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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董总主席郭全强先生的引荐下，
时任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以及院内同仁有
幸拜会黄迓茱女士，并感谢其为了支持华文母
语教育，变卖名下产业，捐献新纪元贷学金共
RM118,000.00。

黄迓茱女士祖籍福建南安，1929年出生于
霹雳州安顺，婚后定居新山。40年代中期，她活
跃于新山华人社团，曾担任新山中华公会妇女组
副主任。也是一名虔诚佛教徒的黄女士于一生中
完成了几件大事：

一、1967年，为宽柔中学礼堂筹款；

二、1968年，她秉承人道主义，积极主动
参与三十死囚赦免运动；

三、1969年，参与独立大学的创办以及筹
款；

四、2013年，将其名下所有财产捐献与华
文教育。

2014年，黄迓茱女士透过律师协助，正式
将其名下产业转让于新纪元学院，并立下遗嘱，
在她百年之后，将其所有财产捐献于华文教育。

新纪元学院挚诚感谢黄迓茱女士的奉献，邀
请凌启雄律师代表新纪元学院拟定授权书，让黄
女士在有生之年继续使用其财产。校方为彰显她
无畏强权、默默耕耘以及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并于2015年5月23日，校方特别举办隆重仪式，
为C座活动中心正式命名为“黄迓茱活动中心”
。黄迓茱在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院长
莫顺宗、律师凌启雄、数名董理事及社会人士的
见证下，进行剪彩开幕暨授权书移交仪式。

黄女士多年来都热心支持华文教育，更因为
认同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念，每年捐助“新纪元
学院建设与发展基金”。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
林忠强博士强调，黄女士所捐献的不仅仅是毕生
财产，更重要的是，她展示真诚、无私、谦逊的
高尚品德，是我们共同学习与追随的榜样。

黄迓茱在开幕礼致词时说，她非常感谢新
纪元学院愿意接受她的帮助，她不是大富翁，只
能尽一点微薄之力，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
果，让更多人能够献出他们热爱华文教育的心，
出钱出力为本地华文高等教育尽一份心力。她
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不如把全部钱捐出来
支持华文教育。

（一）新纪元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正式开幕

授权书移交仪式。左起：莫顺宗院长、义务办理捐赠转
名手续的凌启雄律师、黄迓茱女士及林忠强博士。

黄迓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不如把全部钱捐出来支
持华文教育。

黄迓茱活动中心开幕礼纪念图集 黄迓茱活动中心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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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修（1922—2010），原名吴之光，另署观止、任
辛等。原籍中国广东潮安，1938年南来吉隆坡，1946年
迁居新加坡。

方修先生堪称是马华文学史的拓荒者、奠基者。他
曾于1951年开始担任《星洲日报》编辑，主持《星洲周
刊》杂志，1956年调编《南洋新闻》，并先后兼任《文
艺》、《星期小说》、《青年知识》、《文化》等副刊编
辑，1979年主编文艺杂志《乡土》。在此期间，方修先
生亦兼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讲师，讲授“马华文学”、“
中国近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等课程。教学之余，专心
著述，始有《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大系·战
后》、《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马华新文学简史》
、《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等，也出版了十余部诗文创
作。2008年，先生获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会颁发
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

方修先生故去后，经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穿
针引线，先生家属将其个人书籍、书信、笔记、剪报和手
稿等，惠赠予新纪元学院，设立方修文库，并于2015年
5月30日（星期六）假新纪元学院图书馆进行揭幕礼。方
修文库揭幕礼与“现实主义与当代书写”马华文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同时进行，意在表彰方修先生对马华文坛发展的
重大贡献。

方修文库揭幕礼的受邀贵宾包括剪彩人海鸥集团董
事经理陈凯希先生、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
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及副院长文平强博士；主办方
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博士、新加坡热带
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陈川波先生；以及方修先生的女儿吴
聪敏女士、吴聪娣女士受邀见证仪式。

（二）方修文库揭幕礼

图书馆的一隅陈列着方修先生的著述。

方修先生的生活影像记录及著述。

赠送牌匾仪式。左起为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
士、新纪元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海鸥集团董事
长兼方修文学奖荣誉赞助人陈凯希先生、方修家属
吴聪敏与吴聪娣、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博
士及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陈川波先生。

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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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与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合办“
第一届数理创意教学硕士专班”于2015年11月
30日在新纪元学院正式开课。学员人数共有24
人，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 学员姓名 任职单位

1 刘秀玲 巴生兴华中学
2 林春丽 巴生兴华中学
3 颜毓箐 巴生兴华中学
4 洪淑芬 巴生兴华中学
5 张来芬 巴生兴华中学
6 黄世昇 巴生兴华中学
7 吴佩芬 巴生兴华中学
8 黄树群 巴生兴华中学
9 陈伟轩 巴生兴华中学
10 林玉莲 巴生兴华中学
11 陈坤祝 巴生兴华中学
12 黄世基 巴生兴华中学
13 林蓁巸 巴生兴华中学
14 温明豪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15 周应郭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16 吴世杰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17 陈子响 麻坡中化中学
18 王经纶 亚比建国中学
19 陈冠宏 吉隆坡循人中学
20 苏凌蔚 吉隆坡循人中学

21 潘佩娟 吉隆坡循人中学
22 李文豪 吉隆坡循人中学
23 郑凯耀 峇株华仁中学
24 郭子义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学员们每逢学校假期需到新纪元学院进行密
集式的上课过程，需修满36学分（包括论文4学
分）方可获准毕业，取得硕士学位证书。

此硕士班于2015年11月30日隆重举办开
课礼，当日出席嘉宾包括彰化师范大学科学教育
研究所的秦尔聪所长、教育研究所的龚心怡副教
授、辅导与咨商学系王智弘教授，国立台湾新竹
教育大学教育与学习科技学系的林志成教授、彰
化师范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谢锡福会长、新纪元
学院莫顺宗院长、行政部叶汉伦主任、学术部副
主任兼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蔡苔芬主任、教育系
王淑慧主任、公关处吴振声主任、第一届创意教
学数理境外硕士专班24位学员、第三届学校行政
硕士境外专班23位学员、第二届辅导与咨商硕士
境外专班20位学员及第一届教育学硕士境外专班
14位学员。

2015年11/12月份学期课程如下：

日期 科目名称 授课讲师

30/11~04/12 批判思考 秦尔聪所长
07/12~11/12 数理教学原理与

策略
郭重吉荣誉
教授

学员与嘉宾们在开课典礼合影。前排左起为龚心怡、林志成、王淑慧、莫顺宗、秦尔聪、谢锡福、王智弘及蔡苔芬。

（三）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第一届数理创意教学境外硕士专班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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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与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合办“
第四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于2015年11月30
日在新山宽柔中学正式开课。共录取23位学员，
报到人数为20人，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 学员姓名 任职单位

1 黄伟强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2 林美莲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3 李名峰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4 郑家亮 新文龙中华中学
5 伍月莲 柔佛州利丰港培华独中
6 曾玉琳 柔佛州利丰港培华独中
7 王棋传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8 黄维材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9 曾湘敏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0 陈志光 新山宽柔中学
11 林碧萍 新山宽柔中学
12 苏丽珊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3 沈欣蕾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14 刘庆荣 峇株华仁中学
15 蔡智仁 居銮中华中学
16 李富高 柔佛州利丰港培华独中
17 林莉燕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18 吴颖瀚 吉兰丹中华独中
19 颜壮志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20 雷远育 新山宽柔中学

  

学员们每逢学校假期需到新山宽柔中学进行
密集式的上课过程，需修满36学分（包括论文4
学分）方可获准毕业，取得硕士学位证书。

此硕士班于2015年12月1日隆重举办开课
礼，当日出席嘉宾包括彰化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的吴壁如教授、新山宽柔中学童星存董事长、陈
伟雄董事、叶运才董事、梁开明董事、洪慧娥董
事、郑美珍校长、新纪元学院莫顺宗院长、教育
系王淑慧主任、公关处吴振声主任、教育系张伟
隆讲师及第四届学校行政硕士境外专班的20位学
员。

2015年11/12月份学期课程如下：

日期 科目名称 授课讲师

30/11~04/12 教育研究法 吴壁如教授
07/12~11/12 教育心理学 王智弘副教授

（四）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第四届学校行政硕士班（教育学）开课

学员与嘉宾们合照。（前排左起）叶运才、梁开明、郑美
珍、童星存、莫顺宗、王淑慧、吴壁如、洪慧娥、陈伟雄。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签署合作协议。（前排左起）童星
存、莫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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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设教110週年系
列庆典，该教会今年特別与新纪元学院首次联
办“爱·关怀·行动”社会关怀论坛，以引导
国人对社会关怀工作的关注与参与。此论坛于
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假加影新纪元学院
B座5楼大礼堂举行，吸引了上百名出席者，当中
包括本校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大会邀请到的马大
医院脑神经专科医生——拿督陈忠登博士、马来
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社会关怀部
周道惠主席以及新纪元学院莫顺宗院长担任分享
嘉宾。

莫顺宗院长表示近数十年来大学在社会的
形象，出现很大的变化。时至今日，几乎没有大
学可以完全抗拒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大浪潮。和过
去崇高的‘象牙塔’学术殿堂相比，当今大学所
办的课程、大学老师所作的研究、大学生选读的
科系，都按市场、业界的需求而做决定。大学更
像‘服务站’而非‘象牙塔’。

莫顺宗以新纪元学院为例，当面对社会的变
迁，以“多元开放，成人成才；源自社会，回馈
社会”为办学理念的新纪元当如何与社区结合进
行分析。他表示新纪元设有社区服务学分，学生
皆必修。同时也提倡全人教育理念，强调学生的
社会关怀和服务、人文的创意和实践，凡学习过
程中，学生实践全人教育理念表现优异者，于毕
业典礼上颁授全人教育奖以示鼓励和表扬。

最后院长以社区报、嘉年华、义跑、文艺表
演等各种不同的方式与社会链接为例，说明新纪
元积极为国家培育人才的民办高等学府，即便风
雨不断，仍稳步前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为这个
国家以及全人类谋求福祉，共同来爱护环境，维
护正义，关怀弱势、推广和平以及实践中庸。这
是一所大学应有的品格。

卫理公会视服务社会为己任

周道惠透露，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大马已有
130多年的历史，当中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已设
会110周年。而教会最大的使命是走进社会，积
极投入宣教和社会扶助工作。该教会在大马各地
所设立的设施，其中包括学院、中小学、幼儿
园、孤儿院、老人院、残障中心、医务所等等；
同时也设立了600间教堂及布道所。卫理公会在
各教区设立社会关怀执行会，多年来以有系统的
投入社会关怀工作。周道惠透露，周边有太多需
要关心的弱势群体，在大马身心灵有障碍需要关
心的群体约占总人口的10%，单亲妈妈、失婚妇
女、家暴、自杀、自闭症、忧郁症等，目前人数
任持续增加，他们既需要我们的关怀。陈忠登认
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今天的平均寿命为
70-80岁，相比起上世纪初的30-40岁，可以说

是赚到了多一个生命。社会经济的富强，很多人
工作不再只是为了“过活”而是为了达到有意义
的生活条件。可是，不论是自由市场或现代政府
并没有能力照顾社会的很多问题与需要，因此需
要“非营利”及“非政府”组织或义工来补助社
会的缺乏。

陈忠登长期活跃于本地社团，先后担任亚
洲脑神经医学学刊主编、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董
事主席、八打灵三路福音堂长老、华社研究中心
主席等等。他表示，在马来西亚，并不是每个非
营利机构都能发挥极致，以华社研究中心为例，
中心需要很大资源且组织管理复杂，需要华社支
持才能得以维持；但华社对这组织的角色缺乏了
解，很多社会人士所要的是一个能推动社会改革
的社会运动组织，而华研在很多事件问题上却没
有声音。但他认为选择参与华社研究中心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是学术人，也许在这方面的投入对华
社比较有贡献。他分享道：“如果我们选择做一
些社会所难了解的事，就会面对更多的困难，这
是很自然的。”

百人响应社区关怀行动

于2015年10月10日，新纪元学院与加影基
督教卫理公会延续“爱·关怀·行动”主题，举
办社区大扫除活动，得百人出席响应，为学院清
洁负起责任，协力打扫校区。在加影基督教卫理
公会的资助下，当天也是学院外的候车亭经过翻
新后的落成礼，日后将让更多学生从中受惠。

本院荣幸邀请到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
加影州议员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代表李成金老
师及加影市议员林金英主持候车亭揭幕仪式。当
天出席者有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执事会主席周道
惠、陈观凤牧师、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
副院长文平强博士、商学院主任吴浩逢、公关处
主任吴振声、戏剧与影像系主任贺世平等。

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表示，政府在社区上
扮演重要角色，但民间组织也必须做出监督。在
掌管地方政府部门后，得悉当地民众的卫生意识
还有待提高，因此希望公众能自发处理，进而打
造一个清洁社区。

 加影区州议员代表李成金表示，加影基督
教卫理公会在区内，进行多项社区活动，今次再
和新纪元学院联手，主导大扫除。他认为，兴建
候车亭是市议会的责任，但新纪元学院外的候车
亭却由社区组织的卫理公会负责。“希望市议会
能提高敏感度，掌握区内设施不足的地方。”最
后，在打造设施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残障人士
所需的设施。

（五）新纪元学院与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联办系列活动：
社区关怀论坛、校外候车亭落成礼暨“爱•关怀•行动”社区大扫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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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9日至13日期间，新纪元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成功举办了《中小学国际汉语教
师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证书》）的培训与考
试，并在2015年1月25日举办了《证书》颁授仪
式。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作为中国在海外发展此项
目的首个合作对象，在推广国际汉语教育方面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此《证书》是北京市汉语
国际推广中心及其合作机构共同承认的中小学国
际汉语教师的执业资格证书，是对证书持有者已
具备国际汉语教学能力的认证，亦是从业资格的
准入证明。此证书作为从事中小学汉语教学工作
的参考条件，专业职称与能力评定参考所在，同
时也是高等院校、语言教育机构聘用汉语教师的
参考依据，具有其价值。

《证书》由新纪元学院与北京市汉语国际推
广中心联合颁发。此资格考获得社会人士的普遍
认可，考生报名踊跃，共有282人报名。报考者
来自马来西亚各大学、独中、国中、华小、国际
学校的教职员、学生、教育部官员以及从事中文
广播媒体工作者，可以说涵盖了马来西亚各阶段
的中文教育及中文媒体资讯工作者。最后通过面
试获得《证书》的考生共120人，而优秀通过的
考生将被纳入中国对外汉语教师人才储备库，作
为日后派赴北京参加国际汉语教育培训或相关项
目的优先考量。

2015年年终，两造再次联手打造合作项
目，于2015年12月17日至30日假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进修。中方提供落地招待，限40个名额，
《证书》获得者为此次研修班的优先招收对象。

（六）首创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书考试

《中小学国际汉
语教师资格证书
考试》颁授仪式
全体嘉宾与证书
获得者合照。

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右四）、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庞春立校长（右五）、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博士（左
五）、郑诗傧老师（左四）及学生工委合影留念。

资格考主考官培
训点。

资格考的培训现
场。

资格考的笔试考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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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绝大多数是属于民俗层
次的传承和发扬，我们较少意识民俗的存在，即
便有所知觉，也将之纳入文化的范畴处理，如此
反而消融调掉民俗的特色。然而，无可讳言的是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可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
民俗才是影响我们最深远的，是我们最为深刻的
文化表现。为此，学界的当务之急在还民俗本来
面目，正本清源。为了提升国人对华人民俗的认
识，并藉此促进民俗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学人、
文化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故此新纪
元学院陈六使研究所特此在2015年10月10－11
日主办了“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学术研讨会”
，这也是国内第一次以此为主题的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共邀请24位国内学者提呈21篇
论文，会议分八个场次进行研讨，即生产民俗、
生活民俗、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曲艺娱乐、语
文民俗、岁时节庆和人生礼仪。主题演讲则邀请
台湾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陈益源教授作<人口买
卖文件中所见之南洋社会风俗>的论述，会议结
束前则由筹委会主席廖文辉作总结报告。由于时
近重阳，主办方也穿插了戏剧系同学呈现的戏剧
表演“影戏重阳”。本次研讨会也获得富贵集
团、拿督邓章钦和班达马兰州议员服务中心的拨
款赞助。

（七）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学术研讨会

    开幕嘉宾联合主持开幕仪式。左一起为文平强博士、莫顺
宗博士、赖观福博士、林忠强博士，右一起为陈益源教授、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YB陈博雄律师。 研讨会开幕嘉宾与发表人合影。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颁发纪念品予主题演讲嘉
宾：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陈益源教授。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颁发纪念品予赞助单位：
富贵集团兼中华人文碑林执行顾问赖观福博士。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颁发纪念品予赞助单位：
班达马兰州议员陈博雄律师。

 “人口买卖文件中所见之南洋社会风俗”主题演讲。左为
主讲嘉宾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陈益源教授，右为主持人新纪

元学院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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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发表人 单 位 题目

（一）生产民俗

1. 刘崇汉 文史研究工作者 建造行与业缘民俗
2. 李建明 台湾国立金门大学研究生 马来西亚华人渔村产业变迁：以吉胆岛五条港

渔村为例
3. 高佩瑶 新纪元学院讲师 战后加影职业女性图像初探——四名加影女性

的生命故事叙述蔡佩娟 社区关怀工作者
（二）生活民俗

4. 陈耀威 文史建筑研究工作者 木屋 ：华人本土民居
5. 尹镁姗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生 浅谈马来西亚饮食评论者、分类与发展

（三）民间信仰

6. 安焕然 南方大学学院副教授、 华人族群与文
化研究所所长

柔佛古庙研究与“古庙精神”的建构

7. 萧开富 新山华人历史文物馆职员 廖内、新加坡、柔佛的玄天上帝、感天大帝和
洪仙大帝信仰研究综述

8. 蔡桂芳 中国华侨大学硕士研究生 华人民间信仰的二重性：以印尼丹绒槟榔关圣
庙为例

（四）民间文学

9. 杜忠全 拉曼大学讲师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文学研究概况——以大专院
校为考察对象

10. 张吉安 《吉安泰祥乡音馆》馆长 从大众宣广到乡音采集：采集马来西亚七大乡
音之口传文学、曲艺与社区口述

11. 廖冰凌 拉曼大学助理教授 马来西亚马化版课本中的鼠鹿形象初探
（五）曲艺娱乐

12. 张吉安 《吉安泰祥乡音馆》馆长 探寻黑胶唱片时代的新马乡音大杂烩
13. 丘惠中 民间客家山歌手 从左派政治到民间山歌
14. 杨伟鸿 粤剧音乐师傅 新马粤剧：昔日广府大戏在南洋

（六）语言民俗

15. 邱克威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 雪兰莪丹绒士拔潮州方言（澄海话）音系
16. 郑秋盈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瓜拉古楼潮州方言（普宁话）与原籍普宁话的

音系比较
17. 林素卉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博士研究生 马来西亚新山地区闽南语词汇研究－以“福建

话”和“潮州话”为例
（七）岁时节庆

18. 陈晶芬 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马来西亚华人传统新春节庆民俗文化：人日捞
生的源起与七色菜肴的象征意义阐释

19. 高静宜 拉曼大学博士研究生 “七夕乞巧节”的文化内涵
（八）人生礼仪

20. 文平强 新纪元学院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 马来西亚华人义山——文化、环境、可持续性
21. 吴浩逢 新纪元学院商学系系主任 马来西亚华人的丧葬仪式——从传统到现代(

蓝海战略)经营方式叶纹玮 拉曼大学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  
刘华才 马来西亚工艺大学拉扎克学院教授

各场次主题与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