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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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部
1.1

简介

新纪元学院自2010年8月1日成立行政部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主要任务是襄助院
长、副院长办理各项校务行政工作，以及管理与协调
其属下10个部门——公关处、国际交流处、国际学
生事务处、学生事务处、招生处、庶务处、政府事务
处、图书馆、电脑中心、辅导中心以及文化推广中心
之业务推展，以提升校区行政效能。故就功能而言，
行政部兼具“执行者”与“沟通者”之双重角色。
行政部的业务包括：召开与主持相关行政事务

会议、行政单位公文审核、跨单位综合事务协调与联
系、各项筹款活动之规划与推动，以及其他重大校务
发展计划等。此外，行政部积极推动华文教育及推广
中华文化活动，鼓励学生报考华文与珍惜学习母语的
机会 。
行政部成立至今，在推动校务工作上，秉持“教
育为主、行政为辅”之原则，致力于提升学校行政服
务质量、改进行政单位公文处理流程、协助推动校务
发展，并充分支持教学及研究单位。

行政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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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处
2.1

教职员报告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学院共有全职及合约教
职员146人，其中全职及合约学术人员共有63人，行
政人员83人；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的全职与合约教职
员有103人，约占教职员总人数70.5%。
为配合学院升格的大方向，学院在2014亦致
力保持具硕士、博士资格学术人员的百分比。截至
2014年12月31日，院内具博士资格的全职及合约学
术人员共有14名，大约占学术人员总数的22.2%。

2.2

培训

为了配合ISO的作业系统要求，学院邀请了ISO
顾问邱郁霖先生于2月28日为院内内部审核员进行培
训。此培训的目的是培训新的内部审核员，以便让他
们有足够的内部审核知识以进行内部部门审核。

内部审核员进行模拟内部审核，ISO顾问给予指导。

除此之外，为了让新进教职员了解本院的
ISO9001:2008作业系统，学院于3月3日邀请ISO顾
问邱郁霖先生给予新进教职员ISO内部培训，一共有
23位教职员参与培训。教职员可以通过此培训获得关
于ISO的知识，也可以按照ISO作业系统来进行相关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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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人事处于6月23日至 6月24日安排了“Advance
EXCEL 2010 for Practical Business Applications”内
部培训课程，一共有27位教职员参与。此培训的目的
是让同事们了解Excel 2010的各项功能，以便让同事
们具备相关的知识后可以使用Excel 2010来加强工作
效率，也可以在更快的时间内完成工作报表。

“Advance EXCEL 2010 for Practical Business Applications”讲员为教职员讲解并在电脑室进行练习。

为了让同事们能够更加认识及了解新纪元学院的
背景，人事处也于6月27日及7月24日为教职员安排
「新」故事研习班，第一场有29位教职员参与，第
二场有18位教职员参与。此研习班的主讲者是本院行
政部主任叶汉伦先生，此研习班以历史故事、影片及
经验分享进行，希望通过观察、分析、归纳及重述新
纪元的故事后，可以让教职员凝聚新的共识，建设多
元开放的新纪元，从而由内而外发挥新纪元精神。每
位参与者也必须在上完课后交上至少五百字的心得报
告，给予个人的一些心得与回馈。

参与ISO培训的教职员必须接受考核，
确保已获得相关的ISO知识。

为了加强行政人员的英语水平，人事处为教职员
举办了两项英文内部培训课程，即“Communicative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 ”及“Business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这两项培训内容包括英文会话及
写作，除了练习英文发音，也学习英文语法、接听电
话技巧，书写会议技巧及纠正电子邮件书写的错误等
等。

在3月10日至11日，人事处为讲师们安排
了“Enhance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ssessment
and Feedback”内部培训，一共有30位讲师参与此培
训。此培训的目的为加强教学素质，让讲师们进一步
了解各种测量与设考卷的技巧，也从中了解如何更有
效的与MQA的课程目标连接，讲师们也可以对学生的
学习进度进行更有效的测量与评估。

“Communicative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内
部培训分成两组进行，第一组在29/4/14至24/6/14
进行参与的教职员为24人，及第二组在2/10/14至
25/11/14进行，参与的教职员为18人。“Business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内部培训则只有一组，
于13/10/14至8/12/14进行，参与的教职员为14
人。这两项英文内部培训上课时数都是30小时。

第一组“Communicative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Business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学员与
讲师大合照。

第二组“Communicative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除了内部培训课程，人事处也安排教职员参与多项外部培训。以下为学院在2014年举办或安排教职员参与的
各类培训课程及研讨会：

日期

课程名称

7-9/1/14

High Impact Journal Writing and Publishing

外部培训

3

18-19/2/14

MPERS-An Overview and Practical Approach

外部培训

1

28/2/14

IQA Training

内部培训

8

3/3/14

ISO Awareness and Interpretation Course

内部培训

23

6-7/3/14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外部培训

1

10-11/3/14

Enhance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内部培训

30

18/3/14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外部培训

1

24-26/3/14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with R(I)

外部培训

1

14-15/4/14

Essentials Presentation Skills For Effective Delivery Workshop

外部培训

4

29/4-24/6/14

Communicative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

内部培训

24

3-5/5/14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Counselling

外部培训

1

9/6/14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外部培训

2

23-24/6/14

Advance EXCEL 2010 for Practical Business Applications

内部培训

27

27/6/14

「新」故事研习班

内部培训

29

24/7/14

「新」故事研习班

内部培训

18

2/10-20/11/14

Communicative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

内部培训

18

13/10-8/12/14

Business English At The Workplace

内部培训

14

13/10-17/10/14

Android Development

外部培训

1

23/10-25/10/14

The 10th Malaysia Chinese Community Counselling Conference

外部培训

1

7/11/14

Autocount GST Workshop

外部培训

2

10-14/11/14

Comp Tia A+

外部培训

1

17-18/11/14

Fixed Assets Management & Tracking Systems

外部培训

2

22-24/11/14

The 6th Malaysia School Teachers Counselling Conference

外部培训

2

在这些内部及外部培训之中，学院向人力资源机构取回共约马币五万令吉的培训基金。

培训类别 参加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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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事务处
3.1

部门简介

政府事务处（Government Relations Office）成
立于2009年4月1日，此部门主要的任务是处理新纪
元学院与政府有关单位的相关事务，这些单位包括马
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教育部（Ministy of Education）
、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erbadanan Ta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 PTPTN）与马来西亚移民局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Malaysia）。这些事务
包括处理MQA课程认证申请、高等教育基金贷学金、
申请招收外国学生准证等。
新院所开办的课程皆须申请开办准证及认证，以
符合高等教育法令的规定。故此，政府事务处须不时
与新纪元学院各部门配合、协调与保持密切的合作，
以确保院方提呈政府部门的文件准备妥善，符合各单
位所设定的条规。
此部门的角色与功能包括：
a. 策划、督导、协调、执行及处理与政府有关单位的
相关事务，使新院与政府单位保持良好互动，合作
顺畅。
b. 联 系政府部门如MQA、高等教育部等单位，呈交
课程申请开办、课程认证工作、教师准证申请、学
院准证申请与更新、外国学生准证申请、PTPTN临
时认证申请、接待政府部门来访及出访政府部门等
等。
c. 确保各项课程获得高教部的认证，以符合新纪元学
院升格为大学的条件。
d. 收集、整理及草拟有关当局所需的资料与文件。

3.2

2014年部门工作简报

3.2.1 升办大学事项
•升办大学申请已于 2010年7月21日提呈高教部。
•2011 年6月和12月再补交文件。
•2012年2月9日到访高教部作升格大学学院汇报。
•2013年8月19日再次呈交升格大学学院文件（等候
审核）。
•2014年5月30日获取成立大学学院批准信函。

3.2.2 新课程申请 (新课程中文名称待拟定)
•Bachelor of Science(Hons)Finance and Accounting
•Bachelor of Arts(Hon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chelor of Science in Network Technology
•Bachelor of Scienc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Arts(Hon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Immersion Course (EIC)

3.2.3 获得MQA课程办学素质认证
·中国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in collaboration 2+2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A 10808)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士课程(学分转移2+2)
Taiwan Degree Transfer Programme in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Psychology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A 9586)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10765)
·台湾铭传大学广告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Advertising)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A10766)
·台湾铭传大学新闻学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Journalism)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A 10767)
·台湾铭传大学广播电视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Radio & TV)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A 10768)

3.2.4 课程准证更新
·美术与设计大学基础课程
Foundation in Art & Design(A10611)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士课程(学分转移2+2)
Taiwan Degree Transfer Programme in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Psychology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A 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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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申请招收国际学生执照
•政府事务处已于2014年5月26日获得招收国际学生
执照更新。
•申请招收中国籍国际学生

3.2.6 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
课程获得开办准证（Approval）后，新院可向高
教部申请临时认证（Provisional Approval, PA）。获
得临时认证后，新院学生便可以向国家高等教育基金
局（Perbadanan Tabung Pengajian Tinggi Nasional,
PTPTN）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贷款（PTPTN）。一
般上，由政府事务处与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联系，跟
进申请贷款的程序。
目前，本院共有18项课程可让学生申请PTPTN
贷款, 包括：
商学系Business Studies Dept
1.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
BA (Hon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0
Programme
2.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
BSc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0 Programme
3.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Accounting

资讯工艺系IT Dept
1. 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Web Development
3.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Commerce
戏剧与影像系Drama & Visuals Dept
1.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Drama and Visuals
教育系Education Dept
1.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2.7 私立大专审核
•
•

2014年7月10日，教育部来访审核。
2014年9月10日，接受国际学生准证审核。

媒体研究系Media Studies Dept
1. 新闻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Journalism) (2+2)
2.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Radio & TV) (2+2)
3. 广告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Advertising) (2+2)
4.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Media Studies
美术与设计系Art & Design Dept
1.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Visual Art
2.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3.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4.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Fashion & Textil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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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关处
4.1

公关事务

公关处主要负责校外机关、社团、学校、媒体之
联系与沟通，旨在建立重要公众关系与良好维持关系
之延续。此外，公关处亦负责《新光杂志》的发行、
筹募及接领捐款事宜。

4.1.1 接待来访单位
出访日期：2014年2月17日
来访单位：马来西亚中医学院
接待人员：院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叶汉伦、学术部
副主任Azizan、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助理
吴咏芩
交流事项：加强双方领导、教师及专家等有关方面的
互访与互助，促进双方学术交流与发扬中
华文化，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出访日期：2014年8月14日
来访单位：《南洋商报》（华商广告）
接待人员：院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
助理吴咏芩
交流事项：加强与新纪元学院合作，并于校园内宣传
电子报进行讨论。

4.1.2 出访与交流
A. 走入中学
拜访各源流中学，并向董教职员汇报新纪元学院
发展概况、课程与收费、奖贷学金、师资培训课程，
以及联办活动，加强新院与独中的关系。
出访日期：2014年3月5日
出访学校：麻坡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出访人员：商学院讲师谢福强、商学院讲师蔡来宝、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陈六使研究所执行员
陈淑芬
出访目的：联 办2014年第一场“陈六使人文社科普
及讲座”。
出访日期：2014年8月8日
出访学校：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拜访及汇报本校发展近况以及未来办学计
划。
出访日期：2014年8月8日
出访学校：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拜访及汇报本校发展近况以及未来办学计
划。
出访日期：2014年8月11日
出访学校：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公关处主
任吴振声、教育系助理高级执行员叶姿汕
出访目的：拜访及汇报与交流，探讨合作开展师资培
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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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2014年9月13日
出访学校：马六甲培风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电脑中心主任梁帏雄、庶务
处主任王声宾、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拜访及考察一卡通系统以及招生。
出访日期：2014年9月13日
出访学校：马六甲培风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电脑中心主任梁帏雄、庶务
处主任王声宾、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拜访及考察一卡通系统以及招生。
出访日期：2014年11月18日
出访学校：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出访人员：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院长莫顺宗 、公
关处主任吴振声、招生处助理高级执行员
萧维深
出访目的：拜访及汇报学校境况与交流。
出访日期：2014年11月19日
出访学校：怡保培南独立中学
出访人员：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院长莫顺宗、公
关处主任吴振声、招生处助理高级执行员
萧维深
出访目的：拜访及汇报学校境况与交流。。
B. 拜访社会团体、教育单位
拜访各社会团体、教育单位及机构，与各界保持
联系与互动，为新纪元学院开创更多资源。
出访日期：2014年1月2日
出访单位：武来岸（Broga）新村村长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庶务处主任王声宾、公关处
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拜 访 及 邀 请 村 委 号 召 村 民 出 席 与 支 持
2014年新纪元学院义卖嘉年华。
 访日期：2014年1月10日
出
出访单位：全国老友联谊大会
出访人员：学生事务处主任颜彣澔、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拜访及推售RM20,000 的2014年嘉年华
固本。
出访日期：2014年4月24日
出访单位：巴生中华总商会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公
关处主任吴振声、终生教育处协调员颜丰平
交流事项：拜访与双方计划联办“大马制造业消费税
中文研讨会”事宜。
出访日期：2014年4月28日
出访单位：霹雳中华总商会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公
关处主任吴振声、终生教育处协调员颜丰平
交流事项：拜访与双方计划联办“大马制造业消费税
中文研讨会”事宜。

出访日期：2014年6月3日
出访单位：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出访人员：行 政部主任叶汉伦、美术与设计系主任
兼讲师Ambrose Poh Teik Huat、公关处
主任吴振声、院长室特别项目协调员陈秀
芳、公关处助理吴咏芩
交流事项：参访史料馆历史走廊及进行交流活动。
 访日期：2014年6月18日
出
出访单位：甘尚武先生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财务处主任沈丽燕、公关处
主任吴振声、公关处助理吴咏芩
交流事项：汇报本校发展近况以及未来办学计划。
出访日期：2014年7月7日
出访单位：宋谦买先生
出访人员：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助理吴咏芩
交流事项：汇报本校发展近况以及未来办学计划。
出访日期：2014年7月25日
出访单位：乌鲁冷岳文物馆
出访人员：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所长文平强、公关
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拜访乌鲁冷岳文物馆馆长李成金老师，商
谈共同出版地方志。
出访日期：2014年8月12日
出访单位：吉兰丹州华校董事教师联合会
出访人员：院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公关处
主任吴振声、教育系助理高级执行员叶姿汕
交流事项：拜访及汇报本校发展近况以及未来办学计
划。
出访日期：2014年11月18日
出访单位：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主席胡万铎 & 霹雳南大
校友
出访人员：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院长莫顺宗、公
关处主任吴振声、招生处助理高级执行员
萧维深
交流事项：拜访及汇报学校境况与交流。
出访日期：2014年11月19日
出访单位：潘斯里李梁琬清的儿子拿督李顺贤
出访人员：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院长莫顺宗、公
关处主任吴振声、招生处助理高级执行员
萧维深
交流事项：拜访与汇报学校境况及讨论大礼堂命名事
宜。
出访日期：2014年11月20日
出访单位：黄迓茱女士
出访人员：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院长莫顺宗、公
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拜访及汇报学校境况以及黄迓茱活动中心
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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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单位/个人

捐赠用途

数额 (RM)

31/7

已故方婵叶女士 新纪元学院贷
学金

50,000

5/8

加影工艺城盂兰 新纪元学院贷
勝会
学金

10,000

9/10

八打灵再也国际 新纪元学院贷
狮子会
学金

15,000

20/10 吉隆坡雪兰莪彭 新纪元学院贷
亨树胶公会
学金

10,000

A. 新纪元学院校务发展基金

序 单位/个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数额 (RM)

黄大樑
100,000
甘尚武
50,000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10,000
雪隆广肇会馆      
10,000
已故傅文明夫妇
10,000
纪念已故周门黄玉华老太夫人     
6,000
Hup Hup Sdn Bhd
5,000
罗秋雄                       
5,000
蕉赖斯嘉镇盂兰勝会         
4,000
林卓容                   
3,000
Ong Sui Leong (Sin Swee Kee Motor)
3,000
Pascal Control Sdn Bhd
2,500
林炳洪                                  
2,000

B. 新纪元学院建设与发展基金赞助人

序 单位/个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万源兄弟有限公司                        
丹斯里拿督陈金火局绅                    
欧阳家族会                              
纪念已故周玉珍女士                      
吴仰城                                  
谢和成                                  
戴华美                                  
卢金峰                                  
LIM CHIN WAH
九皇爷安邦南天宫

数额 (RM)
5,000
5,000
5,000
5,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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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宣传、联办与筹募活动
A. 2014年新纪元学术教育展暨美食嘉年华会
2014年新纪元学术教育展暨美食嘉年华会于1
月19日（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3时在本校盛大
举行，并获得各单位以及当地居民热烈响应，吸引了
约三千人出席，挤得水泄不通连呼过瘾，场面非常热
闹！
本届嘉年华荣幸邀请到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
担任开幕嘉宾。当天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暨史里
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代表邱金明、加影州议员李
景杰及星洲日报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高级经理刘崑
昇。2014年嘉年华分为四个区域，即美食区、表演
区、竞技区及教育展览区。其中，设于户外的美食
区，除了有多个食物摊位，售卖各式自制熟食、烧
猪、台湾小吃、摇摇冰、天下第一辣、点心、年货
（柑、年饼、装饰品）、甜品、农产品、各式糕点、
日本料理，同时现场也有教导陶瓷拉坯、义卖春联、
手工艺品及日用品等。
此外，本届更邀请Astro本地圈艺人颜慧萍及赵
洁莹前来为大家带来了多首动听好歌，与大家共襄
盛举。同时，还有988开心车队与民众接触玩游戏及
赢取丰富奖品，让民众不仅有得玩、有得吃，还可赢
奖。此外，本届年义卖嘉年华共筹获RM 122,812.75
并达到筹款目标，将纳入 “新纪元大学教育基金”筹
款，让更多华裔子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改变他们
的未来。
B.电影“狮神决战”导演-梁智强以及演员与新纪元学
院影迷交流会
新纪元学院与双盈公关策略公司于2月18日举
办“狮神决战”影迷交流会，荣幸邀请到著名导演梁
智强以及剧中演员前来与影迷见面交流。此交流会主
要内容是梁智强导演分享演艺生涯心得、演员分享拍
戏心得、演唱主题曲及插曲。同时，梁智强导演会予
学生短片作品及评析。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的同学也
参与交流，并与演员们切磋演技。
C.于培华独中举办陈六使社会科普讲座
3月14日，新纪元学院与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联合举办陈六使社会科普讲座，于利丰港培华独中举
行，讲座主题为“金融与股票” ，并邀请到新纪元学
院商学院的蔡来宝讲师以及谢福强讲师为学生开讲，
深入浅出的讲解货币、股票、国家经济等等课题。约
100位出席同学皆来自高中商课班的学生。
D.捐血运动
新纪元学院与国家血库中心联办，于2014年4月
22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4时，在新纪元学
院学生活动中心（UG Hall）举办捐血运动。这场捐血
运动吸引近百名“ 热血”人士热烈响应，包括新院学
生、职员以及公众人士参与，共筹获155包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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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隆雪梅州总会与新纪元学院携手举办大型民系风情
歌舞《客家意象》
吉隆坡暨雪兰莪梅州总会与董教总新纪元学院携
手举办大型民系风情歌舞《客家意象》，于2014年4
月26日（星期六）及27日（星期日）假马华大厦三
春礼堂盛大演出，为观众提供现代的视听震撼及无以
伦比的民俗风情文化体验。
汇演得到各界的鼎力支持，两晚的演出共吸引约
3000名来自全马各地的客家乡亲捧场，文化交流之
余更联系着马中两国的客家乡情。大会邀请到马华总
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担任开幕嘉宾；谭志江先生代表
大会主席丹斯里古润金出席开幕典礼。
隆雪梅州总会总会长兼筹委会主席邹寿汉致词时
表示，为欢庆马中建交40周年而发起这场文化交流飨
宴，拥有客家籍贯的文化魅力。此外，为感谢董教总
新纪元学院的给予各方面的鼎力协助，中国梅州赴马
文化交流团代表李伟金赠送一部完整收录791首广东
汉乐的《广东汉乐曲库》于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
《客家意象》也获得马新两国多个客家总会一同
联办和推广，以及全马各地区客家属会的参与协办。
并由云手制作担任策划执行单位；星洲日报和爱FM
为媒体伙伴。此外，为促进马中两国的友好关系，
演出单位特别穿插本地演员共同呈献一段交流演出
《Rasa Sayang》，并改编成客家歌词，更显共鸣。
此汇演让各籍人士有机会面对面的现场欣赏客
家歌曲之风采与魅力。客家歌舞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
一环，要发扬和推广，有赖各地客家团体的技持和协
助。同时增进马中两国客家人互信与互动，达到文化
交流心连心，客家山歌系乡情。
F. 林春发新书 -- 《是谁，让你闲不下来？》分享会
2014年4月3日，新纪元学院荣幸邀请到元生基
金会林春发先生莅校，于新院社团干部培训营提供一
场分享会。《是谁，让你闲不下来？》一书是林先生
的第三本作品，书内收藏有111篇转念哲理的生活小
故事。此次分享会，他慨赠新纪元学院100本新著，
与学生们分享创业经验，以及生活中领略的人生态
度，并以问答方式分析学生所面对的问题，他则以个
人经验分享。分享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
G. 安一辉“山水之道”讲座
于6月14日，新纪元学院邀请到来自中国三峡大
学艺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的安一辉老师莅临，为美
术与设计系的同学开讲，主题为“山水之道”。在美
术与设计系骆孝源老师的安排下，共有近50人出席这
场讲座会，当中大部分为新院学生以及一些来自外界
的水墨画爱好者。

（五）国际交流处
5.1

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纪元学院自1998年成立以来，为了让学生毕
业后可以到国内外大专院校继续升学，通过本处积极
推动与国内、外大学学术交流之各种活动、加强与高
等院校的联系，以双联学制或学分转移的方式，为毕
业生开拓更顺畅的升学管道。
迄今，本院已和96所国、内外大专院校及教育
机构缔结为姐妹校，包括以文化交流、客座教授、讲
学、短期师生交流、双联学制、联办3+0学位课程，
以及联办硕士学位课程等方式进行。未来将进一步加
强与国外大学交流合作，除了与已缔约姐妹校进行实
质交流及强化合作关系外，本院亦积极主动参访或联
络国外大学、参与国际研讨会，开拓更多国际学术交
流合作机会。
在2014年，本院与7所大学及教育机构缔约为
姐妹校，分别是台湾中州科技大学、台湾台北市立大
学、台湾国立高雄大学、台湾中华大学、中国玉林师
范学院、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及印尼西爪哇华文教育协
调机构。这不仅提供本院毕业生在未来升学规划或实
习有更多的选择，亦为全校师生创造更具国际竞争力
的学术环境。

5.1.1 学术联系
新纪元学院长期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
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致力促进多元、多途径教育体系
的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以下为2014
年本院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签订的协议：

日期

事项

25/6

台湾中州科技大学与本校签署学术交流意向
书，成为本院在台湾的第41所姐妹校

3/7

台湾台北市立大学与本校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书，成为本院在台湾的第42所姐妹校

25/11 台湾国立高雄大学与本校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书，成为本院在台湾的第43所姐妹校
24/12 台湾中华大学与本校签署学术交流协议书，
成为本院在台湾的第44所姐妹校
16/7

中国玉林师范学院与本校签署学术谅解备忘
录，成为本院在中国的第41所姐妹校

16/12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与本校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书，成为本院在中国的第42所姐妹校
15/9

印尼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书成为本院在印尼的第4所姐妹校

5.1.2 接待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代表
本处接待来自国、内外所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代
表团莅临本院参访，促进本院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
教育与学术之交流合作， 详情如下：
来访日期: 2014年1月4日
来访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大学
来访人员: 普 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林建平教
授、资深讲师汤志祥教授、马来亚大学语
言暨语言学院庄晓龄老师、马来西亚华文
理事会唐威杰主席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叶汉伦、中国语
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教育系主任王淑慧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
行员王碧云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1月16日
来访单位: 台湾弘光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国 际暨两岸事务处胡庭祯国际长、国际暨
两岸事务处胡庭祯国际长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 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
员王碧云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2月13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国 际事务处国际长管幸生、国际事务处国
际专员林君烨、国际事务处李紫韵小姐、
国际事务处李文星先生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叶汉伦、美术与
设计系主任 Ambrose Poh Teik Huat、公关
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王碧云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3月3日
来访单位: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国 际及两岸事务处处长郑时宜、国际及两
岸事务处 交流合作组组长马淑卿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叶汉伦、教育系
主任王淑慧、美术与设计系主任 Ambrose
Poh Teik Huat、公关处副主任吴振声、国
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
王碧云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3月31日
来访单位: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历史文化学院李其荣教授
接待人员: 马 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所长文平强、马来
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辉、辅导与咨
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马来西亚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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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助理高级执行员苏逸云、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王碧云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未来学术合作联系
及开展硕、博士课程的可行性。
来访日期: 2014年4月2日
来访单位: 台湾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林品章、教务长翁家瑞、研发长刘锦云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美术与设计系讲师骆孝源、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4月1～6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新竹教育大学
来访人员: 体 育系副教授兼师培中心学成与学习组刘
先翔，及八位同学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辅导与咨商
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公关处主任吴振
声、学生事务处主任颜彣澔、文化推广中
心主任杨靖耀、焦赖十一哩国民型华文小
学华文老师陈芷珊
交流事项: 一行9人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
目的开发，并走访我国名胜景点，了解我
国华文教育的实施。
来访日期: 2014年4月14日
来访单位: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来访人员: 经 济与贸易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毅仁、国招
生际教育学院办主任陈冬梅、国际教育学
院留学生办主任张庆伟、国际教育学院 招
生办项目主管周文斐
接待人员: 行 政部主任叶汉伦、教育系讲师王睿欣、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
员王碧云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師生参访本院后与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右三）、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右二）及资讯科学与
电脑研究系主任孔国梁（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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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2014年5月5日
来访单位: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佐斌、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罗剑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国际与艺术文化林荣光、教
育系主任王淑慧、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
任蔡苔芬、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
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王碧云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5月6日
来访单位: 台湾大叶大学
来访人员: 国际暨两岸交流处刘旻灵
接待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7月4日
来访单位: 台湾中华大学
来访人员: 国际处处长解鸿年
接待人员: 学 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术学院主任李
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国际交流处主
任陈心瑜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7月5日
来访单位: 台湾屏东科技大学代表团
来访人员: 行 政副校长刘英伟、国际长陈和贤、马来
西亚校友会会长李望平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11位获得国际科技发明比赛的得奖者来
访新纪元，与新院学生分享参赛作品。

来访日期: 2014年7月7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来访人员: 教务长洪荣照、主任秘书杨裕冒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
瑜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7月7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校 长郭艳光、主任秘书张世其、课外活动
组组长萧辅力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教育系
主任王淑慧、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教
育系助教张伟隆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7月8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来访人员: 国 际交流中心主任吕弘晖、国际交流中心
王巧萍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戏剧与影像系主任贺世平、戏剧与影像系
讲师梁友瑄、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7月8日
来访单位: 台湾东海大学
来访人员: 教 务长范圣兴、校友会会长黄奕迅、校友
会秘书倪汉忠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7月8日
来访单位: 台湾文藻外语大学
来访人员: 校 长林思伶、副校长蔡清华、副校长程敬
闰、国际长林洁、李钦义先生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8月15日
来访单位: 香港职业训练局
来访人员: 国际学生办事处 项目主任 冼肇铭
接待人员: 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术学院主任李泉
氚、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技职教育处协
调员林紫敏、终生教育处协调员颜丰平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8月28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高雄大学
来访人员: 学 术副校长王学亮、高阶管理人才培育中
心（EMBA）主任翁铭章、国际高阶管理人
才培育中心（IEMBA）执行长李亭林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
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
发。
来访日期: 2014年8月29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国 际事务处国际长梁智创、农企业管理系
主任林永顺
接待人员: 院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叶汉伦、国际交流
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两校合作开办农企科境
外专业硕士班及师生交换之可能性。
来访日期: 2014年10月8日
来访单位: 台湾义守大学
来访人员: 国 际事务处学生事务组长吴岱栖、国际志
工陈宏、国际志工洪宇哲
接待人员: 院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叶汉伦、国际交流
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专业文凭课程学生到义
守大学就读之细节。
来访日期: 2014年11月21日
来访单位: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来访人员: Amanda Pill, Associate Dean Quality and
Standards & Sophia Harding,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 Manager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叶汉伦、政府事
务处主任Azizan Bin Othman, 商学院副主任
Shamuni Kunjiapu、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
瑜、注册处高级执行员蔡淑芳
交流事项: 探 讨及评估该大学的协议，及为在籍学生
争取相关福利。
来访日期: 2014年12月20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
来访人员: 人 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戴华、人文社会科
学中心副主任陈益源、中国厦门大学教授
郑振满、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副研
究员郑静、人文社会科学中心项目工作人
员李栴涤、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专任研究助
理廖凯苹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辉、
行政部主任叶汉伦、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
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马来西亚
与区域研究所助理高级执行员苏逸云
交流事项: 访 问与交流，探讨未来研究项目合作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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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出访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代表
本处于今年安排院领导、学术和行政主管赴国
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进行参访交流，致力于保
持良好的联系与合作，展望扩大交流，积极开展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推动学术交流、人员互
访、合作研究等合作项目，以期打造具备宏观国际视
野的高等学府。
出访日期:  2014年1月10日
出访单位: 中国南通教育推广活动
出访人员: 国 际交流处执行员王碧云及国际学生事务
处执行员吕士源
出访事项: 协助教育推广活动
出访日期: 2014年2月9日
出访单位: 留台联总新春团拜
出访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出访事项: 受邀出席甲午年新春团拜
出访日期: 2014年4月12日
出访单位: 2014年年铭传晚宴，八打灵大同皇苑酒家
出访人员: 国 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及资讯科学与电脑
研究系主任孔国梁
出访事项: 受 邀出席支持姐妹校在地活动及保持良好
关系
出访日期: 2014年4月25日
出访单位: 董总举办之“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展”晚
宴，银龙大酒家（芙蓉新城）
出访人员: 院 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国际交
流处主任陈心瑜
出访事项: 受邀出席中国高等教育展迎宾晚宴
出访日期: 2014年6月9日-13日
出访单位: 马来西亚机械厂商联合会台湾参访
出访人员: 马来西亚机器厂商总会会长陈保成、马来西
亚机器厂商总会总秘书彭刚浚、马来西亚机
器厂商总会副总会长黄子和、马来西亚机器
厂商总会副总财政江瑞财、马来西亚机器厂
商总会内部查账雷远顺、马来西亚机器厂商
总会中央理事何克巽、马来西亚机器厂商总
会马六甲属会副会长李虎金、马来西亚机器
厂商总会执行秘书林励晶、马来西亚机器厂
商总会参访团团员吴莉娜、新纪元学院学术
部兼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新纪元学院技
职教育处协调员颜丰平
出访事项: 实 地考察台湾技职高等学府的领域课程及
其运作方式。
出访日期: 2014年7月7日
出访单位: 马 来 西 亚 留 台 校 友 会 联 合 总 会 （ 留 台 联
总）举办之“2014年台湾高等教育展”，
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PWTC）
出访人员: 院 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叶汉伦、国际交
流处主任陈心瑜
出访事项: 受邀出席台湾高等教育展
出访日期: 2014年12月13日-22日
出访单位: 学生事务处台湾参访交流
出访人员: 学生事务处主任颜彣澔
出访事项: 带领6位本院学生参访台湾大专院校，增进
本院学生对台湾姐妹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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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 2014年12月27日- 30日
出访单位: 教育系師生出訪台湾国立台北市立大学
出访人员: 教 育系助教张溧芳、执行员史珍妮、黄玉
清幼儿园长、教育系5位学生
出访事项: 校 园导览、科系介绍、台湾文化课程、景
点观光。

5.1.4 师生交流
姐妹校的师长与学生带着学习作品到访本院，与
本院师生进行访问与交流和作品分享，同时也了解我
国的华文教育，以及走访我国名胜景点。
参访单位: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参访时间: 2014年3月31～4月4日
参访人员: 戏 剧学系主任黄惟馨、表演老师徐堰铃、
舞台技术老师刘志伟、30位戏剧系学生
参访内容: 一行9人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
目的开发，并走访我国名胜景点，了解我
国华文教育的实施。
参访单位: 台湾国立新竹教育大学
参访时间: 2014年4月1～6日
接待人员: 中 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辅导与咨商
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文化推广中心主任
杨靖耀、焦赖十一哩国民型华文小学华文
老师陈芷珊
参访内容: 校 园导览、科系介绍、教学法交流、景点
观光。
参访单位: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
参访时间: 2014年6月9日
来访人员: 师生一行16人
接待人员: 行 政部主任叶汉伦、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
系主任孔国梁、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参访内容: 访问与交流；国际科技发明奖项分享会。
参访单位: 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
参访时间: 2014年6月23日
来访人员: 『非常大学生』团队
接待人员: 国 际交流处执行员王碧云、媒体研究系、
戏剧与影像系、学生会
参访内容: 访问与交流；学生作品分享。
参访单位: 台湾长庚大学
参访时间: 2014年7月9日
来访人员: 管理学院院长古思明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
瑜、国际交流处主任王碧云
参访内容: 访 问与交流，给予本院学生学术及课程分
享。
参访单位: 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参访时间: 2014年8月4日
来访人员: 陈文彦助理教授，及13名国际志工
接待人员: 院 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暨推广与专业技
术学院主任李泉氚、行政部主任叶汉伦、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参访内容: 访 问与交流，带领国际志工了解我国的教
育发展及进行志工活动。

交流照片

来访照片

师生交流

大学来访

台湾新竹教育大学体育系副教授兼师培中心学程与
实习组组长刘先翔（左一）以及8名同学在参访本院时
与新院师长合照。

台湾国立高雄大学学术副校长王学亮（左三）、高阶管理
人才培育中心（EMBA）主任翁铭章及执行长李亭林与新院
师长共同探讨管理人才培育与相关产业需求之现况。

院长莫顺宗（右三）与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陈文彦助理
教授带领13名国际志工在参访本院时合影。

姐妹校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国际事务处国际长梁智创
（左二）与农企业管理系主任林永顺（左一）到访新院，
双方将进一步就合作的相关具体细节进行商谈，
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戴华（中）率领一行六人前来
马来西亚进行闽南宗族调研工作，并莅临新院进行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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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处
本年度招生处除了参加各种教育展、举办升学讲
座、拜访学校、广告宣传、网上互动、举办或协办校
内外工作坊，广泛宣传本院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及
所开设的课程以外，更加大力度举办科系体验营，让
中学生更直接和全面了解本院各科系及课程的特色，
同时发掘自我潜能。
位于Kajang Sentral的技职教育中心已全面运作，
招生处与技职教育处紧密配合，积极为各项课程开展
招生工作。

6.1

6.1.1 全年例常活动
本处全年例常活动包括各种大小型教育展、举办
升学讲座、拜访学校、接待来访团等，广泛宣传本院
办学理念及所开办的课程，也藉此加强友好学校的联
系，接触未开拓的中学，鼓励校方组织学生来访，提
升本校的知名度。

次数(场)

升学情报学校教育展
46
Citiworld学校教育展
33
学校自办教育展
26
2
董总（中国高教展）
Sureworks教育展
2
南洋教育展
1
Run Solu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Fair
1
Jabatan Pendidikan Melaka Education Fair 2014
1
1
JPT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UPM
NAPEI Education Fair
1
总计 114

B. 拜访学校与讲座：
区域
学校拜访次数(场)
西马区
5
东马区
10
总计
15

讲座次数(场)
3
0
3

6.1.2 学校/团体来访
2014年本处共接待7所中学及1支社团来访团，
来访团名单如下：
到访日期
学校
SMK Tunku Syed Idrus
16/01/2014
巴生中华独中来访一日营
26/04/2014
SMJK Pulau Sebang 来访+工作坊 27/05/2014
SMK Perimbun
05/07/2014
马六甲公教中学
12-13/9/2014
巴生兴华中学
7/11/2014
加影育华中学
10/11/2014
马六甲同安金厦妇女组技职课程来 26/11/2014
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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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校内开放月
本处循例将每个招生梯次前的月份定为“开放
月”，每逢周末安排同事轮值，不间断的为学生与家
长提供升学资讯并进行校园导览。开放月资讯通过网
络广泛宣传，并制作大型布条张挂于外墙，吸引路过
民众的注意力。此外，必要时招生处也制作街头布条
在附近的城镇悬挂，扩大招生宣传。

2014年主要活动

A. 教育展：
教育展

本处循例在外校生到访期间安排说明会及校园导
览，必要时与各科系配合举办讲座或工作坊等活动。
此外本处也与技职教育处紧密配合举办专业技职课程
讲座或工作坊，彰显这类课程强调实践学习的特色，
扩大招生宣传。由于技职教育中心及其男生宿舍位于
Kajang Sentral，离总院1公里有余，招生处同事经常
驱车带领学生及家长前去参观，让学生及家长了解实
际情况。

6.1.4 升学讲座及工作坊
今年本处同事在各科系主任和讲师的配合下，继
续为全国多所中学的学生举办各种讲座及工作坊，内
容涵盖升学、奖贷学金、激励以及和各科系相关的活
动，以让更多中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对本院及各
科系有深一层了解。受益学校包括东西马的独中、国
民型中学及国中。活动过后，本处收集学生的个人资
料，以作为日后跟进之用。
升学讲座、工作坊受益学校名单：
日期
受益学校/讲座内容
25/4

SMK Taman Jasmine 2, Kajang
·新院科系及课程简介、戏剧工作坊
（招生处、戏剧与影像系）

26/4

Chung Hu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新院科系及课程简介、激励讲座（招生处）

26/4

SMK Bandar Baru Sungai Long
·陶瓷工作坊（招生处、美术与设计系）

27-30/4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新院科系及课程简介、激励讲座（招生处）

26/7

SMK Tasik Permai, Ampang
·新院科系及课程简介、激励讲座（招生处）

11/7

沙巴吧巴中学，沙巴保佛中学
·新院科系及课程简介、激励讲座（招生处）

23/7

SMK Engku Husain, Semenyih
·新院科系及课程简介、媒体研究工作坊
（招生处、媒体研究系）

24-25/9

Bintang Mulia Middle School, Indonesia
·新院科系及课程简介、激励讲座（招生处）

27/10

马六甲育民国民型中学
·技职课程简介、新课程简介
（技职教育部）

6.1.5 协办活动
今年，本处也与各科系及校外单位配合，协办各
种讲座、培训课程、中华文化营活动。本处同事负责
联系、派发文宣品、解答课程询问及安排往返交通、
筹备活动等事项。
日期

活动

2-7/01/2014
11-14/06/2014
26-29/07/2014
12/09~14/09/2014
8-9/12/2014

第一届印尼中华文化营
第十一届全国中华文化营
永平中学统考激励营
全国华文独中三语演讲比赛
技职教育体验营

2014年4月注册日现场，反应热烈。

6.1.6 派发SPM成绩单封套
本处今年循例印制SPM成绩单封套，并安排人
员于SPM成绩放榜当天，分赴各中学派发成绩单封套
予毕业生。封套上印有本院各科系课程资料及联络资
料，方便学生联络本院询问课程。

6.1.7 邮寄或电邮学院资讯
本处根据各种教育展或讲座会收集的学生资料，
在适当时候通过邮寄或电邮方式将本院最新资讯及各
种活动资讯传达给学生，保持联系并加强学生对本院
的印象，同时提高本院知名度以利招生工作。

技职课程讲座：学生聚精会神看厨艺示范。

2014年南洋教育展实况。

马六甲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开幕，
拿督潘健成由台湾专程莅临主持课程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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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际学生事务处
本年度国际学生事务处正努力朝向教育部所规
定的国际学生人数目标（即本院总人数的10%学生人
数）及多国籍化前进。为达成更理想的国际招生效
果，本处也积极与海内外的教育机构、教育专员及
印尼友好单位配合关于国际招生。除此之外，本处续
2013年参与各项与国际招生有关的交流活动和教育
展，同时也接待海外的来访单位。因此在2014年迎

7.1

除此之外，本处于今年成功更新国际招生准证，
准证期限为2年，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6月15
日。

国际学生事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院在其国际学生人数
共有8人，分别来自中国、印尼及朝鲜。所报读的课
程及学生资料如下：
姓名：褚莉君 Chu Lijun
性别：女
国籍：中国浙江省湖州市
课程：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BAF)
姓名：尹祯 Yin Zhen
性别：女
国籍：中国湖南省娄底市
课程：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BBM)
姓名：李志现 Ri Ji Hyon
性别：男
国籍：朝鲜平壤
课程：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DIT)
姓名：杜丽亚 Tuti Lelah
性别：女
国籍：印尼万隆
课程：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BBM)
姓名：温小云 Santoso Cindywati Bun
性别：女
国籍：印尼山口洋
课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姓名：钟翠娜 Eny
性别：女
国籍：印尼山口洋
课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姓名：余惠情 Bun Yeni
性别：女
国籍：印尼山口洋
课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姓名：罗永泉 Chan Lo Jun
性别：男
国籍：印尼山口洋
课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122

来了第一批的印尼学生、朝鲜学生、缅甸学生及孟加
拉学生，其国籍多元化及人数方面有着明显的增加。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共有4位国际学生转
学。学生资料如下：
姓名：孙续睿 Sun Xurui
性别：男
国籍：中国辽宁省大连市
课程：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BBM)
姓名：崔益宁 Cui Yining
性别：男
国籍：中国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课程：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BBM)
姓名：林恩堂 Lin Entang
性别：男
国籍：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课程：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BAF)
姓名：金晨莹 Jin Chenying
性别：女
国籍：中国浙江省湖州德清市
课程：英文密集短期课程(EIC)
截至2014年12月31日，1位国际学生被终止学
籍。学生资料如下：
姓名：Rahman Md Mizanur
性别：男
国籍：孟加拉
课程：英文密集短期课程(EIC)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新纪元学院共有19位国际
学生申请入学。目前已有12位获取移民局的签证批函：
•1 位印尼学生申请入学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TCSL）；已领取签证批函，将进入2015年1月份
学期。
•1 位 缅 甸 学 生 申 请 入 学 资 讯 科 技 专 业 文 凭 课 程
（DIT）；已领取签证批函，将进入2015年4月份
学期。
•1 3 位 孟 加 拉 学 生 申 请 入 学 英 文 密 集 短 期 课 程
（EIC）。目前已有10位领取签证批函，将进入
2015年1月份或4月份学期。
•2位中国学生申请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预计在4月
份领取签证批函。
•1 位孟加拉学生申请入学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DBA）。
•1 位孟加拉学生申请入学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DVA）。

7.2

接待国外学术机构代表

7.2.1 日惹校长来访团
日惹校长来访团于2014年3月17日至22日来
访，目的为观摩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并与新纪元
学院建立友好关系。本访团由日惹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主导， 9位日惹当地的校长及副校长随团出席。除拜
访本院外，也安排校长们到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
心、巴生中华独立中学、士毛月新村华文小学等学术
机构进行交流。
赤道基金会来访团员与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黄金贵校长合照

7.3

国外教育展

7.3.1 Jawa Pos Expo Surabaya

日惹校长来访团与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师长进行合照

本院于5月14日至19日，委派招生处 萧维深先生
和叶治伸先生到印尼泗水参加由Jawa Pos举办的升学
教育展。该教育展共吸引了三十多所印尼国内外的大
学/学院/培训中心参展，而本院是透过印尼中华文化
交流中心的引荐，第一次参加该教育展。此外，本院
也受东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邀请，到小太阳三语学
校作拜访交流。

与士毛月新村华文小学交换办学经验

7.2.2 山口洋赤道基金会来访团
山口洋赤道基金会长年经营教育扶贫工程，让许
多的清寒学子走进高等学府，提高人文素质和学历水
平，通过教育而改变印尼社会落后的现状。除到本院
交流有关推荐印尼华裔学子修读“对外汉语教学专业
文凭课程”以外，赤道基金会也拜访了巴生光华独立
中学和槟城菩提独立中学，与校方交换办学理念。此
次来访共有11位基金会理事参与，包括了基金会副主
席 陈绍秋先生、古兆威先生、基金会文教部主任 钟
学胜老师等。

招生处萧维深同事向当地学生提供课程讯息

拜访小太阳三语学校小学部
新纪元学院与赤道基金会交流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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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印尼万隆荣星学校教育展
为招收印尼学生到本院深造，国际学生事务处
Norhafizah小姐和招生处蔡妙湛小姐、李枟桧小姐于
9月23日至26日受邀到万隆荣星学校参加教育展。这
是本院第二次到荣星学校参展， 校方共安排了约200
名学生分批参与本院的升学说明会。由于学生和家长
对本院已有基本认识，得到的反应也较去年热烈。尔
后，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刘一江主席、张兴元老
师、徐宝岩老师、荣星学校刘明辉校长等师长与三位
同事共进晚餐，并交流两国华文教育近况。

国际学生事务处吕士源先生向同学提供升学资讯

招生处萧维深先生提供说明会予立人学校高中部同学

7.4

国际学生游学活动/教师培训

7.4.1 印尼泗水教师培训团及学生游学团
荣星学校刘明辉校长赠送纪念品给国际学生事务处
Norhafizah小姐

新纪元学院与印尼中华文化交流中心于6月20日
至27日开办“印尼教师培训团”与“印尼学生游学
团”，共有31位来自泗水（Surabaya）和苏拉威西
（Sulawesi）的老师及同学报名参加。开办有关活动
的目的为提升印尼汉语师资教学实践，和让零起点的
学生认识中文之美。同时，新纪元学院也希望藉由举
办此类活动，让印尼老师和学生认识新纪元学院，以
达到招生宣传的效果。

招生处蔡妙湛小姐提供升学资讯予荣星学校高中部学生

124

7.3.3 印尼万隆立人学校教育展

印尼同学学习二十四节令鼓

国际学生事务处处于10月7日至10日，委任吕士
源先生及招生处萧维深先生到万隆参与立人学校的教
育展。这是本院续2013年后的第二度参展，当天有
立人学校的学生及家长参与外，同时也开放让校外人
士进入校园作升学咨询。除提供本院讯息外，校方也
提供一时段予本院代表分享到马来西亚升学的事宜。
另，本院代表也受到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刘一江
主席、张兴元老师、徐宝岩老师、万隆福清公会、万
隆三一学校等机构的热情接待，并交流未来可合作的
项目。

印尼教师培训团的结业合照

7.4.2 拜访北加浪岸华文教师联谊会、赤道基金会与山口洋华文补习所
院长莫顺宗博士率领招生处助理高级执行员萧维深先生于11月9日至14日到印尼北加浪岸、雅加达及山口
洋，拜访北加浪岸大学、北加浪岸华文教师联谊会、赤道基金会、山口洋地区乡亲会及当地的7所华文补习所和5
所三语学校。除切身了解当地华文教育发展及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以外，也与4位山口洋到本院的留学生家属
说明留学生们的近况。

与山口洋榕树子华文补习所师生的大合照

与山口洋地区乡亲会理事进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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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事务处
为集中部门人力物力资源、提升服务效率、缓和
人手短缺、实施有效工作执行，学生事务处于2014
年11月将办公室从B座G楼搬迁至C座UG楼，同时也
将在C座G楼的宿舍办公室一同整合，让本处同事集中
于一个办公室，人员互补，希望达到最大效益。
针对各项原有业务，相关工作如下：

8.1.5 学生投报
今年，学生事务处总共已收到了40宗投报，其中
食堂事宜8宗、刑事8宗、宿舍设备事宜7宗、物品遗
失3宗、人事纠纷2宗、意外1宗、学院公共设备1宗
及其他10宗。
已报警处理的包括刑事类别的2宗及其他类别的2

8.1

宗。

生活辅导

生活辅导以处理学生校园日常生活、未来就业、
福利等事务为主，今年还增加了毕业生动态调查，已
掌握校友资讯及就业状况，以提供各系资讯。

8.1.1 学生意外保险

效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意外死亡
意外永久残障
公共交通意外死亡
学校范围内的意外死亡
意外医疗费用
救护车费用
绑架延伸
死亡体恤补助金
入院津贴
教育津贴
传统医疗费用
意外牙科医疗
课本遗失及毁损
学校/补习费津贴

投保额(RM)
15,000
50,000
15,000
15,000
2,000
50/25
15,000
2,000
50/25
20,000
200
500
200
300

8.1.2 工读机会
清寒工读方面，2014年共提供10名机会给经济
有困难的学生，分别分配在注册处、图书馆、媒体
系、国际交流处、马来西亚研究中心、陈六使研究
所、庶务处、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公关处及学生事
务处。
一般工读方面，各部门今年共聘请了12名长期工
读生及69名活动类别的工读生。

8.1.3 企业征才系统
透过“企业征才”系统来帮助毕业生能够获得更
多企业招聘及就业相关资讯。2014年共有194个就业
机会刊登在此网页。

8.1.4 车辆通行贴纸
今年共有478位学生申请车辆通行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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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活动多姿多彩，今年总共收到69个学生活动
外出记录。

8.1.7 B型肝炎疫苗注射

今年本院已更换保险公司为 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总投保费为RM20010.00，承保
范围如下：

序

8.1.6 学生活动外出记录

今年Klinik Sentosa向本院提供B型肝炎疫苗注射
优惠服务。共有11位同学和13位同事报名验血。检
验后，6位同学和2位同事需要注射3支针，1位同学
和2位同事需要注射2支针，但只有3位同学和3位同
事接受注射。

8.1.8 BB1M RM250 书券
今年共有954位学生获得一个大马购书券。

8.2

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主要负责学生课业以外的活动，希
望积极推动学生透过参与各种活动来学习成长，可分
为“部门项目”及“学社活动”两项。

8.2.1 部门项目
A. 本处主办、联办、承办及协办活动
a. 千人义山行
这是新院连续第八年参与联办“千人义山行”。今
年的“千人义山行”落在4月20日，本院共有 36
名学生参赛与志工。
b. 大舞狮—关圣宫电影分享会
本处于4月23日举办了一场《大舞狮—关圣宫》电影
分享会，主要嘉宾为导演赖健雄、演员郭晓东以及
周周，此分享会共有超过100名教职员及学生出席。
c. 台湾轻小说超级新星 - 蓝旗左衽《妖怪学园的二三
事》分享暨签书会
本处于4月25日举办了一场台湾轻小说超级新星 蓝旗左衽《妖怪学园的二三事》分享暨签书会，此
分享暨签书会共有超过100名教职员及学生出席。
d. 社团培训营
本 处于5月3-4日举办了社团培训营，共有20位学
生社团代表参与。此培训营主要提升本院学生社团
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加强社团组织与推动社团发展
及增加学生举办活动能力。

e. 《做你爱做的事》电影分享会
本 处于6月3日举办了一场《做你爱做的事》电影
分享会，此分享会共有超过100名教职员及学生出
席。
f.  Berjaya Youth Short Film Competition 2014
本处于6月18日举办了一场Berjaya Youth Short
Film Competition 2014分享会，此分享会共有30
名教职员及学生出席。
g. 蔡正雄：我的故事我的梦-《谈为什么要圆梦》激励
讲座
本 处于7月9日举办了一场蔡正雄《谈为什么要圆
梦》激励讲座，此讲座共有30名教职员及学生出
席。
h. 《同学会》校园分享会
本 处于8月20日举办了一场《同学会》校园分享
会，此讲座共有30名教职员及学生出席。
i.  社会创新工作坊
本 处于9月1日举办了社会创新工作坊，共有10位
学生代表参与。这个工作坊主要是鼓励学生接触并
了解社会创新和创业，以提高学生创业的潜质并改
进社会。
j.  《守夜》电影座谈会
本 处于8月20日举办了一场《同学会》校园分享
会，此讲座共有30名教职员及学生出席。
k. Blind Leading the Blind盲人慈善徒步运动
本院45位学生于10月19日参与由八打灵再也狮子
会所举办的第十一届”盲人带盲人”慈善徒步运
动，与逾千名参与者一起体验失去视力的感觉。新
纪元学院为联办单位之一。
l.  新纪元学院与南方大学学院学务与球类交流
学 务处主任、高级执行员及助理于10月24日南下
拜访南方大学学院学务处，已进行学务交流。在此
交流中就奖贷学金、PTPTN、课外活动、学生宿
舍、毕业生动态调查等事宜进行探讨与交流，获益
良多；本院学生则于10月25至10月26日前往南方
大学学院进行球类交流。交流项目包括篮球、羽毛
球、乒乓以及排球。虽然此次南下成绩并不十分理
想，但却让同学们有个外出交流的机会，也更有决
心为明年做好准备。

方；参与者包括1位职员及6位学生。在此趟台湾参
访与交流之旅中，同学们皆获益不浅，不仅认识到
台湾原住民文化、优良的公共交通排队文化、日常
生活中的环保精神，也看到台湾人的热情有礼和最
优质的服务态度，在不同的大学体验台湾的科技与
学生的劳作精神，更在921地震园区体会到生命的
可贵和珍惜家人的重要。

8.2.2 学社活动
A. 学生会主办、联办及协办活动
a. 迎新营
由 学生会主办、迎新小组筹办的迎新营已在4月
11-13日及8月15-17举办，参与新生人数分别为
140及80人。迎新营开放予所有新生参与，目的在
于让新生能够更快地适应新院及大专生活。
b. 社团开放日
为鼓励及推动学生积极参与社团，并培养兴趣，学
生会社团事务处配合新院开学期，将4月22日至24
日及8月18日至20日定为社团开放日，汇集社团进
行招生活动。
c. 《天台之夜》中秋晚会
学生会今年也参与《天台之夜》中秋晚会。此活动
于9月16日成功举办。

8.2.3 其他
A. 志工参与
本处鼓励及支持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担任校
外志工，以便落实本院“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
学理念。今年学生志工所参与的活动如下：
4月20日 - 千人义山行（21人参与）
B. 院外比赛
本院辩论社的学生于10月10日至10月12日前往南
方大学学院参与第9届中华杯（亚太区）大专华语辩
论赛，荣获季军。

m. 参与陈立恒国际艺术大师交流分享会
为加强本院学生在文化创意方面的认识，学生事务
处接洽了由留台联总于11月14日所举办的台湾法
蓝瓷陈立恒总裁“淬炼-文创品牌的诞生”文创经
贸讲座，并安排交通让本院17位学生参与。讲座地
点位在Glenmarie Golf & Country Club。
n. 台湾参访交流团
本处于12月13至12月22日到访台湾参访，交流学
校包括世新大学及东海大学。同时，交流团也到
了台湾著名景点包括921地震教育园区、中正纪念
堂、台北101、日月潭、元首府、九族文化村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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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宿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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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 校内宿舍
校内宿舍“饮水思源楼”学生宿舍提供学术课程
及技职课程女生住宿，至今已投入使用进入第13年。
A. 住宿人数
配合2014年招生办理新生入宿，新生入宿人数
为309名，加上续住生309名，一共618名。

G. 外宿生事宜
为了有效提高维修的进度，因此决定在星期一至
四进行维修工作，并征询在寝室无人时进行维修的同
意。
a. 统计外宿生资料
为了掌握外宿生人数、租屋状况及外宿原因，以
方便协助外宿生及宿舍未来的规划和发展。宿舍
办公室于2014年5月4日以电邮方式发住宿调查
表给全体学生，于2014年5月12日所得的统计如
下：

B. 宿舍活动
a. 防火讲座
宿舍办公室于9月3日举办防火讲座，目的是为了
提高宿舍生的防火意识和对火患的警觉。
b. 防火演习
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与自治会于4月28日和9月3
日联办了预警式防火演习，目的是为了让住宿生
掌握宿舍逃生路线。同时，院方也藉此机会对住
宿大楼的防火设备及器材进行试用及检测，以策
安全。

人数
美丽华  Mewah Court
丽雅阁  Ria Apartment
新纪元学院旁的三层楼组屋
新纪元学院周围的住家
其他（新纪元学院宿舍或自己家）

4
52
1
6
24

%
5%
60%
1%
7%
27%

b. 外宿生注意事项说明会
宿舍办公室于5月21日举办外宿生说明会，为在
外租房子的学生提供租屋时该注意的事项，出席
者包括学生会代表、观察家代表及教育系代表。

C. 续住申请及遴选办法
a. 续住申请
今年仍使用网路申请方式，共录取418人。
b. 遴选办法
学 生宿舍管委会于6月份即公布《旧生住宿遴选
办法》，尽量开放让申请者皆可获得床位。

校外Kajang Sentral 宿舍仅供技职课程男生住
宿。Kajang Sentral 宿舍共可提供66个床位。为维护
住宿品质并能在危机发生时提供学生援助，本处已增
聘2位夜间助理协助管理。

D. 宿舍国际间

A. 住宿人数

为提供更多的国际留学生住宿，本院已将
611B和617的寝室改为国际间。目前女国际间有
611B、613、615和617共4间（15个床位）；男国
际间有313和315共2间（8个床位）。

2014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43名，入住率
65.15%；2014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3名，入住率
34.85%。

E. 宿舍楼层装修

8.4

于2014年1月至3月宿舍3和9楼装修及更新设备
（更换书桌和衣橱、重新粉刷、每个书桌增设网络插
座和电源插座）；于2014年12月开始装修宿舍8楼。

“奖贷事务”包含院内奖贷学金及国家高等教育
局基金会贷学金，由奖贷学金委员会负责规划，而学
生事务处为执行单位，主要负责处理申请、面试安排
及其他执行工作。

F. 宿舍设备维修工作
为了有效提高维修的进度，因此决定在星期一至
四进行维修工作，并征询在寝室无人时进行维修的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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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校外宿舍

奖贷事务

8.4.1 新纪元学院奖贷学金
A. 2014年奖贷学金
本院于2014年特别增设了“独中助学金”，主要
鼓励全国华文独立中学保送品学兼优的毕业生进入新
纪元大学学院接受优质大专教育，为华及国家培育英
才。此助学金仅提供300个名额，对象仅限报名2014
年1月份及4月份学期的独中生申请者。

申请2014年奖贷学金发放人数如下：

新
生
奖
学
金

在
籍
生
奖
学
金

保
送
生
奖
学
金

多
元
文
化
奖
学
金

学
优
生
奖
学
金

贷
学
金

才
艺
奖
学
金

毕
业
生
贷
学
金

媒
体
奖
学
金

升
班
生
奖
学
金

星
洲
教
育
基
金

外
国
生
奖
学
金

独
中
助
学
金

商学院

27

14

3

13

5

4

-

-

-

4

1

1

10

美术与设计系

12

19

1

4

1

4

1

2

-

1

1

-

2

中国语言文学系

29

10

2

-

5

6

-

5

-

-

-

-

5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

2

-

-

-

9

-

-

-

-

-

-

3

戏剧与影像系

-

4

1

-

-

-

-

-

-

-

-

-

3

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4

6

-

-

1

-

-

1

-

-

1

-

-

教育系

4

6

-

-

-

5

-

3

-

1

1

-

2

媒体研究系

7

19

2

-

2

7

1

1

1

2

2

-

6

-

-

-

-

-

6

-

-

-

-

-

-

83

80

9

17

14

41

2

12

1

8

6

1

技职教育
总数

31

B. PTPTN（国家高等教育局基金会贷学金）
PTPTN每年开放4次申请机会（今年为了配合开斋节假期，8月份只有一次的申请机会），今年的录取人数
如下：

科系
商学院
美术与设计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
戏剧与影像系
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教育系
媒体研究系
总数

4月份学期
第一批

4月份学期
第二批

8月份学期
第一批

8月份学期
第二批

43
25
9
3
6
12

16
5
11
4
4
2
25

13
7
2
5
1
13

42
14
9
4
3
20

98

67

41

92

129

（九）电脑中心
9.1

课室与电脑器材规划

9.1.1 总院
A. 电脑室
·B101，106，104A已经全面提升，目前电脑都是
Intel i5处理器，及全面使用20寸的LCD显示器。操
作软体也全面提升为Windows7。
·B103提升/更换5台Intel i5的 iMac 电脑，操作软体
为OS X。
·所有课室都设有自动电压调节器(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以提供更稳定更安全的使用环境予
学生使用。同时电脑也备有复原卡（OS-Easy），
以保护电脑及减低电脑病毒。
B. 课室
·B座及C座课室投影器及投影荧幕已逐步地提升/更
换。
·同时，C座1楼、2楼共9间课室不适合安装讲师
桌，但已把原有的电脑铁龙固定于墙壁上，再安装
影幕切换器与总电开关，使更容易使用和减少损坏
率。
·所有课室讲师电脑也提升至Intel i5处理器，全面使
用LCD显示器，以及备有复原卡。并且都备有投影
切换系统与总电开关。
C. 观察家
·电脑已更换/提升至Intel i5处理器，操作系统Win 7
及安装Adobe CS4.0软件。
D. 媒体系公关室
·增加3台电脑与1台打印机，供学生上课及公关实务
使用。
E. 主机房
·已经提升防火墙，以迎合更大的网络吞吐量，以及
提供更安全浏览体验。
·已更换48端口网络交换机(Switch)，以取代旧款的
24端口交换机。再设定交换机端口自动断开功能，
主要是防止学生自行拆开电脑课室内的网络线再连
接至各自的电脑。主要是控制电脑病毒的传播。同
时也实行了交换机的星形结构(Star Topology)，以
优化网络流量及管理。
·增设新的机架式服务器以取代现有的塔式服务器，
以提供更快速更强大的资料处理能力。此举同时也
减少物理伺服器，因使用了VMware创建和运行多
个虚拟机。
·目前伺服器骨干提升至cat6连接。

9.1.2 TKS分院
A. 电脑室
·增设105电脑室28台Intel i5处理器电脑，全面使用
20寸的LCD显示器。电脑备有复原卡。所有电脑室
备有投影器及投影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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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课室
·课室201、202、203、204、301、302、303、
304备有讲师桌及电脑以供教学用途。

·课室全面使用LCD显示器。所有电脑室备有投影
器、投影荧幕以及投影切换系统与总电开关。
C. 主机房
·增设新的服务器、24及48端口交换机以及网关，
以提供优质网络服务予分院。
·设立分院与总院的P2P通讯，以让分院学生及同事
可以从总院读取文件资料及应用系统。

9.2

教职员电脑设备

9.2.1 总院办公室
·提升/更换教职员电脑为至少Core 2 Duo处理器。
·全面使用LCD显示器。
·更换新的滑鼠与键盘。

9.2.2 TKS 分院办公室
·办公室增设Core 2 Duo 处理器电脑，以供业务用途。
·全面使用LCD显示器。

9.3

网络

9.3.1 总院
A. 办公室
·目前办公室频宽为60Mbps (2xUnifi 20Mbps以及1x
F1 20Mbps)，2015计划提升至120Mbps(2xUnifi
50Mbps以及1xF1 20Mbps)以迎合更大的使用量。
·F1宽频配套是Telekom以外的宽频服务提供商，以
作院内宽频的后备服务。
B. 5楼大礼堂
·已经增设2个无线上网热点，通过光纤骨干连接至1
楼主机房，以供五楼大礼堂现场转播以及访客浏览
用途。
C. 宿舍
·宿舍频宽目前为40Mbps (1xUnifi 20Mbps 以及 1x
F1 20Mbps)，2015计划提升至120Mbps (1xUnifi
100Mbps 以及 1xF1 20Mbps) 以迎合更大宿舍的使
用量。
·宿舍3楼及9楼进行了网络分层管理及重整，依据宿
舍房间的住客上限增加上网端口。已在4楼、7楼及
9楼增设网络分发站，以缩短网络流动距离。
· 宿 舍 5 楼 主 机 房 实 行 了 交 换 机 的 星 形 结 构 ( S t a r
Topology)，以优化网络流量及管理。同时也设置
端口安全，杜绝不必要的流量(DHCP Snooping)。
D. 其他
·B座图书馆（4个）、G楼办公室(2个)、2楼（2个）
、3楼（2个）都已经安装无线上网热点供学生及访
客上网。
·C座Cafe（1个）、食堂内（1个）、UG礼堂（1
个）、1楼（3个）、2楼（2个）也备有无线上网
热点。

9.3.2 TKS 分院
A. 办公室
·计划更换办公室频宽为50Mbps(1xUnifi 50Mbps)，
以供办公室及课室用途。
·备有3个无线上网热点，以供职员、学生及来访者
上网用途。
B. 宿舍
·宿舍备有频宽20Mbps(1xUnifi 20Mbps)。
· 同时也设有2个无线上网热点，以供住宿生上网用
途。

9.4

F. 办公室
·2014年逐步提升使用Windows7电脑操作系统。
·更新微软校园软体(Open Values Subscription Education Solutions)执照。
G. 主机房
·提升使用Window   Server 2008为部分主机操作系
统。防火墙日志系统更换至Dimension 1.3版本。
·提升线上学习系统（Moodle）至2.7版本。
·实行电子看板系统（MagicInfo）以远程遥控在B座
G楼及C座G楼的电子看板。

学院网页

9.4.1 网页改版
已制作及推行新版面。主要分成两部分：最新活
动/课程讯息及招生讯息。同时也加入新纪元学院的
面子书专业栏位，以显示即时更新的学院资讯。

9.4.2 维护与更新院网内容、讯息及增进网站结构
定时更新各部门及科系的讯息，同时也统一资料
的显示结构及方式。

9.4.3 学院通告区

9.5.2 TKS分院
A. 电脑室
·电脑室全面使用Windows7操作系统。105电脑室
同时也安装了Adobe Master Collection 6.0 的软体
供上课用途。
B. 课室
·课室讲师电脑已经全面提升使用Windows7电脑操
作系统。
C. 办公室
·依据电脑的配备而进行提升使用Windows7电脑操
作系统，2015年将继续提升工作。

碧海蓝天论坛已经重新定位为学院的通告区，主
要是让行政及学术部门张贴通告及讯息。

9.4.4 制
 作《新光杂志》电子书并供网上下载及
翻阅

9.5

软体

9.6

学院管理系统 (CMS)

9.6.1 维
 护与支援学院管理系统，改善并加强各项
功能
不定时依据使用者的需求更新系统功能及报表。

9.5.1 总院

9.6.2 短讯发送系统

A. 电脑室
·全面提升使用Windows 7操作系统。

通过CMS系统发送短讯予学生/职员。届时学术
部、注册处及学生事务处可以通过系统发送短讯予学
生，可以更有效的传达行政讯息。

B. 课室
·讲师电脑全面提升使用Windows7电脑操作系统。
C. 空中之城广播室
·全面使用Windows7操作系统。
·广播室软体提升使用Pro-Tools10, 以作音效处理。
D. 剪接室
·全面使用Windows7操作系统。
·使用Adobe CS6软件，以作设计及剪接处理。
E. 新闻中心
·全面使用Windows7操作系统。

9.6.3 强化财务系统
增加OCBC银行GIRO转帐及退费功能以及自动电
邮通知功能。此功能针对的对象是学生以及供应商。
届时，可以通过系统创建GIRO文档再交至OCBC银行
进行转账处理。

9.6.4 网上请假系统
外包开发网上请假，以让同事可以通过网上申请
假期。方便人事处计算及跟进同事请假的状况。同时
也开发人事考勤系统以取代现有旧式的VB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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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庶务处

10.1

学生宿舍整修及家具更新

为改善学生宿舍环境，庶务处计划逐步整修学生
宿舍及更新家具。目前，学生宿舍3楼及9楼已完成整
修及家具更新，涉及床位达240。

10.2

10.5

配合文化推广中心成立，本处在饮水思源楼2楼
开辟了该中心的办公室。

10.6

提升运动设备

篮球场提升工程，本处已于今年6月完成该工程。

文化推广中心办公室装修

学生事务处办公室及生活导师办公室迁至饮
水思源楼UG楼

配合本院整体空间规划，装修原有健身室空间成
为学生事务处办公室，以便生活导师可以与其他学生
事务处同事在同一空间办公。

10.7

开放部分草场供停车用途

由于，本院今年面对停车位严重不足，为舒缓此
问题本处已于今年6月开放部分草场供停车用途。

10.8

全院防火演习

11月份协助校园危机小组执行全院防火演习。
教育中心、董总、教总同事及全院师生都参与这项演
习。加影消防局也派出官员监督整个演习过程及向全
体学生及职员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式。

10.3

理事会主席及公关处办公室装修

为了让理事会主席及公关处有更好的办公环境，
本处在教学楼3楼进行了理事会主席办公室及公关处
办公室装修工程。

10.4

陈六使图书馆及南大史料中心装修

配合图书馆命名为陈六使图书馆及在馆内设立南
大史料中心，在现有图书馆内外进行装修，装修工程
于今年8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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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改善全院防雷工程

由于本院电器经常遭雷击中，所以本处于今年进
行电线整理工程，以便减低遭雷击中的风险。

10.10 校园绿化
为了提供良好的校园环境，庶务处在校园内适当
的地方进行美化及绿化工程。

（十一）陈六使图书馆
11.1 简介
图书馆位于B栋教学楼底层，共三个楼层，占地
约3万平方公尺，约450个阅览座位。本馆中文藏书
极为丰富，并收藏全套共1,500册的精装本《四库全
书》；除订阅国内外期刊杂志百余种外，也订购电子
期刊资料库，以满足教学与研究之需。
馆舍设置包括：阅报区、参考区、期刊杂志区、
南洋大学史料中心、讨论室、电脑区及阅览区。全馆
均可无线上网。
除了图书流通服务，图书馆也提供视听资料服
务、无线上网、自助影印、图片扫描、线上预约及续
借服务。
今年进行了图书馆正门装修及增设南洋大学史
料中心。图书馆入口处装置了陈六使先生铜像及简
介。9月5日，在丹斯里林源德、林忠强理事长及莫顺
宗院长主持下、百余位南大校友见证下，为陈六使先
铜像进行揭幕仪式。
同时，当天也为南洋大学史料中心主持开幕仪式
，新设的南洋大学史料中心设置了南洋大学史料展，
陈列南大师长著作、校友著作及南洋大学相关文物。

位于图书馆二楼的南洋大学史料中心

10.2 馆藏
2014购入图书共2,229册；获赠5,285册。
·中文馆藏：153,887册
·英文馆藏：40,388册
·巫文馆藏：2,214册
馆藏总数：196,489册
·订阅期刊学报128种；获赠54种。
·订阅报章11种。
·订阅ProQuest电子期刊，4个资料库超过6000种期
刊全文：
i. ABI/INFORM Complete
ii. ProQuest Computing
iii. ProQuest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iv. Design and Applied Arts Index (DAAI)

10.3 赠书单位及册数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Astro欢喜台
Datin Janet Loo
Madam Goh Jye Ying
Madam Yeoh Mun Foong
Miss Aster Chan
Miss Beh Lip Aun
Miss Jane Aw
Miss Kiew Li Jiun
Miss Lai Pei Yee
Miss Lee Fui Chin
Miss Oon Yee Mun
Miss Teoh Wee Hong
Miss. Shamuni
Mr. Chan Wai Kok
Mr. Dee Chang Fu
Mr. Henry Pang
Mr. Jonathan Chan
Mr. Kwong Mun Choy
Mr. Ng Sai Pan
Mr. Sean Wong
Mr. Tan Yau Woen
The Other Press Sdn Bhd
爱薇女士
北京市国际汉语推广中心
碧澄先生
蔡惠欣小姐
蔡秀华小姐
陈川波先生
陈汉梅小姐
陈六使研究所
陈美聪女士
陈民光先生
陈淑彬小姐
陈水英小姐
陈永健先生
陈政欣先生
赤道基金会
大智图书馆
丹斯里刘贤镇
丹斯里丘思东
淡江大学
邓国华先生
邓蕙元先生
丁宁博士
董总
董总代赠
杜承兴先生
芙蓉中华中学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高嘉谦教授
郭诗玲小姐
郭淑梅小姐
郭舒薇小姐
海鸥基金
韩江学院
何乃健先

1
26
3
3
5
5
5
1
3
3
4
5
7
2
1
3
1
17
94
198
2
1
1
8
1
1
9
234
10
2
32
67
6
28
2
1
1
43
1
31
1
100
3
6
4
5
169
1
12
51
1
1
1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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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捐书单位

册数

序

捐书单位

册数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何玉万小姐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胡丽萍女士
黄国庆先生
黄凯琳小姐
黄妙玲女士
黄晓慧小姐
黄雪娟女士
黄义忠先生
黄招勤先生
黄振国先生
黄志承先生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加影育华中学
教育系
教总
开谛法师
柯嘉逊博士
孔国梁先生
邝其芳先生
赖亚发先生
李光远先生
李俊隆先生
李霞侣女士
李小仪女士
李卓辉先生
利南兴先生
梁丽玲女士
廖文辉博士
林春发先生
林方强先生
林宏展先生
林金发先生
林雁先生
林宇莲女士
刘情玉女士
刘晓翾先生
卢秀菊教授
吕基勇先生
吕家庆先生
吕育陶先生
罗志强先生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
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聂婉钻女士
甯小珊小姐
亲亲绘本馆
邱莉婷小姐
饶文凤女士
饶兆斌先生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3
129
2
1
1
19
1
137
2
1
2
262
1
1
14
1
1
1
6
2
20
2
1
24
20
3
1
8
8
1
2
2
190
1
42
3
93
120
86
3
2
13
100
2
4
6
3
7
5
4
2
57
13
142
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砂拉越古晋中华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施慧敏女士
舒颖女士
孙大川先生
汤胜胜先生
田芳旗小姐
万家安先生
王维兴先生
魏美慧小姐
文运企业
翁赐耀先生
无名氏
吴诗兴先生
吴应辉教授
戏剧与影像系
萧子慧小姐
谢洁旎小姐
谢永就先生
星洲日报
许博武先生
许伟勤先生
许秀茱女士
许业文先生
杨建雄先生
杨静来先生
杨欣儒先生
叶明惠小姐
叶啸先生
叶新田博士
壹间出版社
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编委会
余吉胜先生
余绮文女士
余银娣女士
院长室
张定国先生
张嘉琪、张嘉欣小姐
张喜崇先生
张永庆博士
赵建聪先生
郑德云先生
郑乃吉先生
郑添为先生
郑庭河博士
郑文泉博士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中国梅州赴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团
中国语言文学系
钟钦贵先生
周汉文先生
卓少军先生

1
12
1
1
3
6
26
2
1
3
1
23
21
2
1
1
7
759
1
29
7
1
9
334
15
6
4
6
43
1
9
19
194
240
29
11
91
16
1
1
2
12
57
2
1
2
349
8
31
4
1
61

图书馆正门

南洋大学史料中心

南洋大学史料中心之照片墙

南洋大学史料展

陈六使先生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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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辅导中心
陈六使图书馆照片

前言
辅导中心为院内学生、教职员、家长及社区民众
提供辅导咨商专业服务。服务方式包括：个别咨商、
团体辅导、个别咨询，及家族治疗（夫妻会谈／家庭
会谈）。社区辅导服务自去年开始以来，深获民众欢
迎，前来询问及寻求辅导的人数不少。此外，中心辅
导人员也为院内外学生提供生涯辅导讲座、自我成
长、激励讲座、两性交往及性教育讲座等。以下说明
各项工作内容。

12.1 个
 别辅导咨商与团体辅导活动、
个别咨询
馆藏日益增加丰富

个别咨商人数：69人，总人次：195人次。
        团体辅导活动，共举办6次成长团体：
即：
1. 说故事成长团体A组
[25/9-13/11，共7次，7人]
2. 说故事成长团体B组
[13/10-10/11，共4次，7人]
3. 自我认识团体
[29/9 -27/10， 共4次，5人]
4. 爱情先修班A组
[24-31/12，共2次，8人]
（2015年1月继续）
舒适的期刊区提供中英学报及期刊

5. 爱情先修班B组
[29/12，共1次，7人]
（2015年1月继续）
6. 爱情先修班C组
[30/12，共2次，8人]
（2015年1月继续）
      个别咨询服务共 有223人次，其中进行生涯职业
兴趣或人格测验者有61人。

12.2 社区辅导咨商服务
位于图书馆二楼的电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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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辅导咨商服务为收费服务，服务的方式除了
个别辅导，也有夫妻、亲子或全家人来面谈。今年共
有37组（个人，夫妻，亲子，家庭）前来寻求辅导服
务，全年达60人次。

12.3 院内外辅导讲座、培训及活动
序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备注

1

19/1

新院嘉年华

亲子讲座

郭富美 嘉年华

2

11/3

彭亨劳勿中竞中学

校园亲密关系

郭富美 支援招生处

3

22/3

Mid Valley

升学展

萧毅梅 支援招生处

4

1/4

SMK USJ 8

自我接纳

萧毅梅 支援招生处

5

10/4

SMK Kepong FRIM

生涯规划

萧毅梅 支援招生处

6

10/4

新院

辅导中心说明会

郭富美 注册日迎新
萧毅梅

7

11/4

Ai FM 电台

爱要性福

郭富美 -

8

18/4

新院

学习工作坊

萧毅梅 -

9

19/4

新院文化推广中心

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郭富美 雪隆中学华文教师培训营

10 26/4

芙蓉中华中学

网上职业兴趣测试与咨询

萧毅梅 董总中国高教展

11 19/5

新院

辅导中心说明会

萧毅梅 EIC迎新

12 27-28/6 砂劳越美里培民中学

教师培训/行政人员团队

郭富美 -

13 3/7

锡米山华小

长大的感觉真好

郭富美 -

14 10/7

SMK Bandar Utama (3)

校园亲密关系

郭富美 -

15 19/7

Mid Valley

升学展

萧毅梅 -

16 9/8

尊孔独中

亲密快乐成长----谈有效的家庭
沟通

郭富美 -

17 14/8

新院

辅导中心说明会

郭富美 注册日迎新

18 26/8

巴生中华独中

谈校园亲密关系

郭富美 -

19 6/9

钟灵独中

家，可以变得更好----谈家庭沟通 郭富美 -

20 2325/10

Pearl International Hotel/ 第十届华社辅导研讨会
博爱辅导中心

21 8-9/11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回顾
与再探”学术研讨会

College life adaptation survey of 郭富美 与沈闺高博士共同发表
NEC students

22 27/11

新院

宿舍生活导师/夜间助理辅导培训 郭富美 共2位宿舍导师及5位夜
间助理参加

23 12/12

Ai FM 电台

爱要性福—中学生应该要懂的性
教育（一）

郭富美 -

24 19/12

Ai FM 电台

爱要性福—中学生应该要懂的性
教育（二）

郭富美 -

郭富美 担任研讨会的总结人及座
谈会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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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2014年第八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自200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
培训营以来，辅导中心暨辅咨系今年已是第八度举办
此营。同侪营的目标为培养中学生对助人的兴趣；提
升中学生同侪辅导义工助人知识和技巧，推广校园同
侪辅导，协助学校建立同侪辅导团队。
今年同侪营于5月28日至30日在新院举办，参与
人数为128人。来自全马21所中学的营员，连同11位
领队老师，齐聚一堂共襄盛举。今年同侪辅导培训营
的主题为“一路有我，与你相伴”。“陪伴”是同侪
辅导的基本精神，本届的课程核心着重在情绪与自我
觉察，提升学员对自我的认识；加上同理心的训练及
基本辅导技巧的介绍与演练，协助同学成为帮助身边
的同侪，达到助人助己的效果。此外，我们也探讨现

今校园同侪辅导员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霸凌、自
残、自杀、性骚扰、性别歧视等，让同学更认识这些
课题，并懂得做出适当的回应。短短3天2夜的同侪辅
导营，营员们透过课程与活动，探索情绪与同理心及
学习，并透过基本技巧训练及与演练，将所学应用在
模拟情景上。
本次营会课程主题及主讲人如下：
1. 同侪辅导基本概念：郭富美讲师
2.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梁耀文讲师
3. 认识与觉察情绪：黄凯琳讲师
4. 同理心与积极倾听：黄玲玲讲师
5. 基本辅导技巧：蔡苔芬讲师
6. 情景演练&特殊课题：萧毅梅讲师 、郭富美讲师

2014年第八届同侪辅导培训营大合照

12.3.2 生涯辅导专业人员培训工作坊
本工作坊是由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
学系刘淑慧教授主持。刘教授是美国普度大学咨商教
育博士，也是台湾华人生涯研究中心主任。工作坊以
存在现象学取向的生涯辅导为轴心，以华人生涯网
CCN为生涯辅导专业资源。本工作坊是于今年7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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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3日主办，共42名全国各地中学及社区辅导人员
参加。透过此工作坊，提供马来西亚在地生涯辅导专
业资源，辅助马来西亚的生涯辅导专业发展与实务推
广。

生涯辅导专业人员培训工作坊大合照

12.4 院内心理健康及成长活动
12.4.1 《健康生活周》
辅导中心于9月17日至20日期间举办《健康生活
周》。这项活动的宗旨是向新院学生与教职员以及公
众人士宣导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自我照顾，以提升大
家对健康的关注。这段期间举办的活动包括：讲座、
海报展览、健康检查与咨询、舒展运动等。
本次课程主题及主讲人如下：
1. 精神健康：黄玲玲讲师
2. 压力管理 Mindfulness：巫彦融讲师
3. 吃的健康、吃的真相：林爱玲讲师 （饮食治疗师）
4. 健康的交往，安全的性：郭富美讲师
5. 认识爱滋：萧毅梅讲师
6. 动一动：黄凯琳讲师

12.5 辅导人员培训
12.5.1 院内培训课程
1. ISO 9001:2008 QMS Awareness & Interpretation（3/3/14）
2. Basic Phonetics Workshop （17-25/3/2014）
3. 生涯辅导专业培训工作坊（22-23/7/2014）
4. 叙事治疗工作坊（27-28/7/2014）

12.5.2 院外培训课程
萧毅梅
1.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Therapy（3-5/5/2014）
2. 第十届华社辅导研讨会: 故事，隐喻，创伤疗愈—
叙事治疗实务体验工作坊 （23-25/10/2014）
3. Treatment Approaches to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 Behavior
Therapy and Transference Focused Psychotherapy（15/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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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文化推广中心
作为一所民办学府，新纪元学院除了发展完整的华文教育之外，也肩负了传承及发扬中华文化之传统美德。
文化推广中心的成立主要推动华文教育及推广中华文化活动，旨在鼓励学生报考华文与珍惜学习母语的机会；让
年轻一代认识与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根及文化，并把五千年优良的中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传承下去。此外，
本中心也透过举办各类的文化活动以提升学院的声誉与知名度。

13.1 推动华文教育
13.1.1 SPM华文/中国文学讲座
杨靖耀老师受邀到各地去担任SPM华文及SPM中国文学讲座主讲人以鼓励及协助应届考生能够在华文及中国
文学科考到好成绩。以下是杨老师担任讲座主讲人的地点：

日期

讲座

学校/地点

19/02/14
20/02/14
28/02/14
04/03/14
10/04/14
25/04/14
29/04/14
29/05/14
25/06/14
26/06/14
09/07/14
21/07/14
24/07/14
25/07/14
03/08/14
19/08/14
22/08/14
11/09/14
08/10/14
09/10/14
10/10/14
13/10/14
17/10/14
20/10/14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中国文学讲座
吉兰丹《爱华文、鼓励读华文》一日营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课程培训营
SPM华文一日营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讲座“快乐遨游华文世界”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PM中国文学讲座
SPM中国文学讲座
SPM中国文学讲座
SPM华文讲座1
SPM中国文学讲座
SPM华文讲座1
SPM华文讲座2
SPM华文讲座2

波德申中华中学
坤成中学
吉兰丹中正国民型中学
SMK Pulau Ketam
SMK Sungai Long
宽柔中学
SMK Engku Husain
古晋南市市政厅冷气礼堂，砂拉越
瓜冷县福建会馆
SMK (P) Pudu
利民达国中，Jementah
SMK Batu 8 Puchong
适耕庄育群中学
SMK Seri Garing, Rawang
KLCC
SMK Desa Perdana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循人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SMK Subang Bestari
坤成中学
SMK Taman Seraya
SMK Subang Bestari
SMK Taman Seraya

杨靖耀老师与学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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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数（人）
150
560
400
150
150
550
150
450
200
100
200
100
250
350
50
200
20
30
80
500
30
80
50

13.1.2 SPM华文课程

13.1.4 “我学华文，我考华文”开心一日营

为了让中五的SPM应届考生能够掌握华文科的
作答技巧及得到好成绩，本中心于2014年4月份至8
月举办共13周（每逢星期六下午1时正至3时正）的
SPM华文课程，由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授
课。参与的人数多达110人，学员来自雪隆区21所
不同的学校，其中包括：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SMK
Jalan Bukit，SMK Cheras Perdana, SMK Bandar Baru
Sg. Long, SMK Taman Jasmin 2, SMK Engku Hussein,
SMK Perimbun，SMK Seri Kembangan，SMK Pusat
Bandar Puchong （1），SMK Seri Garing，SMK Seri
Indah，SMK Seri Kundang，SMK Sri Sentosa，SMK
Taman Kosas，SMK Tun Hussein Onn 2, SMK Tasik
Puteri, SMK Dengkil, SMK Ideal Heights, SMK Jalan
Empat，SMK Pandan Jaya及SMK USJ 4。

“我学华文，我考华文”开心一日营于3月15日
在新院举行，并吸引多达800名中学生及老师参与。
这项活动由新院中文系及文化推广中心主办、艺青出
版社协办，《星洲日报活力副刊》及《学海》周刊为
协办媒体。

杨靖耀老师与学员合照

受邀资深老师在交流会上与师生分享心得

13.1.3 第
 卅一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系列活动《爱华
文、鼓励读华文》一日营

活动宗旨是鼓励华裔子弟选修及报考华文、协助
青少年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以立足未来、推广华文教
育、维护民族语言及传承中华文化。大会更邀请到林
连玉基金常务董事莫泰熙及大马著名作家傅承得，分
别主讲“华教历史”与“开心学华文”。除此之外，
雪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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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交流会上与师生
分享心得。

13.1.5 雪隆中学华文教师培训营

《爱华文、鼓励读华文》一日营作为第卅一届全
国华人文化节其中一项系列活动，于2014年2月28日
在吉兰丹州中正国民型中学举办。杨靖耀老师受邀担
任此营的主讲嘉宾，旨在鼓励华裔子弟读华文及报考
SPM华文；同时也指导学生们如何快乐学华文及珍惜
先辈为我们争取学习母语的机会。参加此营的师生来
自吉兰丹州各校，参与人数多达400人。

这项活动由雪州教育厅中学华文科课程委员会主
办、新院作为协办单位于2014年4月11日在新院举办
雪隆中学华文教师培训一日营，约300位来自雪隆区
的老师参加此项培训活动。其宗旨是提升华文老师的
教学水平、让老师互相交流以交换教学心得、推广华
文教育、维护民族语言及传承中华文化。相关内容包
括由本院罗志强老师及郭富美老师分别主讲“悠游诗
海”与“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黄保俊会长赠送纪念品予杨老师

郭富美老师主讲“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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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推广中华文化
13.2.1 担任诗歌朗诵比赛评审

13.2.3 雪隆甲午年挥春比赛

杨靖耀老师受邀到各地去担任诗歌朗诵比赛评审
，以下是杨老师担任比赛评审的地点：

由雪州教育厅中学华文科课程委员会主催、加影
育华国民型中学联同本中心于2014年1月25日在新院
举办甲午年挥春比赛。举办这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
对书法的兴趣及提升学生的书艺水平；让各校学生互
相观摩交流及增添农历新年气氛。这次比赛的反应非
常热烈，多达1500位学生来自各区不同的学校参与。
参赛者被分布到院内各个地方写春联，形成了一道具
有文化气息的风景，场面非常壮观。比赛共分成五个
组别，即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非华裔组及大
专组。高中、初中组、小学组各设5份特优奖及优秀
奖10份；非华裔组设特优奖及优秀奖各3份；大专组
则设特优奖及优秀奖各5份。当天，除了进行挥春比
赛，大会还安排了余兴节目。

日期 比赛

学校/地点

20/3 乌冷县小学华语诗歌朗诵
评审

加影育华国民型
小学

02/4 乌雪县小学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

SJK (C) Batang
Kali

11/4 乌冷县中学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

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

17/4 八打灵首区中学华语诗歌朗 SMK Seri
Kembangan
诵比赛
24/4 鹅麦县中学华文诗歌朗诵

SMK Tun Perak,
Rawang

莫顺宗院长与大专组得奖者合照

鹅麦县中学华文诗歌朗诵

13.2.2 第一届印尼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推广教育中心与本中心、印尼日惹特区华文教育
协调机构作为协办单位于2014年1月2日至7日联合主
办第一届印尼中学生中华文化营，参与人数为59人。
主办此营主要的目的是让印尼学生有机会接触及认识
在印尼断承已久的中华文化；同时也促进马印两地青
少年朋友之间相互沟通与了解，深化国际学生间的感
情与友谊。

13.2.4 雪州中学校际书法比赛
此项活动与全国各州的书法比赛同步进行，于
2014年3月7日在新院举行，由雪州教育厅中学华文
科课程委员会主催、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与本中心联
办。其活动宗旨是发扬中华文化、培养学生对书法的
兴趣及提升中学生的书艺水平、提供各校学生互相观
摩及交流的机会，并促进联系。比赛共分成三个组
别，即高中组、初中组及非华裔组。高中与初中组设
特优奖5份、优秀奖5份及佳作奖10份；非华裔组则设
特优奖5份，优秀奖5份。当天，大会也安排了由新院
学生呈现的余兴节目，表演节目包括廿四节令鼓、扯
铃、舞蹈及戏剧等。

大合照
莫顺宗院长与得奖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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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廿四节令鼓队（爱艺鼓）成立暨题字仪式
爱艺鼓创立于2014年4月23日，并邀请到马来
西亚书艺协会六位书法家：王雅、陈月美、余斯福、
黄爱生、陈炎、谢伟森，前来新院为爱艺鼓的成立仪
式题字廿四节令。鼓队是由一群来自新纪元学院的新
生，凭着对鼓艺的热爱，并抱着要把优良中华文化发
扬光大的理念，创立了爱艺鼓队。爱艺鼓也是新纪元
学院文化推广中心旗下的一个表演艺术团体。成立短
短数月，成员已达50余人，深受欢迎。

莫顺宗院长与爱艺鼓队员及书法家合照

2014年7月5日，爱艺鼓与“动地吟”首次合
作，协办声音的演出《诗与玫瑰》，演出诗鼓《一个
古早的声音》。鼓手以雄浑有力的声音，起伏有致的
鼓声，带出二十四节令鼓的文化涵义，突显出我国华
人维护中华文化的心和不屈不绕的精神。正是鼓中有
诗，诗中有鼓，诗鼓浑然一体，象征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世代相传。除此之外，爱艺鼓更于2014年10月
23日至11月2日受邀参与由本地著名舞蹈家马金泉老
师编导的大型舞蹈剧《万象甲骨》，深受好评。

13.2.6 第卅一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系列活动：第一届吉兰丹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为配合第卅一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系列活动，吉兰
丹中华大会堂邀请本中心到吉兰丹州举办第一届吉兰
丹中学生中华文化营，主要的对象来自吉兰丹州各校
的中学生，参与人数多达140人。营会的日期是2014
年5月1日至3日，于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举办。此营
的主题为“中华文化，生活智慧”，希望青少年透过
此营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智慧，提倡优质的生活。
活动内容包括华教的故事、文学讲座、电影导读会、
团康带动舞、扯铃、廿四节令鼓、茶艺及武术等。
新院工委会大合照

全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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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第11届全国中华文化营
第11届全国中华文化营由雪州教育厅中学华文
科课程委员会主催、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与新纪元学
院联办，于2014年6月11日至14日举行。从2004年
的第一届中华文化营发展至今，已有十载。中华文化
营已来到了今年的第11届，秉持着的就是“坚持”与
“传承”的信念。此中华文化营的规模也已走向国际
化，邀请邻国的在籍中学生参与，希望提供互相交流
心得的平台，建立合作奠定稳固基础，让马来西亚以
及外国的青少年，透过中华文化认识自己并自我提升
及提倡优质生活。
今届的中华文化营以“Like华夏，Share文化”为
主题，符合这个时代发展的同时，也很年轻化，更重
要的是让年轻一代认识与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智
慧，继续宣扬华夏文化，让五千年优良传统的文化得
以源远流长。活动内容包括华教的故事、文学讲座、
电影分享会、团康带动舞、扯铃、廿四节令鼓、茶艺
及武术等。

陈再藩老师与莫院长庆祝廿四节令鼓诞生26年

大合照

13.2.8 文化活动特工队培训营
文化活动特工队于2013年8月份成立，这个团
队主要是招募本院的学生加入以协助承办及推广各类
的中华文化活动。与此同时，这个团队也能协助本院
的学生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以立足未来、提升学生的
办事能力及生活技能好让学生透过活动自我学习、成
长、并认识自己。本单位于6月27日至29日带领文化
活动特工队到金马仑高原去展开3天2夜的培训活动，
并以透过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让团员们更了解彼此以加
强团队的默契与合作精神；也让团员们更了解自己的
文化并增加他们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大合照

13.2.9 动地吟•声音的演出系列二：《诗与玫瑰》
声音的演出系列二：《诗与玫瑰》由动地吟工委
会主办、新院承办，于2014年7月5日在本院B500大
礼堂举行。《诗与玫瑰》是《动地吟》诗歌朗诵、音
乐和舞蹈表演延伸出来并把诗歌搬上舞台，用朗诵、
演唱、舞蹈、甚至是戏剧的方式呈现，十分灵活好
玩。除了诗人，约一半的节目由学生呈现，他们不止
创作诗、曲，还有其他出乎意料的创意，比如用鼓、
装置艺术，还加入口技(beatbox)表演诗歌。
爱艺鼓配合诗歌朗诵演绎《一个古早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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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0 第八届全国文学创作比赛颁奖礼/文学创
作营
2014年8月6日至8日，由马来西亚教育部主催、
雪州教育厅及雪州华文教师联谊会承办、加影育化国
民型中学及新纪元学院联办的第八届全国中学生华文
文学创作营暨颁奖礼，在新纪元学院顺利举办。此次
创作营的主题为《绿色万花瞳》。约200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得奖学生以及指导老师出席此活动。其宗旨是
培养中学生创作的兴趣，提升中学生文学创作水平，
激励中学生学习创作士气及发掘写作人才，培养马华
文坛新秀。此次创作比赛分成高中组（中四至中六）
与初中组（预备班至中三），参赛作品分为散文、诗
歌及小说三类。创作比赛的奖项分别为特优奖三份，
优秀奖五份，佳作奖10份。雪兰莪州是本届比赛的总
冠军。
除此之外，在这三天两夜的创作营，筹委会也安
排了非常丰富且有意义的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李明
锭老师带动团康舞、布城观光团、周金亮老师《爱华
教》弹唱会、周若鹏老师谈《声音的演出》、文娱之
夜演出等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叶呈娟在颁奖典礼上
致词时表示创意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意将带来
革新，而革新将带来改变。教育部鼓励学生往高层次
思考，并建议全国各地的华文科助理局长，鼓励老师
向学生推介爱德华波诺博士创始的水平思考法。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叶娟呈颁发总冠军奖杯

13.2.11 《月下•老人•庆中秋》社区服务活动
《月下•老人•庆中秋》是由文化活动特工队举
办的社区服务活动，于2014年9月7日在雪兰莪加影
佳宁之家和老人家一同欢庆中秋节。其目的希望透过
庆节日把温馨和快乐带给老人；深化关爱老人，尊敬
老人的意识；将爱付诸于行动，给老人温暖，缔造爱
心社会。中秋晚会的活动吃月饼赏月外，也包括与老
人家聊天、演唱歌曲、魔术表演及“自拍”等。

大合照

13.2.12 重阳节：文化就在碑林里
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千百年来诗人登
高赏菊之时创作了许多名篇佳句。其代表性的习俗，
有：佩插茱萸、登高、群聚宴饮、吃重阳糕等等。随
着社会的演变，多福求寿的主题也和孝道伦理相融
合，发展出孝亲、敬老，求健康祥和的象征。中华人
文碑林作为一文化地标，有志于传承此文化遗产。富
贵集团、新纪元学院文化推广中心、真善美教育中
心、AI FM电台及马来西亚华夏文化促进会等透过文
化的新包装，于2014年9月28日举办“2014重阳文
化节”。在本次活动中，大会把融合大自然的文化园
林当成生命教育的活教室，规划了几个体验区，包
括：书法、拓碑、茶艺、武术、爱艺鼓及现场古琴表
演等，并在园区内提供定点导览，活动的内容贯穿重
阳孝亲养生的文化，让民众能徜徉在古雅的江南水乡
中，感受文化的生命力。

大合照
特工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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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3 《万象甲骨》舞蹈剧
共享空间专业舞团于10月23日至11月2日在吉隆
坡表演艺术中心重演舞作《万象甲骨》。自2013年
首演后，深获好评，所以配合今年舞团16年来首次发
动筹募发展基金的计划，为未来的建基寻求更稳健的
发展，舞团重演该舞作。《万象甲骨》由著名编舞家
马金泉及叶忠文编舞创作，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
骨”取得灵感，以舞者肢体幻化书法的文字形态，体
现中华数千年汉书法的演变精神。作品最后以本土教
育家及书法家沈慕羽的书法作为海外华人开枝散叶的
道统延续，演绎一部华人文字源起甲骨，随后风华衍
生的汉书法的精神内涵。 爱艺鼓鼓队受邀参与演出，
而文化活动特工队则担任此演出的工作人员。

大合照

13.2.14 第一届乌冷县小学生中华文化营
华夏文化流传至今，已有5千年的历史。文化的
传承应从小培养，为提升小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本中心与士毛月新民国民型华文小学家教协会于2014
年 11 月22 日至 11月24 日在士毛月新民华小联办第
一届乌冷县小学生中华文化营，让更多的小学生有机
会接触及学习中华文化，认识自己的根和属于自己的
文化。 此营的人数多达140人，主要的学员来自5、6
年级。此营的活动内容包括经典文学导读会、相声、
民俗体育、廿四节令鼓、捏面人、茶艺及武舞等。

学员与廿四节令鼓创办人陈再藩老师（小曼）合照

学员与马来西亚汉服运动创办人江志发合照

大合照

13.2.15 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第31届联欢
晚宴
雪隆福州会馆于12月12日至13日假吉隆坡Pullman Kuala Lumpur Bangsar Hotel主办马来西亚福州
社团联合总会第31届、榕联青及妇女组第17届2014
年度会员大会，同时亦12月13日晚上举行会馆一百零
二周年、青年团四十七週年及妇女组五十二週年纪念
联欢晚宴。爱艺鼓受邀与共享空间专业舞团在联欢晚
会演出，文化推广中心特工队则担任工作人员。主办
当局捐赠10个鼓架（价值RM2100）于新院爱艺鼓队
及马币2千予新院文化推广中心。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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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艺鼓演绎《沈体》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