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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新田主席献词

2016年转眼就过去了。过去的一年里，董
事部同仁本着办好和捍卫华文教育的决心，积极
地关注和监督新纪元学院的发展。因为大环境使
然，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华文教育的发展从
来都不顺遂。如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正处
于分化与改组的阶段，政府当局对国民学校体系
的偏爱，直接触动了华文教育的切身利害问题，
而各民族各源流的学校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
坚持多元国度的马来西亚必须实施多元团结的文
化教育政策的主张。这个主张就教育领域而言，
是建立在维护母语教育基础上，有效提升国语之
余，公平对待多元教育源流的学校乃至于民办高
等学府等，让多元源流教育体系共存共荣，以构
成国家教育园地的百花齐放。作为国内仅少数的
华文高等学府，在多年努力耕耘之下，我们希望
能早日看到新纪元学院成功升格为大学学院，进
而再升格为大学，造福国内莘莘学子。我深信，
这个梦想即将实现！

2016年1月2日，本公司召开了特别会员大
会以便让会员们通过接纳已在2015年11月11日
获得国内贸消部长所批准的公司章程与组织条例
的修改，并真正实行新的章程条例。当初董事部
同仁建议修改公司章程与组织条例，是希望能壮
大董事部，以期在新纪元学院升格后可以更灵活
地选派有贤之士为新纪元未来的发展贡奉力量。
是次的特别会员大会获得了会员们踊跃出席并通
过接纳已修改之章程条例和补选15名新董事,以
及一名递补董事，其目的在于发展新纪元提升成
为大学学府的需要。希望新董事们的加入能让董
事部如虎添翼，为华文教育的持续发展贡献力
量！【注】

在丰隆集团献议捐献的雪邦地段，经过董事
部积极跟进并在反复和冗长的会议和谈判后，依
然是波折不断，一再面临阻扰，致使谈判毫无建
树，停滞不前。董事部同仁深感新纪元学院扩展
的迫切性，为此也积极探讨各种可能性，希望能
在不久的将来，为新纪元学院觅得良机。

原定于2015年11月召开的第十一届“东南
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在经历了一些认为干扰和波
折后，也于9月在印尼日惹成功举行。秘书处成
员国也趁着研讨会举行之际，召开了秘书处会
议。会议中，本公司继续连任秘书处，并由叶新
田担任秘书长一职。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
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东南亚各国、中国和台湾等
约150名华文教育工作者参与盛会，并接获60篇

来自各国专家学者就各自地区的华文教育发展、
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未来发展概况与策略等论
文，进行研讨交流。

作为马来西亚汉语考试的考点之一，2016
年本公司继续设有中马的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
中心、北马槟城韩江中学、东马沙巴亚庇马来西
亚大学、斗湖圣愿小学以及砂拉越古晋中华第
一中学，共5个考场，因为考场分布均匀，也方
便了有意投考的考生们。汉语考试是为测试母语
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
族）的汉语水平而设立之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董事部也在10月应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
总部的邀约到访该部，并和该部领导们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加强汉语扩展和汉语考试的合
作，冀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开展战略性合作关
系，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与华文教学注入新的
元素，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提升与推广华文教育发
展的工作。

多年来，董事部同仁秉持着对华文教育的
热爱，以及遵循公司律法的原则下，不计辛劳的
付出，就只是为了能实现一个从小学、中学直至
大学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眼看这个体系即将形
成，董事部同仁会加快脚步，为新纪元学院的未
来发展积极努力！

【注】新纪元学院经于2017年1月10日接
获高教部来函批准新纪元学院从2016年12月30
日起升格为大学学院，为期5年，至2021年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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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简称“教育中心”）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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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积极推动
之下，于1994年3月24日成立，办事处设于雪兰
莪州加影市。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开拓国内的华
文高等教育，向政府争取开办大专院校，以期能
在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由小学、中学至大专院校的
完善母语教育体系。公司成立后，就积极向教育
部申请开办新纪元学院。1997年5月28日，新纪
元学院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

至今，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念逐渐广为社会
认同。虽然前路还是困难重重，为了将新纪元学
院提升为大学，以及全面提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的发展，董教总教育中心将持续开展以下三大工
作任务：

（1）继续推动新纪元学院的发展

新纪元学院虽然已稍具规模，并已于2013
年4月获得高教部献意升格为大学学院，但教育
中心最终的理想是办一所具有民族教育特色的大
学。我们期望在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理念
下，为国家培育优秀的多语人才。

（2）配合东盟各国的华教组织，推动东南 
         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成立是
以“推动东南亚华文教学的发展”以及“促进东
南亚华文教学的交流”为宗旨。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从
2001年荣获东南亚各国代表的一致委托，出任
主持秘书处及秘书长至今。我们希望能结合各方
力量，开展各方面工作，积极协助东南亚各国发
展华文教育以及培养华文师资。

（3）推广汉语的使用

在积极推动母语教育的同时，教育中心也向
不谙华语的同胞及友族同胞推广华语文的学习，
希望将华文的学习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拥有会员共189名，个人会
员173名，团体会员3个。其中，13名个人会员
已逝。公司的事务由董事部处理。

2.2  2016年大事纪2.1  简介

（1）2016年1月2日特别会员大会 
         – 补选新董事

2016年01月02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以执
行经部长批准的公司组织条例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以添补新董事进
入董事部。

特别会员大会主要是根据经修订并已在
2015年11月11日获得国内贸消部长批准的公
司组织条例第14(b)条文以及1965年公司法令第
129(6)条文补选新增董事，任期至2018年6月；
并接纳补选不超过16名董事，包括15名新增董
事及递补1名早前辞职的董事。

补选委员会成员为邹寿汉（主席）、陈纹
达、吴治平、刘庆祺及张光明。

当日补选共选出16名董事，分别为刘瑞发、
赖庆源、颜华廉、林裕、李清文、张志开、黄
柏森、蔡逸平、刘世全、刘耀宗、王耀辉、丘世
楠、方德坤、关志雄、陈国光和陈翠萍。

（2）法庭诉讼事宜

截至2016年8月，有关王超群等人和本公司
所进行的数单法律诉讼案件，已经了结的简列如
下： 

1. 四造（董总、教总、独大和教育中心）申
请法庭禁令阻止2015年10月10日特别会员大会
一案。 

- 王超群等随后撤销诉讼。

2 .本公司数董事入禀法庭，要求宣判
王超群于2015年10月5日私自召开的特别
会议，并自选为主席不合法之案件。（编
号：24NCC-351-10/2015案件）

- 法庭宣判会议及其所批准之议案不合法。

3.王超群及刘利民等人寻求司法检讨有关
2015年10月10日特大和已被部长批准的章程修
改合法性一事（编号：WA-25-28-02/2016案
件）

- 王超群等挑战国内贸消部长批准董教总教
育中心修章，被法庭在8月1日驳回。

- 另外，之前的暂缓执行指示( Stay Order )
也随之取消。

- 法官是基于本公司所召开之特别会员大会
以及提呈修改章程的文件皆符合公司章程与组织
条例和公司法令的程序，而国内贸消部长也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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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部顾问

郭全强 胡万铎 丹斯里拿督彭茂燊 黄迓茱女士 黄振渊会计师

法律顾问

饶仁毅 张守江 拿督邓伦奇 雷光峰

执行董事

批准了本公司修改章程的申请。因此，特别会员
大会和修改章程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才宣判
撤消此案。

4. 三机构（即董总、教总和独大）起诉本公
司16位董事和公司秘书一案（编号24NCC-411-
11/2015案件）

- 王超群等基于技术出错，于8月2日申请
撤回此案。

- 王超群等原在这起原诉传票（originating 
summon）中把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

公司列为第四起诉人。不过，在教育中心提出强
烈反对后，并向高庭表明第一至第三起诉人，即
王等三造，没有权利代表教育中心兴讼后，第一
至第三起诉人同意在原诉传票中删除教育中心的
名字。而且，董总和教总没有法律地位兴讼，因
为在1966年社团法令第9条文下，董总和教总
不能对任何人兴讼，除非董教总在诉讼中通过其  
“ 公职人员”提出诉讼。

另外，尚有编号W-02（NCC）（A）-53-
01/2016的上诉案件仍处于案件管理过程中。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第十届执行董事及董事部成员（截至2016年12月31日）

主席
叶新田博士

副主席
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刘瑞发博士局绅 

（02/01/2016中选；23/2/2016被选为董事部副主席） 

义务秘书
邹寿汉

副义务秘书
陈纹达

义务财政
杨天德博士

执行董事
吴治平

副义务财政
李云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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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员名单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共有团体会员3个；个人会员173
人；已故会员13人。

序 团体名称 会员编号
1.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OP0001
2.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OP0002
3.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 OP0003

2.3 团体会员名单

董事

李清文
(02/01/16当选)

林忠强博士 赵燊儒叶全发 刘世全
(02/01/16当选)

蔡逸平
(02/01/16当选)

卢金峰 刘庆祺张光明博士 蔡亚汉 苏顺昌陈德隆

赖庆源
(02/01/16当选)

颜华廉
(02/01/16当选)

林  裕
(02/01/16当选)

张志开
(02/01/16当选)

黄柏森 
(02/01/16当选)

刘耀宗
(02/01/16当选)

王耀辉
(02/01/16当选)

丘世楠
(02/01/16当选)

方德坤
(02/01/16当选)

关志雄
(02/01/16当选)

陈国光
(02/01/16当选)

陈翠萍
(02/01/16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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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人会员名单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 林源瑞局绅 IP0001
2. 龙锦平先生 IP0002
3. 胡万铎先生 IP0005
4. 陆庭谕先生 IP0006
5. 林忠强博士 IP0007
6. 莫泰熙先生 IP0008
7. 郭全强先生 IP0009
8. 蔡庆文先生 IP0010
9. 李克旋先生 IP0011
10. 陈干福先生 IP0012
11. 陈玉康局绅 IP0013
12. 吴  盾先生 IP0014
13. 吴俊华先生 IP0015
14. 丁春光先生 IP0016
15. 张光明博士 IP0017
16. 叶新田博士 IP0018
17. 刘锡通先生 IP0019
18. 丘琼润博士 IP0020
19. 骆清忠先生 IP0021
20. 陈志成先生 IP0022
21. 李清文先生 IP0024
22. 江秀滔先生 IP0025
23. 叶祥发先生 IP0026
24. 杜秉训先生 IP0027
25. 吴建成先生 IP0028
26. 谢广超先生 IP0029
27. 王超群先生 IP0030
28. 曾耿强先生 IP0033
29. 沈德和先生 IP0036
30. 曾炳强先生 IP0037
31. 廖熙钿先生 IP0038
32. 郑建中先生 IP0039
33. 拿督杨云贵 IP0040
34. 叶雪萍小姐 IP0041
35. 陈友信先生 IP0042
36. 周素英小姐 IP0043
37. 黄祥胜先生 IP0044
38. 黄仕寿先生 IP0045
39. 吕  兴先生 IP0046
40. 廖贤开先生 IP0047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41. 杨  泉博士 IP0049
42. 丁善照先生 IP0051
43. 王明星先生 IP0053
44. 杨静来先生 IP0054
45. 杨庆福先生 IP0055
46. 丹斯里拿督古润金太平绅士 IP0057
47. 刘佳霖先生 IP0058
48. 黄高陞先生 IP0059
49. 谭志江先生 IP0060
50. 韩稳当先生 IP0061
51. 赖嵘文先生 IP0062
52. 潘秋光先生 IP0063
53. 王国丰先生 IP0064
54. 高淑平先生 IP0065
55. 陈德隆先生 IP0066
56. 杨天德博士 IP0067
57. 廖宗明先生 IP0068
58. 李云桢女士 IP0069
59. 蔡亚汉先生 IP0070
60. 柯建生先生 IP0071
61. 蔡维衍博士 IP0073
62. 邓百根先生 IP0074
63. 郭谨全先生 IP0075
64. 郑金德先生 IP0076
65. 高铭良先生 IP0077
66. 邹寿汉先生 IP0078
67. 许锦芳女士 IP0079
68. 韩应伦先生 IP0080
69. 梁赐强先生 IP0081
70. 吴治平先生 IP0082
71. 蔡逸平先生 IP0084
72. 王今仲博士 IP0085
73. 黄青玉女士 IP0086
74. 刘耀宗先生 IP0087
75. 张德常先生 IP0088
76. 梁  发先生 IP0089
77. 黄伟珉先生 IP0090
78. 潘斯里拿汀苏美玲 IP0091
79. 王珊弸女士 IP0092
80. 苏永成先生 IP0093



12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81. 程志刚先生 IP0094
82. 古玉英女士 IP0095
83. 林钲顺先生 IP0096
84. 苏楣岚女士 IP0097
85. 黄士春先生 IP0098
86. 傅振荃先生 IP0099
87. 卢金峰先生 IP0100
88. 沈才坤先生 IP0101
89. 张石耿先生 IP0102
90. 李维念先生 IP0103
91. 赖顺吉先生 IP0104
92. 吴宪民先生 IP0105
93. 丘世楠先生 IP0106
94. 黄风景先生 IP0107
95. 江仲高先生 IP0108
96. 岑启铭先生 IP0109
97. 苏顺昌先生 IP0110
98. 萧海金先生 IP0111
99. 刘庆祺先生 IP0112
100. 郑保罗先生 IP0113
101. 王有生先生 IP0114
102. 许钦詠先生 IP0115
103. 林  媚女士    IP0116
104. 彭玉玲女士 IP0117
105. 李润珍女士 IP0118
106. 吴玉华女士 IP0119
107. 张彩珍女士 IP0120
108. 林碧芬女士 IP0121
109. 朱振华先生 IP0122
110. 陈纹达先生 IP0123
111. 张志明先生 IP0124
112. 丘有播先生 IP0125
113. 郑文全先生 IP0126
114. 林国才先生 IP0127
115. 拿督蔡崇伟 IP0128
116. 许海明局绅 IP0129
117. 黄仕美先生 IP0130
118. 饶仁毅律师 IP0131
119. 叶全发先生 IP0132
120. 赖庆源先生 IP0133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21. 颜华廉先生 IP0134
122. 叶校廷小姐 IP0135
123. 林  裕先生 IP0136
124. 林德兴先生 IP0137
125. 梁广河先生 IP0138
126. 张基兴先生 IP0139
127. 彭明祥先生 IP0140
128. 叶良运先生 IP0141
129. 张志开先生 IP0142
130. 陈国光先生 IP0143
131. 黄福地先生 IP0144
132. 廖志扬先生 IP0145
133. 方德坤先生 IP0146
134. 李婕郡小姐 IP0147
135. 陈翠萍小姐 IP0148
136. 冯秀丽小姐 IP0149
137. 潘翠芳小姐 IP0150
138. 吴思旎小姐 IP0151
139. 苏子源先生 IP0152
140. 黄英原先生 IP0153
141. 刘淑云女士 IP0154
142. 蔡仲谦先生 IP0155
143. 王耀辉先生 IP0156
144. 黄耀庆先生 IP0157
145. 黄耀扬先生 IP0158
146. 吴乾伟先生 IP0159
147. 刘世全先生 IP0160
148. 何添发先生 IP0161
149. 邓金莲女士 IP0162
150. 邓润珍女士 IP0163
151. 陈金德先生 IP0164
152. 黄柏森先生 IP0165
153. 拿督余清守 IP0166
154. 李文雅女士 IP0167
155. 叶建隆先生 IP0168
156. 黄振渊先生 IP0169
157. 孙一翔先生 IP0170
158. 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

刘瑞发博士局绅
IP0171

159. 关志雄先生 IP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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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已故会员名单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 拿督沈慕羽局绅 IP0004
2. 廖玉华先生 IP0023
3. 吴伯诚先生 IP0031
4. 叶填书先生 IP0032
5. 曾敏灵先生 IP0034
6. 林思华先生 IP0035
7. 陈炳顺先生 IP0048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8. 高淑振先生 IP0050
9. 林晃昇先生 IP0052
10. 廖为津先生 IP0056
11. 谢清发先生 IP0083
12. 陈德昌先生 IP0072
13. 翁诗佣先生 IP0003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60. 彭志拔先生 IP0173
161. 林义明先生 IP0174
162. 王瑞国先生 IP0175
163. 蔡建福先生 IP0176
164. 黄亚珠先生 IP0177
165. 陈亚斯先生 IP0178
166. 林文杰先生 IP0179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67. 李德春先生 IP0180
168. 黄少华先生 IP0181
169. 谭敬康先生 IP0182
170. 陈炳雄先生 IP0183
171. 林义和先生 IP0184
172. 何爱娟女士 IP0185
173. 叶观生博士 IP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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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结构与行政结构图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Bhd  

(292570A)

新纪元学院
New Era College
[DK076(B)]

新纪元教育
私人有限公司

New Era Edu Sdn Bhd
(1085038-D)

新纪元教育私人
有限公司董事部

新纪元学院

· 董总：委派2名代表
· 教总：委派2名代表
· 独大有限公司：委派2名代表
· 个人会员：选出25名代表
· 董事部委任：4名代表
**组成共35人的董事部

董事部

执行董事部

执行董事部

新纪元学院
理事会

3.1 组织结构图

3.2 行政结构图

董教总教育中心
高等教育咨询团

· 提供学术评估
· 提供高教制度及高  
     等院校管理的咨询
· 对高教未来发展策 
     略提供咨询
· 其他相关高教课题 
     的咨询

行政部
· 董事部日常行政事务
·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 汉语考试 (HSK &    
     YCT)
· 推动汉语作为第二 
     语文教学工作
·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 
     讨会秘书处事务
· 管理拿督周瑞标教育         
     基金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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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等教育咨询团

为推动和完善华社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教
育中心征求了一批学有专长、对高等教育的办学
及行政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教育中心董事
部 - 高等教育咨询团，任期与董事部同步。咨询
团的成立，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华社民办高等教育
的素质。

咨询团的主要任务为：

1．提供高等教育咨询，包括学术，制度及 
  未来发展策略等事宜；

2．推荐国内外知名学者当学术顾问。

序 委员 履历

1. 谢瑞平博士 ·马来西亚科学院资深院士
·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理事
·亚太理论物理中心理事
·英国物理学会院士
·马来西亚物理学会院士
·前马来亚大学物理系教授
·前马来西亚物理学会会长
·前英迪国际大学学院副校长兼资深教授
·曾任亚细安物理学会会长
·曾任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科技组主任

2. 蔡维衍博士 ·现任绿洲国际学院董事
·曾任成功大学学院教授/副校长
·曾任丹斯里李深静基金执行董事
·曾任马来西亚KBU万达国际学院院长 
·历任大马国民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曾任马来西亚国家学术鉴定局鉴定官员
·曾任KDU伯乐学院学术总监及执行长

3. 叶观生博士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博士
·前马来西亚农业大学讲师
·前新加坡理工学院高级讲师
·曾任英迪学院数理科部门主任
·曾任UCSI大学先修班主任/副教授

4. 梁家兴博士 ·美国德萨斯州立大学达拉士分校财经管理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及诺丁汉大学（马分校）商学系副教授
·前国家能源大学、吉隆坡基建大学及拉曼大学商学系副教授
·曾任浙江大学及曼谷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浙江省义乌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海外理事
·巴生中华总商会署理会长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央理事暨商务组主任
·前雪兰莪滨海中华总商会总会长
·海鸥基金董事
·陈嘉庚基金文化中心董事
·金信国际商贸中心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顶尚书屋董事

5. 丘琼润博士 ·前理科大学副教授
·曾任南方学院副院长、槟城INTI国际学院行政总监及赤道艺术学院副院长

6. 林忠强博士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数学系教授
·曾任雪邦理工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员、东南亚数学协会会长
·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脑系客座副教授；日本东京SOPHIA大学客座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英国READING 大学、丹麦ARHUS大学访问学者

第十届董事部所委任之高等教育咨询团委员芳名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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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庆地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多媒体大学高级讲师

8. 邓俊涛博士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退休教授 
9. 黎海洲博士 ·前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副教授

·曾任SEDAYA思达雅学院副院长
10. 陈  泗博士 ·MARA玛拉工艺大学副教授
11. 关亦超博士 ·英国南安普顿电气工程博士

·澳洲莫纳斯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工学院副院长
12. 黄玉莹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
13. 叶志成博士 ·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 Iverson Associates Sdn. Bhd. 执行董事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KDU伯乐学院执行长、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   
    及多媒体发展机构资深经理

14. 陈定远博士 ·现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
·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
    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澳大利亚蒙纳斯大学
·曾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教授并曾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
    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澳大利亚蒙纳斯大学

15. 李秉蘐博士 ·美国俄克拉荷马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
·资深工商管理课程讲师
·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管理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
·茶渊贸易有限公司主席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董事、总商会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华社自助理事会理事、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有限公司董事、
    Council Member -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等

16. 丘才良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休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系教授
·新加坡力学生物学（Mechanobiology）国家研究中心前副主任
·新加坡-麻省理工大学联盟系统生物学前主持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生物系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生物科学处主任

17. 王俊南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研究所所长
·现为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曾任新加坡环境与水资源部新生水研究国际专家组主席

18. 王云川博士 ·新加坡南洋大学理学士（动物学）B.Sc. (Zoolog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理学硕士（M. Sc. 解剖学）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哲学博士（Ph.D.）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解剖学系荣休教授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解剖学系原教授及系主任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前副院长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校外考试委员
·中国大陆超过10所知名大学之客座教授

19. 饶美蛟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士（优异）- 主修经济学；副修财务
·美国Vanderbilt大学经济学硕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MBA、
    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系讲师（1973-1975）
·前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系讲座教授、管理系系主任及商学院副院长
·前岭南大学副校长、香港商学研究所所长
·现任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澳门理工学院特聘高级顾问（学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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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部业务报告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行政部
办公室设在董教总教育中心B座3楼。行政部直接
由董事部领导。2016年，行政部职员有：
序 姓名 职称
1. 丘琼润博士 执行顾问
2. 傅琬诗 行政主任
3. 王秀凤 高级执行员
4. 廖玉霞 助理高级执行员

2016年，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
公司主要业务有：

行政部办公室

1 日常董事部会务
2 推动及承办汉语考试

（HSK、HSKK & YCT）
3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事务

董总

4 管理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新纪元学院

5 推动提升新纪元学院为大学
6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7 新纪元学院雪邦新校园工作

5.1 中国汉语考试

20. 潘国驹博士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兼总编辑
·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创所所长
·亚太物理学会理事
·南洋理工大学兼席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兼席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兼席教授

2016年度，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
限公司承办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以
及中国汉语水平口试考试（简称HSKK）。这两
项考试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是国际标准化的考
试，每年定期在中国国内外同步举行，旨在测试
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
数民族）的汉语水平。

自1996年开始，中国国家教育部委员会规
定凡欲前往中国升学者（包括短期中医课程）皆
须持有HSK证书。惟2004年起，中国教育部已
批准持有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书
（UEC）的独中生豁免报考汉语水平考试。

HSK（笔试）和HSKK（口试）是相互独立
的。考生可自由报考两项或其中任何一项考试。

考试成绩达到规定标准者，可获得相应等级
的《汉语水平考试成绩报告》，亦有机会获得由
中国颁发给HSK和HSKK成绩优异者的奖学金，
到中国大专修读短期汉语课程。HSK 和 HSKK成
绩报告可作为进入中国大专院校，包括短期中医
课程，所要求的实际汉语水平的证明及作为聘用
机构录用汉语人员的依据。

5.1.1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笔试）共分六个等

级。通过听力、阅读及书写的模式考查考生的汉
语掌握能力。

5.1.2 中国汉语水平口试考试 (HSKK)  

HSKK（口试）采用录音形式，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口试采取“听说结合”  
“读说结合”的模式来考查考生的汉语口头表达
能力。考生可根据本身实际水平，自由选择报
考。

5.1.3 2016年度 HSK、HSKK 考试

HSK (笔试)
考试日期 考试地点
28-05-2016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槟城韩江中学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16-10-2016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沙巴斗湖圣愿小学

04-12-2016 沙巴亚庇马来西亚大学

HSKK (口试)

考试日期 考试地点
28-05-2016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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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进展 Progress

26.1.2016 ·

·

·

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于1月26日和GuocoLand新上任的集团执行董事（Group      
Managing Director）Datuk Edmund Kong 和新上任的集团财务主管Mr Loi Kok 
Mun进行午餐交流，跟进雪邦校地的进展。同行的尚有GuocoLand的法律主管
Wendy Kho和项目经理Wee Pang Siang。
董事部义务秘书邹寿汉、义务财政杨天德博士、黄宝权工程师以及行政部傅琬诗也
一同出席交流。
午餐时，Datuk Edmund Kong也建议于近期召开一个工作会议商讨悬而未决的事
宜，以便能尽快得出解决方案。双方定于农历新年前召开会议。 

2.2.2016 ·

·

·

·

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义务财政杨天德博士、董事刘庆祺、黄宝权工程师和行政
主任傅琬诗等人于2月2日到GuocoLand办公室和丰隆方就合约草稿进行工作会议。
在有关会议后，GuocoLand的法律主管将双方讨论的重点节录，并传过来请我方批
准，以便能尽快敲定合约条款并进行签署。
依据合约第4稿，现将原有向相关部门申请准证、执照以展开建筑工程的期限从12
个月改为24个月；
依据合约第4稿，建筑工期应该照样维持，即分成两期，共20年，第一期10年，第
二期也是10年。
其他各条款皆维持和早前所达成的共识进行。

5.2 新纪元学院雪邦新校园进展报告(2016)

考试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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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016
23.2.2016

叶新田博士于15.2.2016召开执行董事会议讨论有关雪邦校地的合约条款修订一事，及
向饶仁毅律师和黄宝权工程师洽询后，议定早前谈好之合约内容维持不变，但却必须坚
持以下数项要点，以保障我方利益：
1. 有鉴于我方必须以筹款方式筹募建校基金，为此依然维持早前达致的协议，即工期分
成二期，10年一期，共20年。
2. 向丰隆方建议依据数年前讨论所得，设立信托人机制（Trustee），并在签署合约
时，将有关100英亩地段转入信托人托管，以免土地被用于其它用途。并在建筑工程完
成后，再转入董教总教育中心名下。

此外，为了有效处理雪邦校地事宜，执行董事部也建议成立以下两个委员会以便跟进发
展与筹募建校基金事宜：
1. 建校委员会
2. 筹募建校基金委员会

以上两个委员会的建议名单将提呈董事部寻求接纳批准。

23.2.2016的董事会议中，陈国光提议，方德坤附议，会议一致通过接纳了执行董事提
呈的建议。
· 建校委员会
建校委员会主席：叶新田

委员：
A. 黄宝权及其专业团队
1. Town Planning - Matrix Rancang Sdn Bhd
2. Architecture - Ng Poh Kwang Chartered Architect
3. Civil & Structural CVIST Group Consultants
4. Mechanical & Electrical - Perunding Tunas Bakat
5. Quantity Surveyor - Perunding Kos MKS Sdn Bhd
6. Interior Design - Grid Design Connection Sdn Bhd
7. Landscape Architect - Matrix Rancang Sdn Bhd

B. GuocoLand代表 – 两/三位

C. 董教总教育中心代表：
杨天德、邹寿汉、陈纹达、吴治平、莫顺宗、卢金峰、赖庆源、颜华廉、蔡逸平、关志
雄、李云桢

D. 商贾/专业人士：
叶顺泰

· 筹募建校基金委员会
    筹募建校基金委员会主席：叶新田
    募款委员会主席：邹寿汉
    募款委员会副主席：丹斯里刘瑞发、卢金峰、吴治平、杨天德、林忠强、王耀辉
    募款委员会总务：陈纹达
    募款委员会副总务：陈德隆
    募款委员会财政：李云桢
    募款委员会副财政：陈翠萍、刘庆祺
    募款委员会委员：
    蔡亚汉、苏顺昌、叶全发、丘世楠、颜华廉、林裕、李清文、刘世全、蔡逸平、
    方德坤、刘耀宗、关志雄、赖庆源、黄柏森、陈国光、张志开、张光明、赵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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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016 GuocoLand 法律主管Wendy Kho来电通知EXCO需要一份董事授权书表示已授权予某一
董事和丰隆方就雪邦地段展开协商。行政部着手处理此事。

5.4.2016 ·
·

·

·

·

YB欧阳捍华约见丰隆代表、PKNS代表和教育中心代表，以了解雪邦的进展状况。
Wendy表示基本上合约条款在之前的EXCO会议已批准。随着2月工作小组的讨论  
后，对一些条款作出细微的修改，这些修改会在4月21日提呈至EXCO会议寻求批
准。基于这些修改都很细微，因此预计不会有问题。
依据GuocoLand 在2月5日传过的条款草稿，双方确认如下：
- 工程分两期进行，每一期各10年，共20年；第一期将于合约签署后开始，并给予  
  2年时间向各有关方申请各种相关建筑或学院迁移等准证。合约签署后5年，学院
  将于雪邦院校开始运作。
- 100英亩的土地将于第一期工程完成后进行地契分割程序，地契转名将于所有建筑
  工程在第20年完成后才进行。
- 如果教育中心不能在合约期20年后完成所有100英亩土地的发展与建筑，届时丰
  隆将只捐出所建土地之面积。
另外，双方也确认不设立信托人机制（Trustee），只是各主要条款都需清楚列明在
合约中。
Wendy表示会在4月21日的EXCO会议后，再将合约的草稿传给教育中心。届时如
果一切都没有问题，就可以落实签约了。

28.4.2016 4月26日接到Wendy的邀约要就合约条款作进一步的讨论，执行董事数人和法律顾
问饶仁毅律师以及工程师黄宝权在4月28日于GuocoLand的办公室和其集团执行董事
（Group Managing Director）Datuk Edmund Kong和项目经理Wee Pang Siang 以及
Wendy进行会议讨论。
会议中，Datuk Edmund Kong表示有关新校园的学生宿舍交由丰隆建造，我方需重新规
划新校园的图则，将所有学生宿舍所需用到的土地范围排除在外；另外，学院必须在建
筑工程开始后的第6年开始运营。
· 叶主席表示因为新纪元学院是由华社所创立，为了回馈，新纪元学院的学费总比其
他私立学院廉宜，因此宿舍所收费用也是其中一项收入来源；至于学院在第6年开
始运营，则不是问题。无论如何，叶主席会将这些意见提呈董事会议，寻求批准。

12.5.2016 执行董事会议：
·

·

·

执行董事自今年2月初至今，已与丰隆代表进行数次会议。有鉴于对上数次会议皆
进展顺利，并且于4月5日在YB欧阳捍华办公室之会议中，丰隆代表也表示早前的
协议都没有大问题，只需等待对方董事部在4月22日会议后，就应该可以草拟最后
的合约了。直至最近一次与丰隆的会议（28/4/16），对方却节外生枝，提出有关
建筑学生宿舍事宜，而且对方也有可能会干预我方的建设图测。
因为丰隆捐献校地一事拖延已久，执行董事在多次商讨后，认为有必要做一个了
断，不能再让此事拖延下去。
经讨论，执行董事一致议决： 
a. 有鉴于丰隆自一开始就表明了是捐献100英亩土地予我方作为建设新纪元学院之
   用途，我方一律不同意丰隆提出要在捐献的100英亩土地上建造学生宿舍之建议，
   若对方所建之宿舍位于所捐献的100英亩土地之外，那就不是由我方来决定的；
b. 唯今，必须请丰隆方以书信明确地表明立场，是否仍有意愿捐献100英亩地，抑
    或有别的建议，甚至是如果不打算捐献此地段，将如何善后。因为此事拖延已久，
    必须向华社、向学生、向家长、向教育中心的会员、向董事们清楚交待，不得再漫 
   无结果的一再讨论，却不能确实的落实捐献的意愿；
c. 主席将会事先和YB欧阳捍华交待此事，并邀请YB欧阳见证我方和丰隆方的谈判会
    议。随后，我方将与雪州政府及丰隆方召开联合记者会，以清楚交待此事；
d. 与丰隆方的谈判会议将请两位法律顾问，即饶仁毅和雷光峰一起出席见证；
e. 行政部将整理自90年代起至今数项重大决定的过程与事项，便于谈判；
f. 如果丰隆方决定不捐献全部100英亩土地，那么数年前为了该地段所筹得款项，
   必须交回我方作为发展新纪元学院用途。
   -  陈纹达提议，吴治平附议，会议一致通过接纳。



21

22.7.2016 在经过董事部审慎的讨论后，行政部 于7月22日 电邮其法律主管 Wendy Kho，明确地
表达了董事部的意愿以及敲定最后一次所谈到的合约条款，即：

一、董教总教育中心将在20年内，分2期发展雪邦地段：
       第一期50英亩（10年）；
       第二期50英亩（10年）；
二、学院将于第6年开始运作；
三、有关Datuk Edmund Kong的建议，要求让丰隆在所捐献的土地范围兴建宿舍，董
事部同仁经过详细的讨论与考量后，皆不赞成。为此，希望能依照早前所谈妥的合约条
款，尽快落实签约。 

19.8.2016 在行政部多番跟进下，Wendy于8月19日复函告知丰隆GuocoLand方对于合约条款抱持
开放谈判的态度，并愿意再次商谈直至达成双方都同意的条款。但是知悉董总领导层的
风波与矛盾尚未解决，而董总的稳定、支持和能力将对新校园工程的进度与运营带来直
接和重要的影响。为此，丰隆领导层希望能在董总风波解决后，才再度进行协商。

3.11.2016 叶新田主席在董事部第十一次的会议上报告了有关丰隆捐献校地的谈判过程经历一波三
折。在行政部多番跟进下，丰隆GuocoLand的法律主管Wendy Kho于8月19日复函告知
丰隆GuocoLand方对合约条款抱持开放谈判的态度，并愿意再次商谈直至达成双方都同
意的条款。但是知悉董总领导层的风波与矛盾尚未解决，而董总的稳定、支持和能力将
对新校园工程的进度与运营带来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为此，丰隆领导层希望能在董总风
波解决后，才再度进行协商。

会议讨论后，认为此事不宜再拖下去，决定尽速寻找YB欧阳捍华协助以寻求雪州政府
进行协调；张光明也提议请律师草拟一封正式复函给丰隆方；同时行政部也编制多年
来有关雪邦献地的各种协议、剪报、会议记录、来往信函等专案手册，以便提呈雪州政
府。

会议也建议莫顺宗尽快约见YB欧阳捍华。会议一致通过接纳以上事项。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会徽

5.3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会徽乃
是于2003年由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美术设计系
毕业生杨国田同学所设计。

会徽的概念源自中国古代竹书卷，因为竹书
卷代表了中国古代完整的文字记录，知识也因为
竹书卷而代代相传。十支竹片代表十个成员国，
相等的竹片也意味着各国都是平等的，也代表着
教育平等，人人都有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上下
两条线除了连接竹片外，也表示十个成员国团结
一致，两条线的方向倒逆也意味着各成员国的互
相交流。

此会徽除了是竹书卷，也象征着双手紧握，
团结一致传承母语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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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主要宗旨

（一） 推动东南亚华文教学的发展；

（二） 促进东南亚华文教学的交流。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主要活动

（一） 每两年举行一次“东南亚华文教 
 学研讨会”；

（二） 每年最少出版一期有关东南亚华 
 文教育最新概况的期刊；

（三） 定期举行各类研讨会、组织各国 
 教育团体至东南亚进行访问考察 
 及互相介绍各国的华文教 材、教 
 学法和教具等等。

秘书处

本着促进东盟10国华教同道的联系与
交流，1995年在新加坡所召开的东南亚地
区华文教学研讨会上，与会的东南亚各国
华教代表倡议下，促成“东南亚华文教学
研讨会”秘书处的成立。

成员与代表单位

每两年东盟10国代表召开的秘书处会
议，主要进行两项重要的决定，推举：

（一）未来两年其中一国作为秘书处的  
           驻地；以及

（二）来届华文教学研讨会的主办单  
           位。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第一届至第二届（1995-1999）的
秘书处设于新加坡，第三届至今（1999
起）皆将秘书处设于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
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5.3.1 举办“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
会”至今已举办十一届。

自1 9 9 5年第一届起，分别是在新加
坡，1995年、马来西亚，1997年、菲律
宾，1999年、泰国，2001年、马来西亚，2003
年、汶莱，2005年、印尼，2007年、菲律
宾，2009年、马来西亚，2012年（原为2011年
由新加坡主办，却因故办不成）、缅甸，2013
年、印尼，2016年（原定于2015年11月或12月
间在印尼日惹-Yogyakarta举办，无奈主办方陈
友明主席却因为健康问题申请延期主办）等地成
功举行。

5.3.2 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于2016年
9月23-26日在印尼日惹隆重举行。来自东南亚
各国、中国和台湾约150名华文教育工作者齐聚
一堂，并收到60篇来自各国专家学者就各个所
在国华文教育概况、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未来
发展与策略的论文，为推动和发展各自区域的华
文教育进行研讨交流，以期能将优良的华文教育
永续传承。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汶莱、泰
国、缅甸、越南共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是次研
讨会。

这一届的研讨会由印尼三语学校协会主
办、日惹崇德三语国民学校协办。大会于24日
早上在日惹Royal Ambarrukmo Hotel的Karaton          
Ballroom拉开帷幕。当日由大会主席陈友明先
生、筹委会主席李喜庆先生、宁夏自治区海外交
流协会的康占平先生、中国驻泗水副总理事江雷
女士、东南亚7国代表陪同，特别嘉宾日惹特区
10世苏丹Sri Sultan Hamengku Buwono X击锣开
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类型、
转型与质量提升”。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也在研讨会举
行之际，召开秘书处会议，会员国成员有马来西
亚、菲律宾、印尼、汶莱、泰国、缅甸、越南共
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秘书处会议议决随后
在闭幕仪式前宣读。

5.3.3 第十二届秘书处成员（2016-2017年
           度）

2016年9月24日晚上9时20分，于“第十一
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在印尼日惹市Royal 
Ambarrukmo 酒店举行之际，东南亚华文教学
研讨会秘书处7个成员国发起单位代表（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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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菲律宾、印尼、汶莱、泰国、缅甸、越南）
举行会议，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下，达致以下4项
议决：

1.  2016-2017年度秘书处，继续设在马来 
     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  

2.  2016-2017年度秘书处成员：

3. 委托泰国华文民校协会于2017年在泰国
承办“第12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委托缅
甸曼德勒福庆学校于2019年在缅甸承办“第13
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4. 于2017年出版第14期《东南亚华文教育
通讯》。

特别嘉宾日惹特区10世苏丹Sri Sultan Hamengku Buwono 
X 在东南亚各国代表见证下击锣开幕。

东南亚各国代表与特别嘉宾以及主办国代表合影。

5.4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5.4.1  教育系

（1）第三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

新纪元学院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合办“第
三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于2013年12月份开
办，至今已进入最后一个学年，最新学员人数为
23人。学员于2016年03月14日至03月18日上
心理卫生专题研究，讲师为王自和教授。

学员于2016年5月30日至6月5日前往台湾
彰化师范大学进行口试及毕业典礼，当中16位学
员已获得毕业，7位学员则延毕。本院院长莫顺
宗博士、学术部副主任兼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主
任蔡苔芬博士、教育系主任兼教师进修中心主任
王淑慧博士、教育系讲师兼教师进修中心组长张
伟隆先生应彰化师范大学邀请，于2016年6月5
日一同前往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出席毕业典礼及进
行交流。

（左起）彰化师范大学郭艳光校长赠送纪念品予新纪元学院
莫顺宗院长、王淑慧主任和蔡苔芬主任。

秘书长： 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
副秘书长： 菲律宾华教中心

泰国华文民校协会
委员： 印尼全国华文教育协调机

构联合秘书处
汶莱中华中学
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
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
老挝寮都公学
越南胡志明市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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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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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进入第二学
年课程。最新学员人数为23人。今年的课程如
下：

开始日期 科目名称 授课讲师

14/03~18/03 学校行政研究 林国桢副教授
12/09~16/09 心理卫生研究

专题
王仟莘教授

05/12~09/12 发展心理学研
究

龚心怡教授

12/12~16/12 青少年心理学
研究

王智弘副教授

19/12~23/12 教育哲学研究 杨忠斌副教授

学员的上课情景

（3）第一届数理创意教学境外硕士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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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进入第三学
年课程。最新学员人数为23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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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课程如下：

开始日期 科目名称 授课讲师
14/03~18/03 科学教育专论 王国华教授
06/06~10/06 科学教育研究

法
林淑梤副教授
讲授

12/09~16/09 质的研究法 李文瑜副教授
05/12~09/12 科学/数学魔

术
梁崇惠教授讲
授

12/12~16/12 合作学习 李文瑜副教授

梁崇惠教授（中间黑衣者）与学员合影留念。

（4）第一届新竹教育大学教育学境外硕士
         专班 

新纪元学院与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合办“第
一届教育学境外硕士专班”于2014年12月份开
办，至今已进入第三学年课程。目前学员人数为
1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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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的课程如下：

开始日期 科目名称 授课讲师

14/03~18/03 研究方法 彭焕胜教授和
王为国副教授讲授

30/05~03/06 教育统计学 曾文鑑助理教授
06/06~10/06 课程理论与

设计
白云霞副教授

12/09~16/09 班级文化与
经营

阮凯莉助理教授

05/12~09/12 教育心理学
专题研究

曾文志教授

12/12~16/12 教学理论与
设计

詹惠雪副教授

19/12~23/12 课程与教学
革新专题研
究

郑渊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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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志教授（中间白衣者）与合影留念

（5）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硕、博士班（“教 
 育学”专业研究生）

按照院方议决，不再办理相关业务。

5.4.2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延续2010年至2016年，董教总教育中心与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和台湾树德科技大学联办 
“硕士专班”的成功经验，2016年，董教总教
育中心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再次联办第三届
华文在职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以及
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联办第二届“人类性学研究
所境外硕士在职专班”。

此二项课程配合了董教总新纪元学院人才培
育策略取向，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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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作宗旨

· 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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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育专业领
域从业人员成长机会，提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
专业发展，并协助董教总新纪元学院开展教育专
业的学术研究。

· 促进马来西亚与台湾的教育与文化交流。

（2） 课程名称

· 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联办课程：

105/2016学年度第三届马来西亚华文在职
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

· 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联办课程：

105/2016学年度第二届人类性学研究所境
外硕士在职专班

（3）合作单位

·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4）办学模式

由马来西亚董教总新纪元学院招生与提供
上课场地，课程、师资与教材主要由台湾国立彰
化师范大学（简称彰师大）及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简称树德科大）提供。学生以在职模式在马来
西亚学校假期间修读联办学校指定课程。由联办
学校教授指导撰写硕士论文。学生修毕指定课程
且通过学位考试，由联办学校授予学位证书。

（5）学习年限

· 修业年限四年（不含休学）。

· 本专班因属境外特殊情形，经录取学生在
学期间非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得办理休学。

（6）毕业学分

至少需修毕36学分，且通过学位论文考试
后，始得毕业。彰化师范大学毕业学分包含核心
课程12学分、专业选修课程20学分及论文指导4
学分。树德科技大学毕业学分包含30课程学分及
论文指导6学分。

（7）入学条件

· 具马来西亚籍或当地华侨身份，或具外国
籍之外国人士。

· 凡於中华民国教育部立案之大学或独立学
院毕业，取得学士学位，或符合中华民国教育部采
认规定之国外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取得学士学
位，或符合中华民国教育部『报考大学同等学力认
定标准』规定，且现仍在职者。【考生如同时具备
有两项学历（力）报考资格者，限择一资格报考，
所缴验证件需与选用之报考资格相符。】

· 非台湾地区之现任学校教师、辅导教师或
社区辅导工作者，并现（曾）兼任辅导工作满二
年以上者。

· 吴宝春条款入学申请（仅限于报读树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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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者，申请者最后入学资
格由树德科大审定）。

（8）开课方式

· 依照马来西亚教育部公告假期或公共假期
安排上课时间，每学分至少18小时。

· 马来西亚董教总新纪元学院在收到联办学
校通知后，立即依照联办学校拟定之招生简章事
项办理。

A. 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合办《辅导与咨
    商境外硕士专班》

第二届（2013-2016）

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全体学
员于2016年5月尾至6月初赴台两周，首周在台
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完成第16门课（郭丽安教
授《家庭咨商研究》）之学习，次周出席彰师大
6月5日的毕业典礼。部分学员参与论文口试，
其中4名学员通过论文答辩与论文最后修正，获
颁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硕士学位证
书，其余学员正陆续安排论文计划口试。

2016年6月进
行论文口试

2016年进行
论文计划口试

未进行论文计
划口试

4人 3人 13人

第二届课程表（2016）

日期 科 目 授课教授
30/05~03/06 家庭咨商研究 郭丽安教授

第二届毕业生在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系办外与系主任黄宗
坚教授合影。

第三届（2016-2019）

2016学年第三届马来西亚华文在职进修辅
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事务

日期 工作项目
12/04(二)～01/07(五) 招生简章下载
12/04(二)～01/07(五) 报名日期
04/07(一)～29/07(五) 报考资格审查
22/08(一)～23/09(五) 书面资料审查
14/10(五) 公布录取名单
21/10(五) 成绩复查截止日期
05/12(一) 注册缴费截止日
05/12(一)～23/12(五) 第一学段开课
31/12(六) 缴交学分费至台湾国

立彰化师范大学

105/2016学年度第三届马来西亚华文在职
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课程表

日期 科 目 授课教授
05/12~09/12 研究方法 谢毅兴教授
12/12~16/12 咨商理论研

究
林淑君助理教授

19/12~23/12 咨商实务 张景然教授

在籍学员人数（14人）

序 姓名 任职单位

1 张博盛 怡保培南独中-辅导处
2 钟立权 笨珍培群独中
3 李慧珊 尊孔独立中学
4 朱彩萁 滨华中学
5 吴恺彦 拉曼大学（霹雳金宝）
6 莫淑卿 自雇人士
7 孙蔚虹 Sin Yong Guan Industries - 

HR Dept.
8 关振顺 峇株吧辖华仁中学-辅导处
9 曾焕澄 芙蓉中华中学
10 谢凯翔 宽柔中学
11 苏志敏 利丰港培华独中
12 曾伊铭 怡保培南独中-辅导处
13 蔡展恒 滨华中学
14 余菀芩 峇株吧辖华仁中学-辅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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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学员与谢毅兴教授（第二排左二）合照。

B. 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合办《人类性学研究
     所境外硕士在职专班》

第一届（2015-2017）

董教总教育中心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于
2013年2月签署协议书开办华文在职进修人类性
学硕士在职专班，第一届于2015年3月开办，第
二届于2016年3月开办。

马来西亚华文『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课
程表（2015）

第一届 & 第二届

日期 科目 授课教授

16/03~20/03 性与社会研究 林燕卿教授、
李珣助理教授

03/06~07/06 人类性学研究 李珣助理教授
06/07~10/07 性心理学 郭洪国雄助理

教授
14/09~18/09 性教育课程设

计
林燕卿教授

10/12~14/12 质性研究与量
性研究

施俊名助理教
授

在藉学生人数
第一届（17人）

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1 陈志成 TAN CHEE SENG
2 钟康盈 CHOONG KHONG YING
3 蔡淑铃 CHUA SOKE LING
4 翁淑婷 ONG SHU TING

5 张云鸿 CHONG WONG HONG
6 张宝云 CHANG POU YUN
7 李丽芳 LEE LI FONG
8 郭瑞卿 QUIK SWEE KENG
9 颜宝菁 GAN POH CHENG
10 郑美心 TEH BEE SENG
11 曾荷娣 CHEN HOR THAI
12 丘子 KHOO CHUI SIONG
13 郑珍珊 TEE CHIN SAN
14 连致雍 LIAN TEE YUNG
15 叶嘉怡 YIAP KAH YEE
16 王义仕 ONG GHEE SOO
17 陈云娟 TAN HOON KIAN

第二届（8人）

序 姓名

1 纪佳妤 KEE CHIN EE
2 温霜琴 BOON SUAN KHIM
3 陈佩玉 CHAN PEY YUH
4 马金泉 MEH KIM CHUAN 
5 李佩瑛 LEE POOI YIN
6 郑美情 THE BEE KOON
7 叶丽娟 YAP LEE KIAN
8 叶穗莹 YAP SIEW ENG

第一届学员与第二届学员和树德科大林燕卿所长（前排右
三）及李珣老师（前排右四）合照。

第一届学员论文计划口试进度

第一届课程开办已满二年，至2016年尾12
月第十门课程结束，学员将修满30课程学分，部
分学员与指导教授讨论有关硕士论文（6学分）
的方向和论文题目，已经进入论文计划口试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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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16年度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报告

姓名 论文题目 口试日期 口试时间

连致雍 芙列达·卡萝作品分析 - 探讨绘画创作与性意涵相关研究 29/12/2016 10:00am-11:00am 
叶嘉怡 马来西亚教师性知识，性态度之研究-以沙巴州亚庇区华

文独中教师为例
29/12/2016 1:00pm-2:00pm

颜宝菁 马来西亚子女与家长性沟通的频率与国中子女性知识，性
态度之研究

29/12/2016 12:00pm-1:00pm

曾荷娣 马来西亚华小教师性教育进修需求调查之研究 29/12/2016 3:00pm-4:00pm
郑珍珊 马来西亚大学生阅听情杀新闻事件经验与性态度相关之研

究。 --以雪隆区某大学为例
29/12/2016 9:00am-10:00am

陈云娟 马来西亚初中生对于性知识，性态度之调查研究－以森美
兰区华文独中初中生为例

29/12/2016 11:00am-12:00pm

丘子 丘子自叙探究 29/12/2016 2:00pm-3:00pm
陈志成 马来西亚已婚华人性高潮与性满意度关系之研究 30/12/2016 10:00am-11:00am
郑美心 马来西亚已婚华人性生活态度与婚姻滿意度关系之研究 30/12/2016 11:00am-12:00pm
王义仕 性教育绘本教学活动对提升幼儿身体界限概念之成效研究 30/12/2016 1:00pm-2:00pm
张云鸿 高中生性态度与爱情观关系之研究 30/12/2016 2:00pm-3:00pm
钟康盈 流行音乐之文本分析研究——以梁静茹情歌歌词为例 30/12/2016 3:00pm-4:00pm
张宝云 探讨《红楼梦》的性样态和性别角色之研究 04/01/2017 10:00am-11:00am

5.6.1 简介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是已故名报人拿
督周瑞标先生的遗产信托人于1996年12月08日
遵照其遗嘱拨出250万零吉，交给董总设立，并
由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托管。双
方签署“设立教育基金合约”，并安排将款项存
入董教总教育中心户口，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奖
贷学金组负责每年的遴选工作。基金的年度收益
（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悉数充作颁发奖助学金之
用，颁发名额依年度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多寡而
定。

5.6.2 目标和任务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藉设立下列奖助
学金来协助我国华文教育（华小、独中及国内大
学／学院中文系）的发展：

1. 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申请对象为本国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 

 金额为RM 1,200，每年只发一次。

2. 拿督周瑞标独中助学金
 申请对象为独中生，金额为RM500，每 

 年只发一次。

3. 拿督周瑞标小学助学金
 申请对象为华小六年级学生，金额为
 RM200，每年只发一次。

5.6.3 重要活动

拟定下列各奖助学金的申请简则，接受学生
申请，并遴选及颁发之：

A．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 2016年度共有2名来自国内2所大学／学院
  中文系学生提出申请，结果获选。

名单如下：

- 杨靖照（马来西亚厦门大学分校） 

- 许惠雯（博特拉大学）

B．拿督周瑞标独中助学金

本年度共有来自全马45所独中的137名学
生提出申请，结果只有115名学生入选，名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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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坡中化中学 : 李天心、陈涵芊、欧阳金发、
     张浩田；
·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 黄于瑄、叶孙璇、
     丘善美、郑昕妍；
· 居銮中华中学 : 何宇彤；
· 永平中学 : 许维靖；
· 新文龙中华中学 : 林琪慧；
· 新山宽柔中学 : 林伟祥、张俊辉、张俊文；
· 马六甲培风中学 : 杨宇晴、徐家传；
· 芙蓉中华中学 : 洪靖淮、林芷珊、卢泓铭、
     黄婧膺；
· 吉隆坡循人中学 : 曾韦杰、张子恩、钟雪颖
· 吉隆坡坤成中学 : 廖浚霖；
·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 钟韶辉、何梓见； 
·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 林以乐、颜巧雯、
     陈莲琦、李钰枝；
· 巴生滨华中学 : 陈洁柔、钟珍尧、方慧敏、
     陈芷瑕、洪锦威；
· 巴生兴华中学 : 苏仁聪、游子毅；
·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 伍舒琪、黄锦荣、
     黄沅崠；
·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 苏枫恩、刘姿璇、
     王安淇、黄钰凌；
·  怡保培南中学 : 刁靖儿、崔华倩、黄绮雯；
· 江沙崇华独立中学 : 刘珈铨、吴恩阳、
     张嘉薇、林秀文、黄富源；
·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 : 张毅俊、张慧君、
     蔡贝蒂、马詠怡、林慧杏、林璇蔚、陈文欣；
·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 吴文献、李日轩、
     温舒伊、林菀瑜、罗宝慧；
·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 游芷蔚；
· 太平华联中学 : 林紫璇、莎丽娜、陈炚沛、
     陈耀萱；
·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 钟志康；
·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 郑歆颖、郑鉫颖；
· 槟城韩江中学 : 田佳瑜；
· 槟城槟华女子独立中学 : 林盈妤、吕伊菱、
     杨芷仪；
·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 温于萱；
· 石角民立中学 : 郑诗颖；
· 西连民众中学 : 杨成义、张振祥、杨兰星、
     彭慧怡、杨鸣珠、李永和、曹浩东、陈少彬；
· 诗巫光民中学 : 刘裔顺、纪光辉、刘必嫦、
     黄永安、张永薇；
· 诗巫黄乃裳中学 : 冯仕国、江凯雯、陈微玲、   
     何玉婷、刘忠成；
· 诗巫建兴中学 : 许妍虹、张维新、詹哲玮、
     夏晶靖；
· 诗巫公教中学 : 张芷瑶；

· 诗巫公民中学 : 陈世良；
· 民都鲁开智中学 : 汪秀汕；
· 沙巴崇正中学 : 许益斌、许慧嘉；
· 沙巴建国中学 : 张静智；
· 沙巴吧巴中学 : 陈雅縼；
· 丹南崇正中学 : 蔡宝利；
· 斗湖巴华中学 : 蔡杰恩；
· 古达培正中学 : 苏丽恩；
· 沙巴拿笃中学 : 曾微芳；
· 山打根育源中学 : 丘义婷、刘峻劼；
·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 叶俊杨。

C．拿督周瑞标小学助学金

本年度共有来自全马5所小学的16名学生提
出申请，结果13名学生入选，名单如下：

· 吉隆坡（3名）：
     张景鸿、黄锐宪、叶俏彤（尊孔华文小学）

· 雪兰莪（9名）：

曾景裕、叶恩彤、林楚祺、张凯瀛、曾劲源
（加影育华华文小学）；李慧恩、江溢嘉、
关昱琦（加影锡米山华文小学）；谢融学  
（蒲种汉民华文小学）

· 沙巴（1名）：
     内  灵（古达圣心华文小学）

F：总结

2016年度受惠学生人数共130名。

截至2016年，20年来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共颁发：

· 75份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 1,718份独中助学金；

· 2,273份小学助学金；

· 211份高中书券奖；

· 868份高中统考及技术科统考各科最佳成
     绩奖。

总受惠学生人数达5,14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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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文告与新闻稿

6.1  2016年1月5日文告

关于丰隆集团捐献新院的100英亩地段，传闻相关方面鉴于教育中心的董事会架构出现变化，从而
开始研究是否有违当初捐地协议问题。对此，我们也只是从报章得知消息，并无收到有关方面的通知。

对于传闻，我们从不轻信。但由于目前某些抱有隐议程者的频频生事，可能引起社会人士的混淆，
因此，我们有需针对事实说明真相，以正视听！

以下，不妨回顾丰隆集团献地的过程 ——

a. 关于丰隆集团捐献新院的100英亩地段，是早在2000年就宣布的；并在2004年6月27日举行动
    土礼。

b. 由于合约的可行性出现问题，即每5年须完成一个发展阶段，否则没收捐地。教育中心要求合约
延长至2006年杪；教育中心在2008年2月9日，与丰隆集团签署捐地谅解备忘录。

c. 2013月9月至2015年3月期间，经过多方协商，丰隆集团的代表在雪州大臣委派的州行政议员
YB欧阳捍华见证下，同意献地不变和给予建筑计划调整。

d. 2015年5月21日，教育中心成立了New Era Edu Sdn Bhd ，这家公司是教育中心100%所拥有的
子公司（股权转换程序已完成），这是为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e. 2015年10月10月，为了迎接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的需要，教育中心召开特大，通过了及
时而必要的章程修改，此项修改获得贸消部长批准。2016年1月2日，教育中心再次召开特大，落
实并完善章程修改后的各项工作，包括补选充实本届（2014-2018年度）董事会成员。

基于上述，丰隆集团献地作为教育用途是明确与肯定的，而教育中心落实并完善章程修改后的各项
工作，包括补选充实本届（2014-2018年度）董事成员，目的在于发展新纪元提升成为大学学府的需
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有需强调指出 ——

a. 我们不会依据外间的传闻，以至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坚定不渝地与丰隆集团进行进一步的
合作。

b. 董教总教育中心最新的章程修改和落实的事实是：

（1）完全是按照会员大会通过的决议而进行的，是会员意愿的集中表现，是一个团体优化的必然
         结果；

（2）获得上属部门（贸消部长）批准；

（3）高庭判处胜诉。

我们谨在此严正声明，教育中心的工作是透明及合乎民主程序、合法合情合理的。至于其内部的运
作调整，纯属内政问题，某些抱有隐议程者的横加干预是必须加以制止的。

教育中心的宗旨是明确的，即建设新纪元学院或大学学院。愿社会各界明察，并请大力支持新纪元
大学学院的提升和发展！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董事部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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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16年2月29日文告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在主席叶新田博士的带领下，于日前特别组团前往驻马
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礼貌拜会章计平代表。

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和章计平代表就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文化与教育课题进行交流，并特别注重于
如何协助高等教育的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交换了有关两地的文化和教育的信息，叶主席也希望未来能加
强和台湾方面在华文师资培训的合作、教学配备的协助，以及安排更多的专家学者前来马来西亚主讲有
关弘扬文化和教育发展的课题，让双方都能获益。

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也简单报告了新纪元学院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展望，希望在高等教育
的课题上，尤其是境外硕、博专班，能够获得台湾方面积极的协助，因地制宜，迎合本地的状况，以造
福本地学子；尤其能开设境外博士专班，在栽培博士之余，也为未来本土师资培训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让马来西亚的华文高等教育开启新的里程碑。

出席的董事部代表有义务财政杨天德博士、副义务秘书陈纹达、执行董事吴治平，董事刘庆祺、苏
顺昌、王耀辉、李清文、陈国光和方德坤。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董事部 发

6.3  2016年3月1日文告

根据某报3月1日国内07版报道有关孔婉莹表示已将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受惠学生名单交到董教总
教育中心，正等待签署支票等一事，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对此郑重声明，直至3月1日
上午11时尚未收到该份受惠学生名单，所以无从处理。对此事件，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
司深表遗憾，因为这是一项无中生有、极具误导性和带有恶意的言论。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的一切行政工作依旧照常运作，并无发生任何“陷困”状况。
只要正式收到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受惠学生名单，行政部和财务处就会依照程序展开工作，绝无拖延。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吁请社会人士尊重已故拿督周瑞标热爱华文教育的遗愿，不要将先
人的心意拿来消遣，争取宣传。那是抹煞了先人热爱华文教育的好意，也误导了广大的社会群众和莘莘
学子。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义务秘书：邹寿汉 发

6.4  2016年3 月3 日文告

孔婉莹女士针对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发表声明表示我没有必要发文告对她作出诸多没有根据的指责
一事，我必须再次强调与声明，因为事件牵涉到已故拿督周瑞标及其家属和众多学生，因此有必要让公
众、华社、60所独中、1293所华小和3所民办高等学府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我早前发表的文告完全
是针对某报的报道作出的回应，并且是据实报告董教总教育中心到今天还未收到任何受惠学生名单，所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是已故名报人拿督周瑞标先生的遗产信托人于1996年12月08日
遵照其遗嘱拨出250万零吉，并交给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托管。由董教总独中工
委会奖贷学金组负责每年的遴选工作。基金的年度收益（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扣除所得税）悉数充
作颁发奖助学金之用，颁发名额依年度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多寡而定。“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的目标是给予华小、独中及国内大学／学院中文系的奖助学金来协助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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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全无从处理，绝无指责之说；更不希望引起已故拿督周瑞标家属和众多学生的误解。

根据董总网站，董总学务与师资局于1月20日的文告中指出，“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今年度继续设
置三项奖、助学金，供中、小学学生及大专中文系学生申请。申请截止日期均为4月3日，⋯”。既然
教育基金的申请截止日期为4月3日，那么受惠学生名单是绝无可能在4月3日之前交给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根据往年的经验，如果4月3日申请截止，再经过处理遴选，最快也应该是在5月
中以后名单才能提呈给董教总教育中心，而开发支票也应该是6月的事情了。在2015年，受惠学生名单
也是在5月间才交给教育中心，而支票也是在6月才开发签署。

依据某报3月1日的报道，孔女士却表示已将受惠学生名单交给董教总教育中心，现正等待主席和
财政签名而已。我明确的指出董教总教育中心直至今天都没有收到受惠学生名单，因此等待签名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发生。孔女士应该给公众、华社、60所独中、1293所华小和3所民办高等学府等一个明确
的交待，而不是发表声明，说我的文告会带来负面效果、制造混乱。孔女士身为一位主管级的人员在发
表不确实的谈话后又在3月2日再度发表文告，指责媒体的报道可能有落差或误解，意图将责任推卸给
新闻媒体是极其恶劣和不负责任的做法。她应该引咎辞职，董总应该对其采取严厉的纪律处分并给予开
除。

孔女士毫无根据发表言论表示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恐陷困，这是极其恶毒和诽谤性的言论，过后却
随意的把责任推卸给媒体，完全不澄清事情的真相，因而严重的影响和伤害已故拿督周瑞标的家人和受
惠的学生、家长及学校，让他们产生恐惧担忧，并以为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运作已经中断，为董教总教育
中心管理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的良好声誉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因为此事牵连甚广，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和我本身也非常关注此事的进展，希望董
教总独中工委会奖贷学金组在遴选后能尽快将受惠学生名单交给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行
政部，以便准备支票，确保学生能尽快收到支票，免得影响学生的学业。

本着尊重已故拿督周瑞标的遗愿，爱护华文教育的原则下，也希望此事能告一段落。我也再次重
申，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的一切行政皆正常运作。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是以高度专业的程序来处理一切合理合法的事务。因为这一次无中生有和恶意诽谤与诬蔑事件严重伤害
公司的利益和名声，我将会带上董事会讨论，并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义务秘书：邹寿汉   发

6.5   2016年6月2日文告

2016年4月29日，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接获奖贷学金小组转交来本年度周瑞标独
中助学金录取者名单共 115名、小学助学金录取者共 13名以及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录取者共2名。
以上学生奖助学金的支票已于5月份备妥并于6月1日交予董总奖贷学金小组寄发到各有关学校以转发给
被录取的学生们。 

董教总教育中心吁请被录取的学生们可在稍后向各自学校询问，如有任何疑问可直接联系董教总教
育中心行政部，电话：03 8739 2770 转分线 414或116查询。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是已故名报人拿督周瑞标先生的遗产信托人于1996年12月08日遵照其遗
嘱拨出250万零吉而设立。有关款项由董教总教育中心代为管理，并委托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奖贷学金组
负责每年的遴选工作。颁发名额依年度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多寡而定。基金的年度收益（银行定期存款
利息）的九十巴仙充作颁发奖助学金之用，另十巴仙则付予董总作为行政费。董教总教育中心义务协助
基金户口管理并根据奖贷学金小组的遴选结果名单个别准备奖助学金的支票再交由董总寄出给各学校。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行政部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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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16年8月1日文告

针对早前王超群刘利民等入禀法庭寻求司法检讨有关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所召开的特别会员
大会以修改章程的合法性，法庭于今天早上的审讯中宣判王超群一干人等败诉，并谕令王等缴付堂费共
二万令吉，分别为一万令吉予国内贸消部以及一万令吉予本公司。

法官是基于本公司所召开之特别会员大会以及提呈修改章程的文件皆符合公司章程与组织条例和公
司法令的程序，而贸消部长也为此批准了本公司修改章程的申请。既然是依据程序，而程序上也没有出
错，特别会员大会和修改章程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早前有会员不赞成修改章程，应该出席特别
会员大会提出反对。另外，法庭于5月13日给予的暂缓执行指示（Stay Order）也随着此次官司了结而
取消。

一如既往，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全体同仁本着维护与发展华文高等教育的决心，将
继续为新纪元学院的发展做出努力。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发

6.7   2016年8月3日文告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基于新纪元学院升格大学学院的所有程序即将完成；预
计未来董事部将面对发展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寻求庞大的财务支援是更是刻不容缓的大
事。为了应对未来的工作量，董事部建议重组与扩大董事部成员总人数。

为了符合以上扩大董事部董事人数的增加，董事部遂于2015年9月1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部第5次
会议中，建议修改公司章程与组织条例第14（b）条文，以增加董事部人数，从31人增至为35人；并
也建议删除18（viii）条文。之后在2015年10月10日的特别会员大会寻求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
有限公司的会员们接纳通过。

在获得所有出席特别会员大会的会员们接纳通过后，行政部配合公司秘书，并在遵循公司章程组织
条例和公司法令的程序下，将所需文件一一提呈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Suruhanjaya Syarikat Malaysia, 
SSM）以便能提呈予国内贸消部长以寻求批准。部长于11月11日批准了本公司的申请。

王超群刘利民等人在不配合公司政策以便能继续推动新纪元学院的发展之余，不行使本公司会员权
利，甚至是放弃会员权利，随之挑起事端，开展了一连串的法律诉讼行动。这些法律诉讼让我们背上一
些莫须有的罪名，也给董事部以及公司行政带来无谓的干扰。

我必须再一次的强调，本公司所执行的一切事务皆遵循公司章程组织条例和公司法令，并无违例违
法之说，因此本公司董事部同仁决定乘此机会向社会公众给予明确的交待，因为这数单官司难免会为社
会人士造成困扰，也为新纪元学院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王超群刘利民等人从2015年开始不断通过法庭起诉本公司董事部同仁，企图通过司法干扰，以阻
扰董教总教育中心以及新纪元学院的发展，迄今已经连续四次遭到法庭的驳回/撤销案件，并被谕令缴
付堂费。

1、四造（董总、教总、独大和教育中心）申请法庭禁令阻止2015年10月10日特别会员大会一
案。

      - 王超群等随后要求撤销诉讼，被谕缴付堂费5千令吉；

2、本公司数董事入禀法庭，要求宣判王超群于2015年10月5私自召开的特别会议，并自选为主席
不合法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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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庭宣判不合法，并谕令王等缴付1万2千令吉堂费；

3、王超群刘利民等人寻求司法检讨有关2015年10月10日特大和已被部长批准的章程修改合法性
一事 

      - 王超群等挑战贸消部长批准董教总教育中心修章，被法庭在8月1日驳回，并谕令王等缴付2万 
     令吉堂费。另外之前的暂缓执行指示（Stay Order）也随之取消。

      - 法官是基于本公司所召开之特别会员大会以及提呈修改章程的文件皆符合公司章程与组织条例
    和公司法令的程序，而贸消部长也为此批准了本公司修改章程的申请。因此，特别会员大会和 

    修改章程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才宣判撤消此案；

4、三机构（即董总、教总和独大）起诉本公司16位董事和公司秘书一案

      - 王超群等基于技术出错，于8月2日申请撤回此案，并被法庭谕令缴付2万令吉堂费。

      - 王超群等原在这起原诉传票（originating summon）中把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列为第四起诉人，不过，在教育中心提出强烈反对，并向高庭表明第一至第三起诉人，即王等
       三造，没有权利代表教育中心兴讼后，第一至第三起诉人同意在原诉传票中删除教育中心的名
       字 。而且，董总和教总没有法律地位兴讼，因为在1966年社团法令第9条文下，董总和教总不
       能对任何人兴讼，除非董教总在诉讼中通过其“公职人员”提出诉讼。

随着这数单法律诉讼官司的了结，董事部全体同仁始终坚信遵循律法才是正道。希望王超群等人能
以大局为重，配合本公司董事部同仁推动新纪元学院的发展为最终目标，不应再节外生枝、罔顾律法、
为所欲为，一再影响与伤害新纪元学院。要知道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发

6.8   2016年9月28日新闻稿

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于2016年9月23-26日在印尼日惹隆重举行。来自东南亚各国、中
国和台湾约150名华文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并收到60篇来自各国专家学者就各个所在国华文教育概
况、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未来发展与策略的论文，为推动和发展各自区域的华文教育进行研讨交流，
以期能将优良的华文教育永续传承。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汶莱、泰国、缅甸、越南共7个国家的
代表出席是次研讨会。

这一届的研讨会由印尼三语学校协会主办、日惹崇德三语国民学校协办。大会于24日早上在日惹
Royal Ambarrukmo Hotel的Karaton Ballroom拉开帷幕。当日由大会主席陈友明先生、筹委会主席李喜
庆先生、宁夏自治区海外交流协会的康占平先生、中国驻泗水副总理事江雷女士、东南亚7国代表陪同,
特别嘉宾日惹特区10世苏丹Sri Sultan Hamengku Buwono X击锣开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的类型、转型与质量提升”。

作为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由董事主席叶新田博士率
队出席第十一届研讨会。叶新田在会上发表了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正处于分化与改组的报告，针
对马来西亚当局对国民学校体系的偏爱，直接触动了华文教育的切身利害问题，而且几乎所有官方以外
的非国民教育体系的各民族各源流学校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各华团、民族文教团体和朝野政党人
士都应展开对单元教育政策的批判和反对，坚持多元国度的马来西亚必须实施多元团结的文化教育政策
的主张。这个主张就教育领域而言，是建立在维护母语教育基础上，有效提升国语之余，公平对待多元
教育源流的华文小学、泰米尔文小学、教会学校和人民宗教学校、独立中学、国民型中学以及民办高等
学府等等，让多元源流教育体系共存共荣，以构成国家教育园地的百花齐放。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也在研讨会举行之际，召开秘书处会议，会员国成员有马来西亚、菲
律宾、印尼、汶莱、泰国、缅甸、越南共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秘书处会议议决随后在闭幕仪式前
宣读。秘书处会议议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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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4日晚上9时20分，于“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在印尼日惹市Royal              
Ambarrukmo酒店举行之际，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7个成员国发起单位代表举行会议，在团结
友好的气氛下，达致以下4项议决：

（一） 2016-2017年度秘书处，继续设在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  

（二） 2016-2017年度秘书处成员：

秘书长： 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
副秘书长： 菲律宾华教中心

泰国华文民校协会
委员： 印尼全国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秘书处

汶莱中华中学
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
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
老挝寮都公学
越南胡志明市代表

（三） 委托泰国华文民校协会于2017年在泰国承办“第12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委托缅甸
曼德勒福庆学校于2019年在缅甸承办“第13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四） 于2017年出版第14期《东南亚华文教育通讯》。

参加会议代表名单如下：

1. 马来西亚 ：叶新田
2. 菲律宾 ：黄端铭
3. 印尼 ：陈玉兰
4. 汶莱 ：许月兰、关慧珊
5. 泰国 ：谢广
6. 缅甸 ：黄鹏飞
7. 越南 ：阮福禄

列席会议者： 

马来西亚 - 陈纹达

印尼 - 符福金、陈友明、郑洁姗、罗荣钜。

研讨会在严肃平和和友爱的气氛中进行，并在26日举行了庄严的闭幕典礼。并将东南亚华文教学
研讨会的会旗转交给下一届主办国，即泰国代表谢广先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行政部 发

6.9   2016年10月18日新闻稿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率领众董事，包括义务财政杨天德博士
和副义务财政李云桢女士等，应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之邀请于10月12日至14日到北京拜访交
流，并进行商务会议与协商推动汉语考试发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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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于12日到访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位于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的办公室，和中国国
家汉办副主任/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夏建辉以及孔子学院总部/汉考国际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佩泽等进行
商务会议与协商，深度讨论了推动汉语考试发展、拓宽合作领域如推动汉语教师培训、汉语考试培训与
认证等课题，积极探讨建立策略性合作关系。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自1995年和中国国家汉办合作，在马来西亚承办汉语水平考
试，迄今已有21年的历史。为此希望能继续巩固彼此的关系，并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以期在马来西
亚积极推广汉语学习及与其相关的课业。

一行人也趁着在北京之际，拜访与参观北京华文学院位于昌平区的新校区，与院长助理曹正国、专
修部孔雪梅主任、发展规划与科研管理处廖崇阳副处长、招生办公室孙伟恺副主任、培训部王图保副主
任等进行会议交流，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随后，一行人也乘便拜访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和文化司雷振刚司长以及王梦黎处长进行交
流，分享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近况。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行政部 发

（六）接待与拜访

7.1  接待

（一）暨南大学到访

7月13日，以暨南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杨万
兵博士为首的拜访团到访，其他团员包括华文学
院华文教育系副主任蔡丽博士、广州市华美英语
实验学校陈峰校长、华文学院招生与社会合作部
副主任方李瑾和暨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林
国元。

（二）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参访

9月27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江正云副校长
刘明东主任率团到访，随团者由深圳市宝民小
学杨君辉校长、深圳市上屋小学陈春洪副校长、
深圳市上屋小学叶园花主任和戴金荣先生等共六
人。

我方出席接待者有董事部义务秘书邹寿汉、
义务财政杨天德、执行董事吴治平、董事刘庆
祺、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陈
心瑜、以及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等人。

（三） 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就汉语考试事到访

11月9日上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高级
教育顾问方晓博士以及高级执行员周海亮来访，
了解有关主办HSK考试的经验等。行政部王秀凤
及廖玉霞负责接待。

接待暨南大学代表团

签署学术交流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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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新鸿董事长一行人交流

7.2  拜访

（一）拜会台湾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会议中 赠送纪念品

（四）长江超声波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团到访

12月5日上午，广东东莞的长江超声波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其董事长江新鸿的带领下，
前来新纪元学院拜访交流。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
士、副义务财政李云桢、执行董事吴治平、董事
李清文等以及新纪元学院副院长文平强、国际交
流处主任陈心瑜、以及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等人出席接待。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
部主席叶新田博士率领众董事，包括义务财政杨
天德博士、副义务财政李云桢女士、董事方德坤
先生和赖庆源先生等，应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
院总部之邀请于10月11日至15日到北京拜访交

流，并进行商务会议与协商推动汉语考试发展事
宜。

一行人于12日到访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
总部和中国国家汉办副主任/孔子学院总部副主

2月25日，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
公司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率领义务财政杨天
德、副义务秘书陈纹达、执行董事吴治平、刘庆

祺、方德坤、苏顺昌及李清文等人至驻马来西亚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拜会台湾代表章计平先生。

（二）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第三届理事大会暨第四届四川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叶新田博士受邀出席2016年5月28日至6月
1日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举办的四川省海外交流
协会第三届理事大会暨第四届四川华侨华人社团
联谊大会（简称“理事大会”）。

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自2007年成立以来，
广泛联系海内外华侨华人、社会各界人士，充分
发挥联谊交流、为侨服务的平台作用，有力促进
了四川经济发展、开放合作和海外侨胞在川事
业。目前共有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侨领、

华商、专家受聘担任海协荣誉职务。

本次理事大会邀请了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
交流协会领导，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位知
名侨领、华商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将产生新一
届理事会成员，颁授“四川海外之窗”，举办“
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推介会”、“华商投
资四川座谈会”、“海协理事藏区精准扶贫”、  
“海协理事天府行”等系列活动。

（三）应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之邀请进行拜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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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国家汉办副主任夏建辉（右四）互赠纪念品

与国侨办文化司雷振刚司长（右二）及王梦黎处长（右一）交流

与北京华文学院进行交流

任夏建辉以及孔子学院总部/汉考国际董事长兼
总经理李佩泽等进行商务会议与协商，积极探讨
建立策略性合作关系。

另外，众董事也趁着在北京之际，拜访与
参观北京华文学院，与院长助理曹正国、专修部
孔雪梅主任、发展规划与科研管理处廖崇阳副处

长、招生办公室孙伟恺副主任、培训部王图保副
主任等进行会议交流，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随后，一行人也乘便拜访中国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和文化司雷振刚司长以及王梦黎处长进行
交流，分享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近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