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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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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部门业务简报

1.1.1	 教务与排课作业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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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考试作业及成绩管理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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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还负责安排学生补考、重
考及处理重审申请。最后，本部安排考试评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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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为使考试业务功能更专业化，同时加强作
业保密程度，本部建议设置独立和加强保安的保
险室用以考卷的制作和保存。

1.1.3	 课程评估

本部每年固定实施评估结果数据化并占讲
师评估的20%，藉此评估与改善学科及讲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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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运作及修订共同必修科目

本部在运作全校共同必、选修科目（Mata	
Pelajaran	 Pengajian	 Umum，简称MPU课程）
的同时，也不时物色适合开办的科目，如今年提
呈建议马来西亚自创的新球类——速迪球（Jom-
bola）作为本院体育选修课之一。此外，对于豁

免选修高级中文的学生，今年开始能以《陶艺欣
赏》或《基础英文文法》（二选一）补修学分。
而从今年4月份学期始，鉴于成效考量，本院已
废除英文强化班（English	for	Workshops	I和II）
两门科目。

1.1.5	 成立学术品质管理委员会

为了统一全院课程素质管理包括教学、设备
及考试出题等，本部成立了学术品质管理委员会
(Academic	 Quality	 Control	 Committee)，负责
监督课程开办、评鉴教学品质以及执行	 MQA	 规
定。学术品质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所有部门主任
偕同各学系部门的两至三位学术人员代表以及全
体注册处职员。

1.1.6	 提升学术人员品质

配合本院升格规划，本部针对提升学术人
员品质做出多项条规与评估标准修订，包括于5
月4日安排学术人员与院长交流会，说明本院学
术的一些规章，同时提出“教学人员绩效指标”
（Key	 Performance	 Index,	 简称KPI）事宜，以
鼓励相关人员建立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心态，此评
估方式拟在明年开始执行。另一方面，本部也推
出《2016年讲师教学时数计算简表》，在方便
院方统一所有讲师合约之外，也确保讲师在年初
即已规划好全年的教学计划。同时，为充分利用
全职讲师，减少聘用兼职讲师，全职讲师在符合
教学课量与时数后可以额外授课，并付予等同兼
职讲师费用。另外，为免相关人员因研究或其它
事务耽误原有的教学业务，本院特此修订〈新纪
元学院《学术人员研休假》简则〉、〈《学术假
期》规定〉等条规。

1.1.7	 设立新学术人员升级制度

	为了呼应“新纪元大学学院管理制度规划小

1）	 行政业务

本部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院内现有商学与
资讯工艺系、中国语言文学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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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业务范畴还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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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的发展和组织与资源的整合，本部为相关科
系分别提升为商学与资讯工艺学院、人文与社会
科学院以及媒体与艺术学院做准备，以期为学院
向大学学院过渡进行良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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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建议，本部和人事处合作设立新学术人员
升级制度程序，鼓励各系学术人员多参与学术活
动包括学术研究、论文发表、出版、研讨会等。
此制度包含在“教学人员绩效指标”（KPI）之
内，拟从明年起开始实施。

1.1.8	 设计与增设新课程计划暨申请新课程	
	 开课准证

因应本院升格大学学院的计划，本部和政府
事务处主张各系设计与增设新课程，经各相关科
系制定课程教学大纲、课程简介、选用教材等事
项，由本部及注册处汇整、定稿。其中学术部、
中文系、商学系及教育系已提呈硕士与博士课
程。今年9月，高教部已批准本院开办13项新课
程，包括：

1.	Executive	Diploma	in	Education
2.	Executive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3.	Diploma	Pemasaran
4.	Diploma	dalam	Multimedia	Kreatif
5.	Sarjana	Sains	(Pengurusan	Perniagaan)
6.	Sarjana	Sastera	(M.A)	(Pengajian	ASEAN)
7.	Sarjana	Sastera	(Pengajian	Cina)
8.	Sarjana	Sastera	(M.A)	(Perdagangan	Asia)
9.	Ijazah	Sarjana	Pendidikan	(M.Ed.)
10.	Doktor	Falsafah	(Perniagaan)
11.	Doktor	Falsafah	(Ph.D.)	(Pengajian	
	 		ASEAN)
12.	Doktor	Falsafah	(Ph.D.)	(Pengajian	Cina)
13.	Doktor	Pendidikan	(Ed.D.)

1.1.9	 举办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简称OBE）工作坊

本部每年定期与人事处合办至少一场讲
师内部培训。今年，本部在3月9日安排了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Workshop:	
Module	2	–	Implementing	OBE”工作坊，讲员
为Mohamed	 Nadzri先生。院方规定全体学术人
员务必参加本工作坊,	 各系主任和讲师都踊跃参
与。

1.1.10				编撰双语版《学术部手册》

本部延续去年《学术部手册》的撰写工作，
并于今年编制成中、英文双语版本。

1.2	 筹办新纪元学院大专英语课程	
							（College	English	Programme，	
	 简称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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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大专英语
课程（前称为英语密集课程/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me，简称I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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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学生人数为37人。

Mohamed	Nadzri先生于成果导向教育工作坊上分享。

篮球友谊赛在大合照中落下帷幕。

1.3	 注册处事项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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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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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人数

科系 第17届
（日期：17.1.2016）

第17届（秋季）
（日期：27.8.2016）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 11 16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 9 33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2+2) 3 9
新闻学士课程	(2+2) - 4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2+2） 14 13
广告学士课程（2+2） 4 4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学士课程	(2+2) 15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 2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4 3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7 21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12 27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39 43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22 16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3 14
网站研发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2 7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46 17
戏剧与影像系专业文凭课程 - 18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2 4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3 13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58
电脑技术支援专业课程 18 47
办公室管理专业课程 9 37

1.3.2	 新旧生注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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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注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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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处一年举办六次新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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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梯次注册日 08.01.2016
第二梯次注册日 28.01.2016
第三梯次注册日 07.04.2016
第四梯次注册日 06.05.2016
第五梯次注册日 11.08.2016
第六梯次注册日 02.09.2016

1.3.4	 学籍管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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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筹办毕业典礼

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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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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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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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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力推动各研究项目与出版计划，为迈向升
格为大学学院而铺路。

2.1	 研究项目

文平强
1. Studies	 on	 selected	 Malaysian	 Chinese	

socio-economic	and	historical	topics
2. Chinese	towns	and	Chinatowns
3.	 “一带一路”与华语传播的前景与挑战
4.	 华人角色与东南亚经济表现之关系

2.2	 出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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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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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已出版刊物如下：

序 书目 主编/作者/编委 出版单位 ISSN/ISBN 出版日期 备注

1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4,	
No.2,	2015

•主编：文平强
•编委：林玉珠、
莫顺宗、吴浩逢、	
沈闺高、陈穆红

新纪元学院 ISSN	
2232-
1713

2016/04 内容含3篇论
文、1篇研究
报告和1篇参
考文献。

2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5,	No.1,	
2016

•主编：文平强
•编委：陈国源、
林玉珠、莫顺宗、	
吴浩逢、陈穆红

新纪元学院 ISSN	
2232-
1713

2016/12 内容含4篇论
文、1篇书评
和1篇参考文
献。

数码网络专业课程 22 79
多媒体设计专业课程 19 52
创意彩妆专业课程 - 21
中餐厨艺专业课程 24 12
机械加工技术课程 - 16
共计 288 686

1.3.6	 奖贷学金事务

自2016年	 5	 月起，奖贷学金事务由学生事
务处转移注册处处理。

奖贷学金事务分成	2	大项目，即本校奖贷学
金和国家高等教育局基金会贷学金（PTPTN），
由奖贷学金委员会负责筹划与管理，注册处负责
执行相关业务，主要业务含审核、面试、贷款催
收、辅导学生申请PTPTN。

2 0 1 6年各类奖学金发放总额为马币
1,363,580.00，	受惠学生	254	人。

2 0 1 6年各类贷学金发放总额为马币
28,070.40，	受惠学生	7	人。

截至	 2016	 年12月31日，贷学金待收款项
为马币1,616,934.90，	 贷学金选项未还清学生
为	 206人。截至	 2016	 年12月31日贷学金总收
款项为马币232，946.00，还清人数	31人。

2016年10月，独立大学有限公司来函索退
未贷出之贷学金余款马币365,606.00,	 贷款学生
未缴清之余款本校代为催缴，每年结清代收金额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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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成果

2.3.1	 学术论文

文平强,<马来西亚华人义山——文化、
环境、可持续性>,载廖文辉主编《马来西亚华
人民俗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7年2月，页285-295。

2.3.2	 会议论文

1.	 文平强于4月16-17日参与“第一届东南
亚华人研究国际会议：马来西亚华人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ies：Malaysian		
Chinese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并发
表题为<华人角色与东南亚经济表现之关系>的论
文。

2.	配合本院教育系创系10周年庆，文平强于
6月21日受邀为茶品经典之“茶论人生”主讲人，
以“儒家思想与跨学科研究”之主题发表演讲。

3.	 文平强于10月28日至30日参与由中国广
西师范学院主办，广西师范学院和新纪元学院
发起，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承办的“2016南
宁•东南亚华人华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
题为<“一带一路”与华语传播的前景与挑战>的
论文。					

4.	 马来亚大学语言学院邀请文平强于12月
13日进行专题讲座，发表题目为“One	Belt	One	
Road	and	the	Spread	of	Mandarin”。

2.4	 参与学术活动

1.	文平强与吴振声代表本院于5月28日受
邀出席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
年第三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开幕典
礼，会议地点设在吉隆坡联邦酒店。

2.	文平强与吴浩逢代表本院于7月28日受
邀参加由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Great	
Fall	 or	 New	 Normal?	 China’s	 Economic	

3 《马来西亚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报》
（第五卷第一期）,	
2016

•编辑顾问：文平强
•主编：廖文辉
•执行编辑：蔡莉玫

新纪元学院 ISSN	
2289-
1919

2016/07 内容含5篇关
于教育研究
和民俗研究论
文、1篇民间
历史文献示
例、1篇学术
报告和1篇书
评。

4 《马来西亚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报》
（第五卷第二期）,	
2016

•编辑顾问：文平强
•主编：廖文辉
•特邀编辑：王淑慧
	、王睿欣
执行编辑：蔡莉玫

新纪元学院 ISSN	
2289-
1919

2016/12 本刊是本院教
育系成立十周
年之华语文教
学专刊，内容
含12篇“华语
文作为第一语
言教学研究”
及“华语文作
为第二语言教
学研究”论文
和2篇书评。

5 《池田大作——海
外诸大学演讲集》

•主编：莫顺宗
•执行编辑：郑诗傧

新纪元学院		
与马来西亚
创价学会联
合出版。

- - 目前进行内容
汇整工作。

6 《聚族于斯——马
来西亚华人研究》

文平强（著） 新纪元学院
与马来西亚
创价学会联
合出版。

- - 目前进行最后
阶段的内容
与索引审查
工作。本书预
计2017年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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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日期 题目 主讲人 出席人数

1. 24/02 Language	Preliminary	Literature	
Review:	Funnelling,	Narrative	
Review	and	Systematic	Review

吴浩逢博士
（新纪元学院商学系系主任）

10人

2． 	27/04 从系统理论谈人际沟通与情绪管理 郭富美老师
（新纪元学院辅导中心主任）

71人

3． 	13/07 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模式：马来西亚
华裔大学生对马来语的习得——以马
来西亚拉曼大学华裔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的分析

王睿欣博士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高级讲师）

27人

4． 20/07 仙师爷崇拜资料补遗及考证 李成金先生
（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馆长）

19人

5． 24/08 民间历史文献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廖文辉博士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

37人

6． 28/09 从聚落到城市——探讨加影的历史和
社会变迁

李成金先生
（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馆长）

20人

7. 19/10 剧场的魅力——玩转虚实时空，品尝
悲喜人生

贺世平老师
（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系主任）

47人

2.5.2	 研究工作坊

本部自今年开始，主办特定主题的研究工作
坊，通过邀请院内资深学者发表演讲，旨在培养
本院教职员、学生和社会人士对撰写研究计划书
之兴趣，为有意进修硕士或博士学位者提供一个
研究平台，提升学术研究风气。第一场研究工作
坊题为“The	 Preparation	 of	 Research	 Propos-
al”于9月19日在本院B304课室主办，主讲人为
Dr.	Shamuni	 	Kunjiapu（本院商学与资讯工艺系
高级讲师）。报名人数共11人，包括本院教
职员、学生与社会人士。

2.6	 学术交流

1.	由雪隆福建会馆与新纪元学院联办

的“2016第31届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
于8月21日在本院黄迓茱活动中心举行。本届
比赛吸引了400名来自雪隆区各源流的中学生参
加，包括8所独中及12所国中。今年也开始接受
国际学校的报名，共有2所国际学校40名学生参
加。戴炳基（雪隆福建会馆会长）、林忠强（雪
隆福建会馆署理会长暨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
和莫顺宗（本院院长）进行本届比赛的揭封仪
式，陪同揭封仪式人员包括黄和福（雪隆中学华
罗庚杯数学比赛工委会主席）、文平强（本院副
院长）、陈国源（本院学术部副主任）和吴振声
（本院公关处主任）。	

2.	由雪隆福建会馆与新纪元学院联办
的“2016年度第31届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
赛”颁奖典礼于10月9日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

Restructuring	 and	 its	 Impact	 on	 Southeast	
Asia”国际研讨会，会议地点设在马来亚大学中
国研究所。

3.	文平强于10月16日出席2016年“孙中山
在海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仪式，并受邀担任
研讨会圆桌会议的主持人。

4.	文平强与莫顺宗、廖文辉、伍燕翎、王
淑慧、王睿欣和郑诗傧代表本院出席于10月28
日至30日在中国广西师范学院举办的“2016南
宁•东南亚华人华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发表论
文,	 文平强与莫顺宗和伍燕翎获该校“中马华人
华文研究中心”委任为客座研究员。

5.	文平强获邀为《人类学国际学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编辑
委员，本刊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出版。

2.5	 学术活动

2.5.1	 专题讲座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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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本院职员、学生
与社会人士和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今年，本部
共主办了7场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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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当天颁发了高初中的个人及团体组奖项，吉
隆坡中华独立中学荣获高初中团体独中组冠军及
华罗庚杯（总冠军杯）。本院文平强副院长受邀
担任本届比赛的颁奖人之一，其他出席嘉宾包括
陈国源（本院学术部副主任）和吴振声（本院公
关处主任）等。

3.	陈国源和吴浩逢于11月29日代表本院出
席由教育部主办的“Persidangan	 Pembudayaan	
Penyelidikan,	Pembangunan	dan	Pengkomersialan	
di	IPTS:	Menelusuri	Peluang	dan	Cabaran”，会议
地点在KLIA	Sama-sama	Hotel。

4.	文平强和吴振声于12月3日代表本院出席
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的“创新与跨
越：重塑文化的想象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
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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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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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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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新纪元学院首度承办澳洲数学赛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MC)。
今年马来西亚共有389间学校参赛，参赛的学生
有8455人。此届AMC	 的比赛日期为7月28日，
在全国各个赛场同步举行比赛。在2016年，
马来西亚区域的参赛者开始提供三种语言的赛
卷——华语、英语及国语。

本届颁奖典礼于10月30日在新纪元学院五
楼大礼堂举办，荣欣邀请到澳洲驻马高级商务
专员Mr.	 Dani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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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萍博士、林敏博士、新纪元学

院陈国源博士、新纪元学院吴振声主任以及各
校校长。

为了鼓励中学生研究数学，福建会馆在三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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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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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星期日），早上十时，假新纪元学
院举行。此项比赛约360位来自雪隆各地的中学
生参与此届盛会。

本届颁奖典礼于10月9日于雪隆福建会馆礼
堂举办、出席者包括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
强博士、副院长文平强博士、学术部副主任陈国
源博士、公关处主任吴振声以及各校校长。

2.8	 第6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马来	
	 西亚)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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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届陈嘉庚青少年发
明奖。

此届共计174件高中组和初中组的参赛作
品。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的颁奖典礼也顺利

于9月4日在董教总新纪元学院C座黄迓茱活
动中心举行。同时，在会场也展示所有得奖作
品。出席者包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刘宗
正教授、南大教育与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
德、林忠强博士、莫顺宗博士、陈国源博士、南
大董事理事以及各校校长。

2.9		 雪隆中学华罗庚数学比赛

为了鼓励中学生研究数学，福建会馆在三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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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届。
此届赛会是由雪兰莪福建会馆和新纪元学院联
办，	并于八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早上十时，
假新纪元学院举行。此项比赛约三百六十二位来
自雪隆各地的中学生参与此届盛会。

本届颁奖典礼于十月九日于雪隆福建会馆礼
堂举办、出席者包括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林忠
强博士、副院长文平强博士、学术部副主任陈国
源博士、公关处主任吴振声以及各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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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专题讲座

1.	 系列专题讲座（4）

日期： 2016年5月31日
题目： 中马关系与马来西亚华人
主讲人： 廖小健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室主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班

生导师。）

2.	 系列专题讲座（5）

日期： 2016年6月20日
题目： 现代人的生命伦理与意义治疗
主讲人： 郑志明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

3.	 系列专题讲座（6）

日期： 2016年10月19日
题目： 田野调查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主讲人： 吴小安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4.	 系列专题讲座（7）

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题目： 文学、历史未尽之言
主讲人： 谭元亨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

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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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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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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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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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项目

2.2.1	 在职教职员研究计划

1.	伍燕翎、郑诗傧-中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国
际学校的开展及其影响（经费所需：RM4920）

2.	莫顺宗、叶俊杰-雪兰莪乌鲁冷岳县华小
非华裔生人数调查研究（经费所需：RM5000）

3.	高佩瑶、黄招勤-	 马来西亚华文报资深新
闻从业员口述历史研究计划	 1：摄影记者、社会
新闻记者（经费所需：RM5000）

4.	蔡莉玫-	 马来西亚学生流动：模式与趋势
（经费所需：RM	3760）

5.	张伟隆-吉隆坡冼都区华小华裔人数递减
调查研究（经费所需：RM5000）

6.	吴浩逢、Mr.	 Navaratnam	 S/O	 Vejaratnam	
The	Impact	Of	Human	Resources	Strategies	Towards	
Employee	Retention	Among	Generation	Y	Employees	
In	Banking	Industry		（经费所需：RM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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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为铺陈
历史的基本工作。

2.3.1	 系列汇报（1）

日期： 2016年10月5日
题目： 马来西亚华人辅导工作者的教育需求分析
计划负责人： 蔡苔芬博士、郭富美硕士、黄凯琳硕士、黄玲玲硕士
计划摘要： 马来西亚的辅导咨商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但是有关华人辅导工作者的研究却严重缺

乏，因此本研究旨在使用质性法（即访谈7位资深辅导工作者）及量化法（即收集50
份问卷调查）来获知华人辅导工作者的工作实况及教育需求。质性及量化结果同时显
示辅导工作者遇到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于缺乏完善的督导制度及资源短缺，同时显示出
缺乏督导能力及机构经营/行政能力的胜任感，及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精神疾患。

2.3.2	 系列汇报（2）

日期： 2016年10月26日
题目： 马来西亚吉隆坡南区华文小学非华裔生学习情况调查研究
计划负责人： 莫顺宗博士、叶俊杰博士、罗燕婷硕士
计划摘要： 近二十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里出现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子弟，并且人数逐年上

升，其中有不少还是马来子弟。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加大了我们华人办学的力量。但在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依然脆弱，这种罕见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深入调查，以了解这种现
象的前因后果。这种现象可归纳出以下几道问题以便进入更深入的探讨：（一）非华
裔学生在华校的正在学习情况；（二）什么原因让非华裔生父母选择报读华校；（
三）面对此现象，华社、华团乃至董总的态度；及（四）华文教育是否能因为更多非
华裔就读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2.3.3	 系列汇报（3）

日期： 2016年10月26日
题目： 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科书的版本流变及其对国民精神的塑造
计划负责人：	 伍燕翎博士、罗燕婷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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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摘要： 此计划搜集独立前后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科书的不同版本，并探讨其版本的历史流
变，并藉此分析中文教科书自独立以来对我国一代青年国民意识和精神的塑造。马来
西亚六年的中学教育，主要分为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国中）和华文独立中学（独
中）两大源流。前者受政府津贴，后者则属民办的私立中学。独中以中文媒介教学，
华文教学基本上没受到太大的约束。倒是国中华文自独立以来受到政府各种条约的发
展局限。国内中文教材的编制因国中和独中各属官、私机构自行负责，其内涵、特征
亦有所不同，甚至对一代青年思想素养和精神的塑造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此计划拟对
独中和国中的《华文》教科书作出版本的考探我国华文教科书对国族建构和国民精神
的塑造。

3）	 会议

2016年陈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学史料中心联委会共召开2次会议。

序 日期 事项
1 12/04 陈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学史料中心联委会第7次会议
2 11/08 陈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学史料中心联委会第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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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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与现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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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并非一味强调理论推介、说明和剖析，对于
观念的启发、创意的实践和独立思考培训，也极
为重视。系上不时检讨课程的实用性，辅导学生
做好生涯规划，让学生未来的就业更符合时代的
竞争和需要。	

（三）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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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性质 姓名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发表 伍燕翎 第一届东南亚华人
研究国际会议：马
来 西 亚 华 人 的 过
去、现在与未来

《企业文化和文
化 企 业 ： 独 立
后马华文学与马
来西亚华商的关
系》

16/04~
17/04

拉曼大学双溪
龙校区

马来西亚中华
大会堂总会东
南 亚 华 人 研
究中心、拉曼
大学中华研究
院、马来亚大
学马来西亚华
人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马来
西亚分校、新
纪元学院。

对谈 伍燕翎
郑诗傧

2016年雪隆中小学
华文教师培训营

写作与文化创意
对谈-搞搞新意思

23/04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文化推广中心

主持 廖文辉 叶亚来讲座 -- 24/04 吉隆坡中华大
会堂

隆雪华堂

发表 邱彩韵 第三届马来西亚华
人研究国际双年会

马华与两岸的文
学市场变化——
在文学中认识大
马华人的中国认
同

28/05~
29/05

吉隆坡联邦酒
店

马来西亚

华社研究
中心

郑诗傧 第十四届“文学与
美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

《预防自杀、珍
重生命：论先秦
儒道人生哲学的
现代意义》

13/05-
14/05

台湾淡江大学

主讲 郑诗傧 2016年第13届全
国中学生中华文化
营

文化创意 08/06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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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性质 姓名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文化推广
中心

伍燕翎 马华文学国际研讨
会暨方修文库揭幕
礼

《从新纪元方修
文库说起：论方
修及其马华文学
史观的确立》

30/05 新纪元学院

主讲 廖文辉 2016年第13届全
国中学生中华文化
营

马来西亚华人习
俗的形成与发展

09/06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文化推广中心

发表 廖文辉 孙中山与南洋华人
国际学术研讨会

1930年代马新南
洋研究观

11/06 拉曼大学
双溪龙校区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主讲 廖文辉 马来西亚－香港学
生文化交流之旅

马来西亚的建国
及其政治、社会
和经济变迁

12/06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主讲 廖文辉 马来西亚华穗艺术
节

民间历史文献与
马来西亚华人研
究

18/06 吉隆坡马华大
厦

马华公会

座谈 伍燕翎 2016马来西亚海外
华文书市

台 马 文 学 论
坛——跨域合作
与创作出版

03/07 吉隆坡城中城
会议中心

台湾文化部

主讲 廖文辉 陈六使研究所讲座 民间历史文献与
马来西亚华人研
究

24/08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发表 邱彩韵 成大人社中心第六
次东南亚闽南庙宇
及贸易网络计划合
作工作坊

安平水师官兵的
国家正祀与民间
信仰

09/09 台湾成功大学 台湾成功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
中心

推介 廖文辉 《古•城传说》新
书推介

-- 29/09 马六甲培风中
学大礼堂

马六甲中华大
会堂青年团

发表 郭思韵 第七届中国古文献
与传统文化国际学
术研讨会

《周书•顾命》
东 序 “ 河 图 ”
考——“顾命”
视角下“河图”
之名实与渊源

14/10~
15/10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中 国 文 化 学
系、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北京师
范大学古籍与	
传统文化研究
院

主持 伍燕翎 “孙中山在海外”
学术研讨会

-- 15/10~
16/10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发表 廖文辉 “孙中山在海外”
学术研讨会

试论孙中山在马
新的足迹

15/10~
16/10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主持 廖文辉 陈六使研究所讲座 田野调查与马来
西亚华人研究。
主讲人：吴小安
教授（北京大学
历史系教授）

19/10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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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性质 姓名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主持 郑诗傧 “新纪元学院陈六
使研究所”系列讲
座（7）：谭元亨
讲授专题演讲

文学，历史未尽
之言。
主讲人	 ：谭元亨
教授（华南理工
大学客家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教
授）

21/10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陈六使研究所

主讲 廖文辉 叶亚来与吉隆坡 23/10 泰莱大学 泰莱大学
发表 伍燕翎

罗燕婷
2015年在职教职员
研究计划成果报告

马来西亚中学华
文教科书的版本
流变及其对国民
精神的塑造——
以60年代华文教
科书为研究题材

26/10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
陈六使研究所

发表 邱彩韵 2016汉学研究国际
学术研讨会

廿世纪初期越南
知识人与“马来
群岛”的行旅写
作

28/10~
29/10

台湾云林科技
大学

台湾成功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
中心

发表 伍燕翎 历史与责任：一带
一路”背景下华人
教育和华文文学的
发展机遇

马华作家籍貫群
像：国族认同的
建构与反思

28/10~
30/10

中国广西师范
学院

中国广西师范
学院

发表 廖文辉 历史与责任：一带
一路”背景下华人
教育和华文文学的
发展机遇

战前马来西亚华
人文化发展概论

28/10~
30/10

中国广西师范
学院

中国广西师范
学院

主持 伍燕翎
郑诗傧

历史与责任：一带
一路”背景下华人
教育和华文文学的
发展机遇

29/10 中国广西师范
学院

中国广西师范
学院

发表 郑诗傧 历史与责任：“一
带一路”背景下华
人教育和华文文学
的发展机遇

扎根传统，面向
世界：论马来西
亚二十四节令鼓
对传统鼓乐的继
承、创新与全球
传播

30/10 中国广西师范
学院

中国广西师范
学院

发表 伍燕翎 第二届世界华文文
学大会

马华作家潮籍作
家群像：认同与
反思

06/11~
11/11

北京新世纪饭
店

中国海外交流
协会、中国世
界华文文学学
会主办、北京
师范大学、暨
南大学、广东
中山市委协办

发表 伍燕翎 亚太华文文学教学
与研究国际论坛

廿一世纪马来西
亚的华文教育：
以大专院校中文
系文学教学为例

09/11~
10/11	

台湾元智大学 台湾元智大学

发表 廖文辉 马来西亚晋江经济
与文化国际论坛

马来西亚杰出晋
江人沈慕羽的四
大事业

19/11 八打灵晶冠酒
店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晋江
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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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性质 姓名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特约评论 廖文辉 2016年金门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

-- 26/11~
27/11

拉曼大学
双溪龙校区

拉曼大学、成
功大学、金门
大学

主持、审
稿

伍燕翎 2016年金门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

场次（二）：	
黄 文 车 ： 《 海
外 乡 音 何 处
寻？——马来西
亚吉胆岛上的金
门 记 忆 和 文 化
认同》，屏东大
学中文系、李建
明：《马来西亚
五条港金门人的
小故事》，五条
港南方小屋民宿

26/11~
27/11

拉曼大学
双溪龙校区

拉曼大学、成
功大学、金门
大学

发表 邱彩韵
（第二
作者）

2016年金门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

仁周海澨：金门
苏 王 爷 传 说 考
察——兼谈马来
西亚苏王爷信仰

26/11~
27/11

拉曼大学
双溪龙校区

拉曼大学、成
功大学、金门
大学

发表 廖文辉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
人研究：历史、政
治、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

近百年来马来西
亚华人社会史书
写刍议

04/12~
05/12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马
来亚大学

特约评论 廖文辉 “创新与跨越：重
塑文化的想像力”
学术研讨会

03/12~
04/12

雪隆中华大会
堂

雪隆中华大会
堂

发表 廖文辉 新营太子宫第二届
哪吒信仰国际学术
研讨会

《马来西亚之哪
吒信仰初探——
以雪兰莪巴生的
哪吒庙宇为探讨
对象	》

17/12~
18/12

台湾新营太子
宫

成功大学历史
系、新营太子
宫

2.2	 讲师学术著作出版	

本系讲师也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里发表了自
己的研究成果。

2.2.1	 期刊论文	

•	廖文辉：《马来西亚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
类别及其对方志研究的作用》，《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双核心刊物），2016年第2期。

•	廖文辉、庄国民：《试析马来西亚华巫亲
善之事例——以马六甲马接新村为例》，《八桂
侨刊》，2016年第2期，第40-44页。

•	郭思韵：《谶纬、符应思潮下“封禅”体
的与时因变及评介——以〈文选〉“符命”篇为
主线》，	 载[中国]《文学遗产》（双核心期刊）

，2016年第2期，第26-35页。

•	郭思韵：《河图的“绿图”别称、“绿
字”形态之生成与流衍》，载[马来西亚]《华人
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3期。

•	郑诗傧：《论〈云笈七签〉的道教灵验
记》，《华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1期。

•	郑诗傧：《论〈史记〉诸侯王之自杀》，
《华中学术》（CSSCI集刊），2016年第3期。

•	郑诗傧：《论苏轼生活场合演变与其诗词
化之过程》，《华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3
期。

•	叶建勇：《“务在鞠躬”——析论〈史
记•万石张叔列传〉的庸宦形象》，《华人文学
与文化》，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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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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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宁广西师范
学院文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台湾国立屏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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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与责任：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人	
	 教育和华文文学的发展机遇”国际学	
	 术研讨会				

新纪元学院与中国广西南宁师范学院联办，
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承办的“2016南宁•东
南亚华人华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师范学院
举行，共邀请53名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尼、
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的专家学者及印尼
教育与文化部官员参与其盛发表讲话与论文，近
400名的与会者，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学术交流。
研讨会也举行“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聘书”颁发仪式，广西师范学院聘请9位专家学
者作为中心客座教授，包括莫顺宗院长、文平强
副院长及伍燕翎主任。

院长莫顺宗（中）与两校师长合影。左起为王睿欣、王淑
慧、廖文辉、广西师范	学院文学院党委书记刘昌海、文平
强；右起为郑诗傧、莫顺婵、洪丽芬、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院长伍和忠教授及伍燕翎。							

2.3.2		2016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	
	 流之旅	2016	Malaysia-Hong	Kong		
	 Student	Cultural	Exchange	Tour

新纪元学院获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林顺忠主
席的邀请，连同马来西亚其他两所民办高校南方
大学学院和槟城韩江学院参与“第一届2016年
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此文化交
流之旅汇集28名来自两地4所大专院校的学生，
为期12天，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马来西亚各地

区进行跨学科丶跨院校及跨地域的文化交流，进
而开拓国际视野。伍燕翎为该团团长，中文系一
年级生洪芯仪为新纪元5名代表之一。

新纪元参访团抵达香港中文大学并留影。中间为香港南洋大
学校友会主席林顺忠先生，右起为本院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梁汝照先生及本系主任伍燕

翎博士。

2.3.3	 国外大专院校到访	

•	台湾国立屏东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系主任
刘明宗教授偕同9位教授于2016年7月22日到访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本系列席者包括伍燕翎、廖
文辉、郭思韵、郑诗傧、邱彩韵、罗燕婷及叶建
勇。国际交流处陈心瑜主任亦偕同出席该访问交
流。

•	11月22日，西密歇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底下
的对外汉语教学课程协调员刘梅梅博士前来中文
系交流，企图探求师生交流等各种合作计划的可
能性。

2.3.4	 国外中文机构到访	

新加坡天下语文中心董事长张曙辉先生及曾
丹枫先生于2016年7月28日到访中文系，与伍燕
翎及郑诗傧洽谈两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2.3.5	 北京教育说明会

中文系于2016年5月11日与13日分别在新
纪元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及马六甲培风中学怀
萱堂主办“2016北京教育说明会”。当天在新
院与马六甲来访人数各达500人，其中来访学校
有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SMK	 LA	 SALLE、SMK	
CHERAS	PERDANA、SMK	JALAN	BUKIT、SMK	
BANDAR	DAMAI	PERDANA、马六甲培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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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育说明会，中方派遣12
所单位的专业人员前来参与，即北京市国际教育
交流中心、北京教育委员会、北京化工大学、华
北电力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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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师范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工业大
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汇文中学、北京
市国际艺术学校等。本系讲师罗燕婷作为此次教
育说明会之统筹。

图为我方代表莫顺宗院长（中）、文平强副院长（右二）、
伍燕翎主任（右一）与中方代表北京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姜振泉先生（左二），及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汉语推

广部部长白阳先生一同进行开幕礼。

2.3.6	 参与中国华侨大学“涉侨研究专项”	

2016年7月－2018年6月，廖文辉与中国华
侨大学“涉侨研究专项”合作“闽籍华侨华人与
马来西亚发展系列学术工作坊”，获拨经费人民
币20万元。

2.3.7	 YCT及HSK强化班一日营	

2016年6月18日，中文系于吉隆坡泰莱国
际学校主办YCT及HSK强化班一日营，共有25位
老师参与此项目。叶建勇代表出席参与培训，郑
诗傧为项目协调。

2.3.8	 马来西亚中小学校领导北京研修班

中文系与中国北京市教育交流中心于2016
年5月30至6月10日联合主办以华文教育行政人
员为主，为期10天的“2016年马来西亚中小学
校领导北京研修班”。参与研修的成员大部分为
学校的行政领导，包括独中校长、独中华文主
任、国中华文主任、华小华文主任、国际学校汉
语部主任及各源流中小学有志于行政作业的华文
教师。研修班以行政课程为主，教学课程为辅，
当中有学校行政管理、学校教育与社区文化建
设、跨文化交际、汉语教学活动设计及教育心理
学等。负责安排课程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安
排了文化行程如国画体验及京剧欣赏。此次研修
班共计有21名成员参与，由执行员叶建勇统筹。

2.4	 中文系青年学者论坛——“新曦	
	 中文学坛”	

中文系系会于2016年9月8日举办新曦中文
学坛--第二届新纪元学院中文系青年学者论坛。
该论坛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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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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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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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为传承
汉学、弘扬文明添砖加瓦。该论坛由中文系主
催，系上讲师郭思韵为顾问老师。本届论坛以致
力于汉学相关领域的新纪元学院在籍生、毕业生
为征稿对象，论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小学、文献学以及汉学
及本土研究。与会的发表者有八，论文主要集中
在司马迁的《史记》及港台文学两大专题，另有
一篇本土文学研究：

奖项 姓名 题目

优秀 王欣慧 以福柯“规训”观点析论韩丽
珠《缝身》人物

优良 李明诗 重刑与慎刑：论司马迁的吏治
思想

彭会婷 由天耶？由人耶？：论司马迁
对兴亡成败与天命及人为关系
的探问

入选 李金发 论张耀升《缝》恶之意象的审
美刺激

许丽薇 虚实的交错与沉默地抗拒——
试析张大春〈将军碑〉的魔幻
写实

郑佳仪 论管状物的意象与香港社会变
迁之间的联系——以〈输水管
森林〉为例

周洁恩 从《货殖列传》与《平淮书》
看司马迁的经济观

邹依羚 论马华南来诗人之本土认同-以
黄遵宪及邱菽园为例

2.5	 校外实习暨汉语推广教学　

中文系委派学生王欣慧及蔡晓娟于8月份至
SMK	Convent	Kajang，义务教授非华裔中学生基
础汉语课程长达16学时。

3）	 校内外中文系列演讲	

本系常年积极赴各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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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国内巡回举办的“情牵中文系列
巡回讲座”已引起巨大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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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主题 地点 日期

伍燕翎 现代文欣赏 巴生中华国民
中学

03/05

创作与写作 八 打 灵 再 也
丽 阳 镇 国 中
(SMK	
Tropicana)

05/05

全国中学生
华文文学创
作比赛点评

马六甲
The	Pines	
Hotel

23/08~
25/08

小说与写作
创意

新纪元学院
（中文传播基
础课程）

27/06

郑诗傧 我教中文•
我读中文
(与学生陈建
发、洪芯仪
共同主讲)

新纪元学院
（ 大 港 国 中
师生80人到
访）

18/06

回 家 走
走――我的
中文之路，
从这里出发

柔 佛 州 新 山
福 林 园 国 中
（SMK	 Taman	
Daya）

19/06

文 学 的 两
端—谈阅读
与创作

柔佛州昔加末
利民达国中
（SMK
	Jementah）

24/06

情系中文，
执手文化

柔佛州昔加末
昔华国民中学

25/06

“读中文系
的人”交流
会——读中
文系的人

新纪元学院 07/09

叶建勇 作文一点也
不难

巴生中华国民
中学

03/05

文 学 的 两
端—谈阅读
与创作

柔佛州昔加末
利 民 达 国 中
（SMK					
Jementah）

24/06

郭思韵 “读中文系
的人”交流
会——读中
文系的人

新纪元学院 07/09

此外，中文系也于校内主办了系列文学及学
术讲座，邀请海内外作家或学者莅校演讲，分享
各自的文学创作灵感及学术经验予中文系生。

主讲人 身份 题目 日期

陈大为 台湾国立
台北大学	
中国文学
系教授

从 学 术 围
城，谈马华
文学创作的
突围

10/03

丁一 旅泰广告
创意总监

旅 行 与 创
意——走出
自己的舒适
区

27/05

张三夕 中国华中
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
授、国学
院副院长

孔门问政 07/10

陈益源 台湾国立
成功大学	
中文系特
聘教授

中越文学交
流的奇特现
象

25/10

中文系所主办的常年活动中，亦设有多场
讲座，邀请来自各地的主讲者与观众分享专业素
养、人生规划及文学情怀等，详见第4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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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FCC举办《多元文化概论成果		
	 展》	

FCC班导师罗燕婷带领中文传播基础课程的
学生在3月9日和10日于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为期
两天的成果展，名为“多元文化概论成果展”。

4.2	 “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	

中文系于2016年3月5日主办“我爱华文，
我考华文”一日营，人数达500人左右。活动由
罗燕婷统筹、中文系及文化推广中心主办、艺
青出版社协办、《星洲日报•活力副刊》及《学
海》为协办媒体。活动中有两场演讲，分别为：	

主讲人 讲题

斯里肯邦安戴庆义校长 我为什么要你考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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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讲题

红蜻蜓出版社顾问邓秀
茵、作家谢冰洁

我用华文创作

此外，当天尚有《中文人系列③--从传统走
向创意》推介礼。推介礼主持人是编辑团队成员
及宣传片导演陈建发同学，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
宗在仪式上进行推介，中文系主任兼杂志书顾问
伍燕翎及中文系讲师兼杂志书主编郑诗傧陪同。

“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本校院长莫顺宗（中）
主持开幕礼。右起为本校公关处主任吴振声、文化推广中

心主任杨靖耀、本系主任伍燕翎、副院长文平强；左起为本
校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艺青出版社执行董事蔡永根、斯里
肯帮安国中校长戴庆义、及雪州教育部副部长特别事务官

刘丽纯。

4.3	 第二届新纪元学院加影社区书	
	 展——“悦读•啡扬的青春”

4月21日至23日，中文系于校内举办第二
届新纪元学院加影社区书展，主题为“悦读•啡
扬的青春”。此次书展的联办单位为Just	 Want	
Coffee（提供咖啡拉花体验工作坊讲师及真人图
书馆主讲人，赞助咖啡豆），协办单位为益新
印有限公司（赞助宣传品印刷）、Farmhouse牛
奶（赞助15箱鲜奶及免费租借2台冰箱）及KM	
Land	Group（捐献RM5000）。联办单位则邀来
艺青出版社、有人出版社、久美图书、社区关怀
工作室（儿童填色比赛奖品赞助）、文运企业、
大将书行、本土幻想（赠画作筹款用途）及红蜻
蜓出版有限公司（儿童填色比赛奖品赞助）。其
他赞助还包括家具赞助、现金捐款RM5000。书
展期间的活动包括陶瓷工作坊、咖啡拉花体验工
作坊、手工艺品制作、绘本表演等，比赛则有儿
童填色比赛及中国古代历史常识比赛。此次书展
的重点活动为真人图书馆，邀请来四位嘉宾担任
真人图书，与观众近距离接触，现场即席问答交
流。四位嘉宾分别是：

日期 地点 主讲人 主持人

21/04 黄迓茱
活动中
心

①号图书莫顺宗博士
（新纪元学院院长）

伍燕翎

21/04 ②号图书方路
（马华作家）

郑诗傧

22/04 ③号图书卓衍豪
（旅行作家）

许丽薇
（中文
系大二
生）

22/04 ④号图书黄文峰&黄
偌琪
（全国咖啡拉花冠军
及全国手冲咖啡冠
军）

郑诗傧

此次书展共吸引上千位中学生及社区民众
参与，亦吸引八度空间前来采访中文系主任。媒
体伙伴《星洲日报》也在宣传和报道方面给予大
力支持。伍燕翎主任为顾问，中文系讲师郑诗傧
为此次书展的总策划，系会主席彭会婷任活动主
席。

开幕嘉宾与观众大合照。

4.4		 《第二届花踪后浪文学营》

2016年7月7至9日，由《星洲日报》主
办、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协办的《第二届花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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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裕
全、周若鹏、方路、邢诒旺、管启源、陈翠梅、
周锦聪、那天晴、吴鑫霖、牛油小生，还有台湾
的波戈拉和叶珊。此次活动获得营员的支持，反
应热烈，共有80位营员参与此次活动。伍燕翎为
我方代表致开幕词、闭幕词。叶建勇、罗燕婷和
郑诗傧任我方代表协调。同时，郑诗傧与《星洲
日报》副总编辑曾毓林携手主持7月8日的“作家
今夜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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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第十一届文学周——“换了人	
	 间”	

中文系系会于2016年9月6日至9日期间，
举办第十一届文学周，主题为“换了人间”。活
动旨在促进学院与社区的文学风气，传承、弘扬
中华古今文化，同时为文学与学术的爱好者提供
交流的平台。该活动由中文系主催，系上讲师郭
思韵作为顾问老师。为期4天的“文学飨宴”由
马华作家梁靖芬主讲的“微型小说之大——谈微
型小说”打响首炮。首日以文化为主题，著名的
乡音采集人张吉安在题为“南洋乡音阁”的文化
系列讲座中，引领出席者体味马来西亚乡音歌谣
的风貌与特色。次日以传承为主题，在“读中文
系的人”交流会中，有志及出身中文系者进行了
升学与发展方面的经验分享与无私交流。第三日
以学术为主题，举办新曦中文学坛--第二届新纪
元学院中文系青年学者论坛。

第四日则以文学为主题，推出系列讲座与对
谈会，包括：题为“旅游与创作”的对谈会，由
知名旅游作家罗柏念与谢丽芬分享心得；由One	
FM电台	DJ	Angeline	黄玉丽与八度空新闻主播陈
嘉荣联手主讲的“文学与生活”对谈会，分享最
贴近于人与生活的语言文字，以及合适于现代的
理想人生态度；最后则是马华作家王修捷配合文
学周主题分享其将民间采集而来的灵异事件化作
手下笔墨的撰书心得。

讲座场次 主讲人 主题 日期

第一场 梁靖芬 微 型 小 说 之
大——谈微型
小说

05/09

第二场 张吉安 南洋乡音阁 06/09
第三场 中文系在籍

生、校友
“读中文系的
人”交流会

07/09

第四场 中文系在籍
生

新曦中文学坛 08/09

第五场 罗柏念、谢
丽芬

旅游与创作对
谈会

09/09

第六场 黄玉丽、陈
嘉荣

文学与生活 09/09

第七场 王修捷 灵异与文学 09/09

本届文学周同时兼顾了文学、文化及学术方
面的推广，尤重以对谈的形式进行实际经验的分
享与交流。筹委会希望籍着筹办文学周，点燃每
个人心中热爱中华文化的火苗，愿它们在不久的
将来能成为熊熊烈火，绝不被时光长河所扑熄，
持续照耀着下一代。

4.6	 “好书交响阅暨阅读分享会”	

2016年10月19日，中文系校园阅读计划
推动小组在空的空间举办“好书交享阅暨阅读分
享会”，由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博士开幕并发表讲
话，校内华乐团亦受邀参与表演。此次活动吸引
了社区民众及院内学生到场参加交换二手书。二
手书来源于《星洲日报》总社。阅读分享会部
分，由推动小组策划人郑诗傧带动阅读分享会，
师生共同常谈借书、淘书、藏书、读书经验。

4.7	 FCC户外教学团康游	

11月19日至20日，FCC举办户外教学团康
游，罗燕婷携28位学生到瓜拉雪兰莪和适耕庄体
验生活。户外教学的目的是要提升学生对各种知
识、技能的学习能力与兴趣；培养学生对事物的
观感，从而养成惜福爱物的价值观；增加学生之
间的凝聚力。

5）	 校外评审	

本系讲师也积极参与校外的评审活动，借此
达到与外界的交流及增加本系的曝光率。

评审人 主题 地点 日期

伍燕翎 全国中学生
文学奖（小
说组）

-- 7月份

2016年海
鸥青年文学
奖散文组初
审评审

-- 7月份

循人中学文
学奖

-- 12/10

2016马来
西亚南洋大
学校友会微
型小说奖

马来西亚南洋
大学校友会

26/10

第六届马新
星云文学奖

佛光文化事业(
马)有限公司资
料室

15/11

郑诗傧 担任乌鲁冷
岳县诗歌朗
诵比赛

加影育华国民
型中学

08/04

全国中学生
文学奖（散
文组）

-- 7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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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人 主题 地点 日期
郑诗傧 第十一届全

国华小讲故
事比赛吉隆
坡区赛评审

加影广东会馆 10/09

担任2016
年“吴德芳
杰出华文教
师 奖 ” 独
中、国中杰
出华文教师
奖及李子松
杰出行政人
员奖评审

-- 9月份

叶建勇 全国中学生
文学奖（小
说组）

-- 7月

6）	 荣誉	

系上讲师除积极投入学术研究，在校内外活
跃于演讲活动，中文系学生也当仁不让，在校内
外努力争取最好的表现，获得殊荣。兹列如下：

•	陈征阳获得2016年春季班的全人教育
奖；而郑佳仪及彭会婷则获得秋季班的全人教育
奖。

•	洪晟、黄顺丰于“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大马区选拔赛获得4强名次。

•	沈志祥获得“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第31届
文学双周电影影评比赛”次奖。

•	沈志祥获得“第9届游川短诗创作奖”公
开组特优奖

•	沈志祥获得“全国嘉应散文奖”佳作奖

•	谭子辉、李欣琪作为学校爱艺鼓成员于“
花穗杯24节令鼓区域精英赛”获得优胜奖

•	叶惠君获得“4on4院内排球赛”亚军

•	陈祖泉于新纪元学院“第2届乒ling乓
lang杯”获得男双亚军及男单季军

•	陈祖泉获得“第9届游川短诗创作奖”公
开组佳作奖

•	李慧文获得理华“第6届理大文学奖”散
文组佳作奖

•	郑佳仪获得《文成路五号街——自由行》
征文散文组入围奖

•	郑佳仪获得新纪元学院教育系主办“汉语
诵读比赛”成人组优秀奖

•	郑佳仪获得“第9届游川短诗演绎奖”佳
作奖

•	李金发获得《文成路五号街——自由行》
征文散文组特优奖

•	李金发获得“第6届马新星云文学奖新秀
微小说组”优秀奖

7）	 筹得款项	

•	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于2016年1月21日
莅临中文系，面试及颁发大专中文助学金予5位
家境清寒且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分别是廖心
瑜、郑佳仪、谭嘉恩、许丽薇及李慧文。

•	蔡玉泉先生清寒子弟助学金于2016年
共拨款2万令吉，资助中文系品学兼优的清寒子
弟。受惠者共计五人，分别为洪芯仪、李明诗、
郑佳仪、王欣慧及蔡晓娟。

•	“美丽之声”音乐站于2016年12月3
日，在雪州巴生鼎峰酒店主办的“第五届歌舞剧
慈善夜—酒干倘卖无”，为本系筹得3万令吉的
中文系“清寒子弟助学金及活动基金”。

8）	 其他

•	2016年1月17日，中文系配合校友回校
日活动，邀请众系友返回校园参观。当天全体讲
师负责招待，并展出在籍生的作业成果及系上出
版品，让系友了解本系近年来的动向。当天回系
的校友共计25人。

•	邱彩韵于2016年4月1日到职，获聘为中
文系专任讲师。

•	苏燕婷于2016年4月4日离职。

•	据2016年5月25日校务会议议决，中文
系接管人文与社会科学证书课程（Certificat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本系主任伍燕翎受邀主持，新纪元院长莫
顺宗受邀讲评，由马华副总会长拿督何国忠博士
于2016年7月28日在拉曼大学双溪龙校区举行
的“《珍惜》、《本心》新书推介礼”，偕同出
席的尚有廖文辉及郑诗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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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学系

1）	 学术发展

新纪元学院商学部将开办一科新主修市场专
业文凭。商学部目前有2个专业文凭课程，1个
大学基础课程及1个证书课程，再加上述新项目
即总共有5项课程。在不久的未来，学院成功升
格大学学院后就会开办更多的本院的大学课程，
包括商业与会计（荣誉）学士、商业与行政（荣
誉）学士等等课程。

2）	 商业大讲堂

为了让学生能吸取课堂以外的商业知识和概
念，以备将来在社会上工作时之需。本系邀请多
位著名学者商业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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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他们了解实践商学的方法和其对他们
未来生活的重要。

•	本系于201 6年2月11日邀请T im e														
Consultancy就业咨询机构与学生们分享如何有
效获取就业机会，包括怎样写履历、面试等等。

•	本系于2016年3月16日举办	 “A	 date	
with	 BDO	 Malaysia”，并邀请来自名响国际的
BDO会计单位董事Ms.	 Thong	 Siew	 Fong惠临演
讲。

•	我们的社会有必要更重视理财观念，
同时应该学生们及早接触有关的概念，所以于
2016年4月13日本系举办	 “Achieve	 Financial							
Freedom	 at	 young	 age”，并邀请Ms.	 Shirley	
Yap惠临演讲。

•	丹斯里黄荣盛于2016年4月27日应新纪
元学院的邀请，给商学系学生“迈向成功的职业
生涯”讲座，丹斯里黄荣盛语录：【年轻人的教
育必须注重做人和做事，会做事不会做人一生成
就平平，会做人不会做事一生的成就中上，只有
会做人和做事，才会有特出的表现和成就！】

新院师生挂上布条欢迎丹斯里的到来，院长和副院长亲自
出来相迎

•	拿督斯里邱进财博士于2016年5月25日
应新纪元学院的邀请主讲《如何做好准备以实现
你的梦想》。

•	拿督郑世源于2016年9月14日应新纪元
学院的邀请主讲《梦想与现实》。

拿督郑世源与系主任合照

•	拿督斯里邱进财博士于2016年5月25日
应新纪元学院的邀请主讲《如何做好准备以实现
你的梦想》。

•	本系于2016年9月29日举办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Talk”，并邀请Mr.	Simon	
Koay惠临演讲让学生了解保险与风险管理对未来
生活的重要性，这一课题在一般大专学府中都非
重点科目，但实际上它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	来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工业工
艺学院资源、纸张与密封科技系副教授黎秋萍
2016年5月4日到访新纪元学院，主讲“What	
do	 you	 know	 about	 paper	 making	 and	 paper			
recycling”。Dr.	Leh以授课方式于为本系全体师
生带来关于再生纸与纸张制作概念。目前在日本
等先进国家已经有相关的教育计划，因此我国更
应该著手实践之。

黎秋萍副教授与系主任及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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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26日本系邀请来自英迪国
际大学的Dr.	 Shaheen	 助理教授惠临演讲，
本次演讲的主题“Social	 Marketing	 and	 CSR																					
Initiatives”。

英迪国际大学的Dr.	Shaheen	助理教授与系主任合照

4）	 职员活动	

为了符合时代与前瞻，商学系的职员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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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职业培训、研究等活动。

•	主任吴浩逢博士与Navaratnam讲师成功
获得学院提供的研究基金。

吴 主 任 担 任 主 讲 学 术 处 举 办 的 讲
座“Preliminary	 Literature	 Review:	 Funnelling,																						
Narrative	 Review	 &	 Systematic	 Review”。吴
主任受邀前往Heriot	 Watt	 University给硕
士生演讲“Blue	 Ocean	 Strategy”。吴主
任也出席	 “Train	 the	 Trainer”	 工作坊。
吴主任、	 Dr.	 Shamuni	 高级讲师、蔡来宝
讲师、谢富强讲师、Navara tnam讲师、陆
耀光讲师、陈群娣讲师、彭亨利讲师及王汉
国讲师皆出席“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Workshop:	Module	2-Implementing	
OBE”	工作坊。

Heriot	Watt	University的Dr.	Praveen	Balakrishnan	Nair与
系主任合照。

•	Dr.Shamuni讲师主讲学术处举办的讲
座“The	Preparation	of	Research	Proposal”。	

•	陈群娣讲师出席“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培训。

•	王汉国讲师出席“Effe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	Communication”	培训。

•	谢富强讲师出席“MFRS15	&	16”培训。

•	蔡来宝讲师出席	 “From	 Cases	 to														
Delivery: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	Teaching	
Case	Study”	培训。

•	Navaratnam讲师出席	“Sun	Zi’s	Art	of	
War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	助理高级执行员陈素佩出席	 《提升心效
能》个人与组织成长工作坊和“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内部培训。

5）	 学生活动	

•	陈群娣讲师顺利带领会计与行政专业文
凭班的学生举办“绿色环保”运动。这个活动是
由商学系会计文凭与行政文凭班联合MNI公司及	
CP	 Stationery公司一起筹办，走访多家中小学
举办推动使用再生纸醒觉活动，展览及讲座。走
访的学校包括：SJK(C)	 Dengkil,	 SJK(C)	 Ladang	
Harcroft,	SMJK	Yu	Hua,	SMK	Jalan	Bukit,	UTAR	
(Sg.	Long	Campus)	及	SJK(C)	Yoke	Min。	该环保
活动能顺利进行，本系非常感恩参与单位，社区
学校，赞助商及社会环保分子的合作与无私的付
出。

•	2016年3月5日在Navaratnam讲师带领
商务沟通课的学生在校园植树，引导学生如何有
效和各组学员沟通的同时也为社区服务。

•	OPPO公司人才招聘活动于2016年11月
10日举行，主要是招聘商学的人才。本系鼓励
更多成熟的公司来接受校园面试，同时也感谢
OPPO为我们的学生提供这样的黄金机会。

6）	 对外研究项目	

本系与巴生中华总商会合作，顺利完成提供
咨询一项研究项目《2016年巴生滨海区营商状
况调查》，此研究目的是反映巴生滨海区商家所
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以改善巴生滨海区的营商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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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

新纪元学院资讯部目前有2个专业文凭课
程。在不久的未来，学院成功升格大学学院后就
会开办更多的本院的大学课程，包括Bachelor	 of	
Science	 in	 Network	 Technology、Bachelor	 of	
Scienc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等等课程。

1)	 学术发展 4)	 招生活动

5)	 职员活动

6)	 学术成果展

2)	 学术大讲堂

3)	 商业大讲堂

新纪元学院与雪隆福建会馆谨订于2016年
3月27日（星期日），上午10时正，假雪兰莪州
加影市新纪元学院B座3楼B309讲堂举办中小学
数理教师工作坊“揭开数理的迷思”	 Workshop	
on	“Enchantment	of	Mathematics	&	Sciences”
，此工作坊的媒介语为英语：

本系很荣幸的邀请到下列学者专家担任主讲
嘉宾：

序 姓名/单位 题目

1 林忠强博士（数学）,	
澳洲数学赛区域董事

The	Beauty	of	
Mathematics

2 张丽萍博士（数学）,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教授

Mind	Boggling	
Problems	&
Paradoxes

3 林敏博士（统计学） Is	This	True?
4 曾飞焕博士（物理） Physics	in	Movies

揭开数理的迷思工作坊结束后大合照。

本系于2016年11月9日很荣幸的邀请到
Sistem		RKK	Sdn		Bhd公司的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r.	Yew	Lip	Sin为学生提供一
场IT	LED	BUSINESS	REVENUE的讲座，以提升学
生对资讯与商业的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及掌握最
新的信息技术。	

配合招生处的活动，讲师们也参与3月19日
与20日的SUREWORKS大型教育展。本系的讲师
们也于3月19日与4月20日参与学院举办的开放
日。

•	 杨巧真讲师参与Preliminary	 Literature	
Review:	 Funnelling,	 Narrative	 Review	 &		
Systematic	 Review，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Workshop:	 Module	 2	 –	 Implementing	
OBE，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Management,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	 2016	
(BMC	2016)及Research	Workshop	1。

•	 林美月讲师参与Preliminary	 Literature	
Review:	 Funnelling,	 Narrative	 Review	 &	
Systematic	 Review，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Workshop:	 Module	 2	 –	 Implementing	
OBE，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	
2016	 (BMC	 2016)及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Management。

•	 Widura	 讲师参与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Workshop:	 Module	 2	 –	
Implementing	OBE,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	2016	(BMC	2016)。

•	宋晓芬助理参与《优质的客服态度》内部
培训课程及《提升心效能》工作坊。

在2016年3月2日，本系配合新纪元学院开
放日举办学术成果展。此次成果展内容丰富多
彩，让来访者对本系留下美好的深刻印象。

学术成果展工作人员与学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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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生活动

7.1	 实践活动

选修管理学概论的同学为其课程进行一天
的销售活动。此活动的目地是透过分组或合作学
习的方式，让学生掌握商业的知识及技能、实践
管理学的知识。学生学习如何策划、管理及推广
食品，以增强学生们的管理自信心及培养创业精
神，并让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得到实践。

7.2		 导生师生聚会

为了促进师生关系，资讯系每年都会举办导
师日活动。

7.3		 一日游

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互动极为密切，适时在假
日举办一日游，以加强彼此的互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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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era.edu.
my/bs.php?id=368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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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处理及illustrator图形制作等。

一日游大合照，留下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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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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学
生走入社区、回馈社区，用行动具体展现课堂所
学的一年。这一年，除仍继续出版《观察家》社
区报，用文字及照片展示社区关怀行动外，“公
关实务”课更将行动落实到不同的社群与社区
上，包括抢救本土音乐、巩固及扩大本土音乐创

作社群的“创乐工作坊”系列活动及“峇冬加里
说故事”系列活动，为发掘及推广峇冬加里新村
文化尽一份力。此外，新闻系同学沿续社区行动
精神，制作了《古毛情》电视专题。而广播电视
学系广播组适逢十周年纪念，也推出“拾年一
刻”系列精彩活动。

1）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及2+2学士学位课程

2）	 新闻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

3）	 广告学系2+2学士学位及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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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入学的广播电
视学系──电视组2+2学士学位课程、2015年1
月份及4月份入学的新闻系2+2与广播电视学系
学士学位课程、2014年8月及2015年1月份、4
月份及8月份入学的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修读
学生）顺利完成共7期8版至12版不等之A3纸张
大小的全彩《观察家》社区报，包括5期社区报
与2期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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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份除沿續《觀察家》

傳統形式製作社區關懷議題新聞外，也嘗試新的
突破，以照片与图片叙事形式出版2期画报，籍
此培养学生以图片说故事的能力及发挥新闻摄影
技能。二期《观察家》社区报的新闻专题分别
为：〈Uber	Taxi大作战〉、〈无籍而从〉；二期
《观察家》画报的主题则为：〈Taste	 of	 Rakyat	
–	 Roti	 Canai〉、〈髓Extract	 ──看各片艺术
的精髓〉。2016年8月份恢复传统社会趋势专题
策略，制作三期专题，包括：〈惊！鼠辈目中无
人〉、〈传统杂货店	 进退两难〉及〈雪州河流
水污	 	 好恐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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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家》每期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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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罗兴亚难民学习中心筹幕教育基金。

2.1	 新古毛生态旅游电视专题制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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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毛生态旅游电视
专题制作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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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年来吹起的在地旅游风潮，马来西

亚各乡镇丰富的自然风景和地方人文历史成为吸
引旅客的卖点，新古毛（Kuala	 Kubu	 Baru）即
为其中之一。生态旅游促进地方经济的同时，人
潮的大量涌入往往造成乡镇自然生态的浩劫，如
何才能兼顾历史、文化、经济及环境自态的永续
发展，成为重要课题。“古毛情”电视专题全长
15分钟，透过对地方民宿业者、传统手作鸡蛋糕
和咖央角业者、Sungai	 Chileng休闲森林、热水
湖及外围旅游带地区如叻思（Rasa）、峇冬加里
（Batang	Kali）、双文丹（Serendah）、乌鲁音
（Ulu	 Yam）等地的探查与采访，记录当地在生
态旅游推动下的社会、文化、经济与自然环境的
现况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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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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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广播组

4月份学期的公关实务活动，4名公关组同
学以半年的时间将首个以本地音乐创作为交流平
台的“创乐工作坊”系列活动，于2016年6月15
日在新院B309教室圆满落幕。“创乐”活动旨
为提高校园创作风气与推广本地中文创作音乐。
工作坊当天，两名本地音乐创作人——陈汉伟
（Wee）与李先龙（Kido）现身于会场担任导师
一职，因创乐而聚的院内外学员与本地词曲创作
人，一同编写出属于自己的音乐创作。系列活动
还包括小型展览、猜歌游戏、自由市场、街头献
唱、以及刚落幕的创乐工坊等，与新院生互动之
余也成功吸引不少外界人士的报名参与。

8月份学期的公关实务活动，20名学生与老
师在2016年10月中旬，秉持着保护历史遗产以
及文化的传承精神，一起走入峇冬加里新村与当

地居民一同发掘在地的人文故事。半年的时间
内，他们收集了这里独有的人文故事、民间传说
与神话、村民的童年记忆等，然后把这些精彩故
事制成纪录片及绘制峇冬加里人文地图。最后，
于10月22日在当地的有盖篮球场举办了首次“
峇冬加里讲故事”活动。此前，他们也在峇冬加
里华小礼堂，举办了一场“峇冬加里讲故事”之
小画家大作品绘画活动。

展览会当天，有超过100名打人与小孩热烈
参与，现场除了有小朋友们的游戏区外，也给
参与的旅客道地的导览活动、制作手工面坊、美
食、华乐及演唱、舞狮表演等精彩节目，也有
MyFm开心车队共襄盛举。活动当天主办方也邀
请赞助位于新村入口处的峇冬加里新村人文地图
刊板的新古毛议员李继香女士为活动掀开序幕

4.1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开放	
	 参观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常年对外开放供
中学生或大专生到访参观与交流，此次来访单位
是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的师生。

4.2		 4月份学期开播造势活动与“空	
	 中之城”成立10周年。

为了配合节目宣传造势和庆祝“空中之城”
校园广播电台成立10周年，广播组的全体学生
DJ于4月25日当天在“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了
开播造势活动和为“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庆
生。2016年4月份学期的节目播出时间为5月至7
月中旬下午5点至7点，在本学期的直播时段，6
位学生DJ除了主持个人直播节目外，还挑战了双
人直播节目。

造势活动圆满结束，祝贺“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10岁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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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8月份学期开播造势活动

8月份学期开播造势活动本台也于2016年8
月份学期安排了节目的播出，日期为9月5日起至
11月11日。同样的，广播组的全体学生DJ为了
宣传节目，于8月30日在“黄迓茱活动中心”举
办了名为“空中公寓”的开播造势活动。本学期
共有9个直播节目，5个双人节目，5个预录节目
和每天的6点新闻快讯。

8月份学期开播造势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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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份学期举办了两
天的广播工作坊和分享会，并邀请了业界的学长
姐前来分享相关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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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活动名称：《拾年一刻》DJ经验分享会-	
Aifm	DJ谢劲程老师	日期：13/4/2016

2.	活动名称：《拾年一刻》DJ经验分享
会-OneFM	DJ	Angeline		日期：20/4/2016

OneFM	DJ	Angeline分享会结束后的大合照

4.5	 “空中之城”《拾年一刻》成果	
	 展

2016年4月份学期6位直播DJ经过十个星期
的磨练终于修成正果，于2016年7月13日在UG
桥举办成果展，将十期直播内容成果展示于人
前。

4.6	 直播DJ小型毕业展

在每个学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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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室内直播室移至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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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IC出好声音工作坊（柔佛永平	
	 中学）

广播组负责老师欧阳靓凌和广播组二年级
学生于2016年11月22号在本院举办了一场名
为“MIC出好声音”工作坊。当天，来参与此活
动的来宾是该校的司仪组负责老师和司仪组同
学。

4.8	 新纪元学院“空中之城”《剧声	
	 绘影》广播剧大赛工作坊

媒体研究系广播组于2016年10月8日至10
月9日在新纪元学院举办了4场“空中之城”《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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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绘影》广播剧大赛工作坊。此次目的是想推动
更多非广电专业的学生或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广
播剧的创作方法和演绎技巧，让参赛者在广播剧
大赛中有更好地发挥。

《剧声绘影》广播剧大赛工作坊流程表：
工作坊（1）编剧

日期：8/10/2016（星期六）
时间：10am-12pm
主讲人：关瑞琼讲师
地点：B205
工作坊（2）导演

日期：8/10/2016（星期六）
时间：1pm-3pm
主讲人：关瑞琼讲师
地点：B205
工作坊（3）音效

日期：9/10/2016（星期日）
时间：10am-12pm
主讲人：赵志坤讲师
地点：B205
工作坊（4）演绎

日期：9/10/2016（星期日）
时间：1pm-3pm
主讲人：潘有才讲师
地点：B205

4.9	 新纪元学院“空中之城”《剧声	
	 绘影》广播剧大赛颁奖典礼

《剧声绘影》广播剧大赛颁奖典礼于2016
年12月22日在广播中心顺利举行，恭喜3位得奖
人。

《剧声绘影》广播剧大赛得奖名单：
	名字 作品 剧名

冠军 陈心怡 《我们没有在一起》
亚军 陈敏华 《泪下的承诺》
季军 吴子权 《毕业的那一天-友情》

5.0	 媒体研究系广播组空中之城和古	
	 晋TEA	FM跨企业合作计划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广播组讲师欧阳靓凌
带领7位广播组学生为东马砂拉越古晋Tea	 FM打
造一档周末生活资讯和娱乐资讯节目《Let’s	趴	
Tea》。此节目于1月23日（星期六）起开播，
每周六及周日下午2点至5点播出。7位校园DJ是
汤可欣（汤汤）、邱武维（Vincent）、黄凯莹
（Clammie）、陈欣怡、萧维旸（Tobby）、罗
翎允（Felicia）及朱嘉慧（Mabel）。《Let’s	
趴	 Tea》这档节目将以4个小单元组成——《追
星族》、《生活Right	 Now》、《与你相乐》
和《本地风》。萧维旸与黄凯莹联手主持《追
星族》，节目内容是依据不同的主题谈星座排
行榜；邱武维与陈欣怡双主持的《生活Right	
Now》将与听众分享正面的生活态度；朱嘉慧和
汤可欣主持的《与你相乐》是以分享国内外歌手
的成长故事为主。罗翎允是唯一一位没有固定搭
档的DJ，她将在每期节目邀请其余6位DJ轮流搭
档主持，与听众畅谈《本地风》，介绍本地音乐
作品、本地歌手和本地词曲创作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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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术与设计系

在2016年，美术与设计系采取新措施和策
略，改善教学环境，以及提高新生入学率。

今年，除了注重教学质素，本系也透过课外
活动以及与中学生的活动和运用社交媒体，提高
与外界的曝光率。

总的来说，本系今年的年度活动重点如下：

•对原有课程进行审核，以确保更好的学术	
	 质量

•加强宣传和新生招募

•充实学生生涯

•社区互动

这些目标在下面的章节中详细描述。

1）	 学术事项

1.1		 教学质量

1.1.1		课程检讨

在2015年，本系把所有文凭课程从原有的3
年学制改为2年1/2学制。本系对这首批学员的课
程流程和内容进行监督，并对教学质量感到十分
满意。	有一小部分课程需修改，这些修改将在来
年实施。

1.1.2	 内部课程审查和审计

在2016年3月，所有全职和合约讲师参与
了第二单元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讲
座。这为期一天的讲座对本系在改善教学传递过
程带来很大的帮助。在必要时，本系会在学期休
假期间举行内部课程研讨，	并针对课程目标和学
习成果进行检讨和改进。

1.1.3		地方和体验学习

本系不断的探索更多的创新教学方式。这
包括3Ps	教学–	Project-based,	Placed-based	和	
Problem-based教学方式。我们相信这些教学方
式对文凭课程学生较有帮助。相比阅读与讲课
方式教学，学生从实践中学习，有利于他们的学
习。

•	Place-Based教学,学生的学习将围绕于特
定的地点或社区。如平面设计的纪实摄影这科
目，学生必须到蕉赖十一哩新村，了解当地村民
生活以拍出一系的人文纪实相片。

•	另一个Project-based教学列子是PublikArt	
at	Iskandar	Puteri。	学生们在Iskandar	Puteri装
置艺术计划中学习设计和建造艺术装置。这项计
划提供学生各方面的学习机会，其中包括建筑技
术、3D学习和陶瓷，学生志愿者从经验中受益匪
浅。

基于这些成功例子，在2017年将有更多课
程沿用这3Ps教学方式。

1.2	 	新教师

本系于2016年8月迎来一位新讲师，钱慧中
讲师。	 她获得英国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服装设计硕士学位。	她也将协调服装与纺织设计
文凭课程。

1.3		 毕业展

近年来，美术与设计系的毕业生在讲师的
指导下凑办了他们的毕业作品展。在2016年，
一共举办了两场毕业展。每个毕业展都有个别主
题。		

1.3.1	 《Chapters	XU	章》第12届美术与设	
	 计系毕业展

于2016年1月17-24日在新纪元学院黄迓珠
活动中心展出。一共有26名毕业生参与此毕业
展。	毕业展以服装和纺织设计文凭课程毕业生的
服装秀作为开幕。

1.3.2.	 《Fly	A	Way》第12届秋季美术与设	
	 计系毕业展

于2016年8月17	 -	 27日在C座1楼的课室展
示他们的作品。约有50位学生参与此毕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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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实学生生涯

本系不断的鼓励学生参与各类比赛和外界所
举办的活动。除此之外，本系也策划了各类的讲
座和工作坊，以扩阔学生们的视野。

2.1	 讲座和论坛

在过去的一年里所举办的讲座包括：

a)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Fashion?	
（2016年4月1日）。此讲座由国际知名的时尚
造型师Victor	 Goh主讲。	他分享了在时装界的知
识和成功秘笈的看法。

b)	角色设计和故事叙述过程（2016年4月
15日），由本系毕业生兼台湾亚洲大学毕业生冯
清俊主讲。

c)	在竞赛中脱颖而出–这讲座由系主任		
Ambrose	Poh	主讲，	一共分成3个部分。内容关
于如何在建筑和室内设计竞赛中脱颖而出。此讲
座分3个星期进行：Sustainable	Design,	Tropical	
Design	(2016年5月11日);	Clear	Concepts	(2016
年	 5月18日);	 和Effect ive 	 Arch i tec ture	
Presentat ions 	 (2016年5月25日)。

d)	摄影大师	Adam	Tan	（陈亚华）人文纪实
和人像摄影经验分享会（2016年9月7日）。主
讲人是国家地理大赛得奖者。他与学生分享了他
的观点、想法和如何捕捉精彩人像照片的技巧。

2.2	 比赛

今年，本系鼓励学生参与各项比赛，以提高
他们的曝光率和竞争力。

a)	2016	 年Malaysian	 International	 Shoe	
Festival（MISF）-	 拖鞋设计比赛（2016年4月2
日），由Denise	Fernandez讲师主导。	两名平面
设计学生	-官嘉蕙和谢彩晶获得安慰奖。

b)	一年一度的Nando’s	Art	Initiative（2016
年5月），由Denise	 Fernandez讲师	 主导，有两
名学生成功进入半决赛。

2.3		 户外学习

在2016年本系为学生安排了多项的户外学
习，无论是在国内或海外学习游览。这些课外活
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艺术设计和开阔他们的视
野。

a)	Art2Art	 Bangkok（2016年7月29日至8
月2日）这是今年所举办最主要的海外学习，留
下了许多美好及难忘的回忆。这场曼谷学习之旅
由Raha	 Jaafar讲师做主导，一共有12名学生参
与。除了参观一些主要艺术景点，此次也与曼
谷大学建立了学术关系。也因这次的合作，将有
5名室内设计学生到曼谷大学做实习。这也是本
系第一次和海外机构的合作，促进了海外实习计
划。

b)	2016年6月12日，Syahrul	 Razali讲师带
领室内设计学生参观了位于森美兰的Istana	 Seri	
Menanti和Kuala	 Pilah。这次户外学习是室内设
计文凭建筑技术课程的一部分。

c)	2016年9月23日和24日，Nur	 Syahida	
Mohd	 Arif讲师带领室内设计学生到槟城做实地
考察。在那里，他们走访几家主题设计酒店做考
察。

除此之外，讲师也经常组团带学生去参观和
设计相关的展览，让学生了解最新的设计技术和
趋势。



93

3）	 	加强宣传和新生招募

本系采用了社交媒体为新的举措，以提高
公众对美术与设计系提供的课程。除此之外，本
系持续通过面对面的传统方式接待中学生与来访
者，并提供和美术与设计相关的工作坊。

3.1	 美术与设计系面子书

本系在2016年启动了本身的面子书页面，
以帮助宣传本系的课程和核心价值。	通过这个社
交媒体平台，本系的活动和花絮更有效地和大众
分享。

3.2		 接待学生与来访者

本系一连接办了几项针对中学生的活动，
以让学生了解我们的学院，尤其是美术与设计课
程。	这些活动包括：

a)	2016年2月27日：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	
Adobe	Photoshop	工作坊。李勤乐讲师教导学生
如何运用Photoshop	的工具与运用程序。

b)	2016年	4月15日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	SPM	美术科应考技巧工作坊。	此工作坊为80多
位准SPM	美术科应考生而设。	Denise	Fernandez	
讲师和利南兴讲师为学生提供了有用的绘画技巧
和绘画构图小贴士。

c)	2016年4月28日：	 SMK	 Taman	 Bukit	
Maluri	–	‘3D	Exploration’	工作坊。	此工作
坊由Ambrose	 Poh	 讲师主导，参与的学生越有
30位。	

d)	2016年6月17日：SMK	Triang	–	丝印工
作坊。	此工作坊由Ambrose	Poh	讲师主导，参与
的学生约有30位。

e)	2016年9月3日：峇株华仁中学服装设计
评鉴与认证考试。一共有21位应考学生参与这
次的服装设计评鉴与认证考试。由钱慧中讲师和
Ambrose	Poh	讲师到峇株华仁中学当评鉴员。

4）	 社区互动

我们一直认为高等教育学府应该与其所在的
社区进行互动。在各方面，社区扮演着教室以外
的学习平台，让学生发挥在教室所学的知识。

4.1	“蕉赖十一哩新村纪实”	

所有上纪实摄影这科目的学生都需要到蕉赖
十一哩新村拍摄一系列的人文纪实照片。	在利南
兴讲师的带领下，学生们深入蕉赖十一哩新村和
当地居民交流。	了解当地的人文、活动、生活方
式和当地文化遗产。	这次的户外学习揭示了蕉赖
十一哩新村村民生活上许多有趣的画面。在学期
末，学生把摄影作品陈列在白色工坊作为学习总
结。

4.2	 PUBLIKART	at	ISKANDAR	PUTERI		

新纪元学院美术与设计系十分荣幸被选中
参与一项在柔佛州，Iskandar	 Puteri的一个装置
艺术作品计划。由Khazanah和UEMLand赞助，	
PublikArt是纪念Iskandar	 Puteri十周年的纪念
活动，旨在通过艺术提高当地的适居性。新纪
元学院与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的约30
位艺术家一起获选参与此计划，本院更是被选中
的四所学府之一。	名为“We	Too	Are	 Iskandar											
Puteri”呈现三只以陶瓷块雕塑而成的儒艮。它
是由30多名在籍生和毕业生一起建造的，为期三
个月。	在这工作期间所建立的友情和合作精神都
是件让大家鼓舞的事情。

5）美术与设计系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始多元化的
使用白色工坊，其中包括主办短期展览以展示学
生的作品、讲座和工作坊。	今年一共承办了五个
展览，这其中包括：

学生作品展 ：	3月至5月
“蕉赖十一哩新村纪
实”学生摄影佳作展

：	9月1日~15日

<安静的骄傲>美术与设
计系讲师展

：	9月21日~
				10月7日

<待續>	纪慧珊。陶瓷与
装置艺术个人展

：	10月17日~
					11月25日

学生插画作品展 ：	12月7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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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戏剧与影像系

戏剧与影像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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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加强艺术认知和发挥各自
才能，迈向更专业的层次。

1）	 影展与公演

1.1	 第十一届影像组毕业生短片巡回	
	 影展-《五更显影》

本系第十届的12位影像组毕业生在接受两
年半的教育后，在即将毕业之际筹办了《五更显
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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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品深入社区和学校，与大众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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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显影》，“
五更”是介于凌晨三至五点，夜与日的交替时
段，九零年至零零年是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
的交替之际，意味着在这个时代出生的生命好比
是五更中的凌晨三至五点，有着交替之际的意
义；“显影”则是底片时代一种让画面显现在胶
片上的过程。底片显影之后，画面会慢慢浮现，
就像是新生命的诞生。

因此，《五更显影》源自这12位毕业生对
自身生命的沉思：当生命在绽放的同时，另一个
生命也在凋零，他们正在成长并体验着生命的种
种生死离别，影像创作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纪录的
过程，也是新生代找到出口的方式。他们合力交
出了四部剧情短片以及一部关于流浪狗志工的纪
录片，以年轻人的视角，探讨和记录生命中的万
千姿态，其中有跨族群恋情、成长与死亡、宿命
与牺牲等。

这个影展除了在述说新生代的生命经验，同
时也希望能呼吁人们和创作者一起去回溯自己的
生命经验，并在影像的世界中找到出口。以下为
今年影像组毕业生巡回的六个场次：

日期 地点

2016年8月28日 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Block	
B	五楼大礼堂	

2016年8月29日 吉隆坡茨厂街月树咖啡馆
2016年9月03日 怡保小绿洲图书馆

2016年9月05日 槟城大山脚日新独中
2016年9月06日 柔佛士古来南方大学学院
2016年9月07日 马六甲沂水阁沉香书艺廊

这次的影展从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Block	 B	
五楼大礼堂起跑，本次开幕展邀请了本地著名导
演何宇恒与林丽娟进行交流和讲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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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巡回影展，应届毕业生们得以接触更为
广阔的观众群，包括走进校园和中学生交流，这
些跨越年龄的观众不仅热烈参与映后讨论，也给
了学生们非常好的回馈。

1.2	 	排演一《一磅肉》

演出日期：2016年11月11日至13日

由一年级生初试啼声的对外公演舞台剧《
一磅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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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莎
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威尼斯商人》改编而成。这
是莎翁四大喜剧之一，讲述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
因被歧视而怀恨在心，要求对方以一磅肉做为抵
债，引发一连串的矛盾冲突，最后以一场惊心动

《五更显影》毕业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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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又妙趣横生的法庭对决结束。此剧在李奕翰讲
师带领众演员，加上爱美丽亚讲师带领一年级学
生们负责幕后工作，经过合作无间的一番努力顺
利把这经典名著搬上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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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演二《1984-这里与现在》

演出日期：2016年7月28日至31日

《一磅肉》全体演职员合照

《1984》演职员合照

于本院黑箱剧场上演的《1984这里与现
在》舞台剧是由罗国文讲师导演，带领戏剧与
影像系二年级学生共同制作，试图通过演出让大
家接触本土的优秀剧作。《1984	 这里与现在》
剧本是马来西亚著名英文言论自由作家纪传财
（Kee	Thuan	Chye)改编自George	Orwell的小说
作品，描述在1984年的世界中，人人都活在“
老大哥”的监视下，党说什么，人民就得相信什
么，只要言语间透露一点怀疑，就可能从此人间
蒸发。它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故事中有一
个人却试图去寻找个人独立存在的意义，由于他
的思想反叛，在过程中他经历被跟踪、分离及被
出卖。最后被进行监禁、审问、拷打、洗脑以及
再教育。这演出是从排演、设计、宣传到行政，
让学生学习到剧场的专业态度与系统化的制作过
程，从中加强学生的思考，观察、组织、分析以
及表达的能力。

《1984这里与现在》还特别邀请李奕翰讲
师在剧中的影像演出，同时也邀请马来西亚多媒
体大学电影与动画系荣誉文学士Fairuz	 Sulaiman
担任影像与动画设计，本系毕业生王冠庭担任音
乐与音效设计。

1.4		 第十一届舞台组毕业公演	 	
	 -《过客》　

演出日期：2016年8月6日与7日
																								2016年	8月13日与14日
	 　

本系第十一届舞台组毕业公演，由应届毕业
生带领一年级学弟妹，毕业生林思杰导演台湾戏
剧大师赖声川的作品《过客》于本院黑箱剧场做
四天七场的演出。剧情讲述6名大学生在同一屋
檐下寄宿，突然来了一名奇异女子林梅，她的言
行举止让全体室友都变得不自在，因为她把所有
人都当作是她在操控的演员。直到有一天，警察
上门来追查分尸案，林梅从此失踪，让每个人留
下团团迷惑。

《过客》毕业演出全体演职员合照

2.1		 【2016年学术成果展】

在2016年4月2～3日，配合学院开放日，
本系在黑箱剧场内展示这些年走来的成果。一
走进黑箱，可以坐下来观看本系的影片介绍以及
历届学生的演出和影像作品集锦；再来是资料展
示区，除了展出历届舞台剧公演、短片影展和活
动的平面照片，也罗列了本系这些年以来的大事
纪和校友动态；最后是拍摄器材展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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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展出，也有专人解
说并试用的环节。此次的成果展内容丰富多彩，
让来访者对本系留下美好的深刻印象。

2）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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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影婆婆妈妈故事》表演课程	
	 与舞台演出

思考如何用艺术走进社区，是本系一直在
努力的事情。来到2016年，我们有个别开生面
的尝试，就是邀请加影社区的婆婆妈妈们走进剧
场，但这一次，她们不是当观众，而是走上台演
绎自己的人生。

1月上旬开始，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的学生
们就在加影市区四处走动，访问婆婆妈妈的故
事，邀请有意愿上台的加影婆婆妈妈们来面试，
接下来，学生和婆婆妈妈在7天的时间一起训
练、相处、聆听她们的故事，最后在导演贺世平
的带领下，她们在1月17日首度登台，演绎柴米
油盐之外，加影女性的生命故事。

一天两场的演出，吸引了近百位观众前来
支持观赏。婆婆妈妈们真挚的情感触动了许多观
众的心。第一场的演出获得好评后，她们的信心
随之大增。演出结束后，婆婆妈妈们分享心得，
她们表示第一次接触戏剧的体验是既兴奋又奇妙
的，虽然过程只有短短一个星期，却在她们一成
不变的平凡日子中，添加了非一般的色彩。演出
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在加影这个社区，在婆婆妈
妈们的心里，我们成功埋下了一颗戏剧的种子。

《加影婆婆妈妈故事》演员全体照

2.3	 《加影婆婆妈妈故事》社区摄影	
	 培训课程与成果展

延续用艺术走进社区，回馈社会的宗旨，本
系应届影像组毕业生在毕业以前，为了将自身所
学回馈社区，选择走进加影社区把摄影的技术和
用影像说故事的概念交到她们手上，让她们从自
己的视角说故事。课程从8月6日开始，应届毕业
生们在创作作品和筹备影展的时间空隙中，安排
了约8堂左右的平面摄影课程，由学生们充当助

教，本系系主任贺世平和讲师梁友瑄教授“如何
以影像说故事”的要素，最后以《恋恋加影》为
主题，将婆婆妈妈们记录加影的照片作品展出。

延续之前舞台剧《加影婆婆妈妈故事》的
概念，这一次的活动仍然以女性为主题。马来西
亚许多女性在步入家庭之后，因为忙着经营家庭
和养育下一代，逐渐遗忘了自我。当儿女成长，
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一些迈入晚年的婆婆妈妈
们，生活顿时失去了重心。当年那个为丈夫，儿
女汲汲营营的身影，面对生命的交替，有时候难
免会感到不知所措。透过这个活动，希望借此让
大家知道婆婆妈妈们也能有第二种生命，同时重
新思考生命的各种可能性。随着课程持续进行，
婆婆妈妈们不仅掌握了拍摄的基本技巧，还逐渐
找回观察和诉说的本能，陆续交出让人出乎预料
的作品，短短几天有此蜕变，让人更相信每位婆
婆妈妈都值得拥有追求第二种生命，充份发挥自
己的可能。

《恋恋加影》摄影展在8月28日《五更显
影》毕业影展外场同步进行，观众反应不俗，婆
婆妈妈们最后还上台领取结业证书，象徵应届影
像组毕业生和婆婆妈妈们一起毕业。

最后，毕业生们带着自己的影片和婆婆妈妈
的作品一起巡迴，希望抛砖引玉，激发更多地方
的有心人士也办同样的课程，或者回家可以重新
用另一个视角，看待为家庭付出这麽多的女性长
辈们。因为“手握相机，快门对焦，她们是不一
样的婆婆妈妈。”

2.4	 《郑和的后现代》重演

演出日期：2016年4月29日至5月1日

《郑和的后现代》是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
像系十周年庆舞台剧，由贺世平主任担任导演，
带领二年级生呈现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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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戏
以自由及阉割为主题，将郑和坎坷的身世和七下
西洋的丰功伟业，对比一群在监狱里思索自我定
位的囚犯们，交织成一场社会制度权力宰割的隐
喻。本剧在2015年演出后获得好评，因此二年
级生计划在2016年中重演。在院长莫顺宗博士
的鼎力支持下，《郑和的后现代》重演计划突破
重重难关，终于让学生有机会到专业的剧场【白
沙罗演艺中心】DPAC做三天共四场的演出，这
次的经验，让学生们深刻体验到在分秒必争的专
业剧场工作，以及专业技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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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三个小孩》受邀戏剧联盟【全	
	 民话剧巡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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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戏剧
联盟推行的【全民话剧】计划中，在本系支持
下，《三个小孩》再度出发，由贺世平主任带
队，从9月开始一直到12月，该剧跨越南中北马
多个州属，包括玻璃市、吉打、霹雳、雪兰莪、
森美兰、柔佛、登嘉楼以及东马沙巴等地巡回演
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响应与好评。《三个小
孩》2016年巡演行程如下：

日期 地点

15/09 森美兰	•	武来岸
23/09 彭亨	•	关丹中华中学
24/09 登嘉楼	•	龙运
01/10 森美兰	•	文丁	
07/10 沙巴	•	亚庇
08/10~09/10 柔佛	•	新山佛光山新马寺
15/10 玻璃市	•	加央	
22/10 吉打	•	双溪大年	
23/10 霹雳	•	角头	
04/11 柔佛	•	永平中学
09/11 柔佛	•	麻坡中化中学
26/11 霹雳	•	怡保海南会馆礼堂
09/12 柔佛	•	新山佛光山新马寺
30/12 森美兰	•	芦骨

2.6	 《一天》摄影展

2016年9月30日，本系一年级学生在黑箱
剧场举办了公开的《一天》摄影展。此活动是梁

照片：《郑和的后现代》重演，演员与莫院长合照

友瑄讲师指导的<影像艺术鉴赏>期末作品，作品
需以各界工作人士一天的生活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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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最后合
力完成8个人物的拍摄记录，包括农夫、剪刀师
傅、夜班警卫、工友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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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故事　我们的历史》展览

2016年8月5日，本系二年级学生在C206教
室举办了公开的《你的故事	我们的历史》展览，
此活动是梁友瑄讲师指导的<电影与文化研究>期
末作品展示，学生需回家访问家人和其先辈们的
迁移史，从中收集那些不同时代中人的故事与生
活轨迹。

这个展览除了为这片土地微观的生命细节留
下记录，参与的学生也从中了解自己是谁，从何
而来，未来将往何处去。

2.8	 《我们》学生舞台作品展

《我们》是六位选修【导演创作课】的学生
于学期末各自导演一部短剧作品于2016年12月
3日至4日在黑箱剧场做公开展演。六部展演的作
品计有：宋伟康的《八根火柴》、刘爱婷的《心
有灵犀》、郑美珊的《这是什么？》、伍苑慈的
《旋遇》、王芷恩的《狱蝶》以及曾祥富的《边
缘人》。六部短剧各有特色，水准参差不齐，但
也有让人惊喜的作品。

2..9	 舞台剧《恶童》宣传活动-【恶	
	 童快闪】

2016年11月16日，本系二年级学生为了宣
传即将在2017年1月份上演的舞台剧《恶童》
，以快闪的形式在本院校园内以及加影社区范围
向公众举牌，展示一系列探讨生命意义的文字牌
匾，希望引起校内外人士的兴趣与关注。2016
年11月17日及18日，他们则在院内UG天桥处摆
设摊位售卖饮料筹款、同时进行宣传与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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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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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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台湾、香港、澳
门等的戏剧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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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值得一提的是，本系很荣幸邀请了台
湾的中生代作家张耀升以及伊格言前来和学生聊
聊电影、文字、生活、影像之间的关系，并透过
Readmoo电子书团队，了解电子书这个媒介在未
来的趋势。除了来自海外或回归的艺术家，本系
也举办多场国内时事、剧场及电影人的交流会、
讲座或工作坊，以下为活动列表：

序 日期 主讲人 题目

1 2016年1月 罗国文（导演） 导演工作坊
2 2016年2月17日 张永益（影视工作者） 美国电视剧的制作模式
3 2016年2月24日 李成金（文史工作者） 加影社区文化悠游
4 2016年2月18日 陈立谦（导演）、

敖犬（演员）等
《扮熟少女》电影分享会

5 2016年3月02日 苏梓莹（剪接师） 软体应用实务工作坊（上）
6 2016年3月13日 程守明（导演、演员） 解构经典—寻找我们的现在进行式
7 2016年3月16日 苏梓莹（剪接师） 软体应用实务工作坊（下）
8 2016年4月15日 区秀诒（艺术家） 历史与影像的重建、想象和其幽灵逆

袭：区秀诒的影像工作法
9 2016年5月4日 香港三木剧作

林倩娇（艺术总监）
陈小茵（剧团经理）

《与观众对话的创作》--一个艺术工作
者的社会责任

10 2016年5月11日 张耀升（台湾作家\编剧） 台湾作家讲座<电影与文学>系列上一<
贫穷孩子对未来是没什么选择的>张耀
升谈《行动代号孙中山》

11 2016年5月12日 伊格言（台湾作家） 台湾作家讲座<电影与文学>系列上一<
打架之必要	 吃饭之必要>伊格言细读侯
孝贤

12 2016年5月25日 KEN	HOR(音乐家) 电影中的音乐功能
13 2016年6月1日 谢松汎（演员/配音员） 聊。解：你的声音
14 2016年6月8日 梁依琳（剧场工作者） <剧场的声音>-音响技术操作
15 2016年9月7日 澳门	古英元（剧场工作者） <戏剧的影响力>-澳门的实践经验分享
16 2016年9月28日 饶兆颖（人权律师）

Gwen	Lee（大马特赦组织执事）
2016年世界废死日活动系列校园讲
座-<死刑：正义的表象？>

17 2016年10月13日 林丽娟（导演）	
王妤娴（资深辅导员）

《面包女孩》电影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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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众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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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3 微电影创作比赛评审 梁友瑄 Universiti	Malaysia	Pahang
05/06 伊美可杯第28届北马中学戏剧比赛评审 梁友瑄 槟城槟州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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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动项目 主讲人/	评审 地点
06/07～
10/07

第11届海外华文书市<马台电影节放映>
论坛

梁友瑄 KLCC海外华文书市场地

07/08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第28届毕业影展《
原》

梁友瑄 Temple	of	Fine	Arts

07/06 北马中学生戏剧比赛评审 梁友瑄 槟城槟州大会堂
19/10 【剧场的魅力】学术讲座 贺世平 新纪元学院	B302课室
27/11 第八届书香戏剧观摩赛评审 贺世平 沙登绿野活动厅
18/12 第六届槟州中学性别平等戏剧比赛评审 梁友瑄 槟城Auditorium	A,Komtar

5.	荣誉榜

5.1		 多彩多姿短片竞赛大奖

本系应届毕业生马安妮的毕业短片作品
《BUNGA	 RAYA/大红花》荣获林连玉基金主办
之<多彩多姿短片竞赛>大奖。

5.2		 第二届魔豆原创短片比赛入围及	
	 得奖

在魔豆原创出版社主办的<魔豆原创短片比
赛>中，本系在籍生与毕业生共有四部作品从77
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公开组决赛，其中一位
在籍生辛伟弘的作品更获得优秀奖荣誉。以下为
入围作品和得奖作品名单：

《飞》温骏业 在籍生、入围
《来不及好好告别》黄国秀 在籍生、入围
《下一个，会不会是你》辛
伟弘

在籍生、优秀奖

《下一个，会不会是你》陈
俊嘉

毕业生、入围

5.3		 金蝶奖最有潜质女新人奖，新女	
	 演员奖

本系毕业生邓绣金凭参演的电影《守夜》在
金蝶奖颁奖典礼中夺得两座奖项，包括：最有潜
质女新人奖和新女演员奖。

5.4			第7届红蜻蜓少年小说奖银奖

本系毕业生刘淑怡以作品《玩具新星》夺得
第七届红蜻蜓少年小说奖银奖。

5.5			2016继程戏剧文化奖学金

本系毕业生陈纯芸与蔡紫滢获得2016继程
戏剧文化基金颁发奖学金，资助二人赴台湾中国
文化大学戏剧系深造。

2016继程戏剧文化奖学金颁发给陈纯芸与蔡紫滢

结语：

戏剧与影像系培养出的毕业生，他们有些
已经在剧场和影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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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咨商与辅导专业文凭课程（黄昏成人进修
班）是在2002年创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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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系十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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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咨系讲师们邀请社区机
构到本校与系上的学生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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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了与生活相关的第二课堂教学，让学生在学习
之余，也能体验生活。

为促进师生的互动及凝聚同学们的向心力，
每年都策划“导师日”活动，如新年团拜、水饺
大会和“森•呼吸”。今年的“森•呼吸”踏
出雪兰莪州，到霹雳州的邦咯岛进行两天一夜行
程。

本系分别于2010年12月及2013年12月开
办了第一届及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
班”，而2016年12月也开办了第三届“辅导与
咨商境外硕士专班”。目前第一届辅导与咨商硕
士境外专班只有一位学员未通过论文口试，其他
18名学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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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员于2015年12月尾修毕15门课，进入
论文计划口试的程序，并于2016年5月尾至6月
中前往台湾修毕最后一门课，同时参加毕业典礼
和论文口试。目前，第二研究生有4位学员已经
通过论文口试并获颁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
与咨商硕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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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课程自2015年3月21日开始上课，共有17名学
员。第二届开办于2016年3月16日，第三届课程
则于2016年11月开始招生，目前已结束招生程
序，正在审查资格中，如录取人数符合开班最低
要求，将在2017年3月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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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邀
得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萧文博士主讲
《幽默咨商在辅导中的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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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年聚会
（2016年2月17日）

导师日活动（二）	： 水饺大会
（2016年6月21日）

导师日活动（三）	： 邦咯島之“森•呼吸”
户外生态之旅
（2016年9月3日-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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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叙联谊，以加强彼此的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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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能够与外界机构进行交流，拓展视野
增加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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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日期 日期 内容

Hulu	Langat	Hot	Spring 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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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hand	 Fellowship	 &	
Persatuan	 Rumah	 Amal	
Murni

09/07 社会义工服务：（Openhand	 Fellowship）为孤儿院的小朋友
们提供活动，让他们感到生命是有希望，开心的。（Persatuan	
Rumah	 Amal	Murni）为院内的老人和残障人士提供活动，以提
升他们的生活勇气与如何感受快乐，帮忙打扫老人院。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ifted	Children	Malaysia

12/10 配合发展心理学课程需要，授课讲师黄玲玲老师邀请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ifted	 Children	 Malaysia到新纪元学院为辅咨
系学生及教育系学生进行交流。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ifted	
Children	 Malaysia为学生讲解如何照顾和教导资赋优异的孩
子。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ifted	Children	
Malaysia与本校参与交流的学生合影留念。

3）	 赴台升学说明会

3.1	 校友协助升学辅导会（全年）

2013-2015年毕业的学生趁暑假回马探望师
长时，系上讲师安排学长姐到班上，在籍学生分
享升学资讯与在台生活经验，让学生掌握升学注
意事项，以及赴台须知等事务，先为学生做好升
学的心理建设。

学生们纷纷争取此次机会，向学长姐们询问
各所大学的课程、学习风气以及入学门槛，为往
后的升学做充分的准备。

3.2	 国交处说明会（6月24日）

国交处循例为应届毕业生举办升学说明
会，2016年的升学说明会日期定在6月24日。在
说明会上，国交处的蔡惠欣同事除了介绍与本院
辅咨系2+2学分转移课程有合作关系的台湾姐妹
校以外，还为系上学生讲解升学程序以及学生必
须留意申请的程序，提醒同学们切勿错过申请日
期。

4）	 全国中学生第十PRS“同侪辅导	
	 营”（28/5-30/5）

全国中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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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届，主题为“性心十足	 –	 谈性别教育与性教
育”。

本届同侪辅导培训营的目的为帮助学生了解
性教育在同侪辅导上的运用，强化学生对同侪辅
导的概念，学习如何保护自己、认识男女生理发
展、了解多元性别、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等，以达
到助人助己的效果。本次营会安排了系上凯琳讲
师与富美讲师与辅导中心萧毅梅老师和黄章健老
师担任课程讲师，四场讲座让学员们有更多的机
会对于与本届主题相关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与了解。

在营会中通过讲师的讲解及活动，让学员们
从中认识正确的性别教育与性教育的知识、从而
打破学员对性与性别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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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生第十同侪辅导营PRS。

5）	 十周年系庆系列活动

5.1		系庆开跑开幕典礼

为庆祝辅咨系创系十周年，本系规划了一整
年的活动以契合学院的办学理念：源自社会，回
馈社会，并于4月13日下午3点进行十周年的开
幕典礼，当天晚上即进行了首场的心灵电影院活
动。

5.2		心灵电影院

为了配合十周年系庆系列活动，辅导与咨商
学系系会举办4场电影分享会，并邀请系上的讲
师与辅导中心的老师们透过电影的内容与想象，
一同探讨有关电影的心理学或社会课题。

心灵电影院的对象是开放给本校全体师生以
及社区公众人士前来观赏与交流。

日期 电影 负责老师

13/04 TENPLE	GRANDIN
星星的孩子

黄凯琳老师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讲师

27/04 THE	WAVE
浪潮

黄玲玲老师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讲师

04/05 INSIDE	OUT
脑筋急转弯

黄章健老师
辅导中心辅导员

11/05 MY	NAME	IS	KHAN
非名之罪

饶安莉老师
辅导中心辅导员

5.3		辅导讲座	–	急救知识

系上邀请圣约翰救伤队的讲员为本校学生讲
解圣约翰救伤队的工作范围、基本的急救方法、
药物使用以及其他有关急救的知识，讲员现场示
范包扎受伤的部位，并让学生学习包扎方式。

5.4		校友回校日

辅咨系首次举办校友聚餐会，邀请曾经在
辅咨系任教的老师们及所有校友们出席本次的聚
餐。拉近彼此的关系，促进交流。

5.5		中学辅导营

本系讲师与辅导中心老师组成一个培训团
队，带领5位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学生（辅一
生：伍乃银、林欣铭；辅二生：秦宝欣、陈文
康、陈韶瑜）于11月4日（星期五）为关丹中华
独中进行课程培训。课程培训安排如下：

老师培训：（43人）
时间 课程 讲师

08:00	-	10:00 课程一：班级
经营与心理调
适

蔡苔芬主任

10:00	-	10:40 午休 -
10:40	-	12:40 课程二：学生

问题与辅导
郭富美老师

学生培训：（初一生：117人、初二生：175
人、初三生114人）
时间 课程 讲师

08:00	-	10:00
（课程一）

初一生：
人际关系与沟通

黄凯琳老师

初二生：
性教育

黄玲玲老师
饶安莉老师

初三生：生涯 黄章健老师
10:00	-	10:40 午休 -
10:40	-	12:40
（课程二）

初三生：
人际关系与沟通

黄凯琳老师

初一生：
性教育

黄玲玲老师
饶安莉老师

初二生：生涯 黄章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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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讲座

2016年辅导与咨商心理系支援讲座一览表

序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备注

1 19/02（五） 东马/董总 新手老师工作坊 郭富美讲师
2 26/02（五） 董总 新手老师工作坊 郭富美讲师
3 27/02（六） 生命旅程休憩站 爱的沟通	–	非暴力沟通 黄凯琳讲师 社区辅导
4 27/02（六） 沙巴崇正中学 生命教育（英语教学） 黄玲玲讲师 教师培训
5

26/03（六）
吉隆坡中华中学
教师培训校本研
修课程

辅导技巧——同理心、沟
通（第一班）

蔡苔芬主任
教师培训校本研
修课程（教育系
短期工作坊）

6 辅导技巧——同理心、沟
通（第二班）

黄凯琳讲师

7 Z世代教育心理学 黄玲玲讲师
8 26/03（六） Turning	Point	

Integrated	
Wellness

亲职教育——问题所有权 黄玲玲讲师 社区辅导

9 02/04（六） 新纪元/招生处 升学辅导讲座 蔡苔芬主任
10 03/04（日） 新纪元/招生处 升学辅导讲座 郭富美讲师
11 13/04（三） 新纪元 心灵电影院《temple	

grandin》
黄玲玲讲师 系庆活动系列

12 27/04（三） 新纪元/学术部 从系统理论谈人际沟通与
情绪管理

郭富美讲师 学术专题演讲

13 05/05（四） 新纪元 APA	Workshop 黄凯琳讲师	
黄玲玲讲师

辅咨系的全体学
生

14 07/05（六） 马六甲/培风独中 教师专业图像与课堂管理 蔡苔芬主任 新手老师培训
15 07/05（六） 新纪元/PRS小队

辅
《领导与被领导》 黄玲玲讲师 小队辅培训课程

16 28/05	（六） 新纪元/	辅导中心 男女生理发展 郭富美讲师 全国中学生同侪
辅导培训营

17 29/05	（日） 健康的性	 –	 预防性病、
避孕方法

黄凯琳讲师

18 18/6（六） Pulau	Ketam
国民型中学

激励讲座	 –	 如何加强学
习动机

黄凯琳讲师 支援招生处讲座

19 19/10（二） 技职教育处 《生涯规划-认识个人性
格特征提升就业竞争力》

蔡苔芬主任 支援技职教育处
讲座

20 29/10（六） 生命旅程休憩站 《了解差异与冲突，促进
和谐人际关系》

黄玲玲讲师 社区公益讲座

21

4/11（五） 关丹/中华中学

《提升正能量》 蔡苔芬主任 十周年系庆活动
系列——教师辅
导讲座

22 《学生问题辅导》 郭富美讲师
23 《青春无悔，	 健康的校

园两性关系》
黄玲玲讲师 十周年系庆活动

系列——中学辅
导工作：初二及
初一辅导讲座

24 《人际关系》 黄凯琳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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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备注

25 21/11（一） 吉隆坡中华中学	
教师培训校本研
修课程

Z世代教育心理学 黄玲玲讲师 教师培训校本研
修课程（教育系
短期工作坊）

26 21/11（一） 辅导技巧——同
理心、沟通

黄凯琳讲师

7）	 系务与课程规划

7.1	 咨询委员会会议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于2005年起成立了学
术咨询委员会，目的乃研究、讨论以进行课程定
位、规划、发展等与辅咨系息息相关的课题。委
员会之成员是由本系邀请辅导界资深或学有专长
的委员4人及系上的讲师担任。结合委员们的专
业与经验，在上下半年学期开始前或后，各召开
一次会议，共谋系务之发展。委员的任期为两
年，辅咨系邀请了李志祥博士、陈如湘老师、吴
启铭老师与蔡美金老师担任2016年至2017年的
咨询委员会委员。本系已经于2016年9月28日和
12月06日召开一年两度的咨询委员会会议。

7.2	 学术顾问（Academic	Advisor）,	
	 校外考委（	External	Examine）		
	 &业界顾问（Industrial	Advisor）

•	学术顾问（Academic	Advisor）
	 陈如湘博士
	 （任期：2014年9月－2016年12月）。

•	校外考委（External	Examiner）
	 &	业界顾问（Industrial	Advisor）
	 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创办人李志祥博士	

	 （任期：2014年9月－2016年12月)。

7.3	 部门会议

配合院方的月份学术会议，向未出席的全职
讲师及执行员传递会议内容，并作系务的检讨与
跟进。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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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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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于2015年年底呈报申请开课准证，
为在职人士提供专业进修的机会。学程为一年
半，分二段长学期与二段短学期，实修60学
分。2016年获审核单位通知，总学分应为90，
另有30学分之抵免课程设置，是可以供学员以工
作经验抵免的。本系做了添加，将此十门课设置
在最初两个学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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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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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颁彰化师范
大学硕士文凭。

已通过论
文口试者

已通过论文计划
口试者

正筹备论文计划
口试者

叶雪芳、
吴富业、
梁婷婷、
翁秀珠

林明申、江泽鼎、
刘健顺、郭仪莲、
张美娟、杨育慧

李雪妮、吴允芬、
袁锦威、郭淑梅、
温一翰、张智玲、
陈俊峵、陈亿婷、
许媚纭、赖美芳

9）	 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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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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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份开办第二届性学所境外硕士专
班学员8人，第三届目前在资格审核阶段。

10）	工作坊

10.1	 《幽默咨商在辅导中的应用》	
	 （2016年11月26~27日）

辅咨系于2016年11月26日至27日在新纪元
学院举办《幽默咨商在辅导中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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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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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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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符合这个工作坊的主题。萧老师运用案
例做讲解和说明，加上简单易懂的理论知识，学
员们纷纷表示这次的课程获益良多。唯一困难是
运用，毕竟幽默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人与人交流
的方式，这并不是想学就一定学得到的一种咨商
技巧。

这课程也打破了长久以来，大家对咨商的
观念。在咨商过程中，咨商师多半都是会避免使
用幽默，都是以字正腔圆、端正的说话方式与个
案对话，在咨商师的教育训练中，也不会被允许
去触及这个主题，因此幽默是无法透过训练得来
的。在课堂上，学员也有反映『幽默』到何种程
度才能称得上是『幽默』？而不是被个案感觉被
讽刺、不被尊重等。萧老师准备了许多运用幽默
咨商的实例的讲义，让学员能透过实例以了解幽
默咨商使用的方式、时机以及会带来的效果，再
进行评估。

萧文教授与全体学员合照留念，前排左起辅咨系讲师黄玲玲、辅咨系主任蔡苔芬博
士、萧文教授、辅咨系讲师兼辅导中心主任郭富美、右一辅导中心老师饶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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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育系暨教师进修中心

1）	 教育系

为配合教育系十周年庆，本系分别于2016
年2月23日、24日、25日及3月3日，在民都鲁
开智中学、诗巫公教中学、古晋一中独立中学及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举办“华教讲座”，由本系张
伟隆讲师主讲。

本系于2016年6月20日至	 21日举办十周年
庆庆典，主题为“茶品经典”。系庆庆典上布置
了许多展区及活动供来宾参与与了解，包括了：
教育系十年历史走廊展区、中华才艺表演、华语
诵读比赛、《马来西亚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
践》新书推介典礼及应届毕业生学习成果展等。

于6月20日的开幕典礼上，本系在应用华语
教学专业及幼儿教育专业发展规划上，与马来亚
大学孔子学院、绿洲幼儿园及奕阳幼儿园签订合
作备忘录，以加强两个专业课程的外界交流与合
作，共同推动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及幼儿教育在马
来西亚的发展。

此外，本系于庆典期间邀请了3位不同领域
的嘉宾进行专题演讲。第一场次邀请了马来西亚
佛教总会总务释继尊法师担任“茶悟人生”主讲
嘉宾，由本系王睿欣讲师担任主持人；第二场次
邀请了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林水檺客卿教授担
任“茶道人生”主讲嘉宾，由本系张伟隆讲师担
任主持人；第三场次邀请了本院文平强副院长担
任“茶论人生”主讲嘉宾，，由本系叶俊杰讲师
担任主持人。

通过与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的合作，本系于
2016年10月19日邀请了三位中国学者到本院举
办“新纪元学院教育系十周年庆活动系列讲座”
，讲座会共分为三个场次，第一场次由江苏省委
党校的米寿江教授主讲“南京伊斯兰教的历史与
现状——中国伊斯兰教都市化进程研究”；第二
场次由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张践教授主
讲“月印万川、理一分殊和分映万灯——不同宗
教隐喻背后的共同价值”；及第三场次由中央民
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杨桂萍教授主讲“中
国伊斯兰教的本土经验和当代使命”。以上讲座
由新纪元学院副院长文平强博士担任主持人。

教育系十周年庆庆典“茶品经典”全体师生大合照。

教育系十周年庆庆典活动讲座，前右起为张践教授、王淑慧
博士、文平强博士、米寿江教授、杨桂萍教授。左为孔子学

院陈忠院长。

1.1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DTCSL)、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DECE)

今年共有19位学生加入教育系就读上述二
课程，分别为4月份学期共5位就读应用华语教
学专业文凭课程、7位就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8月份学期共7位就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

今年毕业的学生共21位，分别2位应用华语
教学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及3位幼儿教育专业文
凭课程的学生参加春季毕业典；4位应用华语教
学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及12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的学生参加秋季毕业典礼。

今年1月至3月间，共有33位学生进行“教
学实习”，分别是13位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
程的学生及9位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到
印尼的日惹、万隆及牙律进行实习；11位幼儿教
育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则留在本国实习。



107

1.2	 学术成果

1.2.1	 研讨会/文章发表/论文发表

姓名 参与性质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王淑慧 发表 中马华人华文国际
学术研讨会

国际交流与华文高校学
生国际学习的探究

28/10~
30/10

中国：广西师范学院

王睿欣 发表 中马华人华文国际
学术研讨会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下马来西亚华语教学发
展的新趋势

28/10~
30/10

中国：广西师范学院

王睿欣 发表 2016马来西亚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国际研讨会

马来西亚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的本土师资现
状及培养思考

05/11~
06/11

马来西亚大学孔子学院

叶俊杰 发表 2016年马来西亚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国际研讨会

如何在吉隆坡大学及泰
莱大学进行有效的网络
平台汉语教学

05/11~
06/11

马来西亚大学孔子学院

叶俊杰 发表
(共同作者)

2016年马来西亚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国际研讨会

<马来西亚私立大学汉
语教材的文化内容探
究——以吉隆坡大学教
材《生活华语》与《学
华语说华语》为例>

05/11~
06/11

马来西亚大学孔子学院

1.2.2	 专题讲座/座谈会/交流会/课程/会议主持/比赛

姓名 性质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王淑慧 主持人 孙中山在海外国际
学术研讨会	 会议
（三）

16/10 新纪元学院

新纪元学院第三场
学术专题演讲

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
模式：马来西亚华裔
大学生对马来语的习
得—以马来西亚拉曼
大学华裔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的分析

13/07 新纪元学院

专题演讲 教育博士课程-东
南亚华文教育议题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9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华文教研中心

第五届教育创新国
际学术研讨会

公民实践取向的幼儿
学习

03/12~
04/12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主讲人 培训课程 教学设计 1月 关丹中华中学
培训课程 新手教师-	 教师修炼、

心 理 健 康 、 班 级 管
理、教学技巧

1月 槟城五独中

培训课程 教学设计 3月 巴生光华独中
培训课程 团队	•	领导	•	素养 4月 笨珍培群独中
培训课程 学	•	做教师 4月 雪隆中小学华文教

师培训营
培训课程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6月 中国北京国际教育

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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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质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培训课程 班级经营 8月 Dynabook		Sdn	Bhd
培训课程 教学设计 11月 巴生中华独中
培训课程 教学设计 12月 董总成功教育小组
培训课程 新手教师-教师素养、

教师心理、教学技巧
12月 新山宽柔中学

培训课程 教师心态 12月 笨珍培群独中
培训课程 教学设计、教学技巧 12月 笨珍培群独中

王睿欣 主讲人 新纪元学院第三场
学术专题演讲

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
模式：马来西亚华裔
大学生对马来语的习
得—以马来西亚拉曼
大学华裔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的分析

13/07 新纪元学院

新生讲座会 大学是什么？ 4月 新纪元学院
新生讲座会 大学是什么？ 8月 新纪元学院

筹 委 会 副
主席/主持
人

2016年马来西亚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国际研讨会

05/11~
06/11

马来亚大学孔子学
院

裁判 新纪元学院第三场
学十周年庆庆典

华语诵读比赛 20/06~
21/06

新纪元学院

张伟隆 主 持 人 及
裁判

第三届中学生陈嘉
庚常识比赛

30/07~
31/07

Crystal	 Crown	 Ho-
tel，	KL

主持人 教育系10周年庆 茶品经典之茶道人生 20/06 新纪元学院
主讲人 教育系10周年庆 华教讲座 23/02 民都鲁开智中学

教育系10周年庆 华教讲座 24/02 诗巫公教中学
教育系10周年庆 华教讲座 25/02 古晋一中独立中学
教育系10周年庆 华教讲座 03/03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30/05~

04/06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04/12~
08/12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
中学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12/12~
16/12

巴生滨华中学

叶俊杰
莫顺宗
罗燕婷

Research	
Grant

陈六使研究所 《吉隆坡南区华校非
华 裔 生 人 数 调 查 研
究》

01/04/15~
01/04/16

新纪元学院

叶俊杰 陈六使研究所 The	Survey	Studies	o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on-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	Located	
within	Selangor	Daerah	
Hulu	Langat

01/04/16~
01/04/17

新纪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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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质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BKP	 Research	
Grant	Award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17/10/16~
18/10/17

University	of	
Malaya

张溧芳 Research	
Grant

陈六使研究所 《主题统整教学之六
岁幼儿语言学习研究
报告》

01/04/15~
01/04/16

新纪元学院

张伟隆 Research	
Grant

陈六使研究所 《吉隆坡冼都区华小
华裔生人数递减调查
研究》

01/04/16~
01/04/17

新纪元学院

1.2.3	 出版专著、学术专著

主编 书名 文章 出版地点 日期

王淑慧、
王睿欣主编、
叶俊杰、张伟隆、
张溧芳协编

《马来西亚华语文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

加影：新纪元学院
教育系

2016年6月

王淑慧 《马来西亚华语文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

<课堂教学评量主体的
多元化>

加影：新纪元学院
教育系

2016年6月

王淑慧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报》

<多元化课堂教学评量
的原理>

加影：新纪元学院 2016年第2期

王淑慧、王睿欣
（合编）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报：新纪元
学院教育系成立十周
年之华语文教学专
刊》

加影：新纪元学院 2016年第2期

王睿欣 《马来西亚华语文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

<马来西亚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还是作为
外语教学问题之探索>

加影：新纪元学院 2016年6月

王睿欣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报》

<马来西亚本土华语教
师培养方向刍议〉

加影：新纪元学院 2016年第2期

叶俊杰 《马来西亚华语文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

<马来西亚中小学生汉
语考试（YCT）调查研
究>

加影：新纪元学院 2016年6月

张伟隆 《马来西亚华语文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

<探讨汉字教学中的“
写字”与“画字”>

加影：新纪元学院 2016年6月

张伟隆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报》

<《华人社会与文化》
课的课程设置研究：
以马来西亚新纪元学
院应用华语教学专业
文凭课程为例>

加影：新纪元学院 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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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它

1.3.1	 北京实习项目

本院与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联办“北
京市高校大学生赴马来西亚教育实习”项目，于
2016年8月1日至8月19日在马来西亚进行。本
次共有50位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师
范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实习生到全马22所
独中：笨珍培群独立中学、麻坡中化中学、新文
龙中华中学、新山宽柔中学、吉隆坡中华独立中
学、巴生中华独立中学、金宝培元独立中学、安
顺三民独立中学、太平华联中学、亚罗士打新民
独立中学、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
独立中学、槟城钟灵独中中学、古晋中华第三中
学、美里培民中学、泗里奎民立中学、古达培正
中学、诗巫公教中学、斗湖巴华中学、沙巴保佛
中学、诗巫光民中学及关丹中华中学进行实习。
本活动于2016年8月1日进行开课礼，并定于8月
19日进行结业礼。

北京市高校大学生赴马来西亚教育实习之开幕典礼

1.3.1	 台北市立大学来访

台北市立大学教育系2位研究生和4位大学生
于8月29日至9月2日到访本院进行交流，期间安
排的活动包括：两校学生交流、台北市立大学的
学生讲授“台湾文化”课、吉隆坡文化考察等。
通过上述活动，两校教育系学生达到非常良好的
交流效果。

1.3.2	 印尼中学生国际交流

由本院教育系与印尼克拉登中学联办、本
院文化推广中心协办的“印尼克拉登中学生汉语
文化体验营”	 于2016年09月28日至10月2日举
行，共为期5天。本次活动共有10位印尼中学生
与2位带团老师来访，其目的主要让印尼克拉登
中学生来到马来西亚与本系学生于汉语的学习上
进行交流，借此更深刻地体验本地中华文化。同
时，透过此次活动，也加强了两校学生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

1.3.3	 北京教育研修班

由本院教育系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办、北
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接办、首都师范大学承办
的“2016年北京教育研修班”于2016年12月6
日至12月20日举行，共为期14天。本研修班由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讲师叶俊杰博士领队，研修学
员大部分为马来西亚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包括华
文小学教师、国民小学华文教师、国民型中学华
文教师以及华文独立中学教师，共16位学员。本
次研修宗旨为让本地从事教育领域的相关人员，
特别是华文教师可以从中国语文教学中作为借
鉴，提升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水平及提升教师的
教学效能。

北京教育研修班全体学员大合照

1.3.4	 福建幼教研修班

由本院教育系与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联办、
福建省侨办接办、福建师范大学承办、福建省海
外华文教育发展中心协办的“2016年马来西亚
华文幼儿教师研修班”于2016年11月30日至12
月12日结举行，共为期14天。本研修班由新纪
元学院教育系叶嘉宾讲师领队，研修学员大部分
为幼儿教育工作者，包括小学教师、幼儿教师、
幼儿园园长以及新纪元学院教育系幼教专业的学
生，共30位学员。本次研修宗旨为让本地从事教
育领域的相关人员，特别是幼儿教师能以中国幼
教发展为借鉴，增强本土教师的职业素养，提升
马来西亚幼儿教育的专业水平。

福建幼教研修班全体学员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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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进修中心

教育系为配合系务发展及展现专业素质，于
2016年1月1日成立“教师进修中心”，以更专
业地与国内外合作学展开更多项目课程，协助提
升本国从幼儿园至大专学府的教育素质。

教师进修中心“教育专业培训委员会”于
2016年2月26日，在新纪元学院教育系会议室
举行常年会议。会议委员包括莫顺生校长、李宽
荣校长、叶天送副校长和李斯胜博士、邓日才校
长；本院代表成员为王淑慧主任、张伟隆讲师、
史珍妮、叶姿汕和夏敏惠。会议主要内容包括汇
报教育系2015年的进展与2016年的工作计划及
提出对师资培训未来发展的建议。

2.1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1.1	 现行班级

班别 日期 科目 讲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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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至9月 SEPM204
校内视察

2016年6月6日至
2016年6月11日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罗巧淯

2016年12月5日至
2016年12月10日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赖阿福

2016年12月12日至
2016年12月17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程小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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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至9月 SEPM204
校内视察

2016年6月6日至
2016年6月11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危芷芬

2016年12月5日至
2016年12月10日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刘淑雯

2016年12月12日
至	2016年12月17日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彭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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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至9月 SEPM204
校内视察

2016年6月6日至
2016年6月11日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张伟隆

2016年12月5日至
2016年12月10日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黄宝园

2016年12月12日至
2016年12月17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郭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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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至9月 SEPM204
校内视察

2016年6月6日至
2016年6月11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林清文

2016年12月5日至
2016年12月10日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张伟隆

2016年12月12日至
2016年12月17日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叶蕙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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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别 日期 科目 讲师/项目

育才基金赞助，新纪元学院主办
第一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5-1）
上课地点：峇株华仁中学

2016年3月至9月 SEPM204
校内视察

2016年6月6日至
2016年6月11日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梁怀蔚

2016年12月5日至
2016年12月10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张玉茹

2016年12月12日至
2016年12月17日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孙旻暐

2016年12月19日至
2016年12月24日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王沛清

育才基金赞助，新纪元学院主办
第二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5-2）
上课地点：太平华联中学

2016年3月至9月 SEPM204
校内视察

2016年6月6日至
2016年6月11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郭国桢

2016年12月5日至
2016年12月10日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赖健二

2016年12月12日至
2016年12月17日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白惠芳

2016年12月19日至
2016年12月24日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刘荣禧

新纪元学院和巴生滨华中学联办第
三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6年3月至9月 SEPM204
校内视察

2016年6月6日至
2016年6月11日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苏佑仟

2016年12月5日至
2016年12月10日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李建邦

2016年12月12日至
2016年12月17日

SEPM	202
马来西亚教育研究

张伟隆

2016年12月19日至
2016年12月24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陈易芬

新纪元学院和沙巴华文独立中学董
事联合总会联办第五届中文教育专
业文凭课程

2016年3月至9月 SEPM204
校内视察

2016年6月6日至
2016年6月11日

SEPM203
学校辅导工作

张玉茹

2016年12月5日至2
016年12月10日

SEPM101
教育心理学

翁福元

2016年12月12日
至2016年12月17日

SEPM105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行动研究

舒富男

2.1.2	 结业班级

班别 日期 科目 讲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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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至
2016年7月

SEPM	205	校外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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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别 日期 科目 讲师/项目

2017年8月27日 参与新纪元学院第
17届秋季毕业典礼

毕业人数：40人
成绩优异奖：黄胤怡
书券奖：刘建煌、蔡展恒、
洪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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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至
2016年7月

SEPM	205	校外视察

2017年8月27日 参与新纪元学院第
17届秋季毕业典礼

毕业人数：33人
成绩优异奖：林耀时
书券奖：曾湘凌、曾嘉瑜、
彭忠祥

新纪元学院主办、巴生光华独
立中学协办第十届马来文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

2016年5月至
2016年7月

SEPM	205	校外视察

2017年8月27日 参与新纪元学院第
17届秋季毕业典礼

毕业人数：21人
成绩优异奖：MUNIAMAH	
A/P	SUBRAMANIAM
书券奖：蔡慧琴、苏珠
燕、SITI	NURL	ADILAH	
BINTI	ALIAS

新纪元学院主办、霹雳育才独
立中学协办第十一届中文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

2016年5月至
2016年7月

SEPM	205	校外视察

2017年10月8日 参与在霹雳育才独中
举行的毕业典礼

毕业人数：27人
成绩优异奖：陈彩霞
书券奖：纪瑞芬、林亚鸾、
叶潍光

新纪元学院与宽柔中学联办第
四届中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2016年5月至
2016年7月

SEPM	205	校外视察

2017年11月5日 参与在新山宽柔中学
举行的毕业典礼

毕业人数：36人
成绩优异奖：蔡荣进
书券奖：许伟健、陈秋忆、
戴景娴

3）	 校本培训课程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暨教师进修中心为了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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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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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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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在2016
年一共开办了32场校本培训课程，相关培训课程
如下：

序 开办时间 校本培训课程主题 师资 地点

1 2016年1月2日 如何营造自己的教育人生 梁怀蔚讲师 宽柔古来分校
2 2016年1月23日 教学设计 王淑慧博士 关丹中华中学
3 2016年1月30-31日 新手老师培训 王淑慧博士 槟城钟灵独立中学
4 2016年2月20日 教学视导的观点 梁怀蔚讲师 金保培元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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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开办时间 校本培训课程主题 师资 地点

5 2016年3月9日	 数学教学工作坊 梁崇惠博士 巴生兴华中学
6 2016年3月11日 数学教学工作坊 梁崇惠博士 麻坡中化中学
7 2016年3月13日 数学教学工作坊 梁崇惠博士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8 2016年3月14-16日 行政人员培训 萧国仓校长 新山宽柔中学
9 2016年3月16日 数学教学工作坊 梁崇惠博士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10 2016年3月26日 教学设计 王淑慧博士 巴生光华独中
11 2016年3月26日 辅导技巧：同理心、沟通技巧

（中文）第1班
蔡苔芬博士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2 2016年3月26日 辅导技巧：同理心、沟通技巧
（中文）第2班

黄凯琳讲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3 2016年3月26日 辅导技巧：同理心、沟通技巧
（马来文）

李斯胜博士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4 2016年3月26日 Z时代的教育心理学（中文） 黄玲玲讲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5 2016年3月26日 Z时代的教育心理学（马来文） 蔡美金讲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6 2016年3月26日 教育电影赏析 贺世平讲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7 2016年4月9日 团队	• 领导	• 教师素养 王淑慧博士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18 2016年5月11-12日 沟通技巧 何希慧博士 董总
19 2016年9月1日-3日 从国际趋势看翻转教室的实践-以

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教学与实务应用
何希慧博士和
陈荣政教授

居銮中华中学

20 2016年9月3-4日 纠正偏差行为的教学活动设计 张溧芳讲师、
连瑞盈讲师及
陈汉梅讲师

绿州教育中心

21 2016年11月18日 班主任培训—如何成为一位称职、
到位的班主任

梁怀蔚讲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2 2016年11月21日 辅导技巧：同理心、沟通技巧等 黄凯琳讲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3 2016年11月21日 Z世代的教育心理学（中文） 黄玲玲讲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4 2016年11月21日 教育电影赏析 贺世平讲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5 2016年11月21日 Z世代的教育心理学（马来文） 李斯胜博士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6 2016年11月21日 辅导技巧：同理心、沟通技巧

（马来文）
蔡美金老師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7 2016年11月28日
-30日

行政人员培训课程 林国祯副教授 宽柔古来分校

28 2016年11月	21
-22日

教学设计（中文） 王淑慧博士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29 2016年11月	21
-22日

教学设计（英语） 李斯胜博士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30 2016年12月29日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中文） 王淑慧博士 新山宽柔中学
31 2016年12月30日 教师心态 王淑慧博士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32 2016年12月31日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中文） 王淑慧博士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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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广教育部

1）	 招生与学生人数持续增加

延续2015年的招生策略奏效与多项课程学
生的报名人数激增，推广教育部在2016年持续
积极地参与各项招生工作，例如参与各项大型教
育展及学校教育展，学院开放日，也持续提供多
场的工作坊予前来我校的中学单位及频密外出提
供多场学校讲座等。此外，为持续地刺激与提升
学生学报名人数，部门除了继续采用了最有效的
面书广告策略外，也新增了手机应用程式的招生
方法例		“WHATSAPP	&	WECHAT”	，以期全方
位地解答学生各种疑问与追踪报名进展。2016	
年全年的新生人数持续增加。全年总人数为位学
生。2016年各学期报名人数如下：

序 学期 报名人数

1 1月份 84
2 5月份 215
3 9月份 97

1.1	 学校讲座与工作坊

推广教育部在2016全年进行了多场的技职
教育课程推广巡回活动，此巡回活动提供了多场
讲座给不同地区的中学，当中包括了国民型中学
与独中等。11月8日实兆远南华国中技职教育讲
座，校方安排了该校中四以上的所有学生（约两
百名）前来出席讲座会。9月24日马六甲公教中
学来访，本部安排了两场别开生面的工作坊（创
意彩妆专业课程与多媒体与商业设计专业课程）
，让参与的师生们体验得不亦乐乎外，也对我校
技职教育课程有更深层的认识。7月12日至15日
东马砂拉越诗巫中学巡回讲座，本部拜访及提供
技职教育课程讲座予当地约8所中学，其中几所
中学为当时额外增加的行程，因有关中学的校长
获知本部前去后并在当时极力邀请我方前去提供
讲座。

随着政府的政策逐步趋向技职专业认证化，
未来国内许多的汽车维修技术人员除了掌握专业
技术外，也须持有一纸认证，方能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中占一席之位。

有鉴于此，本部与马来西亚ISUZU总经销
商“PTM	 Group”合作，双方共同办理汽车（轻
型与重型）维护课程，为国内许多华裔子弟提供
更多一种专业课程的选择。双方于9月8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并在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张盛闻上议员
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2）	 新产学合作项目“汽车维护课程”

双方在签署合作意向书的新闻发布会

因本部于7月前往诗巫地区进行技职教育巡
回讲座奏效，因此本部在10月28日与29日迎来
了诗巫地区最大的圣心中学来访我校。此行该校
校长与老师一行人约10余人到访，主要是再深
入了解我校技职教育课程与校园环境导览等。会
后该校校长与老师表示都非常满意我校的办学理
念，课程与读书环境等。同时双方也表示未来将
会加强两校的联系与互动。	

3）	 东马砂拉越诗巫圣心中学来访推广教育部

诗巫圣心中学来访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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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本部技职教育课程的知名度以及商界
认可度，本处于2016年里尝试联系英国著名学
府，以期获得著名学府的课程认证。在与经过本
部多番的联系与努力，推广教育部于同年11月成
功与英国西苏格兰学院(WEST	 COLLEGE	 SCOT-
LAND)缔结策略合作关系，使我校成为其在马来
西亚的合法课程培训中心。

英国西苏格兰学院也是现今的英国苏格兰最
大的政府技职学院，学校由当地的三所学院联合
组成，全校学生近2万1千多位，行政与老师约1
千2百位。

4）	 英国新课程合作伙伴	(WEST	COLLEGE	SCOTLAND)

英国西苏格兰学院颁发的策略课程伙伴证书

为让技职教育课程内容提供直接经验，以
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从中培养对事物的观
感，推广教育部于11月14日特别安排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户外教学给所全体技职教育课程的学
生，名为《趣•走走》。

此户外教学计划旨在将教室内的学习延伸到
校外，让学生能够将在这个阶段所学知识和技术
融合并并实际展现出来。此户外教学，部门与老
师们带领了学生前往布特拉再也的多个大自然地
区进行课业练习的实体操作与体验。

5）	 学生活动《趣•走走》

学生全神贯注地观看解说员解释如何进行胶汁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