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部

（一）学术部
学术部业务分为（1）行政业务及（2）学术研究两个部分。

1） 行政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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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院致力升格为大学学院的目标，以及

1.1

部门业务简报

课程的发展和组织与资源的整合，在学术部的统
合下，相关科系正努力规划和过度提升为人文与
社会科学院、商学院、媒体与艺术学院、以及为
理学院做好准备，有利学院转型为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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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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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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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的实施，学院共同必修科目也做了一些调
整。共同必修科目（体育、社区服务）列为选修
课，学生二选一。体育课的学分也由原本的一学
分增加至两学分。此外，学术部也修订了学生中
文资格规定，不谙中文的学生原本要修3门基础
中文（共3学分），现学生只需修读两门基础中
文课（共2学分）。

1.1.2 考试作业及成绩管理

1.5

1.1.1 教务与排课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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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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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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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部安排考
试评议委员会会议，成绩在会议通过后呈注册处
公布。学生可以通过院内及院外网络全年查询个
人成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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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修订共同必修科目及中文资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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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英文校外考试（IESOL及ISE
SOL）

为了配合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对于英文资格要求的修订，
学术部为商学系学士课程的学生安排英文校外考
试，考试分为两个部分：笔试（IESOL）及口试
（ISESOL），共安排了3场考试以应付不同梯次
的学生报考：第一场（3月12日）、第二场（5
月23日）和第三场（7月20日）。

1.6

举办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工作坊

学术部每年定期与人事部合办至少一场讲师
内部培训。今年，学术部在3月26日及27日安排
了为期两天的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工作坊。各系主任与讲师都踊跃参与。

1.7

修订外校插班生课程抵免程序

学术部修订了新纪元学院总学则法规，对插
读生（校外）与转系生（校内）申请学分抵免的
审批程序，以便严格执行外校插班生课程抵免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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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撰写《学术部手册》

为了统一所有学术部门的章则以作依循，学
术部于10月份开始跟各科系配合开始撰写《学
术部手册》，同时也成立编辑小组制定内容与格
式，手册预计将于2016年初制成。

1.9

新生报名及遴选

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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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各系与各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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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梯次注册日
第四梯次注册日
第五梯次注册日
第六梯次注册日
第七梯次注册日

29.01.2015
09.04.2015
22.05.2015
13.08.2015
11.09.2015

1.12 学籍管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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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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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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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和各系密切配合协助学生完成学业，也是注册
处的常年工作之一。

1.11 注册日

1.13 筹办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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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处一年举办七次新生注
册日，一般开课前四天举办新生报到日，集中处
理新生注册手续。

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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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强博士及City &
Guilds代表欧阳纯国先生。

1.10 新旧生注册事务

第一梯次注册日
第二梯次注册日

02.01.2015
23.01.2015

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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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City & Guilds代表欧阳纯国先生。
毕业生人数

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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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25/1）

秋季（22/8）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

7

13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

18

17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2+2）

7

8

新闻学士课程（2+2）

2

7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2+2）

7

11

广告学士课程（2+2）

3

2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学士课程（2+2）

7

1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

-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4

1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10

7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12

24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23

10

科系

春季（25/1）

秋季（22/8）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6

4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5

4

网站研发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3

6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4

-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1

14

戏剧与影像系专业文凭课程

-

14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3

7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4

3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

158

电脑会计专业课程

-

-

电脑技术支援专业课程

2

27

办公室管理专业课程

-

18

数码网络专业课程

3

55

17

46

创意摄影专业课程

4

5

创意彩妆专业课程

1

15

中餐厨艺专业课程

69

-

232

477

多媒体设计专业课程

       共计

第16届毕业典礼嘉宾与毕业生合影。

1.2

筹办英语密集课程（IEP）

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英文部于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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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英语的读写与听说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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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自信地使用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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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招生反应热烈，学生人数达1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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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研究
本院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动与提升学术研
究。为迈向升格为大学学院，学术部致力于推动
研究与出版项目。

2.1

研究项目
文平强

1.
2.
3.
4.
5.

The Pioneers and the L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Context
The luck factor in Chinese business
The Chinese towns of colonial Malaya
孔子讲学与现代教育理念
华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表现、
困境、挑战

2.2

出版

自2012年起，本院定期出版两份学术期
刊 — — 《 马 来 西 亚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报 》 和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中文期刊名为《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每年出版两期，收录有关人文与社会科学，尤
其是马来西亚、东南亚及东亚相关的研究论文。
英文期刊名为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每年出版两期，收录国内外华人的政经
文教课题的研究论文，它更是国内唯一以英文出
版有关华人研究的英文学刊之大专院校。为建立
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本院邀请多位经验丰富的
国内外研究学者组成顾问委员会，以便提供专业
意见，以期提升论文的审查制度。两份学刊的出
版，对新纪元学院的研究与发展意义深远。

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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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等学术刊物。
以下为本年度的出版项目：
序

书目

主编/作者/编委

出版单位

ISSN/ISBN

1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3， No.2，
2014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4， No.1，
2015
《马来西亚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报》
（第四卷第一
期）2015
《马来西亚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报》
（第四卷第二
期）2015
《柔佛新山华人
社会的变迁与整
合：1855-1942》

•文平强（编）
•编委：廖文辉、
莫顺宗、沈闺高、
陈穆虹
•文平强（编）
•编委：林玉珠、
莫顺宗、吴浩逢、
沈闺高、陈穆虹
•廖文辉（编）
•蔡莉玫（执行编
辑）

新纪元学院

ISSN 2232- 2015/6
1713

新纪元学院

ISSN22321713

新纪元学院

ISSN22891919

•廖文辉（编）
•蔡莉玫（执行编
辑）

新纪元学院

ISSN22891919

•白伟权（著）
•廖文辉（丛书主
编）

新纪元学院

2015/4
ISBN978983-352763-2

新纪元学院

ISBN9782015/7
983-352765-6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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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法兰 王睿欣（著）
克福学派的批判话
语》

出版日期

备注
内容含4篇论文
和2篇书评。

2015/12 内容含4篇论
文、1 篇书评
和1篇参考文
献。
2015/7
内容含6篇论文
和1篇书评。

2015/12 内容含4篇论
文、4篇书评和
1篇活动报告。
•纳入马来西
亚方志系列丛
书3。
•柔佛新山中
华公会赞助5
，000令吉出
版经费。
纳入新纪元学
院学术丛书系
列。

序

书目

7

《林连玉研究论文 作者：陈绿漪、陈
集》
耀泉、杜乾焕、何
国忠、何启才、何
启良、廖文辉、潘
永杰、潘永强、郑
庭河、郑文泉和庄
华兴。
《池田大作——海 郑诗傧（编）
外诸大学演讲集》

8

9

《聚族于斯——马 文平强（著）
来西亚华人研究》

10 Chinese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2.3

主编/作者/编委

文平强（著）

出版单位

ISSN/ISBN

新纪元学
院、林连玉
基金与马来
西亚留台校
友会联合总
会联合出
版。
新纪元学院
与马来西亚
创价学联合
出版。
新纪元学院
与马来西亚
创价学会联
合出版。

ISBN
2015/7
978-9833527-64-9

内容收录“林
连玉与马来世
界的对谈”研
讨会的12篇发
表论文。

-

-

目前进行编辑
工作，预计明
年12月出版。

-

-

新纪元学院

-

-

目前进行最后
阶段的内容与
索引审查工
作，预计明年
12月出版。
目前进行最后
修订与更新内
容的阶段，关
于华人商业与
研究课题的审
核工作进行
中。

研究成果

2.3.1 会议论文
1. 文平强于9月2-3日，受邀参加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在北京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
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发表论文为<马来亚日剧时期的记忆—残暴、
纪念、教训>(Memory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ya，1941-1945 : Atrocities，Remembrance
，Lessons)。
2. 文平强于9月5-6日参加由新纪元学院教育
系主办的“2015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
研讨会”，发表论文为 <孔子教学理念与“成果
为本教育”探析——以马来西亚为例>。
3. 文平强于10月10-11日参加由新纪元学院
陈六使研究所主办的“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学
术研讨 会”，受邀联合主持开幕仪式，同时主持
陈益源教授（台湾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之主题
演讲“人口买卖文件中所见之南洋社会风俗”，
并于第8场次“人生礼仪”组，发表论文为 <马

出版日期

备注

来西亚华人 义山——文化、环境、可持续性>。
4. 文平强于12月12-13日受邀参加由雪隆福
建会馆主办的第二届“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
发表论文为 <略论马来西亚福建及其他方言群的
人口与分布>。

2.3.2 书评
文平强：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由Eric Tagliacozzo和Wen-Chin Chang编著，载入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3， No.2， 2014，新纪元学院，2015年， 页
91-93。

2.4

学术活动：专题讲座

学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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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的专题讲座经于10月9日，下
午2时在新纪元学院G楼会议室举行。主讲嘉宾为
文史建筑研究工作者陈耀威先生，其主题为马来
西亚华人历史建筑——建造与保存探析。主持人
为廖文辉博士（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高级
讲师）。出席人数约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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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学术交流

1. 文平强于3月2日受邀出席“亚洲文学与
文化系列讲座”开幕仪式、“亚洲共同体与国际
文化交流”讲座（主讲人为日本东京大学博士、
一个亚洲财团客座研究员崔学松博士）与新春团
拜晚宴。主办单位为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
究中心、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和日本一个亚洲基金
会（One Asia Foundation）。
2. 本院代表（文平强、伍燕翎）于9月
16-20日受邀参加在中国广西南宁主办的“2015
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览暨论坛”
（2015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hibition and Forum）。
同时，参与中国南宁师范大学“中马华人华
文研究中心”成立典礼及讨论合作项目，并与中
国广西民族大学及广西财经大学及泰中促进教育
中心探讨学术合作事宜。
3. 文平强于4月6日代表学院出席由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PPTN)主
办的“Hybridity in Malaysian Higher Education” 。

7. 文平强于9月27日出席“2015第一届吴
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颁奖典礼。
8. 文平强于10月3-4日出席新纪元学院和宽
柔中学联办第一届英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校本）毕业典礼，并颁发毕业证书。
9. 文平强于10月10日受邀出席马来西亚留
华同学会10周年会庆晚宴。

2.6

短期课程

为了鼓励研究风气与兴趣，本院开办为期一
天的两门社会科学研究短期课程：
1. Introduction to Cartographic Techniques
in Research（制图技术概论）于2月2日开课，
由文平强授课。报名人数共5人。
2. Academic Writing and Editing（英文学
术写作）于4月23日开课， 由文平强授课。报名
人数共10人。

2.7

论文主考

4. 由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马
来亚大学中文系和日本一个亚洲基金（One Asia
Foundation）主办的亚洲文学与文化系列讲座于
5月22日举办，文平强受邀主讲“马来西亚华人
义山与环境伦理 ”，地点在马来亚大学。

文平强于4月1日受邀担任马来亚大学博
士论文主考官，负责审核历史系博士论文题
目“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 1874-1941”，马来亚大学
博士候选生为Tan Ai Boay（陈爱梅）。  

5. 文平强于9月25日出席在吉隆坡暨雪兰莪
中华大会堂礼堂举办的“南方大学25周年校庆感
恩晚宴” 。

2.8

6. 文平强于9月26日主持第七届（2015）
马来西亚全国书法大展暨马来西亚书艺协会30周
年开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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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工作

文平强受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之邀，进行
评审《马来半岛【群山诸岳记】》之工作。

（二）陈六使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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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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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2.1.1 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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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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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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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2.2.1 在职教职员研究计划
1）莫顺宗、叶俊杰、罗燕婷——雪隆华小
非华裔生人数调查研究（经费所需：RM 5000）
2）伍燕翎、廖文辉、郑诗傧——从<坿
张>到<副刊>；<叻报>的文学性研究（经费所
需：RM 5000）
3）伍燕翎、罗燕婷——马来西亚中学华文
教科书的版本流传及其对国民精神的塑造（经费
所需：RM 4000）
4）蔡苔芬、郭富美、黄凯琳、黄玲玲——
马来西亚华人辅导工作者的教育需求分析（经费
所需：RM 5000）

5）张溧芳——主题统整课程教学之幼儿语
言学习得研究（经费所需：RM 5000）
**计划执行期限为：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
月31日

2.2.2 旧报翻阅计划
主要翻阅内部的旧报纸收藏，以资研究参
考。建立陈六使研究所的参考资料，设立陈六使
史料档案柜。此项计划的进行主要因为没有史料
文献就没有历史，收集与汇整1950年代始各中
文报章有关南大与陈六使的课题报导，是为铺陈
历史的基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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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言文学系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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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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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上，
本系并不是一味强调理论推介、说明和剖析，对
于观念的启发、创意的实践与呈现与独立思考能
力的培训，也极为重视。系上讲师不忘调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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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术成果
中文系讲师素来秉持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的精
神，不仅时常举办或参与国内外的学术研讨会、
讲座，也争取透过不同的学术平台发表成果，如
专著、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等。
系内亦举办中文系青年学者论坛——“新曦
中文学坛”等学术活动。我们相信，良好的、活
跃的校园学术氛围将带给学生积极影响，引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及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2.1

研讨会/讲座

本系除了做好教学工作，也积极参与国内外
的学术研讨会与讲座，建立对话与交流，推动了
系内的学术研究风气。

参与性质

姓名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引言人

廖文辉

--

27/02

柔佛南方大学
学院

专题演讲

廖文辉

马来西亚华裔人物研究
论坛——马来西亚华裔
人物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华小历史教学研讨会

28/02

发表

伍燕翎

马六甲爱极乐
世界青年酒店
沙登博特拉大
学

发表

伍燕翎

发表

刘泀嗪
同学

发表

郑诗傧

发表

廖文辉

发表

伍燕翎

从多元角度认识马来西亚
历史
马台华语语系文学文化 《传奇体向笔记体的回
学术交流会
归——晚唐北宋小说文史消
长之进程》
2015文化流动研究—— 《103教育部台湾研究国际
台湾与马来西亚学术交 合作计划内容与进度报告》
流工作坊
2015文化流动研究—— 《主宰与逆转：李忆莙小说
台湾与马来西亚学术交 〈遗梦之北〉女性悲剧命运
流工作坊
论述》
第十四届“文学与美
《预防自杀、珍重生命：论
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先秦儒道人生哲学的现代意
义》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试论马来西亚作为第三块
第九届国际会议
汉文化圈的内涵和特色》
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暨 《从新纪元方修文库说起：
方修文库揭幕礼
论方修及其马华文学史观的
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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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14/05- 台湾国立台湾
18/05 大学
14/05- 台湾国立台湾
18/05 大学
13/05- 台湾淡江大学
14/05
28/05- 韩国首尔大学
30/05
30/05 加影新纪元学
院

参与性质

姓名

主题

发表

伍燕翎
罗燕婷

发表

苏燕婷

对谈

廖文辉

2015年亚洲华人文学与 《台湾：中国文学向东南亚
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移植之中转站——以1960
年版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为
研究个案》
2015马华文学研究和传 《时间、断裂与创造——论
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主 李有成诗集〈鸟及其他〉与
题为“天狼星诗社与现 〈时间〉》
代主义”
马六甲海丝文化论坛
--

发表

郭思韵

第十一届马来西亚汉学
国际研讨会

发表

郑诗傧

场次对谈

廖文辉

第十一届马来西亚汉学
国际研讨会
马华文化建设

总结

廖文辉

发表

郭思韵

报告

廖文辉

发表

廖文辉

发表

廖文辉

发表

廖文辉

2.2

马来西亚华人民俗学术
研讨会
第六届中国古文献与传
统文化暨纪念黄永年先
生九十诞辰国际学术研
讨会
--

题目

日期

《〈图谶〉中〈河〉〈洛〉
的内容体系与“经谶”的取
资发挥》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子
部小说著录来源考》
文化民俗如何传承与创发

地点

27/06- 吉隆坡马来亚
28/06 大学

04/07- 霹雳州金宝校
05/07 区A003

12/07

郑和.朵云轩马
六甲艺术馆
01/08- 霹雳金宝大酒
02/08 店
01/0802/08
14/0815/08
11/10

霹雳金宝大酒
店
马华公会大厦
加影新纪元

《河图的“绿图”别称、“
绿字”形态之生成与流衍》

17/10- 中国西安
18/10

第一场：马来西亚作为第三
块汉文化圈的发展

27/10

第二场：英殖民时期马新华
商的社会服务和贡献
2015年拉曼大学闽南文 《马来西亚闽南人的民间信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仰》
第七届民间历史文献
《马来西亚民间历史文献的
论坛
类别及其对方志研究的作
用》
第二届东南亚福建人研 《安溪官桥善益廖氏族人在
讨会
马来西亚的发展》

讲师学术著作出版

中国厦门大学
南安楼301室

06/11- 拉曼大学双溪
07/11 龙校园
21/11- 中国福建
22/11
12/12- 八打灵晶冠酒
13/12 店

2.2.2 析出文献

2.2.1 专著/编著

廖文辉、朱锦芳：《隆雪华堂在文化领域所
扮演的角色》，陈亚才《堂堂九十：隆雪华堂90
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
大会堂，2015年，第239－260页。

郑诗傧参编，张三夕、毛建军主编：《汉语
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
东有限公司，2015年。（参编情况：撰写15个
电子文献条目）

郑诗傧：《赵翼“古文自姚察始”说考论》
，蔡晓玲主编：《一个亚洲多元文化的跨国解
读——青年学者论文选》，吉隆坡：大将出版
社，2015年，第301-311页。

本系讲师在今年一共出版了6篇学术论文及
1项参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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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期刊论文
郭思韵：《乐与诗的错综——周汉南朝郊庙
歌辞探究》，《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第1期，第23-33页。
郑诗傧：《〈清史稿·艺文志〉与〈八千卷
楼书目〉著录清代小说之比较》，《马来西亚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35-42
页。
廖文辉：《试论连士升在马新的岁月
（1948－1972）》，《学文》，2015年第7
期，第13－23页。
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
分析》，《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15年第一
辑，第186－199页。

2.3

文平强副院长（右七）及伍燕翎主任（右四）赴广西参
与“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这些年来，本系致力于与中港台23所大专
建立姐妹校关系，并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重
庆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及中国南宁广西师范
学院文学院等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以期给
系上讲师及学生提供更宽阔的视野与交流机会。

2.3.1 签署“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
中文系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于2015年6月8
日签署“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合作备忘录。

2.3.2 国外大专中文系到访
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主任林淑贞教授于
2015年7月7日到访新纪元学院与中文系进行学
术交流。

2.3.3 成立“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与参
与揭牌仪式
9月16至20日，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与中国南
宁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合作成立“中马华人华文
研究中心”。
副院长文平强与中文系主任伍燕翎于此期间
共赴当地进行揭牌仪式，并作参访与交流。
该校副校长表示中心成立后，两校将互派
教师、研究生，开展中文、中国文学在海内外调
查、研究与学习，争取共同研究产生一批有影响
力的研究成果，争取将海外华文教育与研究办成
学校文学院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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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艳葵副校长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文平强副院长共同
为“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揭牌。

2.3.4 北京教育说明会
中文系于2015年10月29日与30日分别在新
纪元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及槟城槟华校友会礼堂
主办“2015年北京教育说明会”。当天在新院
与槟城来访人数各达300人，其中来访学校有史
里肯邦安国民中学、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SMK
PANDAN MEWAH、SMK SG MANGGIS、槟城
槟华女子独立中学、槟城菩提独立中学、槟城钟
灵（独立）中学及槟城女子国民型华文中学。此
次活动旨在促进中国与马来西亚在教育、文化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此教育展，中方派遣19所单位
的专业人员前来参与，即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
心、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邮电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首都体育
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北
京市劲松职业高级中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
中学、北京市望京实验学校、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附属实验中学、北京新桥外国语高中学等。本
系讲师罗燕婷作为此次教育说明会之统筹。

2.3.5 参与“如何改善UPSR华文试卷出题模
式”讨论会
伍燕翎于2015年9月23日受马来西亚华人
公会总部之邀，参与“如何改善UPSR华文试卷
出题模式”讨论会，其他出席单位包括：董总、
教总、华总、全国校长职工会、华理会、马来西
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雪州国中华文教师联谊
会、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马来
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和各大院校中文
系代表。

2.3.7 马来西亚汉语教师北京研修班
2015年12月17日至30日之间，新纪元学院
中文系组织了以中文系讲师郑诗傧博士为首的共
40位团员参与由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与中国北京市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办的“马来西亚汉语教师北
京研修班”，研修单位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此研修班成功促进国内汉语教师与中国对外
汉语教师的交流，并提高了年轻一代的汉语教学
兴趣。期间，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博士于21日抵达
北京，与各合作方进行公务拜访与交流，并在21
日的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
而学员们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接受为期两
周有关汉语教学方法、写作与创意、文学作品阅
读与鉴赏、诗歌朗诵、语音与语音教学等课程。
课堂交流表现积极、活跃。此外，在培训期间，
中方亦安排了文化体验予学员，让学员游故宫、
长城、十三陵、天坛、孔庙、国子监紫禁城等历
史古迹。所有的课程、文化体验、食宿等费用一
概全免。该培训班于12月30日圆满结束。

世界汉语水平考试（HSK）强化班结业仪式。第二排左起为
强化班导师吴美琳老师、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博
士、Sekolah Sri Bestari校长Siti Normah Hashim及华文科
导师孙慧芳老师与学生合影。

2.3.6 HSK强化班结业仪式
中文系于8月7日在Sekolah Sri Bestari举
办了世界汉语水平考试（HSK）强化班。课程
于2015年10月2日结束，共有11个学生顺利结
业。伍燕翎与郑诗傧代表中文系出席该强化班的
结业仪式，并探讨未来继续合作的计划。

马来西亚汉语教师北京研修班开班仪式。

2.3.8 参与星洲日报举办“抢救华文”行
动——关心华文水平下降危机交流会
伍燕翎于2015年9月23日受星洲日报之
邀，参与“关心华文水平下降危机”交流会，其
他主讲人包括前马大中文系讲师黄玉莹、Kasturi
补习中心华文科老师陈育坤、吉隆坡教育厅华文
科卓越老师陈瑞玉、吉隆坡教育厅华文科资源老
师叶秀凤，共同从社会、大专生、中学生和家长
等各种角度探索目前国内华文教育程度所面对的
各种问题和挑战，并讨论华文教育工作者如何提
高华文科的教学效果。
结业仪式后全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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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文系青年学者论坛——“新曦
中文学坛”

由中文系主催，系会于2015年11月20日主
办第一届新纪元学院中文系青年学者论坛——“
新曦中文学坛”，旨在：一、加强院系的研究风
气，促进良好的治学态度，培养新一代学人；

二、为相关领域的青年学子搭建一个交流学术、
沟通思想、砥砺共进的对话平台；三、鼓励学生
关注学术动态，积极探索创新、拓展视野，共同
建设学术大业；四、为传承汉学、弘扬文明添砖
加瓦。筹委会主席为李慧文同学，顾问老师为郭
思韵。系上全体老师作为论文指导老师，也参与
论坛的讲评工作。成绩如下：

奖项

姓名

题目

佳作

李慧文
王欣慧
林碧金
李金发
沈慧依
杨景文
彭会婷

若迷途指津：论《老子》“水”哲学之境
论《胭脂扣》中的中国传统故事元素——以“如花”为例
论《诗经》中“葛”的意象及其影响
从《爱莲说》与《芙蕖》看周敦颐和李渔的审美取向
论析《阅微草堂笔记》中“狐”的意象
从《爱莲说》与《芙蕖》看周敦颐和李渔的审美取向
从《史记》人物交友考看司马迁之交友观

入围

3） 中文系出版品
12月，中文系出版《中文人系列③——从传
统走向创意》。本系在《系列③》的设计、栏目
内容力求突破与转型，期望能够编辑出对年轻群
体有影响力的杂志，带给他们不论在学术上或者
文学上，属于年轻人应有的时代视野。
改版后的《中文人系列》将面向高中生与
大专生，更重视传统精神与现代元素的冲突与融
合，关注学术及文学的传播，以期能扩大阅读对
象群体及提升阅读率，从而培养年轻一代的中文
阅读与学习兴趣，做到普及化、通俗化，同时延
长本土中文的生命及强化我国中文教育的发展。
《系列③》由本系讲师郑诗傧博士主编，带领学
生团队进行编辑工作。

郑诗傧主编《中文人系列③——从传统走向创意》。

4） 校内外中文系列演讲
这年来，本系除了支援学院其他部门如招
生处、文化推广中心举办“情牵中文系列巡回讲
座”，也积极赴各校或文学文化单位给予演讲，
为推广中文及提升我系学术人员形象不遗余力。
主讲人

主题

伍燕翎

如何提升写作能力？
郁达夫最后的南洋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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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文系也主办了系列文学讲座，邀请
本地作家来校演讲，分享各自的文学创作经验及
故事予中文系生。
地点

沙巴善导国民中学
苏丹伊德利斯师范大学中文系（教
育）
现代文欣赏
雪兰莪双溪比力国民中学
你为什么来读冷门科系？
新纪元学院（FCC学生）
NBw人文种子讲堂》播种系列担任主讲 柔佛昔加末NBw人文书艺坊
人，讲授“如何阅读经典文学

日期
17/04
22/04
08/05
07/07
28/08

郑诗傧

罗燕婷

三场演讲题的主题分别为：创作的最初动
力、散文的力量、散文的写法，并现场点
评学生的即时创作。
如何阅读经典文学
中文系之谜
当我在谈文化创意时，我在谈什么？
我的中文情意结
我们的中文情意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大学生的自我定位——兼谈我的大学时光
方块美疗：华文世界给我的内在力量
阅读，是顶上的伞
我爱华文，我考华文
巴刹中文不能说?
巴刹中文不能说？
话说西游——如何当一个永不言败的人

马六甲教育厅礼堂（中学生文学创作 14/11
营）
吉隆坡东方人文艺术馆
芙蓉中华中学
适耕庄民宿(新纪元文化特工队培训营)
新纪元学院（利民达国中华文学会）
新纪元学院（400人）
新纪元学院（恒学派2.0迎新营）
新纪元学院（“思源”华教展）
吉隆坡东方人文艺术馆
雪兰莪蒲中乌达玛国民中学
吉隆坡康乐国民中学
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
焦赖翠岭镇国民中学

21/11
08/05
09/05
03/06
08/08
15/08
23/10
22/11
28/05
19/06
20/06
11/07

5） 活动
本系今年主办了多项具有影响力及有意义的
活动，提升了中文系的整体形象，成功打造了一
个年轻且活力的科系。

5.1 《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考》颁
授仪式
1月25日，《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考》
颁授仪式圆满落幕。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培
训学校庞春立校长受邀出席此次颁授仪式，作为
证书颁授嘉宾。
与会的贵宾还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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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
文平强博士等。此次资格考共有120人从253个
考生中脱颖而出，成功考获证书。优秀通过的考
生还将被纳入中国对外汉语人才储备库。郑诗傧
为资格考颁授仪式的统筹人。

5.2 《第一届花踪后浪文学营》
3月14至16日，由《星洲日报》主办、新纪
元学院中文系协办的《第一届花踪后浪文学营》
成功于黄迓茱活动中心举行。文学营旨在发掘文
坛新人，同时关注年轻读者群，以期打造新一代
的文学写手。讲师阵容强大，有黎紫书、梁靖
芬、龚万辉、许裕全、吕育陶、周若鹏、方路，
还有台湾的朱宥勋。此次活动获得营员的支持，
反应热烈，共有300位营员参与此次活动。郑诗
傧、黄秋娴任我方代表协调。

5.3    第一届新纪元学院加影社区书
展——“打造加影书香社区，做
不一样的低头族”
4月11日至15日，中文系于校内举办第一
届新纪元学院加影社区书展，主题为“打造加影
书香社区，做不一样的低头族”。此次书展邀来
艺青出版社、有人出版社、久美图书、一本屋、
社区关怀工作室、文运企业、大将书行、平旦漫
画、城邦、新纪元陶瓷工作室及Smart in Life前
来参展。书展期间，中文系也主办了四场讲座，
分别为：
日期

地点

主讲人

讲题

11/04 B500大礼堂 周若鹏

没时间怎么
阅读？
B500大礼堂 骆淑慧
绘本里的生
命教育
黄 迓 茱 活 动 莫顺宗院 青 春 年 华 与
中心
长
大学之道
12/04 黄 迓 茱 活 动 曾毓林
不读书，因
中心
为你还没发
现她的好
书展期间的其他活动还包括了绘本表演、
陶瓷制作、中国结与折纸学习工作坊。为了配合
书展，中文系也办了一场“一人一本好书推荐”
活动，并将之编成《开卷有益：做不一样的低头
族》，供读者取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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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展人潮，响应主题“做不一样的低头族”。

5.4

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暨方修文库
揭幕礼

本校于2015年5月30日主办“马华文学国
际研讨会暨方修文库揭幕礼”。主办单位有马
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加坡热带
文学艺术俱乐部；协办单位则包括新院中文系系
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砂拉越华文作家协
会、霹雳文艺研究会、《爝火》文学季刊。
受邀嘉宾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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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
翎讲师、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陈川波
先生及方修先生的女儿吴聪敏女士、吴聪娣女
士。上述贵宾亦出席方修文库揭幕礼，并为剪彩
嘉宾。而研讨会则邀请了朱崇科教授前来给予专
题演讲，题目为“‘原方修’及其吊诡”。其他
发表人包括朱文斌教授、伍燕翎讲师、潘碧华讲
师、连奇先生、孙希先生、李选楼先生、黄琦旺
讲师。

讲座系列三主讲人莫顺宗院长与听众合影。

5.5 “我学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
中文系与文化推广中心于2015年8月8日联
合主办“我学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人数达
400人左右。
马青总团长暨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前来主
持开幕礼，发表讲话，并捐献2000令吉予此活
动。系上讲师罗燕婷作为策划人。受邀主讲人及
讲题如下表：
主讲人

讲题

蔡春梅老师
郑诗傧老师

柴米油盐酱醋茶 VS 琴
棋书画诗酒花（谈我们
的中文情意结：过去、
现在与未来）
钟进贺
华文，让我从自卑变得
（Rawangboy）
搞笑
骆淑慧（骆驼姐姐） 小绘本，大世界

中文系与文化推广中心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在一日营结束前
合影留念。
方修先生铜像——马华文学史上的拓荒者与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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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第十届文学周——“当时明月挂
旅情”

中文系系会于2015年8月31日至9月3日主
办第十届文学周——“当时明月挂旅情”，展览
以“时光隧道”的方式展出有关月亮的神话、
诗、词、绘图等，同时辅以灯光与音乐等带参观
者进入奇妙神秘的“月亮之旅”等供大众参与，
并举办了系列的讲座与剪纸、书法等工作坊。文
学周主席为陈征阳同学，顾问老师为郭思韵。

5.7

FCC户外教学团康游

10月10日至11日，FCC举办户外教学团康
游，罗燕婷携40个学生赴马六甲长达两天一夜。

6） 校外评审
评审人 主题

地点

日期

伍燕翎 “2015第九届中学生华文文学创作比赛”(小说组)
“全国华语诗歌即席朗诵比赛” 州选拔赛

-6月份
新纪元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 13/07

“2015第九届中学生华文文学创作比赛”颁奖礼（总
评）
循中文学奖（散文组）
郑诗傧 乌鲁冷岳县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乌鲁冷岳县小学华语演讲比赛
鹅麦县中学华语即席演讲比赛
“2015第九届中学生华文文学创作比赛”(散文组)
“第十届全国华小讲故事比赛”吉隆坡区选拔赛
苏燕婷 循中文学奖（小说组）

霹雳怡保

20/08

-加影育华中学
士毛月新村华小
甲洞国中
-加影乌鲁冷岳广东会馆
--

15/10
17/04
28/04
17/06
6月份
06/09
15/10

7） 荣誉
7.1 讲师榜

7.2 学生榜

伍燕翎获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暨大
众传播学院哲学博士学位，以优秀资格毕业。

林伟杰：《伊乐的笑声》（散文），载《中
国报·副刊》，2015年4月10日。

苏燕婷获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出版基金
（散文集），散文集名称暂定为《城光魅影》。

刘泀嗪：《三个最奇怪的情形》（诗歌），
载《星洲副刊·文艺春秋》，2015年11月1日。

郑诗傧：《黄姜饭》（散文），载《光华日
报·文艺》，2015年2月10日。

刘泀嗪：《像水》（散文），载《中国报·
心副刊》，2015年2月11日。

8） 实习生
6月29日，来自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的
邹雁欢同学到本院中文系实习。7月6日，来自马
来亚大学中文系的陈显恩同学、郑韵婷同学、陈
巧慧同学亦到本系实习。实习期限为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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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学系
1）学术发展
商学院的课程一直以来都不断改进，特别注
重质与量的平衡。在不久的将来会开办更多的课
程。
·商学院致力于探索与海外大学合作一起联
办双学位。

英国东伦敦大学代表到访新院，并与本院代表合影。

·除此之外，商学院也与台湾国立屏东科技
大学探讨合作于本院开设农企业境外硕士在职专
班，主要招收对象为屏东科技大学与对农业管理
有兴趣的主管。农企业境外硕士在职专班的开办
不单只是培养毕业生，主要是将农企的高阶层主
管、专家学者带进本院，一同学习与研究马来西
亚的农企业发展。

台湾国立屏东科大代表到访新院，并与本院代表合影。

2） 商业大讲堂
为了让学生的接触面更多元、视野更辽阔、
思维更细密，本系邀请多位著名企业人士及学者
进入校园举办商业大讲堂以及学术大讲堂，与学
生们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与经验，滋养商学院学
生的商学理念。

路这个经济走廊寻找商机”，并邀请到巴生中华
总商会署理会长梁家兴博士惠临演讲。

·于2015年8月19日举办“我国的中小企
业如何藉着巴生港口的策略性地理位置在一带一

·于2015年10月21日邀请到国际品牌企
业家拿督斯里郭庭东太平局绅惠临演讲。演讲题
是“从一杯甜玉米走向国际品牌”，大约有120
人参加，出席人士包括校外人士、学者、学生和
其他机构特邀嘉宾。

巴生中华总商会署理会长梁家兴博士惠临演讲，并与本院代
表合影。

企业家拿督斯理郭庭东太平局绅惠临演讲，并与本院代表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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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术大讲堂
·来自英国东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UK）的Dr. Ian Bathgate 到访新纪元学
院，为本系提供更多元化的跨国学术交流。Dr.
Ian Bathgate以授课方式于2015年10月20日为
本系全体师生带来主题 ”Idea Generation”关于
创意的产生。该方法包括通过建设理念，创新的
理念，发展的过程中，并把这个概念变为现实的
过程。
·2015年11月11日本系邀请来自英国赫瑞瓦
特大学(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Campus)马
来西亚分校的Dr. Praveen Balakrishnan Nair助理教
授惠临演讲，本次演讲的主题“Green Marketing”
有关于绿色营销。绿色营销整合了广泛的活动，包
括对产品、生产工艺、包装以及广告进行修改。
新产品的创意很少是革命性的， 它们大多是
通过进化演变成的。许多构思都是把过去的产品
略改变，提高质量、便利、降低成本或新产品的
开发。所以一个真正创新的产品也源自于这些进
化产品。

Dr. Ian Bathgate和学生代表合照。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Dr. Praveen Balakrishnan
Nair助理教授与商学系主任吴浩逢博士合照。

4） 职员活动
商学系的课程一直都特别注重质与量的平
衡，但也不断的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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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进
修、参与多项科目研讨会、讲座、职业培训等活
动。
·今年，商学系加入了系主任吴浩逢博
士。吴主任出席位于电子信息城 MSC Malaysia
Knowledge Workers Development Center 的培训
“TRIZ Level 1 Training Workshop”，“Asian
Innovation & Business Strategies Discourse:
Toyota， Samsung & Lenovo”，同时也带领学
生代表拜访马来西亚连锁协会（MRCA）及巴生
中华总商会（KCCCI）。
·副系主任Dr. Shamuni也在今年完成博士
学位课程并荣获博士学位。
·陈群娣讲师出席“Data

Alalysis

Using

Smart PLS 3.0 : Foundation for Beginner”
，“Reporting Research Findings for quantitative
study”，“Outcome-Based Education workshop”
，“The UKM Graduate Centre Public Lecture
Series : Research Methodology & writing of  
Thesis”及 How to prepare for a viva”。
·Navaratnam讲师、Theepa讲师、Ira Syazwani
讲师、彭亨利讲师、谢富强讲师、蔡来宝讲师出
席“Outcome-Based Education Workshop”。
·谢富强讲师出席“Going Concern Indicators
and Managing Impairment of Assets and Restructuring
Provisions”。
·Navaratnam讲师出席位于电子信息城MSC
Malaysia Knowledge Workers Development Center
的培训 “TRIZ Level 1 Training Workshop”。
·助理高级执行员陈素佩参与 “English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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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活动
为让学生充分了解如何领导、管理团队、团
员的责任及精神。系上主任、讲师和职员们在忙
碌课务之余，多次带领系上的学生到校外走访。
·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6月10日举办
的“慈善躲避球”运动。
·2015年6月27日学生们到KLCC公园及吉
隆坡水族馆进行团队管理活动。
·2015年7月10日学生们举办“Running
Hunt”竞赛。这也让学生学习及体验如何组织一
场校内竞赛。
·2015年9月19日及20日，商学系和商
业咨询公司Dnity Advisory及Evoque Advisory
联办“企业家大赛“。此为跨学院的活动，10
队参赛者分别来自本院、UCSI大学学院、ALFA
学院及Mutiara学院。本次比赛的的为让学生体
验创业和商业挑战，比赛内容包括建立团队品
牌，CEO的选择与现金流量的规划。本院商学系
参赛学生也在此赛中脱颖而出，夺得冠亚军。
·2015年10月20日，选修商业道德课的学
生走访日辉之家（Yayasan Sunbeams Home）
，提供爱心和关心于被虐待、被忽视、被遗弃和
来自破碎家庭的孤儿。
·2015年10月24日商学系联合教育系学
生、慈善组织狮子会成员、Dnity Advisory及
Super Group走访蕉赖乐善儿童残障福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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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爱心和关怀的文化给当地社区。
·2015年11月2日商业基础课程及行政专
业文凭课程的学生为其课程活动的一部分参与工
业参观可口可乐装瓶厂（马）有限公司。这可让
学生们了解饮料的装瓶过程。此次互动也提供机
会让有兴趣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学生提前做准备。
·做为管理学概论的实习，2015年11月3
日商业基础课程的学生配合万圣节造“恐怖鬼
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的基础，这也
管理学概论模块的一部分，并把门票全部成功售
罄。本次活动不仅帮助学生体验管理学问，在过
程中学习如何谈判，解决问题，以此为基础。此
外，他们也进行市场营销导论模块，营销和销
售，以及编制预算。这样的活动有助于增加学习
的乐趣，并让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得到实践。
·2015年11月6日及7日会计专业与行政专
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在黄迓珠活动中心举办手机与
电脑科技展。这个活动宗旨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和
亲身体验整个项目的规划，组织和执行过程。通
过这活动，同学与加影区各界商家合作、及市民
们建立的良好关系。
·2015年12月30日， 善良的学生们都拥有
行善精神，他们把一部分来自手机与电脑科技展
的利润资金转成善款实现企业社会责任（CSR）
。这一笔善款在全组团员的支持下把马捐给了普
爱残障儿童协会及需要受援助的人士。

“企业家大赛“主办单位与商学系获奖者合影。

师生们走进乐善儿童残障福利中心。

参观可口可乐装瓶厂（马）有限公司

学生们在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手机与电脑科技展。

（五）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1)

学术发展

由于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的使用变得非常普
及，相关软件的需求也相应的激增。市场上需要
聘请拥有智能手机软件开发能力的人才也相应的
增加。
资电系为迎合市场需求，于2015年4月份学
期添加了智能手机软件开发Introduction to Android
Programming课程。此课程教授学生基本智能手
机软件开发的技巧和发布开发好的软件。
同时，本系也将JQuery的技术与JASON资料

2)

传输规格加入网页开发应用程式课程内。这些技
术的运用在业界是非常普及的因为它可以减少开
发网页程式的开发时间并提升程式的功能。
Responsive Web Design响应式网页设计是
一种能在桌面电脑荧幕到移动电话中，适当显示
网页或其他流動產品裝置的网页设计技术。此技
术也添加到网页设计课程以提升学生设计网站的
能力。本系也希望藉此技术提升学生在市场的竞
争性。

活动

AfterOffice.com 公司为了鼓励学生参与智能
手机软体创新与开发，与资电系合办了2015智
能手机开发比赛。同时，AfterOffice.com 公司也
为学生办了几场Livecode Mobile App Development Workshop 工作坊以提升学生对其他智能
手机开发软件的运用，并藉此帮助学生参与此次
智能手机开发比赛。
2015智能手机开发比赛在7月开始接受报
名，比赛截止日期定在11月，颁奖典礼定在11
月27日。此次比赛得奖者如下：
奖项
二奖
二奖

作品名称

Aunt Buddy
New Era
College
三奖
New Era
Management
特别奖 Personal
Manager
安慰奖 Super Memory
安慰奖 Umaru Alarm

得奖者
TAN HAN WEN
LAM CHEE YAN &
LEM YING SIN
WONG CHIN WEN &
CHONG JIN YI
LIEW MIN HUEI &
WONG CHIN TING
RI JI HYON
KHOR CHIN WEI &
TAM WAI MEN

2015智能手机比赛得奖者大合照

本系于7月3日邀请校友宋如泰为学生讲
解“台湾教育指南”。主讲人毕业自逢甲大学资
讯工程系，现就读政治大学数位内容研究所。其
研究领域包括游戏开发策略，创新科技应用及创
业投资生态。
主讲人详尽地为本院学生分析台湾的文化与
特色，资讯工程的核心课程及科技产业趋势。他
也讲解如何准备自己来台湾升学及分享有关亲身
经历等，让学生们获益不少。

校友宋如泰为我们的学生讲解到台湾升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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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讲师培训
院方为了让所有讲师更有效的编写MQA文
件和课程设置，于3月26日与27日举办了为期两
天的成果導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工作坊，并邀请Encik Nadzri培训所有讲
师。此培训也让各系对MQA的要求与规定更加的
了解。

同时，为了让讲师更了解教学科技，本系讲
师参与了微软于11月26日在Mandarin Oriental
Hotel所举办的Microsoft Surface in Education活
动。此活动提供近期使用科技教学的重要性和普
及性，并呈现使用科技教学的好处。各参与单位
也展示他们的科技教学的技术与设备。

4） 学生作品展示系统
本系讲师收集了学生在各个科目的优异作
品，同时编写了一个学生作品展示系统。此系统
的宗旨为启发学生的创意思维，让学生把理伦和
实践融合，开发出一系列适合市场使用的软件。
透过资电系网址：http://www.newera.edu.
my/discs/porfolio，使用者可浏览本系学生的
学术作品。其中包括多媒体创意制作、万维网
技术、Javascript游戏开发、网页设计及撰选、
photoshop图像处理以及illustrator图形制作等。  

本系更容易展示学生的作品

5） 南大第五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6） 雪隆中学华罗庚数学比赛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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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比赛分为初中组及高中组。在此届的
比赛中，初中组共有46件参赛作品，而高中组则
有81件参赛作品。

为了鼓励中学生研究数学，福建会馆在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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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届。此届赛
会是由雪兰莪福建会馆和新纪元学院联办，并于
8月9日（星期日），早上10时，假新纪元学院
举行。

经过初审后，初中组的入围作品共有16件，
而高中组的入围作品则有18件。评审们经过与所
有入围作品的参赛者面试后，决定了作品的得奖
名次。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的颁奖典礼也顺利于
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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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颁奖典礼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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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306位来自雪隆各地的中学生参与此项
比赛。本届颁奖典礼于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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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颁奖典礼华罗庚杯总冠军

7） 讲师论文发表记录

8） 招生活动

孔国樑讲师在2015年发表了两篇文章。
a. Prefix-based Labeling Annotation For
Effective XML Fragment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ril 2015.
b. An Overview of Fragmentation design for
distributed XML databases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

配合招生处的活动，讲师们也参与3月7日
与八日的SUREWORKS大型教育展。本系的讲师
们也于3月22日与4月25日参与学院举办的开放
日。
同时，今年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的讲师也
积极的参与了12月19日与12月20日在KLCC会展
中心的2015年FALCON教育展。

9） AMC 澳洲数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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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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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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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新院首度承办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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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间学校参赛，参
赛的学生有8,654人。此届AMC的比赛日期为7
月30日，在全国各个赛场同步举行比赛。
本届颁奖典礼于11月1日在新纪元学院五
楼大礼堂举行，荣幸邀请到Mr. Damian Hickey
(First Secretary，Australian High Commission to
Malaysia) 以及澳洲数学基金会总裁Mike Clapper
教授拨冗主持盛会。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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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以及陈庆地博士等
人。

2015澳洲数学赛颁奖典礼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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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媒体研究系
理论与行动教学策略是媒体研究系自2001
年创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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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及2+2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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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份入学的广告学
系及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及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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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版至12版不等之A3纸张大小的
全彩《观察家》社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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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部份，2015年4月份以配合当下社会
趋势的专题报导形式制作，三期主题分别为：〈
税月这把刀〉（配合2015年4月1日政府正式实
施消费税措施后的社区影响）、〈“我们不想
搬！”加影斯里美丹小贩路茫茫〉（配合加影市
政局拓宽直落河道工程而回收斯里美丹商店议
题）、〈西马也会地震！你，做好准备了吗？〉
（配合沙巴神山地震议题）。2015年8月份沿续
4月份的社会趋势专题策略，制作了三期专题，
包括：〈马币贬值 人民怎么办？〉、〈缺乏道路
安全设施 民众司空见惯   行人路权何在？〉及〈
加影治安拉响警报 民众安全谁保障？〉，不仅将
关怀触角深入到当下议题，也关心加影社区长期
面对的隐忧，藉由议题的深入探讨剖析问题。
由于修课学生较少，因此随不同期数学生能
力酌量减少版数（由12版减至8版）及减少发行
量。今年每期共印刷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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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关怀也落实到社区服务的行动上，除
举办两次（4月份及8月份）报章推介礼外，也举
办技职教育展及《观察家》成果展，并走出校园
与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师生交流。

1.2

4月份学期以森美兰州知知港（Titigong）
为关怀田野，挖掘在知知港这曾遭日军灭村的新
村里的文化遗产与故事。12版的《知知不倦》
社区报，除了报道有关黄梨种植业的凋零、转
型社区旅游后的现况议题外，也拜访当地文史
工作者、百年校舍与老建筑、传统客家糕点制
作等人文故事。8月份学期以森美兰州的芙蓉           
（Seremban）为关怀田野，为芙蓉这百年老镇
出版《芙津玕来》社区报，同学多次踏访当地，
发掘芙蓉基层的草根生活情景，民间的信仰仪式
等来刻画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芙蓉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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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馈社区。

《知知不倦》采访团队与受访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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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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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2015年4月及2015年8月两班修课同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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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津玕来》采访团队与指导老师合影。

2） 新闻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
2.1

加影废矿湖纪录片制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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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废矿湖纪录片制作计
划”，主要目的在培养学生对环境议题的“批
判．行动“及关怀社区的能力。课程采取参与式
取径，并于8月中旬展开，藉由实际走入社区观
察、记录、采访、关心及报导等多元形式，让学
生投入到社区的问题解决过程中。
加影当年以锡矿业开埠，当年开采锡矿遗留
下来的废矿湖经过岁月的洗礼，早已形成了另一
个调整气温的湿地生态系，然而却在发展的洪流
下被一再剥削：有者被填土建屋，有者被倾倒废
弃物，有者成为污水的汇集地。与此同时，有些
废矿湖则被善用成休闲公园、防洪区等等。修课
同学以纪录片的形式，挖掘及纪录废矿湖的前世
前生，最后完成《矿债》纪录片。

2.2

马来西亚华文报人口述历史五年
研究计划（第一年）

马来西亚华文报章扮演着形塑、巩固、维持
及发扬华人文化、协助华社与政府沟通、促进华
社与其他族群和谐关系，以及争取华社权益与教
育等多重角色，自英殖民地时期出现以来，随着
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而展现丰富多元的样貌，百
余年来亦培养了无数专业新闻从业人员。这些新
闻从业人员不仅带动时势脉络、引领时代变迁，
更在国内及国际多变的时局与新闻需求下，累积
了珍贵的新闻经验与独特的在地新闻专业知识，
堪成有别于中港台与西方的独树一帜的本土新闻
专业，惟至今仍缺乏系统采集、汇整、组织及记
录。有鉴于此，本系推动“马来西亚华文报人口
述历史五年研究计划”，以为本土新闻专业知识
记录与整理尽一分绵力。

2.3

的多元方式，完成《影行人》书籍出版及影片制
作的多媒体作品。
《 影 行 人 》 名 字 由 “ 加 影 ” +“ 行 动 ／ 生
活”+“人” 所组成，意指“真正行走在生活线
上的加影人”，也取“隐形人”谐音，目的在彰
显隐身于加影日常生活的普罗百姓对加影经济、
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贡献。基于此，《影行人》计
划聚焦于1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加影百姓的生命故
事，采集及记录实际挣扎于加影生活线上的老加
影人如何共同建立及见证加影发展，涵盖范围由
餐饮、水泥、织藤、中药、纸扎、打铁、修表及
修衣等传统行业不等。
本计划获得Khind Starfish Foundation的
“Project for Happiness”、2015年4月份学期
公关实务修课班级以及9位加影地方善心人士（
许宏坤、邓鸿杰、杨华胜、李金国、国华烧猪、
陈志强、李瑞成、余君安及Chang Chung Fei）
赞助出版与光盘压制费用，于8月初出版1000
本《影行人：15个加影人的生命故事》专书及
1000片《影行人序曲》DVD光盘，并在8月23
日于元顺茶餐室举办“《影行人》聚会暨新书推
介礼”。《影行人》每本售价RM20.00（一般
社会人士），RM16.00（新纪元学院教职员以
及校友），另也获得《星洲日报》、《中国报》
、《南洋商报》、《东方日报》、Melody FM及    
Durian FM等媒体的报导宣传，其中平面媒体报
导及转载共二十余篇。

《影行人：15个加影人的
生命故事》随书附送《影
行人序曲》DVD光盘。

《影行人》出版与影音出版计划

本系长期关怀及耕耘加影社区关怀，有感
于加影百年历史文化随着急剧的现代化发展而面
临消失的命运，决定结合师生的力量采取抢救行
动，透过 “《影行人》出版与影音制作计划”，
为保留加影历史瑰宝尽一分心力。
本计划的目的在记录百年加影华人历史瑰
宝，发扬加影文化，进而促进加影华人社区发
展。由新闻系老师带领两位新闻系与广告系学生
发起及筹划，随后逐渐扩大人员阵容至整其他新
闻系、广电系、美术系、中文系学生及已毕业校
友等共二十余人，藉由访问、摄影、绘画及摄录

她们写下他们最真挚的人生故事。左起：打铁师傅罗务仪、
《影行人》主编钟嘉怡、Oren Kajang末代掌柜龙田少、   
《影行人》计划总策划李佳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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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告学系2+2学士学位及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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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学期的公关实务活动，41名学生与老
师在2015年6月21日，在新纪元学校举办一场
《Run For H.O.P.E》的义跑活动，这也是加影社
区首次举办以健康意识为主题的义跑活动。活动
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大众对肥胖症的意识，同时提
倡大众一个良好的饮食生活作息。活动当天共有
约400名参赛者共襄盛举，活动宣传大使林秀菁
女士与新纪元院长莫顺宗博士也成为当天的开幕
嘉宾兼开跑者。活动现场也设有关于肥胖症和良
好饮食生活作息的展览以及健康咨询。

《Run For H.O.P.E》 活动宣传大使林秀菁女士（左）与新
纪元院长莫顺宗博士（右）担任开幕嘉宾兼开跑者。

8月份学期的公关实务活动，51名学生与老
师在2015年10月中旬，抱着关怀社会理想从书
本走入渔村，发现五条港不为人知的美丽，并于
11月6日及7日在五条港举办了首次《这里五条
港》社区展览会。
仅仅4个月的时间，他们收集了这里独有的
人文故事、行业历史、村民的童年记忆等等，然
后把这些精彩故事制成一部纪录片以及绘制五条
港人文地图，编成小册子，为这小渔村的发展献
上他们毕业前的小礼物。

媒体系51名学生与老师利用4个月收集“五条港”独有人文
故事，并充分运用这些得来不易的丰富资源，制成一部纪录
片、绘制人文地图与小册子。

4） 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广播组
4.1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开放
日

院方于2014年1月举办一场美食嘉年华会。
为了配合院内举办的活动，“空中之城”校园广
播电台也在当天开放给所有的公众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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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月份学期开播造势活动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于2015年4月份
学期的节目播出日期为5月4日起至7月中旬。在
本学期的直播时段，6位学生DJ除了需主持个人
节目外，也需挑战双人节目制作。6位学生DJ被
分为3组，制作双人直播节目。为了宣传节目，
广播组的全体学生DJ在5月6日当天在“空的空
间”举办了开播造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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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学期直播造势活动进行中。

4.3

8月份学期开播造势活动

本台也于2015年8月份学期安排了节目的播
出，日期为9月7日起至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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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show奖”的开播造势活动，地
点为UG Hall。本学期共有4个直播节目，4个双
人节目，两个预录节目和每日的6点新闻快讯。

广播室管理员黄琬焮陪同学生前往海边拍摄宣传照。

4.4

广播工作坊&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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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份学期和五月份
学期分别举办了5天的广播工作坊和分享会，并
邀请了业界的DJ和主播前来分享相关经验。希望
学生从中吸取业界前辈的经验，提升自身的实力
和开拓学生的视野。
日期

活动名称

29/04 《 广 播 节 目 策 划 和 主
持》
29/06 活动主持经验分享会
30/10 《 倾 媒 筑 梦 》 广 播 电
台主持人经验分享会

分享者

4.6

直播DJ小型毕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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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组直播DJ小型毕业展。

4.7

MIC出好声音讲座 （芙蓉中华独
中）

广播组负责老师欧阳靓凌和广播组二年级学
生于2015年4月10号到芙蓉中华独中礼堂举办
了一场名为“MIC出好声音” 讲座和户外直播。
当天，来参与此活动的来宾都是该校的老师和同
学。此活动也是该校司仪组负责老师安排才能
顺利举办。活动结束后，老师也要求带学生参观
学院和要求负责老师给学生安排一场“语音工作
坊”。

阿晨988 DJ

李威延老师
宝蔹
MELODY FM
DJ
04/11 《 倾 媒 筑 梦 》 说 话 之 潘德南老师
道分享会
04/11 《 倾 媒 筑 梦 》 新 闻 分 陈宝燕老师
享会

4.5

“Let’s Go On Air”录音活动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善用广播资源
回馈院内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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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老师与学生于“MIC出好声音”活动现场合影。

4.8

《语音工作坊》- 芙蓉中华独中
司仪组

广播组负责老师欧阳靓凌于2015年5月30
号应芙蓉中华独中司仪组负责老师邀约，在新纪
元学院为该校司仪组主持一场“语音工作坊”。
此工作坊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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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纪元学院空中之城校园主持人
大赛

4.10 媒体研究系广播组空中之城和古
晋TEA FM跨企业合作计划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将于2015年6月
17日在新纪元学院黄芽珠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
新纪元学院空中之城校园主持人大赛”。

新纪元媒体研究系广播组讲师欧阳靓凌与
广播室助理黄琬焮于2015年10月5日至7日参
访东马砂拉越古晋Tea FM，受到Tea FM节目经
理Jean晓芬接待。双方针对拟好的议程进行了
交流，并定下了实习合作计划。另外，Tea FM也
安排我们参观诗华日报和诗华日报新闻经理谢
周文、Tea FM新闻编辑彭国良、Regional Chief
Editor林国强及诗华日报古晋区经理进行交流。
新纪元媒体研究系广播组学生将有幸能带着新纪
元媒体研究系空中之城光环献声给东马的听众朋
友，也能增加本院媒体系的曝光率！

此次目的是想丰富院内学生课外生活，展现
大学生的自我风采，同时想借此机会提升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并为
爱好主持的同学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院
内的学生都有主持机会。

校园主持人大赛在评委、参赛者与工委合影留念后圆满落
幕。

广播组讲师欧阳靓凌参访Tea FM直播室。

5） 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电视组
5.1

电视组学生成为YOLO全马短片
竞赛前十强

电视组四名学生：李紫欣、林虢纶、梁舜
诒和胡琇婷在Malaysian Youth Community以及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Malaysia主办的
Malaysian Youth Video Awards 2015短片竞赛
中，从521支队伍脱颖而出，晋级最终十强，获
得奖金RM1000、奖牌一座、每人奖状一张，指
导老师亦获得感谢碑一枚，为校争光。

5.2

电视组学生参与校内《性别平等
微电影比赛》获奖

电视组学生郑文慧、陈婧仪作品《我们都一
样Like You》获得最佳演绎奖。
·作品简述：
在 生活中我们常对女/男性的装扮保持特定
的刻板印象，例如男生就要穿球鞋；女生就要戴
耳环。这部微电影点出了同性别也可以有不同的
外貌、性格与装扮的哟！让我们勇敢做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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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为李紫欣、胡琇婷、梁舜诒、林虢纶（右一）从主办当
局代手中领取Malaysian Youth Video Awards 2015短片竞
赛最终十强奖金支票。

电视组学生黄耀汉（摄影）、梁舜诒（摄
影、剪辑）作品《Rejection Region拒绝区域》
获得最受欢迎奖。
·作品简述：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之下，男性必须学会坚

强、勇敢；无法轻易示弱、哀伤、求助。男性即
便遇到性骚扰，也无法说出口。这部微电影带出
了这些隐晦的讯息。
电视组学生黄耀汉、林仕静作品《失落的星
星》入选
·作品简述：

小眾化人群總是被大眾化人群排擠，就好
比男性打扮的女性或者性格內向的男生。他們就
像是失落的星星般，雖不高懸在空中，但依然閃
亮。願此片喚醒全人類，性别平等，歧视不再。

5.3

电视组学生参与10th Gatsby       
Student CM Awards

电视组学生梁舜诒（摄影）、林虢轮（演
员）、陈诗儿（演员）以作品“Get’s Bee”，
成绩尚未公布。若得奖，作品将被Gatsby采用，
并将受邀前往日本出席颁奖典礼。

5.4

电视组成品：两部短片、四支公
益广告、两支纪实报导、两支
MV、两个现场访谈节目、两部
纪录片

电视组学生共十四位，包括林虢纶、李紫
欣、胡琇婷、陈淑歆、王家豪、郑文慧、何征
峰、刘宝蓉、黄耀汉、方文豪、林仕静、陈婧
仪、梁舜诒、陈诗儿分别在《电视制作I》、《
电视制作II》、《纪录片制作》课完成以下作
品，表现优异。
·短片
： 《路人甲》、《吞噬》
·公益广告 ： 《Hug Anytime, Care
Anytime》、《留一本给
后来的人》、《Blind》、
《Stop Phubbing》
·纪实报导 ： 《民歌餐厅》、《女刺青师》
·MV
： 《星空》、《Break the Rules》
·现场访谈 ： 《艺客坊》、《本地霸》
·纪录片
： 《Bersih》、《Wall to
World》、《承》、《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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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术与设计系
• 审核现有课程，以确保更好的学术质量

2015年美术与设计系度过了更换与重新整
合的一年。随着资深讲师荣休及转换工作环境，
本系迎来了一批年轻及有经验的讲师来接替他
们。  

• 加强宣传和积极于招生活动
• 提供学生更充实的学院生活

今年，美术与设计系着重于探讨和加强本系
核心价值，以更好惠利及服务利益相关观者。其
中包括：

• 社区联系

1） 学术事项
1.1

教与学的质量

1.1.1 重整文凭课程

a）《Show ing》第11届美术与设计毕业
展：于2015年1月18日至31日在新纪元学院，C
座1楼展出。一共有24名毕业生参与此展。服装
及纺织设计毕业生亦举办了场时装秀。

美术与设计系成功重整其文凭课程，从3年
制度减至2.5年。此重整为了迎合设计行业的需
求。修订后的课程在2015年4月份学期迎来首批
学生。本系严密监督每个课程，以确保学术质量
不断的提升。

1.1.2 课程检讨
本系持续的进行课程检讨，以确保Outcome
Based Education（OBE）有效地进行。本系在2
月至3月进行了内部作业，以重新审核教与学的
传递过程。所有全职和合约讲师都参与了这项工
作。如有需要，本系会针对课程目标和学习成果
做出改进。2016年将会延续课程审查，更详细
的探讨课业内容和性质。
《Show ing》第11届美术与设计毕业展时装秀

1.1.3 讲师手册
讲师手册于今年初分发给系上每一位教职
员。 目的是让所有教职员清楚了解本系核心价值
及提供教学和评估准则。期望以此讲师手册，所
有教职员能实践手册里的准则。

1.2

新讲师

随着资深讲师郭静洁、黄仲杰及骆孝源讲师
的离开，美术与设计系重新整合新的教学团队。
感谢Syahrul Razali 室内设计讲师于2015年4月
和李勤乐平面设计讲师于2015年4月加入本系。
他们为本系带来了新的技术和加强本系的教学团
队。

1.3

毕业展

美术与设计系的毕业生在讲师的指导下成功
的举办了2场毕业展。每个毕业展都有各别的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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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 Room》第11届秋季美术与设计
毕业展：于2015年8月20日至27日在黄迓茱活
动中心展出。共有30名毕业生展示他们的毕业制
作。

1.4

学术和专业成果

a）《“黑•白•情 2.0”》摄影展：本系利
南兴讲师于2015年6月1日至6月26日在新纪元
学院白色工坊展出其摄影作品。
b) 《骆孝源微型绘画——3》画展：本系骆
孝源讲师于2015年4月16日至5月22日在新纪元
学院白色工坊展出他本人最新画作。

2） 充实学生生涯

3） 加强宣传和新生招募

本系今年连续举办了多项内部活动，以期许
提升学生的校园生涯。本系希望通过各项活动鼓
励学生领袖及奖贷学金学生积极参与策划活动。
其中包括部门领导讲座，电影放映和工作坊以开
拓学生们的视野。讲师们亦积极和学生们分享生
活小知识与技巧。

为了提高新生入学，本系采取一些措施，以
提高公众对本系课程的认识。目的是在国内众多
艺术学院中凸显本系的特色，以及本系的愿景和
理念。本系亦持续为学生及外来者提供一些艺术
工作坊。

2.1

讲座、论坛和电影放映
今年的内部讲座有：

日期

活动名称

主讲人

13/05 分 享 建 筑 师 的 工 作 与 马来西亚著名
观点
建筑师Kevin
Mark Low
20/05 What the Hell Do
Ambrose Poh
Designers Mean By
‘Concept’?
09/09 马来西亚美术史
新纪元学院毕
业生及博士
研究生Boey
Teik Soon

3.1

加强宣传

美术与设计系精心设计了本系的宣传小册
子，目的在于传达本系核心价值。除此以外本系
规划于2016年逐步创立自己的 Facebook页面 和
网站以提高本系的知名度，并吸引有潜力的设计
专业学生。

今年放映的电影有Sepuluh Tahun Sebelum
Merdeka, Taare Zameen Par (Every Child is             
Special) 和Temple Grandin。大部分的活动都是
由系会学生策划。本系希望来年能举办更多类似
的活动。

2.2

工作坊

美术与设计系举办了一系列的工作坊，旨
在扩大学生的技能。今年举办的工作坊包括：
丝网印刷和缝纫（由Shanthini Sangeran和甘丽
君学生负责此工作坊），书籍装帧（由Denise         
Fernandez讲师主导），以及视频制作（由李勤
乐讲师主导）。另一个广受学生欢迎的活动是自
拍画像比赛（由骆孝源讲师策划），学生们踊跃
提交他们自拍自像画。

2.3

户外学习

本系在2015年安排了无数次的户外实习。
在2015年5月24日Syahrul Razali讲师带领室内
设计生到怡保Kellie’s Castle和Tanjung Malim。
此游览是室内设计系建筑技术课程的一部分。除
此之外，讲师们也经常代领学生参加与设计有相
关的展览，以让学生能接触到最新的技术和设计
趋势。

美术与设计系宣传小册子

3.2

接待学生和来访者

本系也为中学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以帮
助提高中学生对学院的认识，特别是美术与设计
课程。其中包括：
a）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 艺术工作坊
（2015年4月24日）。为大约80名SPM
应考生提供关于如何应考美术科。 此活
动在黄迓茱活动中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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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 陶艺工作坊（2015
年5月30日）。本系为20名来自雪隆森独
中教师举办了一场陶艺工作坊。此工作坊
由Raha Jaafar 讲师及罗志义助教负责。
c）SMK Taman Jasmin 2 - 陶艺工作坊
（2015年6月18日）。 此工作坊由 Raha
Jaafar 讲师及罗志义助教负责。
d）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 蜡染和陶艺工作坊
（2015年11月9日）。大约四十名学生
参与了半天的蜡染和陶艺工作坊。此工
作坊由Raha Jaafar 讲师、Faridah
Maqbool Rahman讲师及罗志义助教负
责。

4.2

设计- 建造：Taman Bangi Jaya
廉价组屋活动大厅

室内设计系学生及毕业生在2015年9月和
10月的5个周末，都自愿空出时间到士毛月组屋
区设计及建造活动大厅。在这里，学生们能亲自
体验到工程进行。除此之外，学生和其它不同种
族和文化背景的居民一起工作时，一起分享着生
活不同到故事与观点，让学生亲眼体会及目睹底
收入社群生活挑战。这都灌输着这些未来设计师
应具有更多的同情心。

e）峇株吧辖华仁中学 – 服装设计考试评
鉴与认证（2015年10月31日）。今年
共有16名学生参与此考试。Yasmin Lim
讲师和Faridah Maqbool Rahman讲师代
表这次评估。
我们相信高等学府应与其社区有联系或交
流。 社区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课堂外的实习平
台。

4） 社区互动
4.1

加影文化古迹绘图计划

在美术与设计系及媒体系的学生自愿者的合
作下，本系完成了加影文化古迹绘图。其成果已
在2015年3月7日至8日于师爷庙和加影文化中
心公开展出。此展出呈现了许多旧式建筑物的模
型、绘画、素描、相片以及许多和加影有关的珍
贵文物。此外，学生还与加影镇许多资深居民做
了深切的采访。这个由加影文化中心一起协办的
展览成功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在周末时莅临
浏览。

士毛月组屋区设计及建造活动大厅。

5） 白色工坊
2015年有好几个画展都在本系白色工坊展
出。 这其中包括：
• 《骆孝源微型绘画——3》画展 ：2015
年4月16日至5月22日
• 《“黑•白•情 2.0”》摄影展 ： 2015
年6月01日至6月26日
• 三民属艺——吴清海、杜春茂、张厚耀三
人联展 ：2015 年6月12日至30日
• 孙东霖《寧靜的風景》摄影展： 2015年
8月24日至9月25日
• 杨荔云，施永飞《云彩飞逸双人水墨画联
展》”：2015年10月3日至11月1日
• 林绍胜 《Toon Touch 时事漫画展》展
览： 2015年11月9日至12月12日

加影文化古迹绘图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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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戏剧与影像系
戏剧与影像系创立迄今已步入第十年，本着
为大马剧场与影像艺术领域培育新力军的理念，
期许造就更多在戏剧与影像方面的人才。因此本
系不断提升软硬体设备和教学素质，透过课程教
导和课堂实践，开拓学生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
创造力，打造一个多元学习的环境。

在加强技艺的同时，本系也鼓励学生接触社
区，关心社会，启发人文关怀的精神，让学生在
艺术创作上更具广度和深度。随着近年来学生人
数的增加，本系学生比往年更活跃，配合本系举
办许多活动，从中加强认知和发挥各自才能，迈
向更专业的层次。

1） 影展与公演
1.1

《玖〇曰》- 第十届影像组毕业
生短片巡回影展

第十届的11位影像组毕业生在即将毕业之
际筹办了《玖〇曰》全马巡回短片影展，和历
届影像组毕业生一样，在指导老师梁友瑄的带领
下，他们带着自己的作品深入社区、学校和大众
互动，除了持续耕耘更多元的影像创作知识，也
期望从映后座谈中更了解观众的想法，从互动中
学习更多。
这一次的毕业影展主题为《玖〇曰》，“玖
〇”代表着90后这个世代，而“曰”字代表着说
以外，视觉上看起来像是两个帧(Frame)，毕业
生们想借由这字体反映着这个影展里的每一个主
角：11位毕业生，以及他们呕心沥血合力制作的
8部短片。对社会、人性、理想、生命观、世界
观，90后的视角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世代的控
诉与欢呼，他们决定用他们的短片作品，和观众
深度交流。
影展有1部伪纪录片、1部纪录片、6部风格
各异的剧情片，碰触的议题和内容也不同：大环
境的制约、历史与家族史的缺席、资本主义、人
性、跨族群、游子心情、土地认同等。
本届影展除了北上南下，跨越州属在西马
播映短片，他们往年也成功跨越南中国海去到东
马，和沙巴亚庇的观众交流，希望能够带给当地
观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以自己小小的力量为本
土影视文化献上一份力。以下为今年影像组毕业
生巡回的12个场次：
日期

地点

15/08
16/08
23/08
25/08
26/08

槟城大山脚日新独中
怡保Zakka Loft杂咖坊
沙巴亚庇－Film Camp KK
沙巴亚庇－The Sabah Society
沙巴亚庇－Ministry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IT Sabah

26/08
03/09
04/09
05/09
07/09
07/09
12/09

沙巴亚庇－崇正中学
芙蓉中华中学
吉隆坡林连玉纪念馆
马六甲大屋子咖啡馆
柔佛新山宽柔中学
柔佛士古来南方大学学院
加影新纪元学院B500大礼堂

较往届影展不同的是，这次的影展是从北马
开始、巡回到东马、中马与南马，最后才回到本
院B500大礼堂举办最后一场影展和闭幕仪式。
新的巡回形式让应届毕业生们得以在巡回的各个
场次汲取经验后，在闭幕场做更好的发挥。本次
闭幕展邀请了本地著名导演林丽娟与编剧赖昌铭
进行交流和讲评。
当晚超过百名观众莅临现场观赏学生们的毕
业作品及参与映后讨论。透过这12场的全马巡
回影展，应届毕业生们得以接触更为广阔的观众
群。这次的观众群除了来自不同年龄层，也来自
不同族群。观众们不仅热烈参与映后讨论，也给
了学生们非常好的回馈。几位业界和每届都捧场
的资深观众们均反应，本系学生的作品水准可谓
一年比一年进步与成熟，给了应届毕业生们很大
的鼓舞。

《玖O曰》毕业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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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镜像。三姐妹》排演一
演出日期：2015年11月20日至22日

由一年级生初试啼声对外公演的舞台剧《镜
像。三姐妹》，在本院黑箱剧场做三天五场的演
出。由李奕翰讲师执导，带领一年级学生制作，
选用俄国剧作家契诃夫的著名剧作《三姐妹》改
编而成。这是一部散文化的剧本，要将它化为戏
剧演出，无疑是一大考验。在李奕翰讲师与一年
级学生们经过一番努力，顺利把这经典名著顺利
搬上舞台。剧中还穿插一段幕后工作人员的散漫
工作态度，来对比剧中人的困境。一年级生在第
一次公演中的表现，获得观众不错的评价。

1.3

《镜像三姐妹》演出剧照。

《乌达与达拉》排演二
演出日期：2015年7月23日至26日

由本系二年级学生制作演出，罗国文讲师执
导的《乌达与达拉》，在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一
共演出六场。《乌达与达拉》是大马作家Usman
Awang的著名剧本，曾多次被搬上舞台。此次
在罗国文导演下，学生们穿起象征式的马来服装
造型，以剧场形式手法呈现这部可歌可泣的大马
史诗爱情音乐剧。其内容讲述乡下马来青年男女
乌达与达拉，相爱而不能相守，乌达被迫离乡背
井，与爱人达拉分开。当乌达回乡，与无良地主
发生冲突，结果被刺杀身亡，激发农民们群起对
抗阶级制度。这是本系第一次制作音乐剧，而剧
中的歌曲音乐，都是学生们原创作曲，发挥了他
们戏剧表演以外的另一项才华。

1.4

《镜像三姐妹》全体演职员与莫顺宗院长合照。

《郑和的后现代》排演三
演出日期：2015年12月17日至20日

《郑和的后现代》由贺世平主任担任导演，
带领二年级生呈现制作，在本院黑箱剧场做四天
共六场的演出。此剧改编自新加坡戏剧大师郭宝
崑的著名剧作《郑和的后代》。原著剧本采用片
段式的内容，包括郑和从太监到航海大帅的点点
滴滴、紫禁城的宝贝房、三宝太监七下西洋的贸
易情景等。经过导演引导学生们在课堂上进行改
编和加入即兴表演之后，剧情增添了几个囚犯的
牢房戏。导演为每个演员度身订造一个全新的囚
犯角色，而囚犯们被选中来排演《郑和下西洋》
戏码，后来因为与狱方对抗，从绝食抗议到最后
自相残杀，深刻表达了体制滥权的悲剧收场。演
出后获得好评，因此二年级生计划在2016年中
筹钱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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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演二《乌达与达拉》剧照。

《郑和的后现代》演出剧照。

1.5

《灵戏》－第十届舞台组毕业公
演
演出日期：2015年8月6日至 8月16日

由第十届舞台组毕业学生何文翰导演的《灵
戏》，结合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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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场的演出。
《灵戏》改编自新加坡戏剧大师郭宝崑的剧
作，讲述四个在灵界徘徊的幽灵，遇上一位幽灵
诗人，由此而理清彼此的关系和矛盾，一起陷入
无法救赎的悔恨。当他们遇上另一个新魂，从他
身上反思自己之后，结果他们的选择还是守在原
点，无力改变。导演着重以创新的手法，让观众
体验全新的观剧

《灵戏》毕业演出。

体验，包括在黑箱剧场中采用无固定观众席
的演出形式、大胆地打造一个用大量麻布围绕的
灵异空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全黑画面、用白布笼
罩而地板可以反照自己的场景设计等等，都让观
众赞叹不已。

《灵戏》毕业演出全体演职员。

2） 活动
2.1

【2015年学术成果展】

在2015年1月25日，配合新纪元学院嘉年
华学术成果展，本系在黑箱剧场和B201课室展
示十年走来的成果。在黑箱剧场外设有拍摄器材
展示区，这里展出了本系目前所拥有的影视摄制
器材，包括摄录机、灯光、收音器材等。黑箱剧
场旁边设有历史走廊，展出历届舞台剧公演和短
片影展的平面设计海报、演出剧照和短片剧照。
黑箱剧场内则是拍摄场景展示区，来访者在本系
学生引导下，在该场景中进行表演，而表演的过
程都被摄影机拍录下来。B201课室则有【光影
列车】，以玩具列车带动灯光绕场，透过剪纸和
道具装置，形成经典电影人物造型和各种道具营
造出来的影子秀。此次的成果展内容丰富多彩，
让来访者对戏剧与影像系留下美好的深刻印象。

2.2

《三个小孩》受邀重演

在花踪新秀颁奖礼之后，本系决定在2015
年以完整版进行重演。于是自2015年4月17日
开始，除了在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演出，该剧也
到吉打、威省、吉兰丹等地巡回演出。《三个小
孩》2015年巡演行程如下：
日期

地点

17-19/04
24/04
16/05

加影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
森美兰芙蓉中华独立中学
槟城韩江中学、 吉打双溪大年大
同小学、新民独立中学
槟城北海光华学校
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黄迓茱活动
中心开幕特别场）
吉兰丹哥打巴鲁晋江会馆礼堂
威南马章武莫
威南高渊

17/05
23/05
15/09
25/09
26/09

《三个小孩》舞台剧自2010年开演以来，
不时受到邀请，在全国各地演出。该剧亦在
2015年3月15日再度受邀演于新纪元学院黄迓茱
活动中心的花踪新秀颁奖典礼上。

2.3

由于之前演出过的学生演员已毕业，贺世平
主任必须重新培训第四代演员，由二年级学生辛
伟弘、林秀倪和颜渼潓演出二十分钟的浓缩版《
三个小孩》，他们的表现依然获得观众的激赏。

为了让更多公众人士了解短片的制作流程，
本着“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宗旨，本系持续
在今年3月21日举办《小导演·大梦想3》工作
坊，让公众人士得以用极为低廉的学费，亲身体

【小导演·大梦想3】短片一日
入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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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短片的制作流程。

进行【另类叙事工作坊】。

与前两届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工作坊为一天
的密集课程，除了学习分镜头基础、摄影和剪接
技能，也要在同一天内完成一项任务，就是分组
拍摄与剪接完成短片，并在当天放映作品成果。

此工作坊的活动主要是让学生有更开放自由
的思维，摒弃传统剧场的叙事手法，尝试以各种
非一般有趣的手法呈献剧情以外的可能性。

2.4

吉隆坡中央车站【街头表演】

2015年7月14日，由孙春美讲师带领一年
级学生在吉隆坡中央火车总站KL SENTRAL进行
两小时的街头表演，学生们以各式各样的造型或
形式，在车站广场不同的角落与来来往往的过客
互动。一年级学生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以如此形式
面对群众，给学生们带来非常不同的初体验。学
生们在回程的电动火车上高唱开斋节歌曲，带动
大马民族同欢共庆的和谐感，引起群众的注目，
并被用手机拍下在社交媒体流传，传为佳话。

2.5

美里师训学院华文学会戏剧营

2015年7月11日至12日，贺世平主任应邀
【美里师训学院华文学会戏剧生活营】担任导
师。贺主任带同三位在籍学生王冠庭、何文翰与
蔡紫滢前往美里，于该学院内带动为期一天半的
戏剧营。
参与者都是师训学院的受训教师，在贺主任
与三名本系学生指导下，学习戏剧知识和表演技
巧，最后完成精彩的分组呈献演出。

2.6

《一天》摄影展

2015年7月30日，本系一年级在新纪元学
院空的空间举办了公开的《一天》摄影展。此
活动是梁友瑄讲师指导的<影像艺术鉴赏>期末
作品，作品需以家人或基层人士的一天生活为主
题，以24小时为单位，跟拍他们的生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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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层人
士。在人手一机，虚拟世界彷佛重于现实世界的
今天，这个活动希望能让年轻的学生们走出萤
幕，透过自己的创作主动去了解身边的人，从中
了解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本质。

2.7

驻校艺术家温思妮戏剧工作坊

2015年9月17日至20日，本系邀请旅德艺
术家温思妮驻校，为本系学生进行为期四天的讲
座与工作坊。两场讲座的主题计有：【留学德
国】和【德国当代剧场】，让学生了解如何到德
国去留学，也了解当代德国剧场界的演变和作
品。最后两天，温思妮带领本系学生在最后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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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结束前的最后一项活动， 她领学生前
往Metro Kajang 购物中心进行追踪游戏，让学生
体验在现实环境的人群中，如何去观察周遭人事
物。四天的活动，令学生们大开眼界，也激发学
生们有更独特的思考。

【另类叙事工作坊】

2.8

《影戏重阳》

2015年10月11日，应“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本系在黑箱剧场呈现一
部《影戏重阳》影子戏。内容是老爷爷老奶奶告
诉孙子们有关重阳节的种种传说和由来，希望观
众透过此演出，对重阳节有更多的认识。演出由
二年级生负责剪纸、排练、操偶等，加上真人的
影子表演，并结合影像，确实为全新的尝试。

2.9

【郑和的后现代筹款】

2015年11月4日至6日，本系主办【郑和
的后现代筹款】，是本系二年级生为筹募排演三
《郑和的后现代》的演出制作费，而在院内举行
为期三天的筹款及造势活动。这次的筹款活动可
说是多姿多彩，学生们们除了在彩虹走廊贩卖食
物，也邀请了爱艺鼓、舞法舞天等单位助兴演出
以吸引顾客。
空的空间有摆卖二手书，黑箱剧场外有学生
理发，剧场内还设有【郑和迷你博物馆】，展示
有关郑和的种种资料，让访客对三宝太监郑和这
一位伟大的航海大帅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值得一
提的是此活动的开幕仪式，邀请莫顺宗院长与嘉
宾们为《郑和的后现代》众演员剪发，可谓别开
生面。

世纪的今天，视觉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不言而
喻，然而只要细究，文学创作的经验依然影响着
许多电影工作者。因此，我们特邀请南方大学学
院马华文学馆主任许通元老师为我们主讲“成也
张爱玲，败也张爱玲-论张爱玲小说跨文本性的银
幕电影”从中更进一步探索电影与文学之间的互
动关系。

《郑和的后现代》筹款开幕仪式。

2.10 《JOKER 7》学生舞台作品展
《JOKER 7》是七位选修【导演创作课】的
学生于学期末各自导演一部短剧作品于2015年
12月4日至6日在黑箱剧场做公开展演。七部展
演的作品计有：彭健豪的《你我他》、林思杰的
《哈姆雷特》、杨慧莹的《等待好事》、李定权
的《牛朗织女》、颜渼潓的《追忆》、林秀倪的
《玩偶的奇迹》以及庄燕莹的《收信快乐》。七
部短剧各有特色，水准参差不齐，但也有让人惊
喜的作品。

2.11 十周年系列活动-电影论坛
适逢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创系十周年，
本着推广艺文与电影活动的理念，我们今年陆续
举办了不少活动，电影论坛正是其中之一。
在12月21日这一天，我们共举办了两场论
坛。第一场论坛主题是关注电影与文学，在21

第二场论坛，主题则注重如何将脑中的创作
构思实践，成为一部达到可拍摄条件的电影，因
此我们特规划“中文电影企划案-规划与执行，
从电影创投谈起”，请来在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
（HAF）工作的融资项目经理冯丽芬以及在去年
以《分贝人生》电影计划夺得金马创投百万电影
首奖的陈胜吉导演成为论坛嘉宾。冯丽芬小姐同
时也是《告别的年代》电影计划制片，她的案子
和陈胜吉导演的《分贝人生》同时入围了2014
年的金马电影创投会议，他们将以自身在HAF，
以及金马创投的经验，除了和我们分享他们如何
经营自己的电影计划，也分享他们在这些国际创
投平台的观察。
两场论坛活动为免费开放公众入场，除了本
系在籍学生参与，也吸引了对不同主题各有兴趣
的公众人士参与。
从下午许通元老师对张爱玲身世、文本与电
影差异的剖析、再谈到电影与文学的差异；到晚
上两位嘉宾冯制片与陈导演对创投、筹备电影乃
至参与金马电影学院毫无保留的经验分享，相信
每一位参与者在2015年岁末之际，都带着满满
的收获回家。

3） 举办系列讲座与工作坊
——国外艺术家、电影人与旅外本地艺术家、电影人系列活动
一直以来，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都致力於
和国外艺术家、电影人以及常年旅外的本地艺术
家、电影人接轨，让他们将在国外的创作经验分
享给学生和公众人士，也让学生了解更多课堂以

外的知识。今年也不例外，许多来自台湾、中
国、泰国、澳洲等的著名创作者，都来到了我们
系和学生交流和办工作坊，让学生与前来参与的
公众人士们获益良多，以下为活动列表：

日期

讲题

讲者

06/02
05/03
10/04
13/04

“剧场编剧闲聊”讲座
“拿起书本，放下书本”讲座
“走在不同风景的表演旅程”讲座
“光影的乐趣”影戏工作坊

14/04
24/05
30/05

“不即不离”廖克发导演作品放映与分享
“线偶”工作坊
《山有多高》纪录片播映会暨导演座谈

旅台大马剧场工作者－高俊耀
旅中大马剧场工作者－沈国明
旅台大马剧场工作者－梁菲倚
泰国剧场工作者－Sirikarn Bunjongtad
旅台大马电影工作者－廖克发
泰国剧场工作者－Phuket Marionette父子团
台湾电影工作者－汤湘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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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
02/08
21/08
07/10
26/11

《影视灯光》工作坊
“居所与他方：影像测量计划”吉隆坡场讲座
义守大学原住民舞蹈团交流与演出
“导表演在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当学院派
走进社会”讲座
“16厘米手冲底片工作坊”（从拍摄到后
制）

旅台大马影像工作者－潘锦松
旅台大马影像工作者－区秀诒
台湾义守大学原住民舞蹈团
旅中大马剧场工作者－颜永祺
澳洲电影工作者－Richard Tuohy、AFW

除了海外艺术家，本系也举办多场国内剧场及电影人的交流会、讲座或工作坊，以下为活动列表：
日期

主讲人

题目

22/04
13/05
20/05

关德辉
陈胜吉
郭少麒

《华XIAO英雄》电影分享会
短片制作与前制作业需知
【剑舞。古典舞】工作坊

20/05
24/06
08/07
18/08-08/09
02/09
20/10
18/11

陈衍盛
李奕翰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
欧诗伟
杨毅恒、吕毕姗
周青元
程守明

从镜头看世界
《德语剧场》讲座
韩新《假像》短片分享会
“声音工作坊”系列
【魔豆原创短片比赛】分享会
《OlaBola》电影制作分享会
表演工作坊

4） 招生活动、受邀讲座、主持评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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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活动项目

主讲人/评审

地点

08/03
24/04
25/04
07/06
11-12/07
09/08
22/11

谷中城教育展
【戏剧的魅力】讲座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第28届毕业影展《假像》点评
北马中学生戏剧比赛
美里师训学院戏剧营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第29届毕业影展《小人物》评审
第八届书香戏剧观摩赛

梁友瑄
贺世平
梁友瑄
贺世平
贺世平
梁友瑄
贺世平

吉隆坡谷中城
芙蓉中华独立中学
中国华小讲堂
槟城槟州大会堂
美里师训学院
十五碑艺术之庙
沙登绿野活动厅

5） 荣誉榜
5.1

第12届ADA戏炬奖：
本系师生、毕业生作品入围第十二届戏炬奖多项奖项，可谓大放异彩，以下为入围与得奖名单：

讲师＼在籍生＼毕业生

作品

贺世平（系主任）

《我爸是李小龙》 （本剧为本系 最佳戏剧（得奖）
与偶门剧团联合製作作品）
最佳导演
最佳原创剧本（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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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与得奖

陈淑真（讲师－爱美丽亚）

李奕翰（讲师）
陈明泽（讲师）
苏中宏（第七届毕业生）
陈薇琪（第六届毕业生）
陈奕扬（第九届毕业生）
黄国秀（第十一届在籍生）
林思杰（第十一届在籍生）
陈纯芸（第九届毕业生）
李惠珍（第九届毕业生）
陈奕扬、赖韵倪 （第九届毕业生）
王冠庭（第十届毕业生）
蔡紫滢（第十届毕业生）
刘可成
王冠庭

《丈夫的婚礼》

最佳女主角（得奖）
最佳灯光设计（得奖）
《独角戏》
最佳灯光设计
《不见不散》
最佳灯光设计
《越洋控诉》
最佳原创剧本
最佳男主角
《丈夫的婚礼》
最佳佈景设计（得奖）
《我爸是李小龙》
最佳佈景设计
《越洋控诉》
最佳灯光设计
《垚兰曲》
最佳男主角
（本剧为本系第九届舞台组毕业作 最佳男新人、男配角
品）
最佳男新人、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
最佳造型设计
《绝不付帐》
（本剧为本系第十届学生排演三製
最佳佈景设计
作作品）
最佳男主角
《漂流本子》
（本剧为本系学生参与的校外演
最佳原创配乐
出）

5.２ 吉隆坡实验电影节
本系毕业生刘可成的短片作品《The Song
of
Life》（此片为该生在【进阶影视制作】课
程的作品）成功入围“2015年吉隆坡实验电影
节”单元，并在KLEX Programme I: Rhythm of
Moments展出。

5.3

最佳原创剧本
最佳平面设计（得奖）

第二届魔豆原创短片比赛

本系多位毕业生和在籍生入围第二届魔豆原
创短片比赛公开组竞赛，在13名入围者当中，
共有4部来自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学生、毕业生
的作品，分别是在籍生温峻业的《飞》（此片为
【影视制作基础】课程作品）、在籍生黄国秀的

《来不及好好告别》（此片为【进阶影视制作】
课程作品）、在籍生辛伟弘的《下一个会不会是
你》（此片为【进阶影视制作】课程作品）以及
毕业生陈俊嘉的《下一个会不会是你》。

结语：
戏剧与影像系自创立以来，已经培养出十届
的毕业生，他们有些已经在这两个专业领域有所
作为。顺应戏剧与影像在全球的发展趋势，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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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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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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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系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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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参访单位有马
来西亚信心戒赌中心、Kajang Hospital、Child
Interview Center @ Bukit Aman、Breakthru  
Enrichment Station、户外观摩教学·沙登一校
Lembaga Kounselor Centre Malaysia。
为增加课程的趣味性、让学生发掘知识起于
生活以及了解活学活用的道理，因此在课程中设
计了与生活有相关的课程活动，让学生在学习之
余，也能体验生活。
为促进师生互动及凝聚同学们对系的向心
力，每年都策划“导师日”活动，佳节联谊有“
端午节聚会”，而每年都进行的“森·呼吸”户
外生态之旅则在下半年进行，全体师生前往巴生

适耕庄一日游，透过共游促进师生间的感情。
本系分别于2010年尾及2013年尾开办了第
一届及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目
前第一届辅导与咨商硕士境外专班有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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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
专班的20位学员将于今年尾修毕15门课，进入
论文计划口试的程序。根据既定的学程，学员们
将于2016年5月下旬赴台两周，先完成第16门课
（家庭咨商研究）的学习，后作论文口试，并于
6月5日，参加在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举行的毕
业典礼。
为提供教育专业领域从业人员成长机会并提
升本土人类性学的专业发展及学术研究，辅咨系
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合作，仿辅硕境外专班的模
式，开办了『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于3月
21日举行开课典礼，共有17名学员。
辅咨系为协助辅导相关科系的在籍研究生及
社区辅导工作人员提升专业知识与技能，本年度
共举办了二场辅导工作坊，6月邀得台湾国立彰
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林杏足教授主讲《叙
事咨商》进阶工作坊，11月邀得台湾国立暨南国
际大学萧文教授主讲《合作处遇的焦点短期咨商
模式》工作坊。

2） 重要事项简报
2.1

导师日活动

• 为了促进师生关系，辅咨系每年都会举办
导师日活动。
导师日活动（一）：水饺大会 （23/05）
导师日活动（二）：端午节聚会（22/06）

导师日活动之端午节聚会，每位老师和学生各带一粒家乡粽
子到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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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日活动（三）：适耕庄之“森·呼吸”户
外生态之旅（11/09）
导师日活动（四）：中秋节聚会（05/10）
• 班导师与班上同学互动极为密切，适时
召开班会并常在课后安排聚餐，以加强彼此的互
动。

导师日活动之森呼吸，全体师生在适耕庄的地标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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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处理与咨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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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商伦理》、《性教育与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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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地点

24/03

Hulu Langat Hot Spring 藉由登山、涉水的活动，让学生学会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体验
离开压力急迫的生活，为自己找到放松情绪的方式。
Gambler Rehab Centre 让学生了解戒赌中心如何帮助染上赌瘾者重拾尊严、被重视和被
Malaysia
尊重，帮助个案建立信仰、如何戒掉赌瘾。主要帮助方式是为有
需求者举办课程，实施一对一的辅导、团体辅导、见证和分享等
方式帮助案主。
Hospital Kajang
在护士长的带领下，同学们先后参观产房、病房、急诊室以及停
尸房。参访目的是让学生从观察中体验生老病死的四个阶段。了
解人生老病死的自然过程，再配合《生命教育》课程教学，让学
生深思生命的由来与终止。
Child Interview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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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沙登一校
透过观察性教育课程的教学示范，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如何与小学
生谈性教育，提高学生在往后课程上面对教学或课程方案设计的
构思。
Lembaga
Kaunselor 安排学生参访马来西亚核发咨商师证照的管辖单位，以了解马来
Centre Malaysia
西亚证照申请与核发的制度，并让学生更能掌握与咨商有关的法
律制度及伦理议题 ，以在未来更好的应对咨商两难议题。
Breakthru Enrichment 让学生了解马来西亚本土化的特殊教育方式及其需求，为学生的
Station
未来做储备，以便成为有效能的辅导老师或咨商师。

17/06

03/07

06/07
29/09

26/10

05/11

内容

3） 《青少年心理与辅导》宣导讲座
(6月12日—锡米山卫理公会青年团 & 6月26日—育华中学)
四月份学期的《青少年心理与辅导》课程导
师，安排作业要求让学生分组合作并到社区进行
宣导讲座，作为评量学生了解此课程的能力，同
时，也借机将青少年之心理健康的意识及有关辅
导观念宣传于社区中以达到回馈社区之目的。
进行此宣导讲座之用意在于让学生学习如何
把所学的青少年心理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青

少年心理健康上，也希望透过此活动提升加影区
的青少年们对于自己的心理健康意识。
此次的讲座共分四组，分别以《青少年身体
意象与饮食障碍》、《两性关系与约会强暴》、
《压力与时间管理》、《自残与自杀》为主题进
行宣导讲座。

4） 全国中学生第九届PRS“同侪辅导营”（30/5-1/6）
同侪辅导营是由辅导中心与辅咨系联合主办
的一年一度重要活动，今年是第九届，主题为“
当我们同在一起—— 谈悲伤辅导与生命教育”。

扎实，开拓营员们对生命的了解，打开传统禁忌
的枷锁，营员们在孝恩集团辅导员的带领下走进
墓园探索生命，了解“生”与“死”。

今年同侪辅导培训营是与孝恩馆合作，因此
营会上的课程除了系上讲师黄凯琳老师和辅导中
心的萧毅梅老师给予讲座以外，孝恩馆也派出讲
员给予讲座。为了让同侪辅导营的内容更丰富和

营员们到孝恩馆与孝恩园参观，从中认识文
化节日的民俗习惯、殡葬文化礼仪以及各宗教神
圣的信仰。让营员们了解生命礼仪的功能与告别
的意义、失落陪伴的方式以及悲伤支持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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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讲座
——应中学或相关机构邀请作辅导相关课题的讲座，提高新院形象并转化为招生效果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17/01
24/01
30/05
25/06

柔佛永平中学
吧生中华独中
新纪元学院
SMK Putra Perdana

《青少年的特质》、《形塑教师风格》、《辅导技巧入门》
《青少年的特质》、《形塑教师风格》、 《辅导技巧入门》
同侪营 《生命教育》
《人生有‘梦’》

郭富美
蔡苔芬
黄凯琳
黄玲玲

6） 系务与课程规划

8） 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

6.1

配合本校人才培育策略，本系与台湾树德科
技大学合办《人类性学所境外硕士专班》课程，
并在2015年3月开办第一届人类性学所境外硕士
专班（简称“性硕班”）。第一届性硕班报名与
录取20人，正式报到有17人。刻正规划2016年
3月份开办第二届性学所境外硕士专班中，目前
在招生和报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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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辅导与咨商在职进修专业课程
（Executive Diploma in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课程策划采周末、日上课性质，为在职人士
提供专业进修的机会。此课程之学程为一年半，
分二段长学期与二段短学期修毕60总学分。课程
设置及市场调查资料已于2015年10月提呈学术
部，并经会议通过，刻正由本院政府事务处统整
资料，于2015年年底前呈报，申请开课准证。

第一届人类性学硕士境外专班开课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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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2013年12月开课至今，第二届硕士班课
程即将结束，学员们将在2016年5月下旬到台湾
两周，首周修最后一门课程，后参加毕业典礼和
进行论文口试，通过论文口试者，方能获颁彰化
师范大学硕士文凭。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
专班学员已进入第三年的学程，截至2015年12
月31日，学员总数20人。

正筹备论文计划口试者
李雪妮、吴允芬、袁锦威、郭淑梅、郭仪莲、
温一翰、张美娟、张智玲、陈俊峵、刘健顺、
陈亿婷、许媚纭、杨育慧、赖美芳

已通过论文计划口试者
叶雪芳、吴富业、林明申、梁婷婷、翁秀珠、
江泽鼎
第二届辅硕班学员与彰化师范大学林杏足教授（第三排右
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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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作坊
9.1

《叙事治疗》进阶工作坊（日期：2015年6月13-14日）

本年度的进阶工作坊是延续2014年7月27
日至28日的初阶叙事咨商工作坊，工作坊讲师为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林杏足教
授。本次工作坊共招收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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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杏足老师也进行现场示范，请学员以本身的议
题再运用叙事咨商的技巧进行“工作”。

在工作坊中，林杏足老师先带领学员复习叙
事咨商理论的观点与技巧，而后带入叙事咨商在
哀伤问题上的应用。叙事治疗的精神是站在后现
代和社会建构的观点上，来理解个体生命故事的
流转。后现代思维的叙事治疗对人的理解采取多
元、交互式的观点，对于虐待、暴力等心理创伤
议题，叙事治疗取向会引导助人者进一步去理解
个人在遭受创伤之后，除了了解创伤对自身造成
的影响，更想看见创伤如何影响个体看待自己，
个体如何回应以及在创伤的风暴中存活下来。站
在叙事治疗的观点，将过去受害者视为『生存
者』，相信个体能在创伤中找到复原的力量，并
试图跨越创伤的主流论述，再次建构生命。透过
叙事治疗的讨论与对话，会看见生存者生命中有
着不断前进的动力。

学员们都非常喜欢林杏足老师的上课方式，
老师给予学员们很多实务演练的时间，而老师教
课时，非常乐于分享本身的经验。由于学员们现
学现用，而叙事治疗技巧是一门理论应用难的咨
商技巧，学员们都纷纷表示，若工作坊的上课天
数再多一天，会更理想。学员们也希望能够续办
叙事咨商的进阶课程。

此次工作坊的研习方式在于基本概念讲授、
成员讨论与分享、实务操作与演练部分。上课
时，学员组成2人小组，做分享和讨论。同时，

9.2

林杏足老师的上课形式以经验分享为主要，
学员们可以透过老师的经验分享、案例分析和与
案主工作的逐字稿中清楚知道叙事治疗的进行方
式和工作过程，以及技巧的运用。

叙事咨商进阶工作坊全体学员与老师合影。

《合作处遇的焦点短期咨商模式》工作坊（日期：2015年11月12-14日）

辅咨系于2015年11月12日至14日在新纪元
学院举办《合作处遇的焦点短期咨商模式》工作
坊,很荣幸邀请到来自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荣誉
教授萧文博士担任此次工作坊的讲师。
本次工作坊共招收12名学员，分别为来自
独中的辅导主任、辅导老师、大专院校的辅导
员、在籍的辅导相关科系研究生以及新纪元学院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二年级学生。
在工作坊中，萧文老师以幽默轻松的上课方
式，带领学员进入合作处遇的焦点短期咨商模式
的概念，然后带入合作处遇的焦点短期咨商模式
的使用技巧与应用。合作处遇的焦点短期咨商模
式是以客制化的观点，针对当事人的困扰问题和
需求，提供最适合当事人的治疗模式。该模式内
容虽以焦点短期咨商为架构，然在架构形成之前
先以近年来国外所盛行的多元治疗理论介入当事
人的主述问题，再以认知治疗的对话策略引导当
事人觉察，并以此为基础激发当事人对主述困扰
问题产生潜意识正向期待，进而以焦点短期咨商

的策略提供当事人行动的能量。
此次工作坊的目的在于让当事人从问题本身
所期待的意义当中，看到理想与真实的落差，从
而产生为了达成问题意义的目标，因而所必须付
出的新的行动与觉察。本模式名为合作取向是从
客制化的会诊观点，从不同面向的当事人需求设
计一套当事人可以接受的治疗模式。这样的治疗
概念有别于传统的咨商方式，使当事人能从多面
向的角度获得完整的协助与成长。
萧文老师的上课形式除了理论说明以外，
同时有案例分析和技巧操作演练等，学员们可以
透过老师的经验分享、案例分析和与案主工作的
操作过程中清楚和知道合作处遇的焦点短期咨商
模式运用。学员们都非常喜欢萧文老师的上课方
式，老师给予学员们实务演练的时间以及现场给
予示范与指导，引导个案以行动来经验正向，更
具体看见个案就是解决问题专家，把抽象的理论
具体化，让学员快速明白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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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育系
1）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1

现行班级

班别

新纪元学院与巴生滨华中学
联办第二届中文教育专业文
凭课程

新纪元学院与吉隆坡坤成中
学联办第一届中文教育专业
文凭课程

日期

科目

2015年03月至
2015年07月
2015年09月21日至
2015年09月25日
2015年11月30日至
2015年12月05日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03月至
2015年07月
2015年06月08日至
2015年06月13日
2015年11月30日至
2015年12月05日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12月14日至
2015年12月19日

SEPM  204
校内视察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SEPM 203
学校辅导工作
SEPM 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SEPM 204
校内视察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SEPM204
校内视察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SEPM104
班级经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SEPM 204
校内视察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2015年03月至
2015年07月
2015年06月01日至
2015年06月06日
新纪元学院主办、巴生光华
2015年11月30日至
独立中学协办第十届马来文
2015年12月05日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12月14日至
2015年12月19日
2015年03月至
2015年07月
2015年06月01日至
2015年06月06日
新纪元学院主办、霹雳育才
2015年11月30日至
独立中学协办第十一届中文
2015年12月5日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12月14日至 SEPM 202
2015年12月19日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 2015年03月
SEPM 204
第四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 至2015年07月
校内视察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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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项目

梁怀蔚讲师
林清文教授
舒富男校长

叶蕙菁教授
黄宝园副教授
郭国祯教授
梁怀蔚讲师

Dr Lee See Seng
Mr Tan Beng Tiam
Dr Tan Ai Lee
Dr Lee See Seng

高旭繁副教授
程小萍副教授
杨政颖教授
彭进才校长

1.2

2015年06月01日至
2015年06月06日
2015年11月30日至
2015年12月07日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12月14日至
2015年12月19日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陈慧蓉老师

日期

科目

讲师/项目

2015年06月03日

开课礼

报读人数：28位

2015年06月08日至
2015年06月13日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12月14日至
2015年12月19日
2015年06月04日
2015年06月01日至
2015年06月06日
2015年11月30日至
2015年12月05日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06月02日
2015年06月01日至
2015年06月06日
2015年11月30日至
2015年12月05日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2015年06月01日
2015年06月01日至
2015年06月06日
2015年11月30日至
2015年12月05日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SEPM104
班级经营
SEPM102
教学原理与实践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开课礼
SEPM102
教学原理与实践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SEPM104
班级经营
开课礼
SEPM102
教学原理与实践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SEPM104
班级经营
开课礼
SEPM104
班级经营
SEPM102
教学原理与实践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彭进才校长
陈慧蓉老师
陈俊臣老师

新开办班级

班别

新纪元学院和古晋中华第一
中学联办第十二届中文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

新纪元学院与砂拉越诗巫省
华文独立中学董事联合会联
办第二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
课程

新纪元学院和宽柔中学联办
第五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

新纪元学院与吉打董联会联
办第二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
课程

育才基金赞助，新纪元学院 2015年12月01日
主办第一届中文教育专业文 2015年11月30日至
凭课程   （2015-1）
2015年12月05日
上课地点：峇株华仁中学
2015年12月07日至
2015年12月12日

开课礼
SEPM104
班级经营
SEPM102
教学原理与实践

黄龄莹老师
李俊湖副教授
张伟隆老师
报读人数：41位
郭木山校长
赖阿福副教授
劉淑雯助理教授
报读人数：43位
王文科教授
萧建华副教授
翁福元教授
报读人数：18位
陈聪文教授
吴宝珍副校长
张玉茹副教授
报读人数：50位
陈聪文教授
王文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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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基金赞助，新纪元学院 2015年12月08日
主办第二届 中文教育专业文 2015年12月07日至
凭课程（2015-2）
2015年12月12日
上课地点：太平华联中学
2015年12月14日至
2015年12月19日

开课礼
SEPM104
班级经营
SEPM102
教学原理与实践

2015年12月02日
开课礼
新纪元学院和巴生滨华中学
2015年11月30日至 SEPM102
联办第三届中文教育专业文
2015年12月05日
教学原理与实践
凭课程
2015年12月07日至 SEPM104
2015年12月12日
班级经营
开课礼
新纪元学院和沙巴华文独立 2015年12月04日
中学董事联合总会联办第五 2015年11月30日至 SEPM104
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5年12月05日
班级经营
2015年12月07日至 SEPM102
2015年12月12日
教学原理与实践

1.3

韦明淑副教授
孙旻暐副教授
报读人数：48位
王文科教授
陈聪文教授
报读人数：24位
孙旻暐副教授
陈易芬副教授

结业班级

班别

新纪元学院与居銮中华中学
及峇株华仁中学联办第一届
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日期

科目

2015年03月16日至
2015年03月21日
2015年03月至
2015年07月

SEPM 105
王暄博助理教授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SEPM 205
校外视察
毕业人数：49
成绩优异奖：
- 余玉敏
毕业典礼
书券奖：
- 颜丽梅、陈维
毅、林淑婷
SEPM 205
校外视察
毕业人数：37
成绩优异奖：
-  徐珮箐
毕业典礼
书券奖：
- 李梅娟、王绍
君、吴桂红
SEPM 205
校外视察
毕业人数：32
成绩优异奖：
- 阙玉萍
书券奖：
毕业典礼
- 吴金明、魏铭
慧、Syarinah Nur
Binti Abdul Rahman

2015年09月12日

新纪元学院与槟州独中教育
基金会联办，大山脚日新独
立中学协办第四届中文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

2015年03月至
2015年07月

2015年10月10日

2015年03月
至2015年07月
新纪元学院与新山宽柔中学
联办第一届英文教育专业文
凭课程
2015年10月03日

新纪元学院与新山宽柔中学
联办第三届中文教育专业文
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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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读人数：49位

2015年03月至
2015年07月

SEPM 205
校外视察

讲师/项目

2015年10月04日

毕业典礼

毕业人数：40
成绩优异奖：
- 陈钎盛
书券奖：
- 朱凌欣、戴新
娇、赖俊雄

2） 校本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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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学校在短时间内培训教
职员，以期提升他们在学校教学以及行政上的能
力。

师。为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课程一般上将在
学校假期期间或校方认可之适合时间举行，教学
时数一般将按学校的需求安排，3学时（一天）
至18学时（三天）不等。全勤出席课程之学员可
获颁校本培训课程之出席证书。

本系将依据各别学校的需求，编写适合的
课纲及委派国内外具相关专业领域的师资担任讲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在2015年一共开办了17
场校本培训课程，相关培训课程如下：

日期

地点

校本培训课程主题

师资

01/01
02/01
07/03
08/03
10/03
21/03
27/03
28/03
11/04
12/06-13/06
11/07
06/08-07/08
28/08-29/08
16/11-17/11
16/11-17/11
16/11-18/11
30/12

新山宽柔中学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巴生滨华中学
新山宽柔中学
沙巴崇正中学
槟城韩江中学
太平华联中学
太平华联中学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槟城韩江中学
新纪元学院
董总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坤成中学
新山宽柔中学

新手老师培训
只能这样吗？--找回当老师的初衷
数理探究教学工作坊
数理探究教学工作坊
数理探究教学工作坊
绘本导读
如何有效地和孩子沟通
班级经营（中文）
班级经营（中文）
创意教学实务工作坊
主题统整教学结合应用绘本
工作伦理
伦理与感恩文化
先把握自己，后教书育人（中文）
先把握自己，后教书育人（英文）
教学原理与实践及班级经营（马来文）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王淑慧博士
王淑慧博士
简启东老师
简启东老师
简启东老师
张溧芳讲师
王淑慧博士
王淑慧博士
王淑慧博士
王淑慧博士
张溧芳讲师
何希慧博士
王淑慧博士
王淑慧博士
郑详龙讲师
李斯胜博士
王淑慧博士

3） 2014年和2015年幼儿教育短期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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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份正式开办。幼儿教育短期培训课
程于2015年5/6月份、9月份及12月份共设置4
门课程。

课程共有30位幼儿园幼教教师于2015年12
月17日顺利完成6门课程。新纪元学院莫顺宗院
长、公共处吴振声主任也于当日前往吉兰丹，参
与他们的结业典礼。课程资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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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课程

授课老师

31/0504/06
20/0924/09
06/1210/12
13/1217/12

儿童音乐创作与戏剧 连瑞盈老师
幼儿数学教学法

孙爱云老师

儿童视觉艺术

汤翔兰老师

幼儿语言教学法

张溧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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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典礼

4）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5）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于2015年
5月1日易名为“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至2015年，课程进入第六个年头，学生人数
为21人。是年课程分3个学期进行，即1月份学
期、4月份学期及8月份学期。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于2015年进入
第六个年头，目前学生人数共为54人。是年课程
共分3个学期进行，即1月份学期、4月份学期及
8月份学期。

本课程二年级学生于2015年02月09日至
2015年04月03日到印尼日惹、万隆及牙律进行
教学实习。实习期间，实习生除了努力教学外，
也肩负协助当地华教机构推动汉语与中华文化活
动的重任。
本课程今年共有10位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并通过本院学术考核，分别获准参与第十六届春
季及秋季毕业典礼。10名毕业生中，共3名毕业
生：陈美蕙、管平平及温宝莹前往中国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深造。

本课程二年级学生于2015年2月9日至2015
年4月9日到印尼日惹、万隆及牙律进行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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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任。今年共有7位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
过本院学术考核，获准参加第十六届春季及秋季
毕业典礼。为深入学习幼教专业知识，共有3名
毕业生选择到海外深造，分别为黄慧娴同学到国
立新竹教育大学；徐佩嘉及吴欣莹同学则到树德
科技大学。
黄慧娴同学与郑铃玲同学荣获新纪元学院
2015年全人教育奖。她们不但品德兼优，同时
也积极参与校内外的活动。

6) 学术/学生活动
6.1

学术成就

6.1.1 专题讲座/座谈会/研讨会/交流会
讲师

题目

日期

地点

王淑慧

新手老师培训
只能这样吗？ --找回当老师的初衷
陪孩子一起学习成长
新手老师培训
教师的压力。情绪。 心态
新手老师培训
父母怎么说 孩子才会听
班级经营

01/01
02/01
03/01
31/01
08/02
07/03
27/03
28/03

新山宽柔中学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锡米山华小校友会
槟城钟灵独立中学
星洲日报
砂拉越独中董联会
太平华联独中
太平华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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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隆
张溧芳

班级经营
创意教学实务工作坊
华教。独中。华文教师
班级管理及有效的课堂教学
伦理与感恩文化
高校学生国际交流的路径
高校学生国际交流的路径
先把握自己，后教书育人

11/04
12/06-13/06
19/06
29/06
28/08-29/08
04/11
05/11
16/11-17/11

教学设计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马来西亚实习项目行前培训—实习准则
主题统整教学结合绘本应用工作坊
绘本家长座谈会
彩虹幼儿阅读工作坊

28/11-29/11
30/12
19/06
11/07
15/03
08/08

彩虹幼儿阅读工作坊

15/08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槟城韩江中学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新纪元学院技职教育中心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台湾环球科技大学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吉隆坡 中华独立中学
董总
新山宽柔中学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新纪元学院
沙登二校
SJKC CHUNG KWO, JALAN
LOKE YEW
NEW YORK HOTEL, JB

6.1.2 研究计划
讲师

项目

期限

王淑慧、叶俊杰、张伟隆
叶俊杰、莫顺宗、罗燕婷
张溧芳
王睿欣
张伟隆、叶俊杰、叶淑雯

槟城孔圣庙中华中学期刊
吉隆坡南区华校非华裔生人数调查研究
幼教主题教学研究
从马来语习得的文化适应模式透视马来西亚华裔的族群认同
陈六使史料（剪报）收集

31/03/2016
01/04/2016
01/04/2016
31/12/2016
31/12/2016

6.1.3 文章发表
讲师

题目

刊物

ISSN

王淑慧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师在职进修
之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教师在职进修：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
学的经验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in Malaysian Chinese High Schools: Curr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ssues

台湾教育评论月刊第四卷第三期

2225-7209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四 2289-1919
卷第二期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 2232-1713
ies, Volume 4, No. 1

6.1.4 论文发表
讲师

题目

日期

地点/会议

王淑慧

课堂教学评量的主体刍议

05/09-06/09

新纪元学院/2015年“华语文教
学的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第四届教育创
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高校学生国际交流的路径：马来西亚新 05/11
纪元学院教育系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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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欣
张溧芳

马来西亚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还是作 05/09-06/09
为外语教学问题之探索
母语非华语文的幼儿学习探究
05/09-06/09
主题统整教学之语言学习研究

叶俊杰
张伟隆

05/09-06/09

马来西亚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调 05/09-06/09
查研究
探讨汉字教学中的“写字”与“画字” 05/09-06/09

新纪元学院/2015年“华语文教
学的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新纪元学院/2015年“华语文教
学的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新纪元学院/2015年“华语文教
学的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新纪元学院/2015年“华语文教
学的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新纪元学院/2015年“华语文教
学的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6.1.5 出版专著
讲师

书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王睿欣 马来西亚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大将出版社
学及相关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王睿欣 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 新纪元学院出版
判话语

6.2

学生活动

6.2.1 应届毕业生成果展
本系10位于2015年9月毕业的学生于2015
年7月08日至10日顺利举办了应届生成果展，
是届毕业成果展的主题为“我的社区”。毕业生
模拟各种场所作展览区，其中包括：医院、水果
摊、照相馆、警察局、学校、玩具店、银行等。
毕业生邀请奕阳幼儿园的幼儿前来参观。
另外，本系7位即将于2016年1月份毕业的
学生，于2015年11月12日至13日举办了应届毕
业生成果展。此成果展的主题为“游戏城堡”，
毕业生以百万富翁游戏为参考蓝图来呈现展览，
让参观者可以到展览区的数个角落去玩游戏。此
项展览主要目的为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
生的创造力与实践能力，达到自我肯定与自我实
现之目标。

ISBN

2015年1月31日 978-967-419-143-6
2015年7月

978-983-3527-65-6

6.2.3 北京实习计划
本院与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联办“北京
高校大学生赴马来西亚实习”于2015年07月12
日至07月31日在马来西亚进行，共50位分别来
自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
大学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实习生到马来西亚15
所独中：金宝培元独立中学、太平华联中学、波
德申中华中学、笨珍培群独立中学、居銮中华中
学、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槟城钟灵独中中学、
槟城槟华女子独立中学、古达培正中学、诗巫公
教中学、民都鲁开智中学、芙蓉中华中学独中进
行教学实习。活动于2015年7月12日进行开课
礼，并于7月31日进行结业礼。

6.2.2 师生郊一游日-参观诺丁汉大学及有机
农场
本系叶俊杰讲师于2015年05月06日带领51
位学生参访诺丁汉大学及有机农场。此次活动让
学生得以认识并学习他校的办学理念，并有机会
亲身体验种植与收割蔬菜及饲养动物的过程。
参与实习计划的学员与嘉宾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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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交流
7.1

新加坡研习班

叶俊杰讲师于5月25日至27日率领80位独
中教师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2015年独中生物/
化学教师（新加坡）研习班。

7.2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来访

香港中文大学宋欣桥教授于8月18日至22日
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访本院，期间宋教授给予学生
与外界人士讲座：
日期

题目

19/08 华语教学方法中值得探讨的路径
20/08 汉语拼音教学与语音教学
20/08 汉语拼音的国际音标描写

宋欣桥教授（站者）主讲“汉语拼音教学与语音教学”。

5.3

台北市立大学来访

台北市立大学12位师生于8月24日至27日
由邱世明副教授领队到访本院进行学术交流，期
间台北市立大学的12位学生为本系学生举办“人
际沟通”工作坊，两校师生达到非常良好的交流
效果。
另，台北市立大学32位师生于8月26日来访
本院，本系举办一系列活动欢迎台北市立的师生
到访，即：由张伟隆讲师主讲“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讲座”及校园导览、课程体验、学生交流等活
动。
新纪元学院设宴欢迎宋欣桥教授（左3）的到来，左起为：
王睿欣、王淑慧、莫顺宗、文平强及张伟隆

6） 汉语诵读比赛
本系与教育系系会于2015年10月28日联
办“汉语诵读比赛”，共有10位分别来自教育
系、辅谘系、中文系、媒体系及戏剧系的学生入
围决赛。
他们的名字分别为辛伟杨、郭乙霓、郑佳
仪、郑萱荟、伍祖涵、刘宜芳、潘美琪、廖泽
仪、钟翠娜及房雪琴。决赛当天，本系邀请了教
育系王睿欣讲师、张溧芳讲师、媒体研究系欧阳
靓凌讲师担任决赛的评审员。经过激烈的较赛，
钟翠娜同学脱颖而出，成功夺下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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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广教育部
1)

招生与学生人数激增

推广教育部在2015年积极参与各项招生工
作，除了参与各项大型教育展以及学校教育展以
外，同时也提供多场的工作坊以及学校讲座。另
外，为刺激更多人数报名，部门也尝试多种不同
的招生方式，其中面书广告 最为显着，2015年5
月份的新生人数打破历年的同期记录，全年总人
数为424位学生。2015年各学期报名人数如下：

序
学期
1
1月份
2
5月份
3
9月份
*资料取自学院管理系统

1.1

推广教育部在2015年年杪进行技职教育课
程推广巡回活动，此巡回活动提供多场讲座以及
工作坊给寻不同地区的中学，当中包括国民型以
及独中等。10月31日麻坡中化独立中学“商业
视频制作工作坊”，由于电脑时人数限制关系，
现场约有40名的学生前来欢乐地体验及完成各自
的视频作品。11月份2日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技职教育讲座”，在该校老师的安排下，全体高
一和高二的学生都出席此讲座，出来让学生认识
到什么是技职教育外，也获知我校有技职教育课
程。11月4日，育华国民型中学来访，部门提供
了多媒体专业设计课程工作坊以及讲座，让学生
对技职教育有更深层的认识。11月6日，巴生光
华独立中学技职教育讲座，在该校老师的安排
下，全体高一至高三的学生出席讲座，让在场的
师生们对技职教育有更深层的认识。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讲座--右为刘老
师。

育华国民型中学来访。

2)

学校讲座与工作坊

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

2015年12月4日为该中心第一届毕业典礼
暨一周年晚宴，第一届的3位学生全部合格通过
鉴定以及正式毕业。第一届开班暨开课典礼在
1月12日进行，首次课程报名人数为3名学生。
下来5月份学期共有11位学生报名。9月份学期
共有7为学生报名。首次开办全年人数为20名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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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新生人数
71
245
108

2.1

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职业生涯讲
座

配合创世纪技职培训中心开办首阶段课程，
以及让学生更充分的掌握毕业前景，推广教育部
于5月18日提供职业生涯讲座给在该中心学生。
同时辅导中心也派遣一位老师随同前往，提供了
专业的职业生涯分析以及趣味测试游戏。此讲座
让该中心的学生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更进一步的
了解。

3） OSHA Training
2015年6月9日，友好单位ITS Management
Sdn Bhd 提供的免费5人出席“ 7 Smart Steps for
OSH Execellence in Organization”培训讲座机
会。为提高学生往后就业的职场意识，部门开放
给有兴趣的学生参与。在部门主任以及执行员的
带领下，共有3个学生参与为期两日的培训。

4） 技职教育课程迎新营《特拉斯》
OSHA 培训课程。

为让2015年5月入学的技职课程新生能快速
了解学校、熟悉新环境，推广教育部之技职业教
育处特举办了这一场迎新活动。生活营从5月22
日开始至24日结束，为期为三天二夜。活动以生
活营形式举行，内容包括破冰活动，交流分享会
和City & Guild信息简介讲座。迎新营也将为新生
提供一个认识学院、结识朋友、感受校园文化与
人文风情的平台，帮助新生更好更快地融入新纪
元的生活。

5） 毕业学生成就与品牌建立

迎新营--校友分享环节。

为让技职教育课程毕业生获得良好的就业
机会，以及课程品牌建立。部门主任积极的寻找
外界许多著名企业前来应聘学生，当中包括IBM
Malaysia, Google Malaysia 以及 Padini Group
等。在经过多番与严格的面试筛选后，我们的
学生都突破重重难关，成功获得以上知名企业录
取。前来应聘的企业有方面的领域，因此部门所
有课程的学生都可获得工作的机会。

6） 技职导师培训计划

成功被Google Malaysia 录取的6名学生合照。

为加强与提升导师的教书与班级经营技巧，
推广教育部与教育系于6月26日联合办理“技职
教师培训课程与班级经营”培训课程。此教师培
训课程除了提供给系上的老师以外， 也邀请了中
餐烹饪课程的伙伴姑苏慎忠行的老师前来参与。
为期一天的教师培训课程主要加强教书的技巧以
及如何经营班级管理等重要技巧与知识。

教师培训课程--全体老师与培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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