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教总新纪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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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忠强主席献词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竞争激烈，整个
领域充斥着商业化的操作，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高等
院校实施形形色色的指标管控，进一步将高教事业导
向高回酬的营销模式。新纪元学院独立其间，依然秉
持多元开放的创校精神，坚守华文高等教育的发展目
标，一步一脚印地落实教学与研究计划，致力提升学
术水平和教学素质，同时兼顾传扬中华文化的重任。
尽管升格大学学院仍然面对障碍，但是本院对课
程素质与师资水平的提升，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今年已向国家学术鉴定机构提呈了5项学士学位课程
的申请，以备升格后颁发本身的学士学位，同时首次
开设了供国际学生修读的英语加强课程。截至2014
年年底，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的教职员占总人数的
70.5%，其中具有博士资格者共14人，占学术人员总
数的22.2%。毫无疑问，课程与师资的提升必然是本
院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2013年8月31日和9月1日，南大教育与研究基
金会和马来亚南大校友会联办《南大颂》大型史诗歌
舞剧义演，为新纪元学院设立陈六使研究所和南洋大
学史料中心而筹款，并成功筹获约马币150万元。经
过数月筹备，陈六使研究所和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在今
年先后启动，并于2014年9月5日，藉着纪念南洋大
学创立61周年之际举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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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陈六使
精神正式在新纪元学院扎根，新纪元学院继承南大精
神有了实在的凭借。我们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发扬陈六
使精神，同时深化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念、深耕华文
高等教育的研究内涵。
作为华社群策群力创办的高等学府，新纪元学
院既是华文小学和独立中学的实质延伸，也是发展华
文教育的动力源头。华文独中的师资培训工作一直是
新纪元学院的重中之重，从创校以来不断加强不断提
升，已经发展出别具一格的经营方式。我们按照全
国各地独中的实际需求，在各个据点分别以华文、英
文、国文开设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教专）。2014年
全国各地共有9班教专课程，在籍受训教师超过350
位；另外还有3个班级在2014年年中完成课程顺利结
业。至此，新纪元学院教专课程共培养了1153位独
中老师。
过去数年，鉴于升格需要，本院投入了很大的
人力物力，提升师资和设备，所费不赀。今年，全院
上下众志成城士气昂扬，学生人数明显增长，已经恢
复到2008年以前最高峰的水平，财务状况也渐趋平
稳。我们相信，本院已处在正确、稳定的发展轨道
上，并将继续为华文教育作出贡献，交出亮丽的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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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顺宗院长献词
先从大环境说起。2014年是马来西亚多灾多难
的一年。空难、旱灾、霾害、政治恶斗等接二连三纠
缠不清的问题，使国家发展和形象不免受损。华教圈
子也时值多事之秋，我校新纪元在面面夹击困境中，
意欲迈步向前，殊不容易。
但同仁们却不受周遭环境影响。因为我们始终记
得，华教铁树开花大业高于一切。处境纵然恶劣，我
们却已经习惯在艰苦之中默默耕耘。我们知道，必须
以优异办学成绩证明新纪元高教之路绝对可行。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我们的招生渐入佳境，人
数创下建校以来的最高峰。2008年风波以后的招生
情况至今终于完全恢复。我们的校园绿化与美化计划
初见成效。可见的事实乃是，新纪元学生活动越来越
多，也越办越好。我们所有同仁在育人、笔耕的同
时，愿意参与和推动新纪元发展大计，我们正在打造
一个具有人文气息、优雅，以及充满活力的校园和校
园文化。
我们学生的文学艺术创作屡屡得奖，戏剧演出赞
美之声不绝，校际辩论比赛过关斩将，学生甚至到大
陆、台湾、澳门、印尼、新加坡实习和参访。今年我
们的鼓队也终于组织起来，并且频频受邀到各种盛大
场合参与表演，我们举办的文化活动吸引数之不尽的
中小学生前来参与，我们也走出新纪元，走入各个中
小学，走入每一个社区的大街小巷，甚至走入邻国，
协助东南亚华文教学的重新复苏。因为，我们知道，
世界无限宽大，我们必须充实新纪元的内涵，开创属
于新纪元师生的精神力量。
教育是无止境的征途，这一年的成果，在华教
漫漫长路中也许真的不算什么。可是，我们正在跨出
重要的一步，在这一小步中，我们这些新纪元人重新
确认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知道使命的所在，重拾自
信，展现实力，我们愿意一步一步循序渐进，迈向属
于这一代人的华教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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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介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始于1819年，目前全国
共有政府体制的华文小学1280多所，民办华文独立
中学60所。1994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与独立
大学有限公司（独大）成立了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
利）有限公司，并于1997年创办了新纪元学院，希

望提升为大学，以实现从小学、中学至大学的完整母
语教育体系。因此，新纪元学院的创办，可说是继
1980年南洋大学被关闭、1982年独立大学申办失败
后的“华文教育新起点”，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
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教学楼与饮水思源楼建筑工程进行中（1999年-2001年）。

3.1

校地由来与建校过程

新纪元学院坐落在雪兰莪州加影的华侨岗上，占
地8.5英亩。
新纪元学院校地原属于加影华侨学校，1948年
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华侨学校的校地被英军占
用，一直到50年代独立后才归还。1974年华侨学校
产业受托会（由加影八大注册团体，即育华校友会、
乌冷广东会馆、乌冷客属公会、乌冷福建会馆、加影
商矿公会、善余俱乐部、广东义山公会、民生体育会
组织而成）将校地租予当时为争取申办独立大学而成
立的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作为创办独立大学的校址。
虽然独立大学的申办工作遇到挫折，但华侨学校
产业受托会仍然于1989年10月1日正式将校地捐献
给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作为日后建立华文高等教育中
心用途。1993年12月19日，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落
成，充作董总行政处之用。
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虽然有4层之高，但不足以
应付兴办学院的需求。新纪元学院于1997年获准开
办，董教总领导决定扩大原有的建筑规模，计划兴建
7层的教学大楼及13层的饮水思源宿舍楼。为使这些
计划顺利落实，即以“筹募新纪元学院建设与发展基
金”名义，展开全国性筹款运动。

新纪元学院教学大楼及宿舍楼的建筑费高达马
币2千600万元。在董教总领导下，全面动员全国各
地区热心华教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点一滴
累积起来。多姿多彩的筹款活动在各地迅速展开，
通过主办义卖会、慈善晚宴、义走、义踏、慈善义
演等；同时，通过各项运动如百万献华教、售卖金
章、银章运动、以课室命名等方法，多方筹集建设基
金。1999年，兴建校舍工程正式动工。直至2001年
9月，教学楼和宿舍楼落成启用，新纪元学院空间使
用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
2001年，董教总领导更成立筹募新纪元学院建
设与发展基金槟城州工委会及霹雳州百人工委会，有
规模、有系统地在地方上发动筹款，成绩斐然。北马
人民连同南马等地如柔佛州的峇株巴辖、居銮、马六
甲、森美兰等州的人民，在全国汇成一股浪潮，通过
筹款让建设学院的深远意义深入民心，做到“全力筹
款、超越筹款”真正发挥了群众齐心协力兴办民族高
等学府的巨大决心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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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教学楼与饮水思源楼落成典礼。

3.2

学院发展与办学理念

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经历过无数艰苦。除了长期
面对当权者的为难及打压，更由于资源不足而举步维
艰。1998年初开课时，由于教学楼尚在筹划中，只
好利用货柜箱上课。但新纪元学院却在恶劣环境下，
迅速成长。
1998年3月1日，新纪元学院举办第一届新生入
学开课礼，第一批学生仅得148人，当时开设的科系
也只有商学系、资讯工艺系及中国语言文学系。但到
了2008年，学生人数激增至1700人，科系也由原有
的3个增至8个，新增的5个科系为媒体研究系、美术
与设计系、戏剧与影像系、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和教
育系。

神各层面。为落实这些理念，新纪元学院设立了全人
教育奖的奖项，学生需充分体现全人教育的：热心社
区服务；在团体活动或个人才艺有杰出表现或创意；
关心社会动态，对时事课题有严谨缜密的批判思维；
尊重生命、对他人怜悯，对环境充满热爱等4个要
素。

新纪元学院的迅速成长，归功于华人社会的大力
支持，也显示华人社会完全认同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
念，即多元开放，成人成才；源自社会，回馈社会。

新纪元学院以“源自社会、回馈社会”作为办
学特色，社会服务奖颁予为社区、群体提供良好服务
的学生。卓越创意奖颁予发表杰出创作和举办有创意
的社团组织活动之学生。批判性的思维是学术自由、
学生自治的必要成分，批判思维奖颁予思想严谨缜密
而具批判性的学生。全人教育鼓励我们提升对全人类
和大自然万物的大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倡无歧
视、平等和尊重原则，遵守公共场所基本礼仪。人文
关怀奖颁予体现尊重生命、对他人有怜悯、对环境有
敬意的学生。

在强调单元教育政策的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
的办学理念无疑令人耳目一新。为了完善母语教育理
想，以及落实多元的教育理念，新纪元学院坚持致力
于把新纪元学院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民办高等学府。

为了落实全人教育的理念，我们还在课程设计上
体现全人教育理念，同时鼓励一个有人文气息的校园
文化，以及学术自由的研究环境，务求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获得濡化和熏陶。

简单地说，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念为“多元开
放，成人成才”。多元主义与民主开放是顺应当代世
界教育发展趋势，成人成才则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与
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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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之创立，就是立基于全人教育的原
则，鼓励社区觉醒、创意、批判思维以及人文关怀的
态度，包括培塑个人的道德、情感、生理、心理和精

1998年3月1日，新纪元学院第一届新生入学开课礼。

3.3

图案

标志说明

     形象

        意义

·三面迎风向上飘扬的旗帜。

·代表积极、进取、向上、开明、尊重及开放的态度。

·三种丰富且鲜明的彩色
    (黄、红、蓝)。

·三者代表多义。不同的颜色组合  象征多元精神及民主
    活力。

·英文大写字母“E”的抽象
    形象。

·代表新纪元(NEW ERA)中ERA的涵义。

·英文大写字母“N”的抽象
    形象。

·代表新纪元(NEW ERA)中NEW的涵义。结合“N”
    (NEW)及“E” (ERA)，成为纪元学院 (NEW ERA)
N.E的缩写。

·由三块面组成的“N”，作
    为三面旗帜的支撑点。

·三块面代表：
   新精神 - 自由精神
   新思想 - 独立思想
   新时代 - 多元时代

现今，在华社的全力支持下，新纪元学院的多项
建设已基本完成。7层楼的教学大楼与13层楼的“饮
水思源”宿舍大楼已在2002年正式启用。这两栋大
楼的落成，为学生提供一个舒适及完善的生活与学习
环境。虽然前路依然困难重重，但新纪元学院却始终
坚持理想。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兴办华文教育，
是基于宪法允许各民族自由发展其语文教育权力的。
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是民族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因
为认识到语言文化是民族的根本，中华文化是华族的
灵魂。为了不做没有根、没有灵魂的民族，就必须致
力于母语教育之推展。新纪元学院一直配合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之发展，期望有朝一日，能进一步做到：
(1) 华文及中华文化为国内各族所接受；
(2) 成为东南亚中华文化研究中心；
(3) 扶助国内少数民族发展其母语教育。

新纪元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

货柜箱课室

1999年，饮水思源楼动土
典礼。

我们深信，在全体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新纪元学
院将能茁壮成长，最终能如愿发展成为一所具有水准
的民办大学。

新纪元学院矗立在加影华侨山岗上。

槟城州三轮车夫协会于2001年举行盛大的义踏活动，共捐
献马币4万元给新纪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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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华社热心捐献，为创办新纪元学院而努力。

2001年，香港影
星刘德华为新纪元
学院筹款。

36

（四）行政结构
4.1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

4.1.1 简介

4.1.4 管理职责

在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与
执行董事部之下，新纪元学院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简称理事会）为新纪元学院的最高决策机
构。新纪元学院理事会向根据“一九六五年公司法
令”下注册之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码：No.292570 A）董事会负责。

2)理事会有以下之权力，惟执行时须符合一九九六年
教育法令之条文及其附属条例，规则与指示，同时
凡关系到本学院之不动产及经济上之承担时必须获
得董事会之最后批准，始得执行：

4.1.2 理事会成员
理事会成员由以下成员组成：
·理事会主席（1人）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会代表（7人）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委任会员（6人）
·院长与副院长为当然理事 （2 人）
·理事会秘书（1人）
·讲师代表（2 人）
·校友代表（2人）
·学生代表（2人）
第六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的任期由2014年7月4
日至2017年7月3日。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如下：
理事会主席
       ：林忠强
董教总教育中心代表：林忠强
（7名）
          张光明
赵燊儒
杨天德
吴治平
邹寿汉
王超群
董事部委任会员        ：卢金峰
（6名）
          刘庆祺
李子松
丘琼润
苏顺昌
谢瑞平
学院当然理事        ：莫顺宗
理事会秘书
       ：叶汉伦
讲师代表
       ：张伟隆、
          叶俊杰
校友代表
       ：刘镇东
杨    洁
学生代表
       ：陈威雄、
           黄秀英

4.1.3 任期
理事会主席由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
司董事会委任。新纪元学院之注册处主任成为理事会
秘书。每位理事包括主席在内，其任期为三年，由委
任或选出之日起计算。如再被委任或连选得连任。理
事会成员辞职，须以书面通知理事会之秘书。

    
1)理事会有责任经营管理新纪元学院。

a)接受及支付一切钱财；
b)对已被教育部长批准之科系提供教学课程，考试
制度及学习条规等；
c)颁发证书或文凭给就读于本学院已获批准之科系
并符合本学院所规定之要求者；
d)聘请，提升及管理本学院之行政人员，讲师及职
工；
e)建 设，装备及维修本学院所需之图书馆，实验
室，文物馆，讲堂，宿舍及其他建筑物；
f)为 本学院之需要，聘用职员，订立合同及设立信
托；
g)规定本学院职工之服务条件，包括服务条规、薪
金制度、假期及纪律；
h)为本学院雇员之利益而设立退休金、养老金或公
积金制度，及与其他机构或个人安排设立此类制
度；
i)规 定及提供本学院之管理人员、教员、职工及学
生之住宿以及教师、职工与学生之福利及纪律；
j)除 了上述各项职权，理事会可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促进本学院之教学、财政、福利及纪律。

4.1.5 会议程序
·理事会之所有会议，其法定人数，不得少过7人。
·任何理事会之会议皆由理事会主席主持，主席缺席
时，得由出席者选出一位临时主席，主持该次会
议。
·理事会必须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理事会会议。在主
席指示或任何五位理事联合以书面向秘书要求下，
秘书得召集额外的理事会议。
·在符合《新纪元学院管理规章》及法律之条文下，
理事会有权制订所需之执行程序或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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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政结构

新纪元学院的管理，须遵照1999年《新纪元学
院管理规章》条文之规定行事。

行政结构图如下：

学院之组织架构主要分为行政部门和学术部门，
而学院评议会则为院内事务的最高决策组织。评议会
之下另设有各有关委员会，以规划与执行特定之学术
与行政决策。
2009年，新纪元学院行政结构进行部门重组，
部门重组的主要目的是将功能相近的部门结合，减少
职责重叠现象，以达到减少浪费资源。同时，此举也
确保人力资源能更有效分配，加强部门之间的互动与
交流，提升行政团队的效率。本年度的部门重组与人
事更动如下：

行政部

1)自2014年1月1日起，叶汉伦出任行政部主任。
2)自 2014年1月1日起，原任人事处副主任宋美兰同
事，擢升为人事处主任。
3)自 2014年1月1日起，原任公关处副主任吴振声同
事，擢升为公关处主任。
4)自 2014年4月1日起，原任院长室特别项目协调员
王声宾同事，擢升为庶务处主任。
5)自 2014年4月2日起，原任媒体研究系黄招勤讲
师，出任媒体研究系系主任。
6)自2014年8月18日起，傅琬诗出任新纪元大学学院
发展部主任。
7)自 2014年9月1日起，原任学术部主任兼推广教育
部主任李泉氚同事，卸下学术部一职，继续担任推
广教育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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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事务处
·公关处
·国际交流处
·国际学生事务处
·政府事务处
·招生处
·庶务处
·图书馆
·电脑中心
·辅导中心
·文化推广中心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部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
院长

学术部

注册处

财务处
人事处
新纪元大学学院发展部

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

马来西亚与
区域研究所

商学院

·商学系

·教育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辅导与咨商
心理学系
·英文部

媒体与艺术
学院

理学院

推广教育部

·社会与发展研
究中心
·马来西亚历史
研究中心
·法律与社会研
究中心

·技职教育处
•终生教育处

陈六使研究所
·媒体研究系
·美术与设计系
·戏剧与影像系

·资讯科学与
电脑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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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事编制
院长室
院长：莫顺宗
秘书：叶淑雯

行政部
主任：叶汉伦

财务处

人事处

主任：沈丽燕
高级执行员：万婕甯
执行员：文美凤
执行员：郭佩芳
执行员：郑素蓉

主任：宋美兰
执行员：戴惠萍
执行员：张翠珊
接待员：林斗霜

招生处
高级执行员：刘向庭
助理高级执行员：萧维深
执行员：蔡妙湛
执行员：李枟桧
执行员：朱婉琴
助理：Sabariah

庶务处
主任：王声宾
执行员：曾家惠
助理：徐亦克
技术员：罗维建
书记：刘萍
事务员：熊维慈
守卫兼协调员：Lurth
清洁女工：Valliamah
清洁女工：Sarojini
清洁女工：Ten Moly
清洁女工：Chendere Yathi
清洁女工：Devi
清洁女工：Mageswari

学生事务处
主任：颜彣澔
高级执行员：萧玉仪
执行员：黃世鑫
宿舍生活导师：曾焕澄、
宿舍生活导师：何筱君
助理：刘秋慧
助理：曾振荣

政府事务处
主任：Azizan
执行员：Nurhidayah

公关处
主任：吴振声
助理：吴咏芩

国际交流处
主任：陈心瑜
执行员：蔡惠欣

所长:文平强
研究员兼讲师: 沈闺高
助理高级执行员：苏逸云

法律与社会中心
国际学生事务处
执行员：吕士源
执行员：Norhafizah

文化推广中心
主任兼讲师：杨靖耀
执行员：曾伟勤
专员：李韵洁

电脑中心
主任：梁帏雄
合约软件开发员：张春叶
网页设计员：蔡惠雯
技术员：李佳家
技术员：周志卫
网络助理：邓敬惠

图书馆
主任：庄璐瑜
高级馆员：戴婷婷
馆员：曾佩思
馆员：陈美妘
馆员：李俊隆
助理：黄国庆
事务员：黄健峰

辅导中心
主任：郭富美
辅导老师：萧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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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

主任：罗荣强

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
主任：廖文辉

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陈六使研究所
(Block B, G Floor)
所长：莫顺宗
执行员：陈淑芬

推广教育部
主任：李泉氚

技职教育处
培训员：尹嘉辉
培训员兼实习协调员：林美慧
合约培训员：邱湘婷
助理：曾婉芬

终生教育处
协调员：颜丰平
协调员：黄承业

学术部
代主任：莫顺宗
副主任：Azizan
高级执行员：房丽娟
执行员：蔡小曼
助理：何信强
讲师：蔡莉玫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注册处
高级执行员：蔡淑芳
助理：宋晓芬

商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主任：伍燕翎
客座教授：余宗发
高级讲师：苏燕婷
高级讲师：廖文辉
讲师：郑诗傧
讲师：罗燕婷
讲师：郭思韵
执行员：黄秋娴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主任：蔡苔芬
讲师：黄凯琳
讲师：黄玲玲
讲师：郭富美
执行员：陈亿婷

教育系
主任：王淑慧
讲师：王睿欣
讲师：叶俊杰
助教：张溧芳
助教：张伟隆
助理高级执行员：叶姿汕
执行员：史珍妮

英文部
主任：林玉珠
讲师：陈玉意
助理：温钧淣

商学系
副主任: Shamuni Kunjiapu
讲师：蔡来宝
讲师：陈群娣
讲师：陆耀光
讲师：谢福强
讲师：彭亨利
讲师：Theepa Paramasivam
讲师：Navaratnam Vejaratnam
讲师：Ira Syazwani
讲师：王汉国
助理高级执行员：陈素佩

理学院
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主任：孔国梁
讲师：杨巧真
讲师：林美月
讲师：Widura
助理：何燕妮

媒体与艺术学院
媒体研究系
主任：黄招勤
讲师：高佩瑶
讲师：谭健胜
讲师：周蔚延
讲师：欧阳靓凌
助教：郑久益
助教：赖佩仪
广播室管理员：廖妍嫣
执行员：吕小梅

戏剧与影像系
主任：贺世平
讲师：区琇诒
讲师：梁友瑄
执行员：黎淑群

美术与设计系
主任：Ambrose Poh Teik
Huat
讲师：利南兴
讲师：Denise Elaine
Fernandez
讲师：Raha
讲师：骆孝源
合约讲师：Nur Syahida
合约讲师：黄仲杰
合约讲师：谢易伸
合约讲师：郭静洁
合约讲师：陈宝如
助教：罗志义
执行员：陈美青
助理：林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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