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2014年大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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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任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上任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于7月4日
召开第十届董事复选会议。会上接纳了原新纪元学院
理事会主席王今仲博士的辞呈，并感谢他在任期间对
新纪元学院的付出。会议亦通过由林忠强博士接任新
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一职。

	 林忠强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数学系，后赴加
拿大沙斯克澈湾大学考获硕士学位，最后于加拿大麦
基尔大学考获哲学博士。林氏曾担任马来亚大学数学
系教授，后任学邦理工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长。任教
期间曾在多所大学讲学，其中包括日本东京上智大学
客座教授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脑系客座副教授；此
外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丹麦阿尔弗斯大
学、英国雷丁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林忠强博士享誉于数学界，曾担任多届马来西亚
数学协会会长以及东南亚数学协会会长。近年来他积
极推动各项理科竞赛活动如澳洲数学比赛、雪隆华罗
庚数学比赛、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陈六使人文科普
讲座等，一系列活动皆大受好评，成绩卓著。

	 林忠强博士除了活跃于学术界，同时也担任南
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执行董事、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
会名誉会长以及大马福建社团联合会永久名誉总会长
等。 林忠强博士接任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

新任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与各主管交流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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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六使铜像揭像仪式暨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开幕仪式

	 2013年8月31日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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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学史料中心于2014年中
旬正式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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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压轴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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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地的
南洋大学校友都踊跃参与此活动，使得活动增添不少
色彩。

2014年9月5日陈六使铜像揭幕仪式，
左起林顺忠、林忠强博士及丹斯里林源德。

2014年9月5日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开幕礼。
左起为：拿督刘宗正教授、谢华谦、林顺忠、丹斯里林源德、林忠强博士、周增禧、丹斯里刘贤镇及缪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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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届印尼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由新纪元学院主办，印尼日惹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协办的“第一届印尼中学生中华文化营”于2014年
1月2日至7日顺利开办。首届的文化营共吸引了六所
日惹区学校：日惹圣道初中（Kalam	 Kudus）、忻龙
华文教育中心、Pangudi	 Luhur高中、日惹培伟初中
（Budya	 Wacana）、日惹星领初中（Stella	 Duce）
及日惹崇德初中（Budi	Utama），共49位印尼中学生
和10位老师报名参加。

	 随着印尼华文教育复苏，印尼学生可以在课堂学
习华语，但对于中华文化还是处于一知半解的情况。
新纪元学院在马来西亚扮演着传承及发扬中华文化的
角色，此次举办文化营的目的，是希望将中华文化推
广到印尼学生群，让印尼华裔学生了解自身文化，重
投母语的怀抱。

	 文化营期间，印尼学生亲身参与了扯铃、茶艺、
书艺、二十四节令鼓、武术等活动。同时，新纪元学
院也安排印尼学生参访士毛月新民华文小学和吉隆坡
名胜。经过6天的相处，老师、学生和筹委建立了良
好感情。闭幕仪式中，大家都不禁落泪，相互拥抱道
别，为此届文化营划下温馨落幕。

印尼学生学习书艺。

王胜松师傅教授印尼学生入门武术。

第一届印尼中学生中华文化营开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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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4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学术研讨会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竭力汇集中、
英文教育源流学者，共同推进不同领域的华人研究工
作。近30年来，华人社会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当中，不少的教育机构、研究人员以及研究基金不断
扩大对华人研究的支持。然而，面对着如此多的研究
成果，许多领域至今未有显著的进展，并迫切需要关
注。同时，部分领域仍需进行再审视，透过新观点、
崭新角度展开观察与思考，使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且
有所突破。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与新纪元学院自2008年开
始建立联系，期间我们共同合办了三次学术研讨会，
对促进东西马两地华人研究学者交流起着很大的作
用。这次，本所与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于11月8日
至9日在本院A座403讲堂联合主办为期两天的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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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Research）。研讨会激发对于重
大议题的意见交流，并藉着这些新观点，让我们更好
地了解及洞察华人及国内其他地方社会的发展。

	 研讨会分成中文场次和英文场次进行，受邀的
24名学者分别在7个场次（宗族组织、历史、人口、
文学、教育、政治和文化与教育），针对不同的华人
研究主题发表论文，包括对历史和方言社区、教育与
文学、社会与宗教组织、人口老化、未来变化与趋势
以及政治议题进行研讨。发表人来自砂拉越华族文化
协会、新纪元学院、马来亚大学、拉曼大学、马来西
亚博特拉大学、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
学、世纪大学、林连玉基金、美国Upper	Iowa大学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陈爱梅小姐（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

陈穆红博士（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研究员）

陈湘琳博士（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高级讲师）

洪丽芬博士（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暨传播学院
高级讲师）

廖文辉博士（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李成金先生（前任雪兰莪州议员、独立研究员）

沈闺高博士（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研究员）、
郭富美小姐（新纪元学院辅导中心主任）

王睿欣博士（新纪元学院教育系讲师）

王淑慧博士（新纪元学院教育系系主任）

吴诗兴先生（林连玉基金高级执行员）

徐云彪博士（世纪大学副教授兼执行副学术与研究总裁）

文平强博士（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所长）

阮光安先生	（砂拉越国民型中学教师）

甄义华博士（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副教授）

郑乃平博士（马来亚大学经济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西马的海陆丰社群研究——以槟城美湖为例

Revisiting	the	1952	Legislation	on	State	Nationality:	
Intercommunal	Negotiations	and	Contentions

从结社到同仁，从天狼星到动地吟：马华诗人群体的
诗歌，与其他

从生活实践看华人对马来文化的适应

马来西亚闽南宗族试探

英殖民管治前后的华人聚落变迁──加影与周边社区
的个案探讨

College	Life	Adaptation	Survey	of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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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在职进修：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经验

公司•神庙•私塾：英殖民时期砂拉越漳泉民系的宗
教组织及社会影响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lay	and	Chinese	Trick-
ster	Tales:	Sang	Kancil,	the	Rabbit	and	the	Rat

Changes	and	Trends	in	Malaysian	Demography: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

砂华诗歌的民族主义书写——以吴岸早期诗歌为例

State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and	Malaysian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Ethnic	Trends	and	Differentials	towards	Replace-
ment	Fertility	in	Malaysia

序 主讲人 讲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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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邀请了本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与砂拉
越华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暨学术发展委员会顾问蔡雄
基先生联合主持开幕仪式。

序 主讲人 讲题
16

17

18

19

20

周芳萍博士（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	、
张明辉先生（霹雳实兆远南华国民型中学华文教师）	

祝家丰博士（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兼系主任）

朱敏华先生（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历史组主任）

蔡信廷先生/Mr.	Chai	Sen	Tyng	(Fellow,	Institute	
Gerontology,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	
Professor	Dr.	Tengku	Aizan	Hamid	(Director,	Institute	
Gerontology,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Dr.	Vincent	Wee	Eng	Kim
	(Adjunct	Professor,	Upper	Iowa	University,	USA)	、
Associate	Professor	Thinavan	Periyayya	
(Faculty	of	Creative	Industr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华小学生课业负担及学术表现

政治双海啸冲击下的国阵华基政党：告别马华公会?

一位砂拉越粤籍侨领对族群与社会的付出：李永桐先
生的生平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Issues	and	Challenges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Social	Media	Apps	for	
Branding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本会的研究成果将结辑出版，藉以丰富马来西亚
华人研究参考文献的资源。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左二）与砂拉越华族文
化协会名誉会长暨学术发展委员会顾问蔡雄基先生（左一）
联合主持开幕仪式。右一为研讨会筹委会主席文平强博士。

第二场次：历史课题。主持人为阮光安（左二），发表人
为吴诗兴（左一）、朱敏华（右二）和李成金（右一）。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回顾与再探”学术研讨会
联办单位代表与发表人合影。

第三场次：人口课题。主持人为陈穆红（左二），发表人
为蔡信廷（左一）、郑乃平（右二）和文平强（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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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武舞剧场《十年一剑》

	 新纪元学院作为一所民办学府，秉持着“源自社
会，回馈社会”之办学理念，致力于发展完整的华文
教育，也肩负起传承及发扬中华文化的重任。2013
年本院成立文化推广中心后，数月间同事们奔走各
地，甚至为印尼华裔举办中华文化营，并积极推动与
鼓励本地同学报考SPM华文科。2014年8月16日，文
化推广中心举办了首届《满园桃李•师情话意》尊师
重道感恩宴，温暖了老师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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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下去。此外，文化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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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化推广中心的成长，前来参与活动的老
师、学生及民众日益增加，本院决定设立“新纪元学
院文化推广中心活动基金”，以持续维护及发扬中华
文化，让大马年轻一代的华裔不与中华文化脱节，
更辐射至各个民族。本中心与武舞艺术坊合作并于
2014年11月30日在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KLPAC）
演出武舞剧场《十年一剑》，以募款及售票的方式筹
募活动基金。此项活动得到多位热心人士的资助及支
持：

赞助人/单位

黄国强先生
姚迪刚先生
李雲桢女士
谢美梅女士
林忠强博士
黄奕霖先生
富贵集团
蔡逸平先生
杨天德博士
艺青出版社
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苏志鸿先生
卢金峰先生
刘庆祺先生
售票所得

数额（RM）

30,000.00
26,200.00
5,000.00
5,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8,786.00

《十年一剑》海报

星洲活力副刊报道《十年一剑》莫顺宗院长与同事出席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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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欣赏爱艺鼓摄影展

《十年一剑》剧照

莫顺宗院长颁发感谢状与纪念品予赞助单位 莫顺宗院长与赞助单位合照

大合照

《十年一剑》剧照

爱艺鼓演绎《沈体》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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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任拿督潘健成担任新纪元学院技职教育顾问·��
“技职课程与马来西亚中文教育”讲座

	 为提升技术职业课程的素质，本院荣幸邀请到	
“随身碟之父”台湾群联电子公司董事长拿督潘健成
担任技职课程的顾问。我们深信，凭着拿督潘健成顾
问丰富的创业经验及卓越成就将对新纪元学院发展技
职教育大有帮助。

	 12月5日拿督潘健成不计劳苦地从台湾回来马来
西亚，莅临新纪元学院参加“技职课程顾问”的委任
仪式。除了简单而隆重的委任仪式之外，拿督潘健成
也为现场的同学发表了40分钟的经验分享。拿督潘健
成认为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非要念大学不可，如果有兴
趣及有能力深造当然是好事，反之被父母強迫升学则
是一件浪费双方时间的事情。他说，很多大学生念了
四五年的专业课程，毕业后仍然无法掌握所修读的领
域知识，必需出来社会闯荡三五年才开始学习，但是
比起中学毕业后进入技职学院，出来社会就能投入技
术领域发展的人，大学生显然是起步慢的一群。

	 “技职培训课程可提供不想念大学学术教育的
孩子，一个相对有出路的系统去学习所长。”潘健成
表示，台湾早年因为大量发展大学，许多技职学院跟
着转型为大学，结果出现大学生过剩及难找工作的状
况，后来发现国家发展需要技术人才后，才再度重新
发展技职学院，受到台湾人及海外学生的欢迎，因为
这些毕业生不仅掌握一技之长，也能找到高薪好工
作。甚至也为将来自行创业奠定了扎实而强大的基
础。

	 为了勉励并让在籍的技职教育学生更具信心，拿
督潘健成更以打趣的方式来和同学“打赌”，在未来
的10年或甚至5年，技职教育的毕业生的前景一定比
一般的大学生来得更好更有竞争力！

“技职课程与马来西亚中文教育”讲座

委任拿督潘健成为新纪元学院技职教育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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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纪元学院与新竹教育大学联办“教育学硕士班”�
正式扬帆起航

	 新纪元学院与台湾国立新竹教育大学联办第一
届“教育学硕士班”于2014年12月1日在新纪元学院
正式开课。这也是新纪元学院与台湾大专院校开办的
第六个境外硕士班，此前，新纪元学院曾与国立台湾
彰化师范大学开办了三届的“学校行政硕士班”及两
届的“辅导与咨商硕士班”。

	 本课程专注于教育学范畴的学科，独中教师可以
从中提升教学原理、技巧等方面的知识。此班级的开
办，得以让独中教师从中提升教学素养，从而提升独
中的教育素质。本课程共录取了15位学员，学员必须
完成16门面授课程及完成论文撰写，共修满36学分
方能获准毕业，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证书”。

学员与嘉宾于开课典礼后合影，前排左起为陈心瑜、王淑慧、莫顺宗、张美玉、苏永明及夫人。

	 第一学期课程共两门课，分别由张美玉教授负责
讲授的“多元评量设计”及苏永明教授负责的“教育
史哲专题研究”。

	 本班于2014年12月1日举办开课礼，出席嘉宾包
括了国立台湾新竹教育大学的张美玉教授、苏永明教
授、新纪元学院莫顺宗院长、行政部叶汉伦主任、国
际交流处陈心瑜主任、公关处吴振声主任及教育系王
淑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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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满园桃李·师情话意”尊师重道感恩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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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古往今来，
代代相传。本院文化推广中心于2014年8月16日在加
影皇廷大酒家举办了以“满园桃李，师情话意”为主
题的尊师重道感恩宴。发起这项活动，主要是鼓励学
生与社会人士对教师的用心和付出，表达深深的感恩
之意，并藉此机会表扬默默付出的优秀教师，为更多
的教师同道带来积极和正面的影响，进而提升国家的
教育质量。既为弘扬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提倡饮水
思源的感恩精神，同时激励为人师者的教学士气。

	 感恩宴筵开40席，超过100名学生邀请逾300名
老师出席这场盛宴，大会更邀请拉曼大学中文系教授
林水檺老师担任开幕嘉宾。

	 当晚场面非常热闹，台上有精彩的节目，台下一
片和乐融融。司仪在最后环节，带领学生们用课堂三
部曲向老师致敬，场面感人温馨。

	 本院首次举办的谢师宴获得民众热烈响应。大伙
纷纷掏腰包请老师出席，可见尊师重道的价值仍存在
人们心中。

海鸥之星李翠婷小姐（右一）赠送巴戟酒予	
最年长老师（右二）。

剪彩仪式

王雅老师（右二）赠送亲笔墨宝予林水檺老师（右一）。

贵宾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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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4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

	 世界华文教育论坛集结了全球各地的华文教育专
家学者和华教领袖，是华文教育的重要盛会。本届论
坛于2014年8月22至23日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加影
举行，为中国境外的第一次，希望通过与国内外各界
华教精英共商良策，协助发展华文教育，并弘扬中华
文化。作为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枢纽，马来西亚董总
主办本届世界华文教育论坛，并由新纪元学院承办，
不仅是理所当然，也是与有荣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为祝贺马来西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40周年，同时更欣逢董总创会
60周年庆。藉此一甲子大庆，董总集合各国的华教精
英一同审视华文教育过去的困境和成果，也一同研究
华文教育未来发展的机遇和策略，在现今瞬息万变、
危机四起的全球化氛围中，显得格外重要、格外迫
切，也格外彰显董总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本届论坛吸引了国内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以及学
者专家前来参与，特别是中港台，以及东南亚各国代
表参与其盛，我们将着重探讨马来西亚的华教发展，
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华教发展趋势，相互观摩，也互相
呼应。通过交流、对照，互相支援各地的华文教育发
展，在东南亚以及中港台教育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
相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总在这片土地上坚定地守护华文教育的建设与
发展，60年来从不间断，也毫不退缩。董总作为全
国华文教育的领头羊，经历了很多困难，却始终引领
着华文教育的大方向。董总同仁都清楚，唯有团结一
致，坚守华文教育的防线，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华文教
育，不负华教先贤的牺牲与奉献。

叶新田博士（左二）主持开幕仪式，林忠强博士（左一）、	
邹寿汉先生（右二）和莫顺宗博士（右一）陪同。

全体出席嘉宾合影。

迎宾晚宴嘉宾合影。

邹寿汉先生（前排右四）在主持闭幕仪式后与学者、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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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开幕

	 为了向华社推广技职教育，马来西亚机器厂商
（FOMFEIA）和新纪元学院以产学合作的模式，结
合学术知识和实务经验共同创立了“Fom	 Era	 Voca-
tional	Academy	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新纪元学院
在前期就参与筹划工作，主要协助在课程设计、教务
管理的制定等方面。12月4日，“创世纪技职培训中
心”正式开幕，全国中华总商会（中总）署理总会长
拿督戴良业亲临主持开幕仪式，随身碟发明者、群联
董事长拿督潘健成前来推介课程，更有马六甲的地方
领袖以及全国各地的业界同道一同来支持鼓励。作为
起点，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目前只开办两项新课程：

1．	机械加工技术课程	
Mechanical	in	Metal	Machining	

2．	制造与焊接技术课程	
Mechanical	in	Fabrication,	Welding	and		
Pipework	

	 依据技职教育的实质功能，这两项课程将为学员
提供系统化的理论和实际训练。学员在本中心受训和
实习期间，将更为着重实践学习。课程比重30%为理
论、70%为实际训练，务求在两者结合中更能确保学
员具备实际操作、独立解决问题的技能。

	 课程的设计非常全面，从职业生涯的准备到基
本的策划和管理，以及创意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
养，进入专业的技术绘图、材料学、机械与工具的认
识和应用，焊接和加工技术、车间安全、软件应用以
及基础英文等，都是为了学生进入专业职场做好准
备。

	 课程纲要根据业界的需求而设置，由专业的讲师
指导，着重科技进步、社会及企业升级所带动的持续
变化，尤其侧重工程与制造业，希望栽培学员成为具
备广泛应用知识和技能的熟练工人及机械师，未来成
为独当一面的专职技术人才。

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的校徽，由新纪元学院的	
多媒体设计课程技职同学所设计，涵义深远。

“创世纪”和	“Fom	Era”名字缘由

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开幕与课程推介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