慧丽,杨翰荣,吴永毅,叶镇泉,和罗心伶同学从
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开始着手策划和设计此项
目	 。这是一个双赢的机会,	 酒店落实了其扩建设施计
划之际也让学生获得了宝贵的专业实习经验。

	 在过去的一年里，美术与设计系把目标集中在三
个主要领域：
·	 提升各科目的学术素质
·	 让学生有更充实的学生生涯
·	 投入社区活动

（八）美术与设计系

8.1	 	学术事宜

8.2	 	充实学生生涯

B.	2014大华银行“年度之画”竞赛
	 美术与设计系讲师–郭静洁荣获大华银行“年度
之画”最高荣誉奖（资深画家组）。她的得奖作品	
<1963年9月16日>的木炭画，将与新加坡，泰国和印
尼的大华银行“年度之画”大奖得主竞逐区域大奖，	
即大华银行的“东南亚年度之画”奖，并得到参与为
期一个月的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驻馆计划的机会。

Bangi-	Putrajaya	酒店的池畔酒吧3D电脑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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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与设计系于2014年9月7日举办了有史以来
第一次的校友聚会，以促进校友及现任学生之间的联
系。此活动由利南兴讲师发起，由美术与设计系系会
策划一共吸引了50位历届毕业生回来与现有学生交
流。我们希望此活动能成为常年活动，因为校友是现
有学生最好的导师及与业界建立人脉关系的桥梁。

	 在过去的一年里，白色工坊举办了多项令人瞩目
的画展。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于5月15	 日至6月13日
举办的梁健林书法及水墨画回顾纪念展。已故梁健林
先生，曾经出任本院的人事处主任和注册主任，也是
一位有才华的业余艺术家。另外，在白色工坊展出的
还包括赞美之歌（曲3）	-	马爱真个展（8月27日至9月
29日），和菲林影像空間展（4月2日至5月2日）。	

8.4.1	 ART2ART	TRIP	-	槟城乔治市艺术节

	 Art2Art	 trip是本系常年活动，并由Raha	 Jaafar讲
师大力推动及领导，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能接触多姿多
彩及让人振奋的艺术与设计作品。今年，学生在8月8
日至10日期间，也就是本年度第二学期开课前组队到
槟城参与乔治市艺术节，通过此行学生亲身体验到该
艺术节的各种节目与活动。

8.4.2	 社区壁画

	 2014年是社区壁画制作丰盛的一年。Raha	 Jaafar	
讲师，罗志义及学生志工在加影社区不同的地点完成
了三幅壁画。

8.4	 	社区互动

8.5	 	白色工坊

8.3	 	校友聚会

筹委们在校友聚会中拍照留念。

已故梁健林先生的家人是《梁健林书法及水墨画回顾	
纪念展》的席上嘉宾。

在SMK	Dato	Abu	Bakar	Baginda，Bangi	进行的壁画制作。

8.2.2	 工作坊

	 本系也举办了几个工作坊，旨在扩大学生的技能
及技巧。好的创作始于亲手制作和对过程的投入。今
年进行的工作坊包括：Silk-Screen	 Printing	 (Ambrose),		
Book-binding	(Denise),	和	Marker	Illustration	(Nicsson).

8.2.3	 户外学习

	 2014年本系为学生安排了几场户外学习。10月
23日，本系学生受邀到Soga	 Gakkai	 Foundation	 Ma-
laysia参与黎农生美术工作坊。这活动由骆孝源讲师策
划。在9月20日，由Syahrul	 Razali	 讲师带领室内设计
系的学生到森美兰州参观	Istana	Menanti，这也是建筑
技术课程的一部分。

·	在6月，本系在	SMK	Dato	Abu	Bakar	Baginda，Bangi	
完成了一幅壁画。这为该校的残疾学生校舍增添了
欢愉气息。

·	在7月，美术与设计系与	SMK	Convent	Kajang合作，
在加影的一所孤儿院	 -	 Rumah	 Kebajikan	 Yesuvan	
Mahligai完成了一幅壁画。
·	在7月，我们完成了另一幅壁画于SJK(C)Sg	Chua新教
学楼。

	 除了因应社区的请求而创作壁画以外，美术与设
计系更希望将来能成为壁画指导员，与社区人士一起
共同创作与完成此工作。我们希望社区人士对属于他
们自己的地方更有归属感。

8.4.3	 加影文化古迹绘图计划

	 我们深信一所高等学府应与它位于的社区有所联
系。在各方面，社会也扮演着课堂的角色提供学生实
时的学习。因此，在美术与设计系与媒体研究系的学
生合作下大力推动了这加影文化古迹绘图计划。现阶
段把目标着重于加影镇的文化古迹。此计划将于2015
年3月7日至8日在加影展出，也是此计划的高潮。届时
将展出此计划的成果包括文物建筑，素描和速写，照
片与居民采访。此项计划是与加影文化遗产中心联合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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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七巧板》-	 第九届影像组毕业生短片巡
回影展

	 深入社区与学校和大众互动，耕耘更多元的影像
创作知识，是历届影像组毕业生的重要使命。秉持着
同一理念，《七巧板》的七位影像组毕业生在接受两
年半的艺术教育后,	 带着自己在新纪元学院求学生涯
的最后一部作品,	 以七部风格不同的短片，跨越州属,	
北上南下,	 在学院、社区和中学等七个场所进行免费
播映，希望能够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让他们
得以接触更多元的电影风貌，以自己小小的力量为本
土影视文化献上一份力。以下为今年巡回的场次：

9.2.1	 	《秘鲁剪刀舞》

	 在2014年1月19日，本系邀请到来自秘鲁的艺
术家Jose	 Navarro于本院学术教育展暨美食嘉年华期
间，在黑箱剧场进行两场别开生面的剪刀舞表演。剪
刀舞是秘鲁安第斯山脉的传统舞蹈，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公认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卓越优雅、奇妙迷
人。演出让观众一睹异国文化的艺术风采，其技艺高
超确实叹为观止。

	 演出后，艺术家主持戏偶工作坊，教导参与者如
何制作和操控戏偶。参与此活动的除了学生，也包括
来自加影社区的亲子，大家一同学习共乐。

9.2.2	 《补天传说》演出

	 在2014年2月25日，由旅台戏剧工作者张伟来
带领本系学生呈现的《补天传说》，把中华民族的古
老传说【女娲补天】搬上舞台。参与制作演出的还包
括摆渡人画室、爱美丽亚等本地艺术家，共同打造这
个结合戏剧、舞蹈、皮影以及剪纸艺术的户外演出。

	 本剧于华人农历新年期间，在蕉赖十一哩新村
有盖活动广场上演，吸引了约八百名群众围观。《补
天传说》的成功演出，获得各界激赏。此外，该剧亦
在2014年3月7日受邀演于雪州校际书法比赛颁奖典
礼；2014年8月7日受邀演于全国文学创作营。	2014
年9月6日至7日于新纪元学院五楼大礼堂正式演出。

	 影展从加影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做为第一站，请
了莫顺宗院长主持开幕，同时邀请本地著名导演何宇
恒与沈绍麒进行交流和讲评。当晚，逾百名观众挤满
黑箱剧场观赏毕业作品及进行映后讨论。

	 《七巧板》影展是毕业生正式公开放映作品的平
台，在观众热烈参与和建言下，除了毕业生们获益良
多，巡回活动也达到推广影像教育的目标，同时也鼓
励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士走进影像艺术的世界。

9.1.2	 《罗密欧与茱丽叶》排演二
	 	 演出日期：2014年7月17日至20日

	 由本系二年级学生制作演出，罗国文讲师执导莎
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茱丽叶》，在新纪元学院黑箱
剧场一共演出六场。《罗密欧与茱丽叶》是根据莎翁
原著进行构思，透过大家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挑战
被重复搬演400年的舞台经典。

9.1.3	 《垚兰曲》-	第九届舞台组毕业公演
	 	 演出日期：2014年7月31日至	8月3日

	 由本系第九届舞台组毕业学生赖韵倪与陈奕扬
联合编导的《垚兰曲》，结合第九届毕业生以及一年
级同学制作演出，在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一共演出六
场。这是学生关注边佳兰义山搬迁事件而创作的剧
本，用艺术回应时事课题。这出戏关乎文化与根源、
发展与传承、价值与意义，它演出了一个强权底下鬼
哭神嚎的悲歌。

9.1.4	 《费德尔》排演一
	 	 演出日期：2014年11月21日至23日

	 由一年级生初试啼声的对外公演舞台剧《费德
尔》在本院黑箱剧场做三天共五场的演出。由李奕翰
讲师执导，带领一年级学生制作，采用法国新古典主
义的悲剧名著，讲述身为后母的费德尔皇后，不幸爱
上丈夫雅典王与前妻所生的王子，导致她最后走向悲
剧的深渊。

9.1.5	 《绝不付账》排演三
	 	 演出日期：	2014年12月19日至21日，	

2014年12月26日至28日

	 改编自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原著的《绝不付
账》由贺世平讲师带领二年级生呈现制作，在本院黑
箱剧场做六天共七场的演出，述说家庭主妇们无法忍
受物价飙涨以及无良发展商剥削良民，决定以在超市
购物绝不付账的方式联合起义。她们为了逃避警察和
调查员的搜查，闹出不少笑话，于是一场政治、家
庭、两性矛盾的喜剧就此展开。

	 戏剧与影像系自创立以来，积极开拓和本地剧
场及电影创作者的联系，并和国外剧场及影像学者与
创作者频密接触，以开拓学生的视野。除了正规的训
练，学生必须参与系内主办的各类型重大活动，以便
跟社区有更好的互动关系。2014年，戏剧与影像系
持续为本地剧场与影像艺术领域培育新力军，同时也
不间断地创作舞台演出与影像作品。

（九）戏剧与影像系

9.1	 影展与公演

9.2	 活动
	 日期	 	 影展地点
	 2014年8月24日	 加影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
	 2014年8月26日	 槟城Playground	Café
	 2014年8月28日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014年8月30日	 怡保Zakka	Loft杂咖坊
	 2014年9月01日	 马六甲沂水阁沉香书艺廊
	 2014年9月02日	 峇株巴辖华仁独立中学
	 2014年9月04日	 柔佛士古来南方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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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本系梁友瑄讲师的纪录片作品《一席之地》(A	
place	 of	 one’s	 own)成功入围巴基斯坦国际
LUMS电影节国际组最佳纪录片单元。

9.3.2		本系在籍学生刘可成、陈俞安、萧冠俞的短片
《我是谁》入围2014国际公益短片大赛初选。

9.3.3		本系第九届毕业生陈奕扬与赖韵倪在2014年秋
季毕业典礼上荣获【全人教育奖】。

9.3.4		本系在籍学生刘可成的作品《随光追影》（该
片为2013年本系一年级学生影视製作基础的群
组期末作品）入围2014年吉隆坡实验电影节单
元。此外，该片也曾代表马来西亚在2014年的
首尔Kosma	 国际电影节由KLEX策划的<Home	
Potrait>系列展出。

9.3.5		由本系舞台组毕业生赖韵倪与陈奕扬联合编导
的《垚兰曲》，成功入围由澳门戏剧农庄主
办，澳门基金会及文化局资助的“黑盒剧场演
出计划2014”,并于2014年10月携带本系学生
团队远赴澳门演出。

9.3	 荣誉榜

9.2.3	 《中国文化大学戏剧学系教学互动计划》

	 在2014年3月31日至4月4日，本系与台湾中国
文化大学戏剧学系进行教学互动计划，由该系黄惟馨
主任、徐堰铃老师、刘志伟老师，带领该系三十二位
学生到来本院进行五天的教学互动。他们也为此带来
由黄主任执导第49届三年级生的学年公演舞台剧《迷
局》和观众分享。	双方在此计划中有演出的交流，也
有教学上的互动。本次活动不止让师生获益良多，也
增进了两系对彼此的认识和联系。

9.2.4	 《五分钟悲剧》演出

	 2014年5月28日，由学生发起的小型演出活动
《五分钟悲剧》，以五分钟为一个单位，共有11部单
人剧演出在本院校园内的不同角落进行。观众被分成
11组，同一时间游走在校园内的不同空间，去观看不
同内容与形式的极短悲剧。此活动让学生创作者探讨
表演与空间的关系，发展戏剧演出实验的可能性。

9.2.5	 一年级生街头表演

	 2014年7月3日，由孙春美讲师带领一年级学生
在吉隆坡火车总站KL	 SENTRAL进行两小时的街头表
演，学生们以各式各样的造型，在车站广场不同的角
落与来来往往的过客互动。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以如此
形式面对群众表演，给学生们带来非常不同的初体
验。

9.2.6	 《三个小孩》在诗与玫瑰演出

	 2014年7月5日，由贺世平主任执导的《三个
小孩》以浓缩版参与动地吟声音演出系列2【诗与玫
瑰】在本院五楼大礼堂演出。十五分钟的短篇，叙述
华人祖先南来的足迹，高潮迭起，笑中有泪。

9.2.7	 《一天》摄影展

	 2014年7月22日在本院黑箱剧场举行的《一
天》摄影展，是梁友瑄讲师指导的【影视制作基础】
期末作品，作品须以家人的一天生活为题，24小时蹲
点拍摄家人的生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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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这是个意义非凡的
活动，除了让学生们主动去了解、认识家人，更能透
过作品表达对亲情的一份关怀，从中了解艺术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的本质。

9.2.8	 【KAKI	SENI	ART	FESTIVAL	2014】

	 2014年9月12日至16日，本系学生受邀于KAKI	
SENI	ART	FESTAVAL担任义工，并参与吉隆坡PAVIL-
ION商场举办的踩街活动。	 本系以【女娲】大型偶，
从武吉免登路环绕到苏丹依斯迈路，吸引了不少人
潮，相片还被刊登上【星报】。

9.2.9	 参与《物件剧场工作坊》

	 2014年9月17日至18日，	 Kakiseni	 艺术节今年
邀请来自荷兰的TAM	 TAM物件剧场举办为期两天的
物件剧场工作坊。贺世平主任带领本系学生前往参
与，接触国外的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学习在没有语言
的创作中，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物件来编织动人的故
事。

9.2.10	《吾聚启航》学生舞台作品展

	 2014年12月1日至8日，五位选修【导演创作
课】的学生各自于学期末导演一部舞台剧作品做公开
展演，取名为《吾聚启航》。展演作品共有六部，包
括由贺世平讲师与五位导演在课堂上即兴创作的《我
们都是酱唱大的》，述说五位学生导演的亲身经历，
以及他们加入戏剧与影像系就读后的改变与成长。

9.2.11	《魔法师练习曲》学生影像作品展

	 2014年12月4日，本系总结学生今年在《影视
制作基础》与《进阶影视制作》课所拍摄的影像作
品，公开分享学习成果的《魔法师练习曲》影像作品
展。影展于院内【空的空间】举办，在这开放的空
间，免费把短片作品公开放映。这是让本系学生在毕
业影展前的热身，以累积举办毕业影展的经验。

9.2.12	【第六届全国戏剧生活营】

	 2014年12月10日至14日，本系应邀协办【第六
届全国戏剧生活营】。这是由TEAM聚团主办的生活
营，共吸引了一百多位来自全马各地的中学生参加。
除了协办，本系学生亦加入生活营的筹委，共同完成
这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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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举办系列讲座与工作坊

2014年1月16日

2014年4月16日

2014年6月25日

2014年8月27日

2014年9月3日

2014年10月15日

2014年11月5日

2014年11月15日至16日

2014年3月27日至28日

2014年4月25日

2014年8月15日

2014年11月8日

2014年11月22日至23日

黄志强

杨俊汉与何福权

陈钰莹

庄雪梅

陈炳丰、池家庆、林美芬、张顺源

傅向红

苏梓莹

欧诗伟

戏剧工作坊（贺世平主任）

招生讲座（梁友瑄讲师）

招生讲座（梁友瑄讲师）

戏剧工作坊（贺世平主任）

书香第七届全国中小学戏剧比赛评
审（贺世平主任）

《超渡》电影座谈会

《怨鬼》映后座谈会

《编剧领域面面观》讲座

《表演那件事》讲座

《惧场》电影制作分享会

《电影中的身体》讲座

《软体应用实务》讲座

《录音理论与实务》工作坊

SMK	Sabak	Bernam

SMK	Taman	Jasmin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SMK	Taman	Desa

绿野国际会展中心

日期

日期

主讲人

活动项目

题目

地点

	 由贺世平主任与梁友瑄讲师带领中学生进行的戏剧或影像活动与讲座，同时介绍本系课程内容。

结语：

	 戏剧与影像系自创立以来，主要目标为培养更多的戏剧与影像专业人才。顺应世界戏剧与影像的发展趋势，
使他们成为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创作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本系将继续加强软体与硬体的设备，开拓更广的创作
联系，厚植学生的人文艺术素养，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卓越的发展。

9.5	 招生活动、受邀讲座、主持评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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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学院在2002年创办咨商与辅导专业文凭
课程（黄昏成人进修班），至2006年将之提升为辅
导与咨商心理学系2+2学士课程，从培养辅导义工转
至培养辅导专业人员。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简称辅
咨系）学生在本院修读2年的课程后，可申请进入台
湾姐妹大学继续完成大三与大四的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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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系九年，辅咨系始终秉持着重视学术交流与开
阔学生学习视野的初衷，让学生了解社区辅导中心的
实务操作，为系上的学生安排一系列到社区参访的活
动。2014年的参访单位有孝恩馆、转捩点全人发展
中心、Victim		Centre	@	Bukit	Aman	。

	 系上非常重视师生们的互动，每年都会精心策
划“导师日”活动，今年上半年的导师日活动有由主
任为首的“水饺大会”，以及系上黄玲玲讲师策划
的“端午节”和	 “中秋晚会”	 佳节联谊活动，而下
半年导师日活动则由辅咨系系会策划	“森·呼吸”湖
滨公园一日游，透过共游促进学生和老师的感情。

10.2.1	导师日活动

	 为了促进师生关系，辅咨系在今年共举办多次导师日活动。

活动（一）：端午节联谊会（6月16日）
活动（二）：水饺大会（6月18日）
活动（三）：中秋晚会（9月8日）
活动（四）：	湖滨公园之“森”呼吸（10月22日）

（十）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10.1	 前言

10.2	 重要事项简报

“端午节联谊会”全体师生交换礼物后开心的合影留念。 “中秋晚会”师生们一起提着灯笼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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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咨系于2010年尾开办第一届辅导与咨商境外
硕士专班至2012年尾修毕32学分者共有21位。目前
第一届辅导与咨商硕士境外专班有16位学员通过了论
文口试获颁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硕士学
位证书，另五位学员在论文撰写的最后阶段，预订在
2015年将到台湾国立彰化示范大学进行论文答辩。
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于2013年11月25
日开课至今已满一年，学员们陆续开始联络硕士论文
指导教授，根据既定的学程，学员们可望在2015年
年尾或更早进行论文计划口试。

	 辅咨系为加强辅导相关科系的在籍研究生及社区
辅导工作人员了解叙事咨商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特邀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林杏足教授主
讲《叙事咨商》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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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户外教学—走进社区，实地体验	

	 配合课程的需求，系上安排与课程相关的主题，让学生进行校外参访，拓展视野增加见闻。配合参访的课程
分别有4月份学期的《生命教育》、《危机处理》和《辅导原理与实务》，主要安排的参访机构有孝恩馆、Victim	
Centre,	 Bukit	 Aman和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8月份学期的校外参访，系上交由学生主动学习，自行寻找参访机
构，学生成功安排了参访恩典青年中心（戒毒中心）。

7月1日

7月9日

6月17日

11月19日

Victim	Centre,	Bukit	Aman	
(Childhood)

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

孝恩馆

恩典青年中心

让学生了解政府机构如何介入有关儿童被性侵和被虐的程序，以便
学生习得如何善用社区支援。

位于蒲种的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是一个布置周全且新颖的社区辅导
中心，其服务范围涵盖心理辅导、心理咨商、心理治疗服务、生涯
咨询/辅导、企业心理咨询(EAP)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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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青年中心是一所为华裔男性而设的戒毒中心，透过团体生活和
工作训练，发展戒毒者的群性和责任感。另外，恩青也提供辅导与
咨询的服务。

日期 地点 内容

校外参访机构“Victim	Centre,	Bukit	Aman”-
参访学生和老师们与机构负责人合照。

校外参访“孝恩馆”-学生对于孝恩馆馆内的设备倍感兴
趣，而导览员也鼓励学生亲身体验一些设备的使用情形，

学生们都勇于参与。

校外参访“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师生与负责人合照。

校外参访机构“恩典青年中心”-师生与中心负责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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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青少年心理与辅导》资料展（7月10日—芙蓉振华中学）	

	 辅二课程中有一科《青少年心理与辅导》，任课的黄凯琳老师希望学生们在听课之余，学习如何运用所学，
故在课堂作业中安排了一场校园资料展活动，有关活动的主题有校园霸凌和性教育两大主题。

	 学生们除了需要准备所有展示的资料以外，还必须找寻展览单位（学校）、制作海报、现场布置以及资料讲
解等，一场资料展活动，让同学们获益良多。

10.2.4	 	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营”（5月28-30日）	

	 同侪辅导营是由辅导中心与辅咨系联合主办的一年一度，今年是第八届，主题为“一路有我，与你相伴”。

	 今年，系上的老师们担起了课程讲师的重任。为了让同侪辅导营的内容更丰富和扎实，营中共安排了6场讲
座。

《青少年心理与辅导》资料展-辅咨系学生为中学生讲解有关学校霸凌方面的资讯。

第八届同侪辅导营“一路有我，与你相伴”		
辅咨系全体学生和营员及部分工委拍照。

辅咨系

辅咨系

辅咨系

辅导中心

辅导中心

院外讲师

蔡苔芬主任

黄凯琳讲师

黄玲玲讲师

郭富美主任

郭富美主任
萧毅梅老师

梁耀文老师

基本辅导技巧

认识与觉察情绪

同理心与积极倾听

同侪辅导基本概念

情景演练&特殊课题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单位 讲师 讲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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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讲座——安排讲师提供讲座，支援招生处、文化推广中心、中文系、教育系

19/1

8/3（8.30-11.45pm）

11/3（10.00-12.00pm）

15/3（7.30-10.45am）

15/3（11.00-12.30pm
&13.10-14.40pm）

18/4

19/4（11.15am-2.45pm）

10/6（15.00-17.00pm）

20/6（7:50am-10:00am）

20/6（5:15pm-6:40pm）

27/6（2.30-4.30pm）

28/6（11am-1pm）

4/7

10/7

18/7

9/8

26/8

6/9

6/9

6/9

28/9

18/10（8.00-9.30am）

12/1

17/12（9.00am-4.30pm）

18/12（9.00am-4.30pm）

19/12

新院嘉年华

大山脚日新独中

劳勿中竞中学

沙巴崇正中学	

沙巴崇正中学

	
Ai	FM

雪隆中学华文教师培训营
(新院大礼堂)

万里茂华文小学/星洲日报
野新区学记13届《穿·叶》
生活营

SMK	Puchong	Utama	1

SMK	Puchong	Utama	1

砂劳越美里培民中学

砂劳越美里培民中学

锡米山华小

SMK	Bandar	Utama	(3)

SMK	Bdr	Damai	Perdana

尊孔独中

巴生中华独中

钟灵独中

钟灵独中

钟灵独中

海南会馆/坤成校友会

马六甲培风中学	

Ai	FM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Ai	FM		

郭富美：亲密、快乐、成长----谈有效亲子沟通技巧

黄玲玲：《如何辅导有心理问题的学生》

郭富美：谈校园亲密关系

蔡苔芬：《多元智能的理论与教学》

蔡苔芬：《班级经营》

郭富美：幼儿性教育

郭富美：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蔡苔芬：生涯规划——人生有梦

黄玲玲：生命教育：生命的究竟——生命的源起与终结

黄玲玲：生命教育：生命的珍惜——自杀与忧郁症

郭富美：教师如何教性教育+情绪管理+亲师沟通技巧

郭富美：如何培养行政人员团队

长大的感觉真好(Feeling	great	to	grow	up)

如果这就是爱—谈校园亲密关系
(Love	–	Intimacy	in	a	school	setting)

情绪及人际关系

亲密快乐成长----谈有效的家庭沟通

如果这就是爱—谈校园亲密关系

家，可以变得更好----谈家庭沟通

家，可以变得更好----谈家庭沟通

亲密快乐成长----谈有效的家庭沟通

路在何方---如何为孩子选择中学

《我家孩子怎么了？——把问号拉直！》

中学生的性教育（一）

《班级经营》

《学生辅导》

中学生的性教育（二）

日期 地点/单位 主讲者/	讲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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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系务与课程规划	

A.	咨询委员会会议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于2005年起成立了学术咨
询委员会，目的乃研究、讨论以进行课程定位、规
划、发展等与辅咨系息息相关的课题。委员会之成员
是由本系邀请辅导界资深或学有专长的委员4人及系
上的讲师担任。结合委员们的专业与经验，在上下半
年学期开始前或后，各召开一次会议，共谋系务之发
展。委员的任期为两年，辅咨系邀请了李志祥博士、
陈如湘老师、吴启铭老师与蔡美金老师担任2014年
至2015年的咨询委员会委员。本系已经于2014年4
月7日和12月15日召开一年两度的咨询委员会会议。

B.		学术顾问（Academic	 Advisor）,校外考委（Exter-
nal	Examine）	&	业界顾问（Industrial	Advisor）

·		学术顾问（Academic	Advisor）	
陈如湘博士（任期：2014年9月－2016年12月）

·			校外考委（External	Examiner）&	业界顾问	
（Industrial	Advisor）	
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创办人李志祥博士	
（任期：2014年9月－2016年12月)

C.	教学视察
	 学术顾问陈如湘博士于2014年10月27日（星期
一）至10月28日（星期二）到本系进行教学视察。
此次教学视察是为了评估本年度的教与学的历程，以
便持续及研发好的教学方案，不足之处则谋求改善，
从而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能。

D.	个案研讨会
	 为协助辅导中心辅导老师及实习辅导员强化辅导
知识与能力，由辅咨系全体讲师与辅导中心全体成员
联席，以个别方式、团体方式、个案研讨方式进行同
侪督导。（全年六次）

E.		心理咨商学士课程规划（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ounselling	Psychology）

	 配合升格为大学学院的课程设置，原2+2学分转
移课程将规划为120/126学分之3＋1荣誉学士学位，
已于2013年10月提呈学术部。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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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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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学员已进入第二
年的学程。截至2014年12月31日，学员总数20人，
名单如下：

10.2.8	 	工作坊

A.	《叙事咨商》工作坊（2014年7月27日至28日）
	 辅咨系为辅导相关科系的在籍研究生及社区辅导
工作人员提供叙事咨商培训机会，加强辅导工作者的
专业知识与助人技能。本系邀得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
学辅导与咨商学系林杏足教授担任此工作坊的讲师，
此工作坊的课程总时数为14小时。透过林杏足教授的
带领，让辅导工作者能够学习如何运用叙事咨商技巧
于实务工作中。

	 此工作坊共招收30名学员，分别为来自华文独
立中学的辅导主任、辅导老师、大专院校的辅导员、
小区辅导机构的辅导人员及在籍的辅导相关科系研究
生。

B.	《校园性侵害防治》工作坊（2014年8月2日）
	 为配合与树德科技大学合办课程《人类性学境外
硕士专班》的宣传，辅咨系与台湾性学会马来西亚分
会合办《校园性侵害防治》工作坊。此课程讲师为台
湾树德科技大学应用社会学学院院长林燕卿教授，课
程的总时数为7小时（1天工作坊），参与此工作坊的
学员为来自华文独立中学的辅导主任和辅导老师。

江泽鼎	 吴允芬	 吴富业	 李雪妮	 林明申
翁秀珠	 袁锦威	 张美娟	 张智玲	 梁婷婷
郭淑梅	 郭仪莲	 陈俊峵	 陈亿婷	 许媚纭
温一翰	 叶雪芳	 刘健顺	 杨育慧	 赖美芳

辅硕班学员们与彰师大辅咨系主任郭国祯教授	
（中排左三）合照。

辅硕班-课后的放松，是纾解压力的好方法，	
学员们邀请老师齐欢唱。

《校园性侵害防治》工作坊-林燕卿教授（站者）	
为学员们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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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现行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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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学院与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联办，大山脚
日新独立中学协办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第四届教育专
业文凭课程（校本）于5月27日正式开课，并于5月
28日进行签约仪式及开课典礼。此班共招收了48位
分别来自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槟城钟灵独立中学、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槟城韩江中学、太平华联中学、
怡保培南中学及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的老师。然
而，途中有数位老师申请休学和退学，截至2014年
12月份，实际的学员人数为44位。

B.			新纪元学院与居銮中华中学及峇株华仁中学联办以
中文为教学媒介语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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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第
三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
第三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2013年12月2日
正式开课，并于2013年12月4日进行签约仪式暨开课
典礼。共有41位分别来自新山宽柔中学和宽柔中学古
来分校的老师报读。

D.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第
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
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2013年12月4日
正式开课和举办开课典礼。此班级共招收了35位分别
来自新山宽柔中学、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和峇株华仁中
学的老师参与。

11.1.2	新开办班级

A.			新纪元学院与巴生滨华中学联办以中文为教学媒介
语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巴生滨华中学联办以中文为教学媒
介语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2014
年6月9日正式开课，并于同日进行签约仪式及开课典
礼。此班共招收了50位分别来自巴生滨华中学、巴生
兴华中学、关丹中华中学、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巴生
中华独立中学和安顺三民独立中学的老师。

B.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坤成中学联办以中文为教学媒
介语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坤成中学联办以中文为媒介
语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于12月8日
正式开课，并于当天早上进行签约仪式及开课典礼。
此班共招收了39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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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丹中华中学
的老师。

（十一）教育系

11.1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C.			新纪元学院主办、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协办以马来文
为教学媒介语第十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院办）

							
	 新纪元学院主办、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协办以马来
文为媒介语第十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院办）于12月
1日正式开课，并于当天早上进行签约仪式及开课典
礼。此班共招收了24位分别来自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麻坡中化中学、亚罗士打新民独
立中学、巴生中华独立中学、怡保培南中学、吉隆坡
尊孔独立中学、巴生滨华中学、大山脚日新独立中
学、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和关丹中华中学的老师。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坤成中学联办以中文为媒介语	
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开课礼大合照。

新纪元学院主办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协办以马来文为媒介语
第10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院办）开课礼大合照。



97

11.1.3	结业班级

A.			新纪元学院与巴生滨华中学联办以中文为教学媒介
语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巴生滨华中学联办以中文为教学
媒介语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的班级于
2014年4月至7月间完成“校外教学视察与督导”。

	 在完成校外视察后，共22位学员顺利通过本院
学术考核，获准毕业。毕业典礼于2014年8月24日在
新纪元学院B500大礼堂举行。获得林晃升成绩优异
奖的老师是陈美玲老师，而获得书券奖的老师是林子
慧、张嘉燕和许诗韵老师。每位顺利毕业的学员，都
获得“董总资助独中师资培训”的RM1000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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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联办以马来
文为教学媒介语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的
班级于2014年4月至7月间完成“校外教学视察与督
导”。

	 在完成校外视察后，共34位学员顺利通过本院学
术考核，获准毕业。毕业典礼于2014年8月24日在新
纪元学院B500大礼堂举行。获得林晃升成绩优异奖
的老师是SALMIHA	 BINTI	 KAMARUDDIN老师，而获
得书券奖的老师是黎国辉、严琴琴和ZURAIDA	 BINTI	
MOHAMMAD老师。每位顺利毕业的学员，都获得“
董总资助独中师资培训”的RM1000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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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联办以中文为
教学媒介语第三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的班级
于2014年4月至7月间完成“校外教学视察与督导”。

	 在完成校外视察后，共23位学员顺利通过本院
学术考核，获准毕业。毕业典礼于2014年8月24日在
新纪元学院B500大礼堂举行。获得林晃升成绩优异
奖的老师是刘慧盈老师，而获得书券奖的老师是李建
和、褚莉娟和陈秀梅老师。每位顺利毕业的学员，都
获得“董总资助独中师资培训”的RM1000津贴。

新纪元学院主办、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协办第十一届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开课礼大合照。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开课礼大合照。

D.			新纪元学院主办、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协办以中文为
教学媒介语第十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院办）

							
	 新纪元学院主办、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协办第十一
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院办）于12月8日正式开课，
并于12月9日早上进行签约仪式及开课典礼。此班共
招收了29位分别来自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太平华联中
学、金宝培元独立中学、江沙崇华独立中学、怡保培
南独立中学怡保深斋中学的老师。

E.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第
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
课程（校本）于12月1日正式开课，并于当天早上进
行签约仪式及开课典礼。此班共招收了40位来自新
山宽柔中学、笨珍培群独立中学、麻坡中化中学的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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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为了协助独中提升独中教职员的素质，开办了“校本培训课程”。本课程以密集方式上
课，协助学校在短时间培训教职员，以期提升他们在学校教学、行政上效能。全勤出席课程之学员可获颁校本培
训课程之出席证书。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在2014年一共开办了15场校本培训课程，相关培训课程如下：

11.2	 校本培训课程

2014年3月8日

2014年3月15日

2014年3月15日

2014年3月15日

2014年3月16日

2014年3月16日

2014年3月24日至
2014年3月25日

2014年5月10日

2014年5月10日

2014年6月12日至
2014年6月14日

2014年7月11日至
2014年7月13日

2014年10月11日

2014年12月17至
2014年12月18日

2014年12月29日

2014年12月31日

如何辅导学生的心理问题

新手老师培训：三年以下教学经验的老师
（教学技巧与迷思、班级经营）

资深老师培训：三年以上教学经验老师
（多元智能理论与教学、教师专业伦理）

新手老师培训（马来文/英文）
（教学技能、	教学法）

我们如何做教师（中文）
（新手老师培训）（学做教师、一堂好课、
情绪与班级管理）

我们如何做教师（英文）
（新手老师培训）（学做教师、一堂好课、
情绪与班级管理）

先把握自己，后教书育人（教师心理健康、
情绪与心态管理、班级管理、一堂好课）

教学视导

教师伦理

学校行政人员培训

课程设计

教学评量

班级经营和学生辅导

班级管理

新手老师校本培训课程

开办时间 校本培训课程主题 师资 地点
黄玲玲讲师

王淑慧博士

蔡苔芬博士

Mr	Teh	Hang	Leng

王淑慧博士

Mr	Teh	Hang	Leng

王淑慧博士

王淑慧博士

张喜崇老师

谭光鼎教授

何希慧副教授

梁怀蔚讲师

蔡苔芬博士

王淑慧博士

梁怀蔚讲师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沙巴崇正中学

沙巴崇正中学

沙巴崇正中学

山打根育源中学

山打根育源中学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砂拉越诗巫省华文独
立中学董事联合会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董总课程局

巴生滨华中学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槟城韩江中学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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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一年一度的“教育专业培训委员会议”	
（旧称：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咨询委员会会议）于
2014年3月21日，在新纪元学院教育系会议室举行。
本会议委员包括莫顺生老师、邓日才校长、李宽荣校
长、李斯胜博士、叶天送副校长和新加入的成员，曾
庆方主任；本院代表成员为王淑慧主任、张伟隆助
教、叶俊杰讲师、叶姿汕助理高级执行员和史珍妮执
行员。

	 此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报告教育系2014年的进展
与2015年的工作计划和对师资培训未来发展的建议。
此外，此会议也通过重新命名“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咨
询委员会”，并更改至“教育专业培训委员会”。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于2014年进入
第五个年头。对于整体的课程来说，是比较趋向稳定
发展、成熟的阶段。目前本系“对外汉语专业文凭课
程”的学生人数共有27人。本年度课程共开设了3学
期，即4月份学期、8月份学期及12月份学期。

	 本系二年级学生于2014年1月20日至2014年3
月14日到印尼日惹进行教学实习。在实习期间实习生
除了努力教学外，也肩负协助当地的华教机构推动汉
语与中华文化活动。

	 本系于今年共有7位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通过本
院学术考核，分别获准参与第十五届春季及秋季毕业
典礼。毕业后，教育系也积极与系友保持联系。共6
位学生到中国及台湾升学，分别为黄文媛及许栗娴同
学到华东师范大学；韦拉宛及张万霖同学到华中师范
大学；张淑薇同学到浙江大学和何启业同学到台湾铭
传大学升学。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于2014年进入第五
个年头。目前本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
人数共有32人。本年度课程共开设了3学期，即4月
份学期、8月份学期及12月份学期。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与国外专才进行交流，并能够
了解国外幼教领域的发展与情况，本系于8月份学期
邀请了来自台湾弘光科技大学的张斯宁副教授担任客
座教授，负责讲授“幼儿教学概论”及“幼儿观察与
评量”课程。

	 本系二年级学生于2014年1月13日至2014年3
月7日到印尼万隆进行教学实习。在实习期间实习生
除了努力教学外，也肩负协助当地的华教机构推动汉
语与中华文化活动。

	 本系于今年共有22位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通过
本院学术考核，分别获准参与第十五届春季及秋季毕
业典礼。为学习更多幼教专业知识本系5位毕业生选
择到海外深造，分别李倩颖同学到台北市立大学；刘
颖、关嘉秀及颜家豪同学到新竹教育大学和徐嘉发同
学到树德科技大学升学。

	 新纪元学院与吉兰丹华校董事会联合会联办
2014年和2015年幼儿教育短期培训课程于2014正式
开办。幼儿教育短期培训课程共设置6门课程，每门
课的上课天数为5天，共42小时，在2014年12月和
2015年的5，9，11/12月学校假期完成面授课程。
此课程一共有30位来自幼儿园的幼教教师参与，分别
是：启文幼儿园、中正幼儿园、培植幼儿园、Kinder	
land幼儿园、中华幼儿园、小天使幼儿园、培实幼儿
园、育英幼儿园和奕阳幼儿园。

	 新纪元学院莫顺宗院长、公关处吴振声主任和教
育系王淑慧主任于2014年12月7日前往吉兰丹，参与
了开课礼和拜见了吉兰丹华校董事会联合会的黄博谆
主席。此外，教育系张溧芳老师也于2014年12月7日
至14日，任教幼儿教材教法和班级经营与行为管理。

11.4	 教育专业培训委员会议

11.5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11.6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1.3	 	2014年和2015年幼儿教育短期
培训课程

“教育专业培训委员会”大合照，左起为曾庆方主任、	
叶天送副校长、邓日才校长、莫顺生老师、李宽荣校长、

李斯胜博士和王淑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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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学术著作发表
A.			王淑慧

11.7.2	座谈会/专题讲座

·	教育系于2014年7月14日邀请台北市立大学何希慧
副教授向教育系师生讲授“班级经营”。
·	教育系张溧芳老师于2014年6月22日前往沙登弈阳
幼儿园主讲“用故事喂养长大的孩子之绘本应用”。

11.7.3	研究计划

·	莫顺生著、新纪元学院教育系编：《马来西亚教育
史与华教的发展》，预计2015年出版。
·	王淑慧、叶俊杰、张伟隆编：《槟城孔教会中华中
学校史》，预计2015年出版。
·	王睿欣著：《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
批判》，2015年即将出版。

11.7.4	幼教研讨会

	 由新纪元学院教育系主办、教育系系会联办、绿
洲幼教中心协办的“2014年幼教研讨会”于2014年8
月16日（星期六）举办。本会议主题为“幼小衔接的
现况与迷思”。共有80位的幼儿园园长、教师、及学
生出席此项会议。

	 本系所主办的幼教研讨会，邀请了马来西亚前联
邦督学蔡永祥先生、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儿童家庭与服
务系李淑惠主任及台湾弘光科技大学幼儿保育系张斯
宁主任针对马来西亚及台湾“幼小衔接”的课题进行
主讲；此外，亦邀请了张溧芳、陈汉梅、连瑞盈、汤
翔兰、李淑仪、叶桂婵及邓淑莹讲师分别针对“幼儿
学习的学术现象与游戏本质的矛盾”、“主题课程的
建构与创意思维”、“幼小衔接的社会心理、行为与
情绪历程”进行主讲。

B.			王睿欣

C.			叶俊杰

D.			张伟隆

E.			张溧芳

11.7	 “学术/学生活动”

马来西亚独中教师在
职培训的现况及其培
训路径选择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
师的在职培训--以新
纪元学院提供之课程
为例

重重障碍造就的独中
生竞争力

教师在职进修:马来
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
经验

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
交流路径

对外华语教师培养中的境外
教学实习之探讨——以马来
西亚新纪元学院对外华语教
育专业为例

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
翻译法之反思——以教学实
录为基础的分析

从马来语习得的文化适应模
式透析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
认同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法教学
的情景化探讨

“马铃薯”与“土豆”——
浅谈马、中华语生活用词的
不同

年年岁岁“节”相似，岁岁
年年“俗”不同——小议
马、中传统节日习俗的不同

从“垃圾”说起	——谈谈汉
语发音的不同

从“习大大”到“Xi	
Dada”——浅谈英语对汉语
词汇的借用

从“Mini	skirt”到“迷你
裙”——浅谈汉语对英语词
汇的借用

马来西亚“中华学堂”之
探析

马来西亚对外汉语教学的课
程发展与展望——以新纪元
学院为例

马来西亚“中华学堂”之
探析

马来西亚对外汉语教学的课
程发展与展望——以新纪元
学院为例

主题创意教学之策划与实施

台湾暨南大学	2014科技社会
中课程与教学变革研讨会

2014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第三
届教育创新暨十二年国教教
育竞争力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华人研
究回顾与再探学术研讨会

《台湾教育评论月刊》，第
三卷第十一期（2014）

2014对外华语人才培
育国际研讨会—合作
开创大未来

2014年世界华文教
育论坛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
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
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报

《星洲日报》2014年
3月11日活力副刊

《星洲日报》2014年
3月18日活力副刊

《星洲日报》2014年
3月25日活力副刊

《星洲日报》2014年
11月18日活力副刊

《星洲日报》2014年
11月25日活力副刊

2014年世界华文教育
论坛

2014年世界华文教育
论坛

2014年世界华文教育
论坛

2014年世界华文教育
论坛

新纪元学院2014幼教
研讨会

主题

主题

主题

主题

主题

期刊/论文集

期刊/论文集

期刊/论文集

期刊/论文集

期刊/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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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台北市立大学来访

	 台北市立大学于7月20日至24日，由台北市立大
学的邱世明副教授带领9位学生到本院进行学术交流。
期间，教育系及教育系系会共同接待台北市立大学师
生到士毛月中华人文碑林、吉隆坡华人街、马六甲、
芙蓉中华中学进行参访，同时，也安排张伟隆助教主
讲“华教历史讲座”，以让远道而来的台湾学生更了
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文化。

11.7.6	参观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成果展

	 本系叶俊杰讲师于2014年5月7日带领41学生应
邀到诺丁汉大学参观教育学院毕业生成果展。在参访
时，学生主动了解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所呈现
之作品，并参与其设计之游戏活动，从中体验课堂外
的教育理论知识。

11.7.7	应届毕业生成果展

	 本系7位应届毕业生于2014年11月12日至2014
年11月13日举办“2014年新纪元教育系应届毕业生成
果展”以展示	2年半在校所学习之成果。应届毕业生通
过游戏、图片、教具等方式呈现，向观众展示他们作
品，让观众了解“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课程”及“幼儿
教育专业课程”的课程内容。

11.7.8	北京实习计划

	 本院与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于2014年7月5日
至7月19日联办“北京高校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到马来西
亚实习活动”，并于7月5日举办开课典礼及7月19日
举行结业典礼。本次共有39位实习生参与此项计划，
当中24位分别派往10所独中（巴生滨华中学、麻坡中
化中学、笨珍培群独立中学、芙蓉中华中学、太平华
联中学、曼绒南华独立中学、安顺三民独立中学、大
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槟城钟灵（独立）中学、双溪大
年新民独立中学）及15位在本院进行实习。

11.7.9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与联营出版（马）有
限公司联办“加妤创作分享会”

	 教育系与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
29日在新纪元学院为“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的二年级学生刘泇妤举办“加妤创作分享会”。泇妤
从小就开始喜欢写作，于2011年开始创作青春小说主
要以校园爱情为主题，后于2012年开始转战创作奇幻
小说，并于2014年7月份出版了第六本小说《双生王
子之鬼魂的复活》。

11.7.10		汉语诵读比赛

	 本系与教育系系会于2014年5月30日至6月25日
联办“汉语诵读比赛”，共32位分别来自教育系、媒
体系及中文系的学生参与比赛。经过筛选，共有10
位学生：张泽、许诗敏、邓琳、尹祯、郑萱荟、房雪
妮、陈矜妤、许琼满、李珮祯及刘泇妤获得参与决赛
资格。决赛于2014年6月25日进行，邀请了教育系王
淑慧主任、王睿欣讲师、张溧芳讲师、中文系罗志强
讲师及媒体研究系欧阳靓凌讲师担任决赛的评审员。
经过激烈的比赛，最终房雪妮同学获得一等奖。

幼教研讨会开幕礼大合照

应届毕业生成果展

汉语诵读比赛获胜者大合照

11.7.11		教学基本功比赛

	 本系与教育系系会于2014年9月17日至10月15日
联办“教学基本功比赛”，获得教育系全体学生呈交
教案参与比赛。经过筛选，共有10位学生：覃欣、陈
矜妤、黄慧娴、吕珍玲、官丽虹、叶威利、吴绍宁、
赖金子、周莉莲及薛佳艳获得参与决赛资格。决赛于
2014年10月15日进行，并邀请了教育系王淑慧主任、
叶俊杰讲师、张溧芳讲师及孙爱云讲师担任决赛的评
审员。经过激烈的比赛，最终黄慧娴获得一等奖、叶
威利及官丽虹获得二等奖。



102

	 台湾参访团主办单位为马来西亚机器厂商总会，	
联办单位为新纪元学院。为了踏实建设“Fom	 Era	
Vocational	 Academy	 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我们
在今年六月份，组团到台湾参访7所技职体系高等院
校，不仅进行交流，也参观配备和观摩管理模式等，
发现台湾在设备方面虽不如我国，可是在內涵思考及
思维，以及教育方针等方面，却远超过我国。我国的
技职学校如果在课程内容和教育内涵上不全力加强，
将无法真正培训出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为推广技职教育课程，今年本部教职员们的配合
下，为全国多所中学的学生举办超过15场技职教育
工作坊及技职说明会。受益的中学包括马六甲育民中
学、霹雳江沙崇华独中、马六甲公教中学、加影育华
中学、、吉隆坡中华国民型中学、巴生中华国民型中
学、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巴生滨华中学、巴生光华
独中、巴生中华独立中学、巴生兴华中学、SMK	 Seri	
Kembangan、SMK	 Engku	 Husian。技职教育工作坊
及讲座的目的是要让学生们多了解各技术领域的课程
和培养他们的兴趣。

	 今年12月，本部举办两天一夜的第二届技职教育
体验营《技职的力量》，成功吸引80位中学生参与。
此体验营的宗旨是为了增进中学生对未来职业及技职
教育的认识，和启发中学生对学习技能的兴趣。

	 为了让本地华社中小企业做好准备迎接2015年4
月开始推行的马来西亚GST消费税，本部在今年内与
ITS工业培训及服务有限公司、乌鲁冷岳中小型企业
公会、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总会SMI、HRDF等联办
了多项大马消费税中文研讨会和培训工作访。主要对
象是制造业与零售业的财务、采购、销售、物流、人
事、营运和行政主管，尤其是企业老板更应该一起了
解消费税带来的改变和影响。

（十二）推广教育部

12.1	 马来西亚机器厂商总会台湾参访团

12.2	 技职说明会与工作坊

12.3	 举办第二届技职教育体验营

12.4	 GST消费税企业培训和讲座会

拜访和参观国立东势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技职教育讲座会–	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妇女组

第二届技职教育体验营《技职的力量》结束前，	
大家来张团体照

《大马消费税中文研讨会》新闻发布会	-	左起为颜丰平、张
海山、莫顺宗院长、李泉氚主任以及黄承业。

拜访和参观台北市立南港高工

技职教育工作坊	–加影育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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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今年开办了多项HRDF短期在职培训课程包括董总高阶MS	 Excel内部培训、GST大马消费税企业短期培
训、HRDF赞助City	&	Guilds	顾客服务短期培训课程等。

12.5	 HRDF与企业短期培训课程

与乌鲁冷岳中小型企业公会联办大马消费税中文研讨会

City	&	Guilds	顾客服务短期培训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