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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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自2010年8月1日成立行政部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主要任务是襄助
院长、副院长办理各项校务行政工作，以及管理
与协调其属下10个部门——公关处、国际交流
处、国际学生事务处、学生事务处、招生处、庶
务处、政府事务处、图书馆、电脑中心、辅导中
心以及文化推广中心之业务推展，以提升校区行
政效能。故就功能而言，行政部兼具“执行者”
与“沟通者”之双重角色。

行政部的业务包括：召开与主持相关行政事

务会议、行政单位公文审核、跨单位综合事务协
调与联系、各项筹款活动之规划与推动，以及其
他重大校务发展计划等。此外，行政部积极推动
华文教育及推广中华文化活动，鼓励学生报考华
文与珍惜学习母语的机会。

行政部成立至今，在推动校务工作上，秉
持“教育为主、行政为辅”之原则，致力于提升
学校行政服务质量、改进行政单位公文处理流
程、协助推动校务发展，并充分支持教学及研究
单位。

（一）行政部

1.1 简介

1.2 行政部结构图

文化推广中心

院长

副院长

行政部

庶务处公关处

图书馆招生处

电脑中心辅导中心

国际交流处学生事务处

国际学生事务处政府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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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12月31日，学院共有全职及合
约教职员141人，其中全职及合约学术人员共有
55人，行政人员86人；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的
全职与合约教职员有97人，约占教职员总人数
68.8%。

 为配合学院升格的大方向，学院在2016
亦致力保持具硕士、博士资格学术人员的百分
比。截至2016年12月31日，院内具博士资格的
全职学术人员共有14名，大约占学术人员总数的
25.5%。

（二）人事处

2.1 教职员报告

2.2 培训

为了加强学术人员的教学素质，人事处在
3月9日，为学术人员安排了“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Workshop: Module 2 -                           
Implementing OBE”内部培训，一共有52位教
职员参与此培训。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Workshop: Module 1 - 
Implementing OBE”上课一景。

为了让教职员能够更加认识自我及提升同
事之间的团队凝聚力量与合作精神，人事处也于
10月11日至12日为行政人员安排“个人与组织
成长工作坊：提升心效能 ” 工作坊，一共有25
位职员参与培训。讲员通过讲解、分组讨论、测
验、游戏、经验分享等，让学员了解人格类型、
认识自我及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及共同点，进而
促进自我及团队成长。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在10月21日至22日，人事处在为危机小组
成员举办了“First Aid 2.0 (Basic Occupational 
First Aid and CPR +AED)”，一共有22位危机小
组成员参与培训。通过这项培训，危机小组成员
学习急救的方法，受伤的包扎、实际演练危机事
件处理等等，也希望通过此培训，危机小组成员
在危机发生时及时及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

实际演练危机事件处理。

为了让新纪元学院教职员能够更加认识及了
解新纪元学院的背景，人事处也于11月2为教职
员安排「新」故事研习班，共23位教职员参与。
此研习班的主讲者是本院院长莫顺宗博士，通过
莫院长讲述新纪元学院故事及观赏新纪元学院的
短片，让新同事对新纪元学院的历史有更进一步
的了解。此研习班也让教职员有机会一起讨论与
分享如何建立美好的新纪元大学学院。

学员与讲员院长莫顺宗博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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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行政人员的服务素质，人事处在11月19日及12月3日为行政人员举办：“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一共有75位行政人员参与这两场内部培训课程。

除了内部培训课程，人事处也安排教职员参与多项外部培训。以下为学院在2016年举办或安排教
职员参与的各类培训课程及研讨会：

序 日期 课程名称 内部/
外部培训

参加人数

1 9/3/16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Workshop:   
Module 2- Implementing OBE

内部 52

2 21/3/16-29/3/16 COMPTIA Security  + 外部 1
3 8/6/16 GST Accounting and Latest Development 

Workshop
外部 3

4 15/6/16 GST Accounting and Latest Development 
Workshop

外部 1

5 28/6/16-29/6/16, 
20/7/16-21/7/16, 
10/8/16-11/8/16

Certificate in Malaysian Taxation & GST 外部 1

6 18/7/16- 21/7/16 MBTI Step I & II Certificate Program 外部 1
7 21/7/16-22/7/16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外部 1
8 27/7/16-28/7/16 Pengurusan Penyenggaraan Bangunan dan 

Kemudahannya Yang Efektif
外部 1

9 2/8/16-4/8/16 2016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Culture-Inclusive 
Counseling Psychology

外部 1

10 22/8/16-25/8/16 Train The Trainer 外部 2
11 10-11/9/2016 Listening to the Strength of Life- Mandala 

Workshop
外部 1

12 24/9/16-25/9/16 The 11th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onvention

外部 1

13 6/10/16-7/10/16 Effe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 
Communication

外部 3

14 11/10/16-12/10/16 个人与组织成长工作坊：提升心效能 内部 26
15 17/10/16,1/11/2016,

21/11/2016
Practical Guide 2016: Taxation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

外部 3

16 21/10/16-22/10/16 First Aid 2.0 (Basic Occupational First Aid 
and CPR +AED)

内部 22

17 2/11/16 「新」故事研习班 内部 23
18 19/11/16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内部 47
19 28/11/16 MFRS15 & 16 外部 1
20 28/11/16 From Cases to Delivery: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 Teaching Case Study
外部 1

21 22/10/16-3/12/16 Sun Zi`s Art of War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外部 1
22 3/12/16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内部 28
23 4/12/16-5/12/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外部 1

在这些内部及外部培训之中，学院向人力资源发展局取回共约马币五万令吉的培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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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事务处

3.1 部门简介

政府事务处（Government Relations Office）
成立于2009年4月1日，此部门主要的任务是处
理新纪元学院与政府有关单位的相关事务，这些
单位包括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alay-
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高等教育
部（Ministy of Higher Education）、国家高等
教育基金局（Perbadanan Ta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 PTPTN）与马来西亚移民局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Malaysia）。这
些事务包括处理MQA课程认证申请、高等教育基
金贷学金、申请招收外国学生准证等。

新院所开办的课程皆须申请开办准证及认
证，以符合高等教育法令的规定。故此，政府事
务处须不时与新纪元学院各部门配合、协调与保
持密切的合作，以确保院方提呈政府部门的文件
准备妥善，符合各单位所设定的条规。

此部门的角色与功能包括：

（a）策划、督导、协调、执行及处理与政
府有关单位的相关事务，使新院与政府单位保持
良好互动，合作顺畅。 

（b）联系政府部门如MQA、高等教育部等
单位，呈交课程申请开办、课程认证工作、教师
准证申请、学院准证申请与更新、外国学生准证
申请、PTPTN临时认证申请、接待政府部门来访
及出访政府部门等等。

（c）确保各项课程获得高教部的认证，以
符合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的条件。

（d）收集、整理及草拟有关当局所需的资
料与文件。

3.2 2015年部门工作简报

3.2.1 升办大学事项 NEUC UPGRADE

• 升办大学申请已于2010年7月21日承上 
 到KPT. 

• 2011 年6月和12月再承上补交文件
• 2012年2月9日到访高教部作升格大学学 

 院汇报
• 2013年8月19日再次呈交升格大学学院 

 文件（等候审核）
• 2014年5月30日获取升格大学批准信函
• 2015 Doc submitted for neuc upgrade
• 2016 Jun 14 submitted for neuc   

 upgrade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of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3.2.2 新课程申请 NEW SUBMISSION (新课 
 程华语名待拟定)

•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MQA / PA 5293

•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Hons) in  
 Network Technology - MQA / PA 5306

• BSc (HON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  
 MQA / PA 5294

•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Hon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 MQA / PA 5307

• Bachelor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MQA / PA 4717

•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N/214/0170)

• Bachelor Of Arts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 Bachelor Of Educati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 Master in Education (M.Ed)
• Doctor of Education (Ed.D)
• Master of Arts (M.A.) (Asian Business)
• Diploma in Creative Multimedia
•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ASEAN  

 Studies)
• Master of Arts (M.A.) (ASEAN Studies)
• Master of Science (Business    

 Management)
• Doctor of Philosophy (Business)
• Master in Arts (Chinese Studies)
• Diploma in Marketing
•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Chinese  

 Studies
• Executive Diploma in Education
• Executive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3.2.3  获得MQA课程办学素质认证  
 （Accreditation）

• -

3.2.4 课程准证更新 (Renewal)

• -

3.2.5 申请招收国际学生执照   
 INTERNATIONAL STUDENT

• 更新招收国际学生执照准证.

3.2.6 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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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获得开办准证（Approval）后，新院可
向高教部申请临时认证（Provisional Approval, 
PA）。

获得临时认证后，新院学生便可以向国家高
等教育基金局（Perbadanan Tabung Pengajian 
Tinggi Nasional, PTPTN）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
金贷款（PTPTN）。一般上，由政府事务处与国
家高等教育基金局联系，跟进申请贷款的程序。

目前，本院共有18项课程可让学生申请
PTPTN贷款, 包括：

商学系 Business Studies Dept

1.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
 BA (Hon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0 Programme
2.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
 BSc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0  

 Programme
3.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Accounting

媒体研究系Media Studies Dept

1. 新闻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Journalism) (2+2)
2.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Radio & TV) (2+2)
3. 广告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Advertising) (2+2)
4.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Media Studies
美术与设计系Art & Design Dept

1.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Visual Art
2.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3.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4.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Fashion & Textile Design

资讯工艺系IT Dept

1. 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Web Development
3.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Commerce 

戏剧与影像系Drama & Visuals Dept

1.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Drama and Visuals

教育系Education Dept

1.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2.7 IPTS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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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处主要负责校外机关、社团、学校、媒体之联系与沟通，旨在建立重要公众关系与良好维持关
系之延续。此外，公关处亦负责《新光杂志》的发行、筹募及接领捐款事宜。

4.1.1 接待来访单位

（四）公关处

4.1 公关事务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2月2日
加影育华中学校长罗彩洁、家教协会主席林涌翔先生
院长莫顺宗、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
代主任吴振声
商谈与加影育华中学签署姐妹校合约一事。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3月11日
台湾作家暨画家刘轩、台湾作家暨旅行家谢哲青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学生会会长张伟康同学
【你的阅读决定你】新马巡回讲座之新纪元学院站。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3月26日
SMK  Jalan Bukit Kajang
院长莫顺宗、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
缔结姐妹学校签约仪式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优异生奖励仪式。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3月28日
Stedfast Association Kuala  Lumpur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文平强、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学生事务处主任林天来、
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
奖学金计划签约仪式。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4月15日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文平强、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
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招生处副主任萧维深
签署之“教育资源回馈计划”合作协议书仪式。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6月17日
Imperial Garments Sdn. Bhd.
美术与设计系主任 Mr. Ambrose Poh、美术与设计系讲师Ms. Yasmin Lim、公关处主
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美术与设计系执行员陈美青、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了解美术与设计系教学专业、服装设计与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以及提供实习
的机会予新纪元学院的学生。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6月29日
新纪元学院校友拿督杨建雄
副院长文平强、学术部副主任兼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高级讲师兼系主任蔡苔芬、推广
教育部主任李泉氚、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企航，创业学堂技职教育系列讲座” 之 《我已删除梦想，只有目标和使命，但是梦
想是免费的运动，让我探索框框外》座谈会。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7月9日
台湾弘明实验高级中学国际青年志工队
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马台中华传统艺能交流营”。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7月21日
联合日报（美里）总社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媒体研究系讲师兼协调员李慧易、招生处副主任萧维
深、学术部高级执行员房丽娟、注册处高级执行员萧玉仪、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提供媒体研究系奖学金予新纪元学生修读媒体研究系的课程，且毕业后必须投身于联
合日报服务5年的工作，为中文媒体培训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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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8月17日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北京行知塾与河南行知塾教育
院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新纪元升格进展进行汇报、双方进行简单交流。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8月22日
南方大学学院
院长莫顺宗、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推广教育
部助理高级执行员颜丰平
了解新纪元学院开展技职教育进行交流及学习现况。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9月8日
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YB张盛闻上议员、PTM Academy Sdn. Bhd
院长莫顺宗、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
新纪元学院与PTM Academy Sdn. Bhd. 签署合作意向书仪式。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0月26日
马来西亚模具厂商公会
院长莫顺宗、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推广教育
部助理高级执行员颜丰平、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技职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师资培训等项目进行交流与讨论。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月5日
士毛月新村村长颜闻昌先生
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学生事务处助理曾振荣
拜访与征求2016新纪元嘉年华赞助及协助宣传。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月6日
万宜新村前任村长刘顺石先生
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学生事务处助理曾振荣
拜访与征求2016新纪元嘉年华赞助及协助宣传。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月11日
雪隆老友联谊会主席黄隆洲先生
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学生事务处助理曾振荣
拜访讨论2016年嘉年华最后准备工作。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2月5日
丹斯里李金友
院长莫顺宗、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
拜访与新纪元发展境况进行汇报。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3月22日
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巴生中华国民型中学
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
洽谈签署教育资源回馈计划。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5月3日
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院长莫顺宗、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公关处主任兼招生
处代主任吴振声
签署之“教育资源回馈计划”合作协议书仪式。

4.1.2 出访与交流

拜访各社会团体、教育单位及机构，与各界保持联系与互动，为新纪元学院开创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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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6月14日
黄迓茱女士
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中国语言文学系代表洪芯仪同学、媒体研究系代
表伍祖涵同学、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代表萧依雯同学
拜访与新纪元发展境况进行汇报；黄女士口头答应捐献RM20,000.00充作“黄迓茱活
动中心修缮经费”。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7月15日
诗巫南大校友会
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推广教育部助理高级执行员颜丰平
拜访与新纪元发展境况进行汇报。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8月29日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文平强、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
声、教育系讲师兼教师进修中心组长张伟隆、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拜访与就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师资培训等项目进行交流与讨论。

出访日期：
来访单位：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9月21日至24日
2016 中国 - 东盟技职教育发展论坛
推广教育部主任李泉氚、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
代表马来西亚职业教育专家，并分享“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国际化现状”。

4.1.3 聚沙成塔

为了鸣谢各界对本院的热情襄助，本院特在此刊载捐献芳名录，以昭公信，并希翼籍此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企业团体及校友，聚沙成塔，打造新纪元。

日期 单位/个人 捐赠用途 数额 (RM)

04.01.2016 蔡伟正 新纪元学院印度尼西亚河婆学生助学金 5,000.00
12.05.2016 耕心慈善协会 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之《郑和的后现代》舞

台剧演出经费
6,000.00

05.07.2016 YAYASAN MUHIBAH 
TAN SI FNG AH SENG

新纪元学院“学生活动基金” 3,000.00

A. 新纪元学院校务发展基金

序 单位/个人 数额 (RM)

1. 陈万良先生 50,000.00
2. 杨有瑞先生 30,040.00
3. 丹斯里黄荣盛局绅全民团结

慈善基金会      
30,000.00

4.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10,000.00
5. TEAM 聚团 3,970.00
6. 雪州行政议员兼史里肯邦安

区州议员欧阳捍华                                
1,500.00

序 单位/个人 数额 (RM)

7. 加影镇方寺                              1,000.00
8. 修德善堂慈善机构                                           1,000.00
9.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1,000.00

10. 陈 金 彬 、 金 德 、 金 耀 、 金
源、金彪          

1,000.00

11. 中马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12. 纪念已故萧树兴家属                    1,000.00
13. 八打灵育群华小 1,000.00
序 单位/个人 数额 (RM)

14. 林天顺 1,000.00
15. 韩稳当 1,000.00
16. PERSATUAN PENGANUT 

DEWA NA DU BALAKONG  
1,000.00

17. ORIGINALUTION DANCE 
STUDIO

1,000.00

18. THREE V HOLDINGS SDN 
BHD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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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纪元学院建设与发展基金赞助人

序 单位/个人 数额 (RM)

1. 欧阳家族会                                      5,000.00
2. 联华文具纸业有限公司                    2,500.00
3. 麻坡客家公会                                                                                2,000.00
4. 谢和成                                2,000.00
5. 卢金峰   2,000.00
6. 李金泉                                  2,000.00
7. 陈民强 1,000.00
8.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1,000.00
9. 吉隆坡南区发展华小工委会                1,000.00
10.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000.00
11. 廖德水父子建筑有限公司                        1,000.00
12. 马六甲德教会紫呷阁 1,000.00
13. 双溪威桃园圣宫 1,000.00
14. 叶强生 1,000.00
15. 萧柏仁                                  1,000.00
16. 陈华和                                  1,000.00
17. 陈宗荣               1,000.00
18. 林崇生                                  1,000.00
19. 李贵祥                                  1,000.00

4.1.4 宣传、联办与筹募活动

A. 2016年新纪元嘉年华暨《爱•回家》 
 校友回校日

新纪元学院配合毕业典礼，主办一年一度的
新纪元嘉年华会及“爱•回家”校友回校日活动，
于2016年1月17日（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3
时在本院盛大举行，并获得新纪元学院校友会协
办，星洲日报为指定宣传媒体；当天更吸引逾
2000人出席。此外，共筹获RM 23,135.00充作
为新纪元校务基金。

本届嘉年华设有40个参展摊位，除了售卖多
种美食及特色饮料外，也配合农历新年即将来临
而设有挥春、年货及饰品摊位，让公众趁机办年
货，感受年味。此外，也邀请“共享空间”专业
舞团总监马金泉精心设计大型舞台汇演《转舞》
，结合新纪元学生及该舞团成员，以戏剧、舞
蹈、歌曲、廿四节令鼓等方式呈献，予与会者一
个全新及不同的视觉感受。

此外，2016年也是新纪元创校17年来，首
度举办校友回校日，并安排校友聚餐活动，以期
能凝聚校友关怀母校，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让
更多社区民众认识新纪元学院。

B. “主播星势代”新纪元首场造势活动

于2016年2月27日（星期六），新纪元学
院为支持单位，全方位主播选秀赛“主播星势
代”首场造势活动于新纪元学院C座UG楼黄迓茱
活动中心举办，当天吸引逾300名与会者出席。
主办单位也邀请到全方位艺人陈立谦、艺人歌手
云 镁鑫及大马年轻导演林翊胜与出席者近距离交
流，场面热闹！

此赛事由星洲媒体旗下的星洲电子报及百格
时视联合主办，U Mobile呈现；共襄盛举的单位
包括联合赞助商余仁生、器材赞助商Olympus、
媒体伙伴为八度空间及NTV7、妆发赞助Shu     
Uemura、L'Oreal Professional等。此外，新纪
元学院、拉曼大学、南方大学学院、UCSI大学、
韩江学院及韩新学院等学府也给予鼎力支持。活
动上除了有多个摊位让学生们玩游戏赢奖外，现
场还有特设的摄影棚供学生们拍摄1分钟的参赛
视频，体验在镜头前展现口才的机会。最后，在
活动上也播放了5种不同试镜的方式，并让3位分
享嘉宾评论，教导大家1分钟试镜影片该如何正
确的展现自己，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让学生们
获益良多。

C. 捐血运动

新纪元学院与国家血库中心联办，于2016
年5月18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下午4时，在
新纪元学院C座UG楼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捐血运
动。这场捐血运动吸引近百名“ 热血”人士热
烈响应，包括新院学生、教职员以及公众人士参
与，共筹获150包血液。

D. 2016年马来西亚独中生物/化学教师 
 （新加坡）研习班

继2015年举办马来西亚独中生物/化学教师
（新加坡）研习班反应热烈，成效良好。新纪元
学院将继续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手主办“2016
年马来西亚独中生物/化学教师（新加坡）研习

2016年新纪元嘉年华暨《爱•回家》校友回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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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并于2016年5月23至26日组团至新加坡
国立大学参加生物及化学科研习课程。

此次研习班由新纪元学院公关处主任兼招生
处代主任吴振声及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率团带领
出席2016年马来西亚独中生物/化学教师（新加
坡）研习班 ；共39位独中老师报名参与。研习
班以自我提升在生物/化学学科领域最新发展情
况为主，教学课程为辅，当中有生物及化学科技
专题讲座、实验室技术示范与操作及科技应用领
域的实地考察等；最后，还安排参观新加坡国立
大学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演变史。

2016年马来西亚独中生物化学教师（新加坡）研习班

E. “善发希望 • 健康检查活动”

于2016年7月13日，Stellavingze与新纪元
学院联办“善发希望 • 健康检查活动”，当天
吸引逾200名同学出席，以提高年轻一代之间对
社会的认识和关注，提倡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到那
些谁需要他们帮助和支持的社会分子。

此项活动为秉持着推广马来西亚青年对于社
会回馈，并推广青年之间对社会的奉献文化，更
重要的是提倡马来西亚青少年间对于弱势群体的
关怀的使命为推动力及关怀社会。当天活动包括
进行善发希望捐发活动及健康检查；参与现场捐
发活动（总计51人）及头发收集拿过来（总计
51撮）及参与健康检查（总计126人）。在活动
期间，专业人员对所有参与的学生们进行健康检
测以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根据这次检
查，抽出约20位学生代表的健康分析报告显示，
约90%的学生都处于潜在的健康危机的边缘；另
部分25%的学生都面对过重或过轻的个案。最
后，希望大家能携手建立充满关怀与爱的社会，
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F. 第33届全国华人文化节乌鲁冷岳区火 
 炬行

“第33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火炬行”乌鲁冷岳
站，逾1000人分成2条路线个别启航，路程分别

经过14间乌冷县华小，及19个华团会所传递火
炬，最后在新纪元学院会合；吸引许多人前来共
襄盛举，获得热烈的响应。此活动由乌冷华团联
合会主办，新纪元学院、加影师爷宫、加影镇方
寺、乌冷发展华小工委会及新纪元加影华侨产业
受托会联办。同时，乌冷华团联合会号召38个团
体联合举办的火炬行，分别以脚车队、车队和步
行队游行的方式，完成火炬相传的任务。

“善发希望 • 健康检查活动”

G. “兽裔群英会”• 马新学记聚首交流

于2016年12月28日至30日，共170名来自
全国7区的学记及新加坡的通讯员齐聚加影新纪
元学院参与“兽裔群英会”马新交流营；此项由
星洲日报《学海》主办，新纪元学院联办的交流
营，在新纪元学院举行。

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在开幕仪式上
指出，学记值得骄傲的是不分地区，成为州与州
或国与国之间交流的管道，而未来我们也计划加
入电视台主播或电台DJ一同交流，让各媒体之间
互相学习新闻工作上的技巧。他透露，他本身也
是第一届的学记，所以感触很深。“加入学记队
后，学记会一直在生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就算
离开校园投入工作后，身边仍会有学记相伴及互
相扶持。”

新加坡联合早报《逗号》记者兼编辑张立
励指出，通讯员和学记首次交流可追溯到1996
年，而那时学记的中文水平也让通讯员们刮目相
看。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是英语，所以当地华人在
说华语时难免会掺杂一些英语。她说，学记的热
情让通讯员们自叹不如，所以今年就特地带他们
前来大马，感受一下学记们的能量及互相交流。
同时，新加坡联合早报《逗号》记者兼编辑洪亿
隽则说，希望学员们的友谊不只是3天2夜的保限
期，应该以各种方式保持联系，才能建立起新马
双方的长久友谊，也希望新马关系能越来越好。
最后，新纪元学院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
振声也代表新纪元学院欢迎学记及通讯员们到该
校举办此次交流营，并希望未来还有更多机会合
作，为传承文化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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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交流处

5.1 学术联系

5.2 接待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代表

新纪元学院自1998年成立以来，为了让学
生毕业后可以到国内外大专院校继续升学，通过
本处积极推动与国内、外大学学术交流之各种活
动、加强与高等院校的联系，以双联学制或学分
转移的方式，为毕业生开拓更顺畅的升学管道。

迄今，本院已和108所国、内外大专院校及
教育机构缔结为姐妹校，包括以文化交流、客
座教授、讲学、短期师生交流、双联学制、联办
3+0学位课程，以及联办硕士学位课程等方式进
行。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大学交流合作，除

了与已缔约姐妹校进行实质交流及强化合作关系
外，本院亦积极主动参访或联络国外大学、参与
国际研讨会，开拓更多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机会。

本院于2016年与4所大学及教育机构缔约为
姐妹校，分别是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威本科技大学砂拉越分校及英迪
国际大学。这不仅提供本院毕业生在未来升学规
划或实习有更多的选择，亦为全校师生创造更具
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环境。

新纪元学院长期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致力促进多元、多途径教育体
系的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以下为2016年本院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签订的协议：

日期 事项

2016年2月18日 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 合作协议书
2016年3月16日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 第二届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协议书 & 收费合作细则
2016年4月7日 威本科技大学砂拉越分校（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rawak 

Campus） -  Letter of Credit Recognition
2016年5月2日 英迪国际大学（Inti Universal Holdings Sdn. Bhd.） - 合作协议书
2016年5月17日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 - 2+2 联合培养本科生协议书
2016年7月4日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 合作协议书
2016年9月27日 中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 学术交流协议书
2016年10月26日 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 2+2联合培养本科生协议书
2016年12月5日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 第三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协议书

本处接待来自国、内外所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代表团莅临本院参访，促进本院与国内、外学术机构
的教育与学术之交流合作，详情如下：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2月2日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
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利亮时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访问与交流。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2月18日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副校长王惠亮、副校长夫人王陈秀莲、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利亮时、教务张廖本煌、
进修学院院长谭大纯、华语研究所所张钟镇城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教育系主任王淑
慧、戏剧与影像系主任贺世平、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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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4月19日
台湾教育部菁英办公室
教育部菁英来台办公室计划主持人程万里、教育部菁英来台办公室专案经理隋馥年、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教育组组长朱多、教育部菁英来台办公室主任黄博
沧、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教育组秘书廖苡亘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美术与设计系主任Ambrose Poh Teik Huat
访问与交流，提供本院学生『阳光南方奖学金』说明会。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4月22日
中国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院长方凌波
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5月3日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
副校长王恩科、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佐斌、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罗
剑、外事处处长吴俊文、学工部副部长王东爽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教育系主任王淑
慧、教育系讲师张伟隆、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5月9日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国际事务处国际长梁智创、水产养殖系助理教授吴宗孟、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马来西亚
留台海青班校友李望平先生、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副会长梁翠莲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
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访问与交流，探讨农企境外专班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6月2日
台湾南华大学
国际长沈昭吟、人文学院院长杨思伟、科技学院院长陈世雄、资讯管理学系暨研究所
主任王昌斌、企业管理学系主任褚丽绢、资讯工程学系主任李俊宏、旅游管理学系主
任丁誌魰、创意产品设计学系主任卢俊宏、传播学系主任张裕亮、生死学系助理教授
蔡昌雄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公关处主任兼招生
处代主任吴振声、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
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巩固两校的姐妹校情谊。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7月4日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处长王柏杉、学务长魏裕昌
学术部副主任兼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国际交流处
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巩固两校的姐妹校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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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7月13日
中国暨南大学
华文教育研究院院长助理杨万兵、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副主任蔡丽、华文学院招生与
社会合作部副主任方李瑾、广州市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校长陈峰、广州市华美英语实验
学校招生办主任汪涛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副义务秘书陈纹达、董教
总教育中心董事部董事苏顺昌、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董事刘庆祺、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部董事方德坤、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董事王耀辉、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董事
卢金峰、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邱
彩韵、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7月22日
台湾国立屏东大学
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刘明宗、中国语文学系教授李美燕、中国语文学系教授钟屏兰、中
国语文学系教授余昭玟、中国语文学系教授林秀蓉、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简贵雀、中
国语文学系副教授黄惠菁、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柯明杰、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黄文
车、中国语文学系助理教授严立模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邱彩韵、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廖文
辉、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郑诗傧、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郭思韵、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罗燕婷、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中国语言文学系执行员叶建勇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8月5日
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校长吴连赏、研究发展处处长李翠玉、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利亮时
教育系主任王淑慧、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伍燕翎、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
声、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8月12日
台湾长荣大学
校长李泳龙、校务发展国际顾问周道惠、入学服务处服务组组长王春亮、执行秘书林
智伟、执行秘书谢忠恒、校长夫人郑素梅
院长莫顺宗、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
主任陈心瑜、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8月24日
台湾国立台北大学
吴泰熙商学院院长、兴北校友会李玉平会长、萧子鸣校友、李美玉校友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公关处执行员吴
咏芩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9月27日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校长江正云、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主任刘明东、深
圳市宝民小学校长杨君辉、深圳市上屋小学副校长陈春洪、深圳市上屋小学主任叶园
花、戴金荣先生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义务秘书邹寿汉、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义务财政杨天德、董
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董事吴治平、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董事刘庆祺、雪隆董联会董
事杨静来、院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并签署学术交流协议书。



132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0月6日
台湾国立屏东大学
校长古源光、国际事务处国际长刘育忠、马台经贸协会副秘书长准拿督李望平
院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农企境外专班合作事项。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0月13日
中国重庆市『画艺巡回交流』
中国重庆市中西画家周红、中国重庆市雕塑家周军、拿汀斯里庄周星辰、彭亨文冬武
吉丁宜华文学校董事部董事长陈亚斯、彭亨文冬武吉丁宜华文学校董事部培训主任罗
顺民
美术与设计系主任Ambrose Poh Teik Huat、美术与设计系讲师利南兴、美术与设计系
讲师张慧欢、美术与设计系讲师罗志义、美术与设计系讲师Mohd Bakir B Baharom、
美术与设计系助理林淑莹、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画家周红与学生进行绘画交流。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0月16日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国际事务处代国际长石儒居、国际学院院长梁智创、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屏東科技大学
校友会顾问李望平、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屏東科技大学校友会会长马文光、马来西亚留
台国立屏東科技大学校友会署理会长蔡永强、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屏東科技大学校友会
副会长梁翠莲、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屏東科技大学校友会秘书沈国祥、马来西亚留台国
立屏東科技大学校友会副财政陈清顺
院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蔡惠欣
访问与交流，探讨农企境外专班合作事项。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0月17日
中国华侨大学
中国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中国华侨大学董事会校友会主任项士敏、中国华侨大学国
际处副处长曾珊妮、中国华侨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苏耀原
院长莫顺宗、学术部副主任陈国源、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
欣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1月7日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副处长聂新志、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
心主任陈庄、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伟文、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环境园艺研究所研究员朱根发、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扬、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谢大森、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何
焕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钟广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
究员房伯平、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守群、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
技合作部研究员郑业鲁、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王静瑜
院长莫顺宗、副院长兼学术部主任文平强、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国际
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拜访与交流，探讨相互合作空间。

来访日期：
来访单位：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交流事项：

2016年12月22日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农企业管理系副教授林永顺、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友会会长马文光、马
来西亚留台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友会顾问李望平、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
友会秘书沈国祥、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友会公关主任张容源
院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蔡惠欣
拜访与交流，探讨两校之间合作项目的开发。



133

5.3 出访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

本处于今年安排院领导、学术和行政主管赴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进行参访交流，致力于保
持良好的联系与合作，展望扩大交流，积极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推动学术交流、人员
互访、合作研究等合作项目，以期打造具备宏观国际视野的高等学府。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出访事项： 

2016年2月28日
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新春团拜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受邀出席丙申年新春团拜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出访事项：

2016年4月23日
2016年铭传晚宴，八打灵大同皇苑酒家
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受邀出席支持姐妹校在地活动及保持良好关系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出访事项：

2016年6月4日～8日
院长出访台湾姐妹校
院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学术部副主任兼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
拜访、巩固现有姐妹校关系以及探讨、开发新的合作项目。

出访日期：
出访单位：
出访人员：
出访事项：

2016年12月19日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院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兼招生处代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主任陈心瑜
拜访及探讨文凭验证、签证办理等相关事宜。

5.4 师生交流

姐妹校的师长与学生带着学习作品到访本院，与本院师生进行访问与交流和作品分享，同时也了解
我国的华文教育，以及走访我国名胜景点。

参访单位：
参访时间：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参访内容：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2016年7月4日～5日
师生一行34人
教育系主任王淑慧、教育系讲师叶俊杰、教育系讲师张伟隆
师生学习交流、教学法交流、景点观光。

参访单位：
参访时间：
来访人员：
接待人员：

参访内容：

台湾台北市立大学
2016年8月29日～9月2日
学生一行6人
教育系主任王淑慧、教育系讲师张溧芳、教育系讲师张伟隆、教育系执行员史珍妮、
教育系执行员叶姿汕、教育系执行员张万霖
师生学习交流、教学法交流、景点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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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处

本年度招生处除了维持例常的招生管道，例
如参与各教育展、举办升学讲座、拜访学校、平
面广告宣传、面子书互动、电台广告，今年也尝
试邀请学校和学生走入校园，在校园内与多个单
位举办学生活动，鼓励他们亲身体验新纪元的办
学理念及成果。

6.1 全年例常活动

招生处全年例常活动包括各项大小型教育
展、举办升学讲座、拜访学校等，广泛宣传新纪
元办学理念及课程，也藉此加强友好学校的联
系，接触未开拓的中学，鼓励校方组织学生来
访，提升本校的知名度。

6.1.1 教育展：

教育展 次数 （场）

升学情报教育展 41
Citiworld教育展 21
学校自办教育展 29
董总（中国高等教育展） 2
SUREWORKS大型升学咨询展 3
FACON大型升学咨询展 1
Malaysia TVET Fair 2016 1
Karnival Pendidikan Tinggi 
Negara Kali Ke-12 
1. Johor
2. Bangi

2

2016 Sin Chew TVET Education 
Workshop

2

总计 102

6.1.2 拜访学校与讲座：

区域 学校拜访次数(场) 讲座次数(场)

西马区 43 10
东马区 18 13
总计 51 23

中国高等教育展（居銮站）

6.2 校内资讯月

招生处循例将每个招生梯次前的月份定为“
资讯月”，每逢周末和周日安排同事执勤，不间
断的为学生与家长提供升学资讯并进行校园导
览。资讯月期间通过面子书和电台广告广泛宣传
招生资讯，以吸引年轻听众和网络用户的注意。

6.2.1 资讯月：

学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月份学期 07/12/2016 06/02/2017
4/5月份学期 07/03/2016 20/05/2016
8/9月份学期 11/07/2016 18/09/2016

6.4 校园工作坊

招生处于2016年下半季度强化校园工作坊
计划，邀请学校召集高年级学生到新纪元参加半
日或一日工作坊，除了让学生直接感受各系课程
的魅力外，也让他们亲身考察并了解新纪元的办
学措施及软硬体设施，提高他们毕业后到本校升
学的意愿。此外，招生处也协调讲师走出校园，
到各地学校举办工作坊。

6.3 教育资源回馈计划

新纪元自1998年创办以来，一直获得广大
社区群众的鼎力支持与关注。秉持“成人成才，
多元开放；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新纪元诚意邀请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和巴生光
华国民型中学分享文化与教育资源，以期承先启
后，造福更多学生。

学校 签约时间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2016年4月15日
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2016年5月3日

新纪元与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签署教育资源回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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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负责科系 工作坊内容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美术与设计系 SPM美术与产品包装技巧 
Photoshop CS6

直凉国民型中学 美术与设计系 Silk Screen Printing
SMK Taman Bukit Maluri 美术与设计系 空间设计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美术与设计系 

媒体研究系
陶土制作 
广播电视

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媒体研究系 学生记者采访技巧
柔佛永平中学 媒体研究系 广播电视
民都鲁开智中学 媒体研究系 

教育系
播音技巧 
茶艺

丹南崇正中学 教育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

快乐汉语 
汉字故事：大闹天宫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戏剧与影像系 表演艺术
安顺三民国民型中学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生涯规划
SMK Pulau Ketam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生涯规划
马六甲育民国民型中学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同理心与积极倾听
马六甲公教国民型中学 推广教育部 动画设计
文冬公教国民型中学 推广教育部 创意彩妆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学生来访团积极参与陶艺制作

6.3.1 校园工作坊：

6.5 2016年奖助学金证书颁发典礼

以鼓励2016年的奖、助学金得主继续保持
优秀的学术表现，同时提供平台让同学们与师长
们作近距离交流，招生处与奖贷学金委员会于5
月11日举办“2016年奖助学金证书颁发典礼”
。出席典礼的学院代表有院长 莫顺宗博士、副院
长文平强博士、政府事务处主任 Encik Azizan、
学生事务处主任 林天来先生、学术部副主任 陈
国源博士等。新纪元将继续强化奖助学金制度，
以资助学术表现优秀或家境清寒的学生到新纪元
学院升学。 获颁2016年奖助学金的大学基础课程同学合照

教育系执行员史珍妮执行员向民都鲁开智中学来访团示范泡
茶的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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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16年SPM作答技巧讲座

以让SPM应届考生对考试制度有所了解、招
生处邀请了专才到校园提供作答技巧讲座，以免
收费的方式为109位应届考生补充学科知识和考
试注意事项。讲座的举办日期是7月30日和31日
（星期六和星期日），主要的学科有马来文、英
文、数学、历史等。

6.7 2016年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中 
 学生领袖营

招生处和全国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于10月
17日至20日（星期一至星期四），假新纪元美
华校区举办“2016年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中学
生领袖营”，共计50位国民型中学校长、老师和
250位高中生齐聚新纪元。

新增课程咨询处

招生处主任吴振声先生于课程咨询处向学生细说课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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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际学生事务处

2016年是国际学生事务处喜结硕果的一
年，共有8位毕业生通过学术考核，获准毕业。
同时，为强化与友好单位的合作关系，达到更理

想的国际招生效果，国际学生事务处委任代表与
海外教育机构作拜访交流，和签署新的合作协议
书。

7.1 国际学生事务

截至2016年12月31日，8位国际学生通过学术考核，获准毕业：

序 姓名（中） 姓名（英） 性别 国籍 课程

1 褚莉君 CHU LI JUN 女 中国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BAF）
2 家入惠 IEIRI MEGUMI 女 日本 英文密集课程 (EIC)
3 李志现 RI JI HYON 男 朝鲜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DIT）
4 杜莉亚 TUTI LELAH 女 印尼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BBM）
5 温小云 CINDYWATI 

BUN SANTOSO
女 印尼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6 钟翠娜 ENY 女 印尼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7 余惠情 YENI 女 印尼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8 黄永泉 LO JUN CHAN 男 印尼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共有1位国际学生在本院修业：

序 姓名（中） 姓名（英） 性别 国籍 课程

1 蔡佩君 CHAIRY HENVY 女 印尼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TCSL）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共有2位国际学生申请转学：

序 姓名（中） 姓名（英） 性别 国籍 课程

1 字国强 SEA KAWE CHAN 男 缅甸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DIT）
2 饶怀佳 RAO HUAI JIA 女 中国 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FBS）

7.2 接待国外学术机构代表

7.2.1 印尼日惹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来访团

•印尼日惹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秘书 何思宁先生
•PRIME 学习中心总裁 YULIANA DEWI PUSPA女士
•PRIME 学习中心蓝邦市分校校长 IQBAL SUPRIADI先生
•PRIME 学习中心茂物市分校校长 DEWI MAYASARI女士
•日惹市第一国立高中副校长 ASRORI先生
•KLATEN基督教初中家教主席 KOMARDIYANTO先生
•KLATEN基督教初中华文教师 林义荃先生
•珍珠坊学校教师 YUNINDYAH WULAN女士

印尼日惹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秘书何思宁老师率领7位当地学校之高级行政人员，于2016年7月25日
至30日来马，目的为强化与本院的友好关系，并探讨两地提升学术、文化及学生活动等项目的合作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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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来访团与教育系主任 王淑慧博士作
交流

日惹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来访团了解陈六使图书馆借书系统

7.2.2  老挝教育来访团

老挝万象市政府社会经济开发研究中心 黑马博士（Dr. Chanhda Hemmavanh）于11月17日至19
日来访，探讨两机构进行学术合作及保送该国中学毕业生到新纪元升学的可能性。此外，莫顺宗院长和
黑马博士于11月17日代表双方机构签下备忘录，为双方未来合作奠下基础。

莫顺宗院长和注册处主任Encik Azizan与老挝万象市政府社
会经济开发研究中心 黑马博士交流

莫顺宗院长和注册处主任Encik Azizan与老挝万象市政府社
会经济开发研究中心 黑马博士交流

7.3  国际参访活动

7.3.1  印尼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新会所落成礼

印尼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于9月12日，邀请院长莫顺宗博
士及招生处萧维深副主任出席该机构的新会所落成典礼，并探讨进
行学术合作的可能性。由于莫院长事务繁忙，最终由萧副主任代表
出席。

新纪元代表出席西爪哇华文教
育协调机构新会所落成礼当地

新闻报道

新纪元招生处副主任 萧维深先生
赠送贺礼予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

机构主席 刘一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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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事务处

学生事务处扮演着服务及督导学生的双重角
色，主要工作为照顾本院学生生活，住宿，课外
活动及学生保险等事务。除外，学生事物处也扮
演着督导学生的角色，是院方与学生之间沟通之
桥梁。

配合本院“校园自主，学生自治，学术自
由”的办学特色，本处扮演着院方与学生之间的
沟通桥梁。针对各项原有业务，相关工作如下：

8.1 生活辅导

生活辅导主要是处理学生校园日常生活、
工读及未来就业机会、学生福利等事物为主。今
年更增加失物待领，以让遗失物品的学生找回失
物。

8.1.1 学生意外保险

今年本院继续向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保险公司投保学生意外
保险。总投保费为RM 26,552.40, 承保范围如下：

序 效益 投保额 (RM)

1 意外死亡 15,000
2 意外永久残障 50,000
3 公共交通意外死亡 15,000
4 学校范围内的意外死亡 15,000
5 意外医疗费用 2,000
6 救护车费用 50/25
7 绑架延伸 15,000
8 死亡体恤补助金 2,000
9 入院津贴 50/25
10 教育津贴 20,000
11 传统医疗费用 200
12 意外牙科医疗 500
13 课本遗失及毁损 200
14 学校／补习费津贴 300

今年本院没有学生索取赔偿。

8.1.2 工读机会

清寒工读方面，2016年共提供10名机会给
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分别分配在庶务处、院长
室、国际交流处、公关处、中文系、陈六使图书
馆、学生事物处及招生处。

8.1.3 企业征才

通过“企业征才”系统来帮助毕业生能够获
得更多企业招聘及就业相关资讯。2016年共有
162个就业机会刊登在此网页。

8.1.4 车贴通行贴纸

今年共有353位学生申请车辆通行贴纸。

8.1.5 学生投报

今年，学生事务处总共已收到了17宗投报，
其中食堂事宜1宗、刑事3宗、物品遗失8宗、宿
舍3宗及其他2宗。

8.1.6 学生纪律事件

学生纪律委员会今年共处理了4宗违规事
件，分别3宗偷窃及1宗校外偷窥。

8.1.7 户外教学活动外出记录

学院活动多姿多彩，除了课堂上教学，教
师们也会带领学生到户外教学以更能体会当中缘
故。今年总共收到79次外出教学记录。

8.1.8 毕业生动态调查 

2016年1月份共有184位毕业生。其中109
位毕业生正在工作、40位继续升学还有35位为
其他事项。

8.1.9 一个马来西亚购书券（BB1M）   
 RM250 书券 

今年4月学生事务处分批发了马来西亚购书
券给800位学生。

8.1.10 阳光计划

本院推出阳光计划以帮助家境贫穷的学生提
供优惠价午餐。午餐价格是RM3.00一碟（包含
饭或面、蔬菜、肉类及豆腐）。今年4月份及8月
份各有4位及5位学生申请。

8.1.11 失物待领

自添加失物待领服务后，学生事务处共接收
到35件失物，其中有3件更被失主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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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主要负责学生课业以外的活
动，希望积极推动学生透过参与各种活动来累计
经验，对健全的人格培养与心性的陶治脾有助
益。除此之外还能促成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适应学生多种个性及相处
之道，从中提拔，发觉人才。课外活动可分为“
部门项目”及“学社活动”两项。

8.2.1 部门项目

本处主办、联办、承办及协办活动：

A. 千人义山行

这是新院连续第十年参与联办“跑跑古迹，
带出关怀”千人义山行”。今年的“千人义山
行”落在4月26日，本院共有11名学生参赛。

B. 升学展

学生事务处于2016年6月15日与Careertour 
(M) Sdn Bhd协办就业展，希望毕业生能毕业后
得到工作。除此之外，于该年6月8日我们也安排
讲座让学生有心理准备在面试时如何面对雇主所
问的问题及现今社会所会面到的问题。

C. 台湾教育展

本院于2016年8月5日至6日与马来西亚留
台校友联合总会协助台湾高等教育展。地点位于
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本院共有80名同学自愿
报名参加成为工读生。

D. 盲人义走

本院共36名学生于10月9日参与由八打灵再
也狮子会所举办的第12届“盲人义走”慈善徒
步运动，与逾千名参与者一起体验失去视力的感
觉。新纪元学院为联办单位之一。

E. 健康生活周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9月28日早上8时至10时
在UG 桥与本院辅导中心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协办《健康生活周》之动手做早餐环节。故现代
人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所以学生事务处及辅导
中心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希望通过此活动呼吁
及提醒大家早餐的重要性。当天，共准备250份
免费早餐供大家亲手制作。

8.2.2 学社活动

学 生 会 主 办 、 联 办 及 协 办 活 动 。 为 了

提供完善及安全设备于学生，学生事务拨出
RM2000.00更换新的运动设备于排球社、羽毛
球社、蓝球社及乒乓球社。除此之外，学生事务
处更新添了2套运动器材于多功能操场。

A. 迎新营

由学生会主办、迎新小组筹办的迎新营已
在4月8-10日及8月8-10日举办，参与新生人数
分别为129人及80人。迎新营开放予所有新生参
与，目的在于让新生能够更快地适应新院及大专
生活。

B. 领头鹰-《全国中学生精英领袖训练营》

于今年6月7日至9日，2名来自商学系的学
生参与位于极大溪大年由丹斯里黄荣盛局绅全民
团结慈善基金会举办的第二届领头鹰-《全国中学
生精英领袖训练营》。目的是要发掘有领导潜能
的参赛者及加强青少年的团队意识。

C. 院内羽球比赛

新纪元学院羽球社与基督飞扬团契于2016
年6月15日联办院内羽球比赛。地点位于Holy 
Family Church Badminton Court。目的是要让各
位学生享有一个互相切磋球技的平台。共有70余
名学生参与比赛。

D. 2016年院内歌唱比赛

为了提升团员们的音乐水平，增强个人表演
的技巧、信心，I-DO音乐社于今年6月16日于新
纪元大礼堂举办内部歌唱比赛。共有36名学生参
与此比赛。

E. 院内五人篮球比赛

新纪元学院篮球社于6月27日至7月8日举办
五人篮球校内比赛。共有60名学生参与比赛。

F. 舞法舞天工作坊

舞法舞天每年都会举办工作坊，目的是希
望通过舞蹈教学增进团员间的舞蹈技巧及感情。
今年也不例外，舞法舞天社团于7月2日及3日于 
Tanjung Sepat举办工作坊，当日有40余名学生
参与。

G. 饥饿30

本院学生会于7月16至17日举办饥饿30，
参与的营员共有50人而志工则有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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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文娱晚会

为了促进社团之间的默契、团结，学生会特
别于9月18日联办文娱晚会，并准备许多节目吸
引学生、校友及外界人士参加。与此同时可促进
同学对课外活动之风气。当天共有250人出席此
活动。

I. 排球院内比赛

排球社共有6对参加于10月17日至21日举
办的排球院内赛，主要目的是提升运动风气及
推广排球运动。此活动鼓励所有新纪元在籍生参
与。 

J. 乒ling乓lang杯院内乒乓比赛

为了推动校内非学术性活动及挖掘更多乒乓
后起之秀，乒乓社于10月31日举办校内乒乓比

赛以鼓励学生们参加。自公开报名，共有38位学
生参与此比赛。

K. 《乐聚》全国大专华乐交流营

华乐团于2016年11月11日至13日于绿洲湾
生态度假村举办三天两夜交流营。目的是要提供
各大专华乐团一个交流的平台，以促进各乐团之
间的联系。此活动共有5名华乐团团员参与。

L. 学生会交接典礼 

学生会在本院已成立20载。学生会在本
校扮演重要角色，是学生代表与校方沟通的桥
梁。2016年11月16日学生会举办交接典礼是现
任学生第19届学生会主席卸任，由下届第20届
主席代之。当日共有60余参与及学生会很荣欣邀
请新纪元院长莫顺宗博士及学生事务处林天来主
任见证。

序        日期               地点       比赛名称 会员参与人数

i. 9-4-2016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民众会堂 第15届全国华语大专辩论赛 6名学生
ii. 9-7-2016 &

10-7-2016
新纪元学院美华校区 “美华杯”辩论赛 6名学生

iii. 29-7-2016 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 2016年国际华语“精英辩论”
公开赛

6名学生

iv. 9-9-2016 怡保育才华小李莱生大礼堂 第三届北马大专华语辩论赛 6名学生

M. 辩论社

N. 彩虹兵团

序        日期          地点       活动项目 会员参与人数
i. 12-3-2016 & 13-3-2016 霹雳班台育青独立中学 3.0巡回激励营 20名学生
ii. 11-6-2016 & 12-6-2016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4.0巡回激励营 27名学生
iii. 7-12-2016 & 8-12-2016 The Garden Homestay，万饶 户外培训营 30名学生

8.3          宿舍事务

8.3.1  美华校区宿舍

美华校区宿舍“饮水思源楼”学生宿舍提供
学术课程及技职课程女生住宿，至今已投入使用
进入第14年。

A. 住宿人数

配合2016年招生办理新生入宿：

1）2016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39名；
2）2016年4月新生入宿人数为107名；

3）2016年5月新生入宿人数为46名；
4）2016年8月新生入宿人数为56名；
5）2016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1名。

新生入宿人数为269名，加上续住生418
名，一共687名（已扣除退宿人数），入住率达
92.46%。

B. 宿舍活动

1）防火演习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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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办公室于6月1日邀请防火专家到本院举
办防火讲座；在10月19日与学生宿舍自治会联
办了预警式防火演习，目的是为了让住宿生了解
防火的知识，掌握宿舍逃生路线以防患于未然。
同时，院方也藉此机会对住宿大楼的防火设备及
器材进行试用及检测，以策安全。

C. 续住申请及遴选办法

1）续住申请

因配合开课学期，开放了八个住宿期限提
供申请；今年仍使用网路申请方式，共录取323
人。

2）遴选办法

学生宿舍管委会于8月份即公布《旧生住宿
遴选办法》，尽量开放让申请者皆可获得床位。

D. 宿舍设备维修工作

为了提供设备齐全和拥有舒适环境的宿舍，
因此有效提高维修的进度，宿舍办公室在星期一
至五进行维修工作，并征询在寝室无人时进行维
修的同意。

8.3.2 中环校区宿舍

中环校区宿舍仅供技职课程男生住宿，共有
96个床位。

A. 住宿人数

2016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6名，旧生住
宿44名，住宿率达72.92%；2016年5月新生入
宿人数为48名，旧生住宿96名，住宿率达100%
；2016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15名，旧生住宿
76名，住宿率达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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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脑中心

9.1 课室与电脑器材规划

9.1.1 美华校区

A. 新增设电脑课室

为了舒缓B座1楼的电脑课室使用量，新增
B105A电脑课室以供20人以下的课使用。此前
B105A为普通课室。此新增设电脑课室在2016
年没有购入任何新电脑，只是从其他电脑课室调
配电脑做暂时的使用。调配后的电脑课室电脑数
量如下：

电脑课室 调配前数量 调配后数量

B101 32 + 1 27 + 1
B104A 32 + 1 26 + 1
B105A 0 20 + 1
B106 50 + 1 40 + 1

调配后所腾出的空位，将设置为手提电脑座
位，以让同学使用自己带来的手提电脑。同学可
以通过学校的无线网络连接至网际网络及使用校
园系统。

B. 电脑课室电脑提升

B101为Adobe CS 6.0设计软体以及Mobile 
Applications编码课室，电脑更换至SSD硬碟取代
普通硬碟，同时记忆体也增加至8 GB，以让课室
电脑可以更有效率的处理课堂的使用。共33台。

C. 电脑课室/普通课室/开放电脑区维护

电脑复原卡软体提升及软件重新安装与设
定，以让操作系统更稳定，提升电脑操作速度。
同时也进行不定时的检查，以确保电脑可以正常
操作。整理电脑的电源线路，确保师生安全使
用。同时电脑课室的空位，也安置延长线以提供
电源予使用手提电脑的同学。电脑桌也被上锁在
地板以固定其位置，防止桌子被被移动而破坏桌
底的电源。

9.1.2 中环校区

A. 增设103网络及组装课室

将202的电脑器材及组装课教材，迁至103
电脑室。同时设置12台P4电脑，以供组装及网
络课使用。同时把美华校区的其中一个F1网络服
务迁至中环校区，再设定为103网络及组装课室
的专用宽频，以供学生进行网络测试使用。 

B. 电脑课室电脑更换/提升

104 电脑课室更换现有的克隆电脑至Acer品
牌，以提供更稳定的操作系统。共26台。

107电脑课室为设计课专用，增加显示卡与
提升记忆体至8 GB，以让电脑可以更有效率的处
理课堂的使用。

C. 电脑课室/普通课室维护

目前电脑课室的电脑数量分配如下：

电脑课室 目前数量

101 24 + 1
103 12 + 1
104 25 + 1
106 21 + 1
107 35 + 1

电脑复原卡软体提升及软件重新安装与设
定，以让操作系统更稳定，提升电脑操作速度。
同时也进行不定时的检查，以确保电脑可以正常
操作。整理电脑的电源线路，确保师生安全使
用。

9.2  教职员电脑设备

中环校区退出的克隆电脑被更换至教职员及
开放电脑区的电脑。这可让教职员使用较新颖的
电脑，同时也更新操作系统至Windows7以及加
入学校验证区域 (Active Directory)。配合一卡
通，即将统一打印系统，届时同事打印、复印及
扫描文件必须先拍卡进行身份认证。

9.3 网络及设备

9.3.1 重整网络器材IP地址

为了减少校内不同网络区域（办公室、课
室、公共区域）之间的干扰及提升其网络安全，
实行了网络区域的分割及IP重整。同时也设置了
禁止同学使用课室内的有线网络连接至校园网
络，他们必须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及使用校园系
统。校园有线网络只供电脑课室及职员电脑使
用。此做法可以减少同学的私人电脑的病毒传
播。

9.3.2 网络连接存储 NAS

2016进行各系办的设定及开放使用校内的
统一网络连接存储，以提供更安全和更大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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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空间予各系。因目前存储的使用量仍在控制
范围内，所以2016年暂缓增设新的存储。

9.3.3 无线网络

现 有 美 华 校 区 的 无 线 网 络 控 制 器 提 升 至
Ruckus 1200型号，可以同时控制11台Ruckus
无线网络接收器。中环校区原有的3台无线网络
接收器因无法有效地处理同时间多人连接，所以
也提升该接收器至Ruckus品牌，同时也增设了新
的热点，接收器分布如下：

楼层 接收器数量

1楼 2台
2楼 2台
3楼 1台
4 楼 1台

而无线网络控制器也使用美华校区退出的原
有Ruckus 1112型号。

9.3.4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配合TM供应商的宣传配套，学校也更换提
升了现有的TM互联网服务配套，详细如下：

配套 原有配套 提升后配套

necfiber1 RM1099，
网速50mbps

RM599，
网速100mbps

necfiber2 RM1199，
网速50mbps

RM699，
网速100mbps

necfiber3 RM1199，
网速50mbps

RM699，
网速100mbps

necfiber5 RM1599，
网速100mbps

RM399，
网速100mbps

原有的necfiber6及其余两个F1互联网服务
配套没有任何改动。

9.3.5 宿舍分层管理

宿舍3楼及4楼进行分层管理，网络线重整，
增加宿舍房间的上网端口。宿舍防火墙流量分配
设定。

9.3.6 防火墙

中环校区原有的网关无法负荷现有的网络流
量及过滤工作，美华校区宿舍的545型号防火墙
被调配至该校区已解决问题。同时，新增设400
型号防火墙至美华校区宿舍，以取代被征用的原
有防火墙。

9.3.7 HTTPS协定增设

增设相关的协定证书在校院网络，已加强网
络安全。主要目的让使用者辨认学校伺服器的真
伪，同时也将使用者提供的资料进行加密及确保
资料的完整性。这可让使用者更安心浏览学校的
网络及服务系统。

9.4 软体

更换供应商以更新2016-2017年的微软校园
软体(Open Values Subscription Education Solutions)
执照。同时也增加了Microsoft Imagine Academy
的微软执照，以供中环校区教课使用。

9.5 服务系统

9.5.1 院网

以搜寻课程资料为主，进行网页改版。根据
现有的网页核心进行修改，淘汰陈旧的源码，以
更符合现代的需求，尤其在移动设备上浏览学校
网页。同时也更新及删除过于陈旧的资料。整体
提升网页美观度、实用度、准确度及速度。 

同时也增加了HTTPS浏览，以提高浏览的安
全性。

9.5.3  网上学习系统 (ELP)

配合Moodle新推出的版本，学校也随之更
新校内的版本。同时也增加了HTTPS浏览，以提
高浏览的安全性。

9.5.4 学校管理系统 (CMS)

设定部分学生及作业系统对外开放，简化以
往的行政作业。目前设定对外开放系统有学生系
统 (Student Portal) 及成绩输入系统。学生系统
的功能包含了学生个人资料更新、学期选课、课
程评估、成绩查询等。

奖贷摊还系统开发，以便更有效的处理毕业
生摊还贷学金的工作。第二阶段开发完成，包括
了输入摊还贷学金资料和分析报表。

9.5.5 报名系统

重新编写原有的入学申请系统。目的取代原
有的旧式源码及提高保安和运作效率，同时也简
化了报名的过程。新生不再需要花费长时间输入
太多的资料。同时增设HTTPS浏览，确保新生安
心使用及呈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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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华校区学生宿舍设备提升工程

为改善学生宿舍环境，庶务处计划逐步整修
学生宿舍及更新家具。目前，学生宿舍4楼已完
成整修及家具更新，涉及床位达120。

2) 提升美华校区及完美教学楼的保 
 安设备

本处将会以阶段性方式，逐步提高本院的保
安设备。因此，本处今年已分别在美华校区4号
门及完美教学楼B1单位入口处装置智能门系统。
除此以外，本处也在美华校区学生宿舍增设了5
个闭路电视。

3) 校园美化及绿化管理

为美化校内环境，本处已在美华校区停车
场C的山墙上重新种植美丽的攀藤植物。除此
以外，本处也将停车场B原有的棕榈植物改种成 
Bucida Molineti以使到校园内的植物一致化。为
了安全考量，本处也为校内一些高大的树木进行
修剪。

4) 美华校区教学楼课程谘询处装修

加强本院的招生需求及改善整体的课程谘询
环境，本处协助为教学楼课程谘询处进行装修。

5) 取得中环校区完美教学楼装修入 
 伙准证

经过多个政府部门的审查后，完美教学楼终
于在11月下旬获得相关单位颁发装修入伙准证。

6) 改善饮水思源楼UG天桥排水情 
 况

UG天桥排水沟每逢雨季就会发生溢满情
况，因此本处就在原有排水管旁增加多一条排水
管以解决上述情况。

（十）庶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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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陈六使图书馆

11.1 简介

11.3 赠书单位及册数

图书馆位于教学楼底层，共三个楼层，占
地约3万平方公尺，提供350个阅览座位。本馆
中文藏书极为丰富，收藏全套共1,500册的精装
本《四库全书》；除订阅国内外期刊杂志百余种
外，也订购电子期刊资料库，以满足教学与研究
之需求。

馆舍设置包括：阅报区、参考区、期刊杂
志区、方修文库、南洋大学史料中心、讨论室、
电脑区及阅览区。全馆均可无线上网。除了图
书流通服务，图书馆也提供视听资料服务、无线
上网、自助影印、图片扫描、线上预约及续借服
务。

11.2 馆藏

11.2.1 图书册数

2016购入图书共1,694册；获赠3,999册。

• 中文馆藏 ：161,566册
• 英文馆藏 ：  42,763册
• 巫文馆藏 ：  2,320  册
     馆藏总数 ：206,649册

11.2.2 订阅期刊学报

订阅期刊学报139种。

11.2.3 订阅报章

订阅报章10种。

11.2.4 订阅电子期刊

订阅ProQuest英文电子期刊:ABI/INFORM 
Complete及ProQuest Social Science。

11.2.5 订阅中国知网(CNKI)

中国期刊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主题范围
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教育与社会学。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1 Auto Count Sdn. Bhd. 2
2 Madam Hiew Wan Chin 4
3 Madam Siah Teck Meng 16
4 McGraw-Hill Education Malaysia 316
5 Miss Chan Kuan Thye 10
6 Miss Chan Soo Yeng 27
7 Miss Sharon Cheah 4
8 Mr. Chuah Teong Guan 14
9 Mr. Kwong Mun Choy 3
10 Mr. Ng Sai Pan 20
11 Mr. Poh Zi Yang 51
12 安焕然博士 2
13 巴生兴华中学 4
14 北京华文学院 2
15 蔡佩君小姐 1
16 蔡秋白先生 1
17 蔡维衍博士 159
18 陈柏青先生 1
19 陈宝琪小姐 63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20 陈金燕教授 1
21 陈俊名先生 1
22 陈涟英小姐 22
23 陈美萍博士 139
24 陈舒璇小姐 1
25 陈宥林先生 95
26 陈运筹先生 5
27 大众书局 46
28 董总 2
29 傅玉环小姐 2
30 高嘉谦教授 164
31 辜美高博士 2
32 郭莲花博士 83
33 郭诗玲小姐 1
34 韩江学院 1
35 何玉万小姐 4
36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4
37 湖北书法报社 12
38 华社研究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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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赠书单位 册数

39 黄慧仪小姐 1
40 黄凯琳小姐 4
41 黄玲玲小姐 9
42 教育系 2
43 教总 1
44 居明正堂 3
45 柯嘉逊博士 2
46 赖佳燕小姐 2
47 李伽仪小姐 33
48 李海丰先生 1
49 李丽燕小姐 27
50 李美燕教授 2
51 李秋琳小姐 2
52 李淑怡小姐 2
53 李淑银小姐 11
54 李秀玲小姐 9
55 廖宏强夫妇 1
56 廖文辉博士 7
57 林建安先生 2
58 林连玉基金 6
59 林嫚玲小姐 1
60 林顺忠先生 4
61 林欣怡小姐 5
62 刘韦妍小姐 11
63 吕基勇先生 49
64 马华教育发展中心 1
65 马来西亚华裔摄影记者协会 1
66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2
67 梅德顺博士 3
68 拿督丘伟田 1
69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19
70 南方大学学院 7
71 欧阳捍华先生 2
72 丘才新博士 2
73 丘淑婷小姐 12
74 邱永泰先生 1
75 饶安莉小姐 2
76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1
77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13
78 释僧垲师父 640
79 书写文学协会 2
80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1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81 宋美兰小姐 6
82 苏燕婷小姐 15
83 苏逸云小姐 3
84 台湾国家图书馆 48
85 童敏薇小姐 1
86 驼铃先生 2
87 王慧萍小姐 142
88 文平强博士 4
89 无名氏 15
90 戏剧与影像系 3
91 谢洁旎小姐 221
92 新加坡华中校友会 2
93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
94 星洲日报 2
95 熊雪娟女士 7
96 许雅玲小姐 11
97 严楚韵小姐 33
98 颜清煌教授 1
99 杨富皓先生 201
100 杨刚毅先生 134
101 杨静来先生 2
102 杨燊雄先生 22
103 杨诒芳小姐 8
104 杨亿欣小姐 2
105 姚和兴先生 1
106 余思强先生 8
107 院长室 41
108 张传前先生 47
109 张荣钦先生 2
110 张纹综先生 2
111 郑成民先生 1
112 郑吉和先生 1
113 郑诗傧博士 6
114 郑谭远先生 1
115 郑又瑄小姐 8
116 植建成先生 9
117 中国华侨大学 6
118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735
119 中国语言文学系 30
120 周嘉惠先生 1
121 祝家丰博士 7
122 卓少军先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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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咨商人数：46人，总人次：200人次。

个别咨询服务共112人次，其中进行生涯职
业兴趣或人格测验者有14人。

团体辅导活动，即：

1. 《被遗忘的语言》梦工作团体*2
（29/8-07/11/2016，共12次，16人）    

2. 《舒心减压团体》团体
（25/10-15/11/2016，共4次，8人）

（十二）辅导中心

辅导中心为院内学生、教职员、家长及社区
民众提供辅导咨商专业服务。服务方式包括：个
别咨商、团体辅导、个别咨询，及家族治疗（夫
妻会谈／家庭会谈）。社区辅导服务自2013年

开始以来，深受欢迎，不断有民众前来询问及寻
求辅导。此外，中心辅导人员也提供院内外的生
涯辅导讲座、自我成长、激励讲座、两性交往及
性/性别教育讲座等。以下说明各项工作内容。

12.1 前言

12.2 个别辅导咨商与团体辅导活动、个别咨询

社区辅导咨商为收费服务，服务的方式除了个别辅导，也有夫妻、亲子或全家人来面谈。今年共有
16组（个人，夫妻，亲子，家庭）前来寻求辅导服务，全年达55人次。

12.3 社区辅导咨商服务

12.4 院内外辅导讲座、培训及活动

序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备注

1 8/1 新纪元学院 技职课程新生说明会 黄章健 
饶安莉

2 15/1 Ai FM 电台 小学生性教育（低年级） 郭富美
3 22/1 Ai FM 电台 小学生性教育（高年级） 郭富美
4 28/1 新纪元学院 学术课程新生说明会
5 19/2 董总 华文独中新手老师工作坊 郭富美 董总师资组
6 26/2 古晋一中 华文独中新手老师工作坊 郭富美 董总师资组
7 27/2 沙巴董联会 华文独中新手老师工作坊 郭富美 董总师资组
8 19/3 Mid valley 升学展 郭富美 支援招生处
9 2-3/4 新纪元学院 开放日生涯测验服务 饶安莉

黄章健
支援招生处

10 3/4 新纪元学院 开放日升学辅导讲座 郭富美 支援招生处
11 7/4 新纪元学院 学术课程新生说明会 郭富美

饶安莉
12 8/4 新纪元学院 迎新讲座-人际关系 黄章健
13 16/4 新纪元学院 辅导义工团及同侪辅导培训营小

队辅密集培训课程：1. 性病的认
识与防治; 2.  性暴力的认识与防范

黄凯琳
饶安莉

14 20/4 柔佛居銮中华中
学

董总中国高教展—生涯测验服务 黄章健
饶安莉

15 22/4 尊孔独立中学 董总中国高教展—生涯测验服务 黄章健
饶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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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7/4 新纪元学院 学术讲座:从家庭系统观点看人际
沟通与情绪管理

郭富美

17 30/4 新纪元学院 辅导义工团及同侪辅导培训营小
队辅密集培训课程：3.男女生理
发展4.性别认同与性取向

郭富美
黄章健

18 4/5 新纪元学院 电影分享会（一） 黄章健 辅 咨 系 十 周
年庆活动

19 11/5 新纪元学院 北京教育展—生涯测验服务 黄章健
饶安莉

支援中文系

20 11/5 新纪元学院 电影分享会（二） 饶安莉 辅 咨 系 十 周
年庆活动

21 14/5 新纪元学院 团队建设 饶安莉 学生会培训
22 18/5 新纪元学院 生涯测验施测说明 黄章健 招生处
23 27/5 新纪元学院 文化特攻队培训 - 团体建设 黄章健 文 化 推 广 中

心
24 28-30/5 新纪元学院 第十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

营
辅导中心

25 12/6 吉兰丹中华独中 彩虹造兵计划4.0-讲座《团队》 饶安莉
26 18/6 新纪元学院 大港中学半日营 – 平常人的战斗

力
黄章健 中文系

27 28/6 马六甲公教中学 情绪管理 黄章健 招生处
28 15/7 新纪元学院 与神探有约：探索CSI犯罪现场调

查的迷思讲座
李承龙博士

29 16-17/7 新纪元学院 校园犯罪预防：鉴识科学与成瘾
行为工作坊

李承龙博士/
叶怡伶教授

30 22/7 新纪元学院 马六甲育民中学讲座同侪辅导 黄章健 招生处
31 11/8 新纪元学院 学术课程新生说明会 饶安莉
32 12/8 Ai FM电台 夫妻关系如何更亲密、更幸福 郭富美
33 23/8 新纪元学院 同志圈内你不知道的事 李育嘉
34 24/8 新纪元学院 在马来西亚看见异样的声音 Diversity异样
35 2/9 新纪元学院 技职课程新生说明会 黄章健
36 3-4/9 邦咯岛 森呼吸 辅咨系/

辅导中心
辅谘系主办

37 24/9 新纪元学院 公教中学讲座（自我认识） 黄章健 支援招生处
38 28/9 新纪元学院 Colour Malaysia 刘理顺
39 7/10 Ai FM 电台 性别平权的亲密关系 郭富美
40 3-4/11 关丹中华中学 教师培训：学生问题处理与辅导

学生辅导系列讲座
郭富美
黄章健
饶安莉

辅 咨 系 十 周
年庆活动

41 6/11 星洲日报总社 星 洲 教 育 论 坛 ： 学 校 ， 该 怎 么
选？--孩子教育之路，怎么走才
对？

郭富美

42 12/11 槟城钟灵独中 星 洲 教 育 论 坛 ： 学 校 ， 该 怎 么
选？--孩子教育之路，怎么走才
对？

郭富美

43 13/11 新山Paragon 酒
店

星 洲 教 育 论 坛 ： 学 校 ， 该 怎 么
选？--孩子教育之路，怎么走才
对？

郭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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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6-27/11 新纪元学院 《幽默谘商模式》工作坊 萧文 辅 咨 系 主
办 ， 辅 导 中
心协办

45 4-6/12 Bamboo Village 义工团传承营 黄章健
饶安莉

12.4.1  2016年第十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2016年第十届同侪辅导培训营大合照

12.4.2  辅导专业人员培训工作坊

A. 《校园犯罪预防：鉴识科学与成瘾行为》工作坊

本工作坊是于今年7月15至17日主办，共
67名全国各地中学辅导老师及社区辅导人员参
加，由台湾李承龙博士及叶怡伶博士主持。李博
士目前任教于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刑事警察科，他
曾任美国康州纽海芬大学李昌钰鉴识科学研究院
访问学者和美国康州警政厅刑事科学实验室访
问科学家，在鉴识科学领域贡献良多。叶博士则
为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助理教
授，也是彰化师范大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执行
秘书，专长于犯罪心理学、正向心理学、青少年
犯罪、数字学习、量化研究等。此工作坊旨在让
学员对校园犯罪预防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李博
士将透过鉴识科学知识，带领学员重返校园犯罪
现场，做实验辨识指纹等。叶博士则从学校辅导
观点谈药物滥用防治和成瘾行为。两位教授透过
理论说明与案例经验分享，让学员学习如何从校
园教育基础上建立系统有效的机制，以预防青少
年犯罪。

自200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全国中学生同侪
辅导培训营以来，辅导中心暨辅咨系今年已是第
十度举办此营。同侪营的目标为培养中学生对助
人的兴趣；提升中学生同侪辅导义工助人知识和
技巧，推广校园同侪辅导，协助学校建立同侪辅
导团队。

今年同侪营于5月28日至5月30日在新院举
办，参与人数为108人。来自全马24所中学的营
员，连同8位领队老师，筹委主要是辅咨系学生
与辅导义工团共50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举。今
年同侪辅导培训营的主题为“性心十足----谈性教
育及性别教育”。辅导中心留意到本土中学生的
辅导工作中，谈到”性“与”性别“这个主题是
相当不容易。中学生处在青春期，对于性与性别
有许多好奇跟想象，然而在同侪之间流传的”性
知识“并不完全正确；成人对中学生谈性也往往
难以启齿，这样的方式并没有办法让学生对于性
与性别有正确的理解与认识。有鉴于此，辅导中
心透过短短3天2夜的同侪辅导营，让营员们透过
课程与活动，从男女生理发展开始，认识亲密关
系、性别认同、性病及性暴力，并透过基本技巧
训练及与演练，将所学应用在模拟情景上。

本次营会课程主题及主讲人如下：

1. 课程1– 男女生理发展：郭富美讲师
2. 课程2– 亲密关系：黄睐芳讲师
3. 课程3–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黄章健讲师
4. 课程4–  性病与爱滋病：黄凯琳讲师
5. 课程5–  性暴力：饶安莉讲师

《校园犯罪预防：鉴识科学与成瘾行为》工作坊大合照



151

12.5 院内心理健康及成长活动

12.5.1   《性别与心理健康周》

辅导中心分别于8月及9月举办《性别与心理
健康周》。这项活动的宗旨是向新院学生与教职
员以及公众人士宣导，开拓参与者多元/平等的
性别视野，建立性别友善的校园。本次的活动包
括：海报展览、邀请台湾同志及马来西亚的多元
性别组织现身说法，让参与者了解到国内外的情
形，了解同志议与马来西亚相关的法律问题。活
动细节如下：

1. 8月23日-24日：〈拥抱多元性别〉海报 
 展览

2. 8月23日：〈同志圈内你不知道的事〉讲 
 座，李育嘉主讲（台湾南华大学生死学系 
 学生）

3. 8月24日：〈在马来西亚看见异样的声 
 音〉讲座，异样Diversity 伙伴（持兴 ， 
 Aidan，Sim）主讲

4. 9月28日：大家一起动手做早餐

5. 9月28日：健康饮食咨询服务（饮食治疗 
 师：林爱玲、彭静谊）

6. 9月28日：〈Colour Malaysia〉讲座，刘 
 理顺校友主讲

健康饮食咨询服务

大家一起动手做早餐

12.6 学生辅导义工团

     辅导义工团秉持服务助人的精神，延续往
年多项活动，不断推动与参与各项助人活动。

2016学生辅导义工团理事名单：

•  团长：钟明燕
•  秘书：叶慧亮
•  活动股组长：彭秉辅
•  美宣组组长：叶沁怡         
•  副团长：黄涑晶
•  财政：郑依宁
•  副组长：郭依琳                 

12.6.1   辅导义工团基本助人培训课程

2016年辅导义工团基本助人培训课程内容
包括自我探索，以及助人概念与技巧。

第一学期

16/4/2016 性 病 的 认 识 与 防 治 （ 黄 凯
琳）

16/4/2016 性暴力的认识与防范
（饶安莉）

30/4/2016 男女生理发展（郭富美）
30/4/2016 性别认同与性取向

（黄章健）
7/5/2016 亲密关系（黄睐方）
7/5/2016 团体带领技巧（黄章健）
11/5/2016 帮助与被帮助（黄章健）
18/5/2016 语言沟通及非语言沟通

（黄章健）
25/5/2016 压力因应（黄章健）
1/6/2016 绘画与疏解压力（饶安莉）
8/6/2016 生命的故事（黄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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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

14/9/2016 认识同侪辅导（一）
（黄章健）

29/9/2016 认识同侪辅导（二）
（黄章健）

12/10/2016 辅导人员的特质（黄章健）
19/10/2016 正念内观（一）（黄章健）
26/10/2016 正念内观（二）（黄章健）

12.6.2   守新护心行动

守新护心活动是在4月及8月开学初举办，辅
导义工透过拜访新进宿舍生，了解他们在校园里
的适应状况，向新生表达关怀与提供协助。

12.6.3   机构探访

义工团在6月19日到生命旅程休憩站进行机
构探访，学习如何透过绘本的分享与儿童拉近距
离，并且从中传达一些生活概念。另外也体验儿
童在墙上绘画的感受，找回自己的童真。

12.6.4   义工培训营

中心于12月4至6日在Hulu Langat Bamboo 
Village举办3天2夜的学生辅导义工团培训营。透
过活动，促进新旧义工之间的联系,分享交流与学
习，并提升团员之间的凝聚力,增加义工对辅导义
工团的归属感，提升团队精神。培训营中除了团
康活动外，分别由两位老师主讲课程，即：

1. 绘出心灵图案：以艺术媒材自我探索， 
 放松自己（饶安莉老师）

2. 认识心理疾病：学习如何辨认常见的心理 
 疾病（黄章健老师）

义工培训营

12.6.5   FREE HUG活动

为响应每年9月第三个星期二的国际和平
日，义工团于9月14日举办“Free Hug世界拥抱
日”活动。从下午3时至下午5时，义工们在新院
食堂和UG桥大大送出拥抱。被拥抱的同学在受访
时皆表示，被拥抱的感觉很温暖，也很感动。

12.6.6   期末考ALL PASS 糖活动

考前关怀服务是义工团在每学期期末考前
所举办的院内同侪关怀服务，关怀对象主要是准
备应考的新院生。今年的7月6日及11月16日，
义工们在学院的食堂进行派送糖果和送上祝福活
动，向同学表达问候和关怀。

12.6.7   中秋晚会

义工团于今年9月21日举办中秋晚会。团员
们透过聆听中秋的故事、吃月饼，以及畅谈儿时
回忆，欢庆中秋。

12.7 辅导人员培训

•  院内培训课程:

1. 《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  
 Workshop: Module 2 – Implementing  
 OBE（9/3/2016）

2. 《校园犯罪预防：鉴识科学与成瘾行为》 
  工作坊（16-17/7/2016）

3. 《幽默咨商模式》工作坊   
 （26-27/11/2016）

4. 《优质客服的态度》    
 （19/11， 4/12/2016）

黄章健：
1. 《提升心效能》个人与组织工作坊  

 （11-12/10/2016）
2. 《First Aid 2.0》 (Basic Occupational 
 First Aid and CPR +AED)( 21-22/10/2016

院外培训课程：
饶安莉：
1. 第十一届华社辅导研讨会   

 （9-10/9/2016）

郭富美：
1. 第十一届华社辅导研讨会   

 （9-10/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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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民办学府，新纪元学院除了发展完
整的华文教育之外，也肩负了传承及发扬中华文
化之传统美德。文化推广中心的成立主要推动华
文教育及推广中华文化活动，旨在鼓励学生报考
华文与珍惜学习母语的机会；让年轻一代认识与

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根及文化，并把五千年优良
的中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传承下去。此外，
本中心也透过举办各类的文化活动以提升学院的
声誉与知名度。

（十三）文化推广中心

13.1 推动华文教育

13.1.1   SPM华文/中国文学讲座

本院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在2016
年期间受邀到各地去担任SPM华文及SPM中国文

学讲座主讲人以鼓励学生报考华文及协助应届考
生能够在华文及中国文学科考取好成绩。以下是
杨老师担任讲座主讲人的日期与地点：

日期 讲座 学校/地点 参与人数

23/02/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一） SMK Bandar Baru Sungai Long 200
01/03/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Cheras Jaya 80
02/03/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一） SMK Cheras Perdana 150
15/04/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二） SMK Bandar Baru Sungai Long 200
27/04/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500
12/05/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一） SMK Engku Husain 200
15/07/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Taman Desaminium 120
20/07/16 瓜冷县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瓜拉冷岳福建会馆 400
29/07/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Taman Kosas 200
13/08/16 乌冷县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新纪元学院 200
17/08/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Taman Seraya  100
18/08/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二） SMK Cheras Perdana 250
19/08/16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一）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400
20/08/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Taman Tun Aminah, Skudai, Johor 300
22/09/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La Salle 100
26/09/16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二）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600
13/10/16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二） SMK Engku Husain 200
15/10/16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芙蓉中华独中 200
16/10/16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波德申中华独中 120
26/10/16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吉隆坡中华独中 100

杨靖耀老师与师生们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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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SPM华文课程

为了让中五的SPM应届考生能够掌握华文
科的作答技巧及考取好成绩，本中心于2016年3
月至8月举办共12周（每逢星期六下午1时至3时
正）的SPM华文课程，由本院文化推广中心主任
杨靖耀老师授课。

参与的人数多达100人，学员们来自雪隆区
13所不同的学校，其中包括：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八打灵公教国民型中学、吉隆坡尊孔国民
型中学、蕉赖翠岭镇国中、敦胡先翁国中二校、
首都镇达美国中、双溪龙镇国中、迪沙沙登国
中、蕉赖再也国中、SMK Engku Husain、SMK 
Seksyen 1 Bandar Kinrara、SMK Taman Jasmin 
2及SMK Perempuan Pudu。

13.1.3   SPM华文加油站（作答技巧讲座）

SPM华文加油站于2016年8月13日在本院
举办。本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担任此作答技巧讲
座的主讲人，也邀请到美华城国中华文教师张宝
云老师作为主讲嘉宾。此活动宗旨是为了鼓励华
裔子弟读华文及报考SPM 华文，提升学生的华文
水平及加强考生的作答技巧；同时也指导学生们
如何快乐学华文及珍惜先辈为我们争取学习母语
的机会。

参与的师生人数多达500人，学员来自28
所雪隆区的学校，其中包括：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直落邦理玛加朗国中、双溪龙镇国中、
八打灵公教国民型中学、吉隆坡尊孔国民型中
学、敦胡先翁国中二校、蕉赖翠岭镇国中、蕉赖
再也国中、迪沙沙登国中、SMK Bandar Damai 
Perdana、 SMK Bandar Banting、SMK Dusun 
Nanding、 SMK Convent (M) Kajang、 SMK 
Jenjarom、SMK Jugra、SMK Methodist Telok 
Datok、SMK Telok Datok、Methodist Boys’ 
School、SMK Bukit Mewah、SMK Perempuan 
Pudu、SMK Perimbun、SMK Seafield、 SMK 
Engku Husain、SMK Subang Utama、 SMK 
Seksyen 1 Bandar Kinrara、 SMK Tinggi Kajang 
及 SMK Taman Jasmin 2 Methodist High School 
Kuala Lumpur。

“SPM华文加油站”参与的全体师生与两位主讲老师的合
影。

本院各讲师与嘉宾为“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进行开
幕仪式。左起为陈国源、蔡   永根、戴庆义、刘丽纯、莫顺

宗、文平强、伍燕翎、杨靖耀及吴振声。

13.1.4   “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

第四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于
2016年3月5日在新院举行，吸引多达400余名
中学生及老师参与。这项活动由新院中文系及文
化推广中心联办，艺青出版社协办，星洲日报《
活力副刊》及《学海》周刊为协办媒体。

活动宗旨是鼓励华裔子弟选修及报考华文、
提升中学生的华文水平。当天有斯里肯邦安国中
校长戴庆义先生主讲“我为什么要你考华文？”
；红蜻蜓出版社顾问邓秀茵小姐与红蜻蜓出版社
作家谢冰洁小姐一同主讲“我用华文创作”；到
了营会尾声，本院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博士与师生
们分享心得及做出总结。

13.1.5   雪隆中小学华文教师培训营

由雪州教育厅中学华文科课程委员会及吉隆
坡教育厅主催、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及新院作为
协办单位于2016年4月23日在新院举办雪隆中小
学华文教师培训一日营，约500位来自雪隆区的
老师参加此项培训活动。其宗旨是提升华文老师
的教学水平、让老师互相交流以交换教学心得、
推广华文教育、维护民族语言及传承中华文化。

此活动邀请到吉隆坡教育厅许小莲督学担任
开幕嘉宾。其相关内容包括由本院中文系主任伍
燕翎博士及中文系讲师郑诗傧博士对谈写作与文
化创意“搞搞新意思”及王淑慧博士主讲“学•
做教师”。到了活动尾声，由雪兰莪教育厅陆国
权督学为此培训营做出总结。

13.1.6   SPM中国文学教师培训课程

由本院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担任
主讲老师的SPM中国文学教师培训课程于2016
年1月30日在本院举办。参与此课程的老师共12
位，来自波德申中华独中的华文老师参与。其宗
旨是提升中国文学老师的教学水平、推广华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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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推广中华文化

13.2.1   担任诗歌朗诵比赛及演讲比赛评审

杨靖耀老师受邀到各地去担任诗歌朗诵比赛
及演讲比赛的评审，详情如下：

日期 比赛 学校/地点

23/01 大专华语辩论比赛 双威大学
08/04 乌冷县华语诗歌朗

诵比赛
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

12/04 鹅麦县华语演讲比
赛

万挠爱美乐华文
小学

21/06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
颂读比赛

新纪元学院

14/07 雪州华小华语诗歌
朗诵比赛

首邦市子文国民
型华文小学

育、维护民族语言及传承中华文化。具备丰富中
国文学教学经验的杨靖耀老师与老师们互相分享
教学心得，以帮助提升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及吸引
更多华裔学子报读中国文学课程。

13.1.7   拯救华文运动座谈会

本中心于2016年1月15日与星洲日报在加
影富丽华酒家举办了一场“拯救华文运动座谈
会”，与受邀的本院讲师和国中教师一起探讨现
今大马中文水平日益低落问题及讨论“为何华

裔学生不报考华文？”议题并找出真正的解决方
案。

这场交流会由本院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
老师担任主持人，由星洲日报记者王宝玲女士负
责记录及整理，出席嘉宾包括来自本院中文系主
任伍燕翎博士、中文系讲师郑诗傧博士、公关与
招生处主任吴振声先生、艺青出版社执行董事蔡
永根先生、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华文教师苏小燕
老师、美华城国中华文教师张宝云老师及Taman 
Jasmin 2国中华文教师江美年老师。

工委们及得奖者与评审团的大合照。

13.2.2   雪隆丙申猴年挥春比赛

由雪州教育厅中学华文科课程委员会及吉隆
坡教育厅主催、新纪元学院及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联办，班丹美华国中华文学会及艺青出版社协办
于2016年2月20日在新院举办雪隆丙申猴年挥春
比赛。举办这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对书法
的兴趣及提升学生的书艺水平；让各校学生互相
观摩交流及增添农历新年气氛。

这次比赛的反应非常热烈，多达800位学生
来自各区不同的学校参与。参赛者被分布到院内
各个地方写春联，形成了一道具有文化气息的风
景。比赛共分成五组，即高中组、初中组、小学
组、非华裔组及大专组。高中组、初中组、小学
组各设5份特优奖及优秀奖10份；非华裔组设特
优奖及优秀奖各3份；大专组则设特优奖及优秀
奖5份。

13.2.3  新纪元嘉年华《爱•回家》-《转  
   舞》大汇演

“共享空间”专业舞团结合新纪元学生及校友呈献精彩的“
转舞”大汇演，曼妙的舞姿及戏剧呈献，赢得全场掌声。

配合本年度首炮巨作新纪元嘉年华暨《爱•
回家》校友回校日，本中心于2016年1月17日
与共享空间专业舞团联合举办了一场一流的世纪
演出《转舞》大汇演。本中心诚意邀请“共享空
间”专业舞团总监马金泉导演为本院精心设计一
场大型舞台剧《转舞》，并结合本院学生及该舞
团成员，以戏剧、舞蹈、歌曲、廿四节令鼓等方
式呈现出属于新纪元特色的舞台汇演。

此舞台剧以一个小时不间断的节目连续演
出，相关节目包括由本院爱艺鼓队二十四节令鼓
演出的《节令迎春》、新春舞蹈诗舞《蝶恋花》
、《歌扬绕梁》独唱与双人对唱演出及《光辉新
院》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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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泉老师与爱艺鼓队队员的合照。

此外，本中心邀请到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
王雅先生亲自在现场为此嘉年华挥毫及挥春。同
时，本中心也安排茶艺活动，让大众体验泡茶、
喝茶这优美的华人文化及售卖如汤圆、粽子、茶
叶蛋、包子、糕点、擂茶等多种华人传统美食。

13.2.4   第十届全国中学华文学会生活营

由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主办，本院文化推广
中心联办，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学海以及林连
玉基金会协办，于2016年3月18日至3月21日
在本院举办第十届全国中学华文学会（全中华）
总站生活营。全中华是马大华文学会旗下的一个
特别活动，其宗旨为提高中学华文学会的素质。
此生活营目标是启发营员的个人能力并提升其技
巧、提高中学华文学会的组织运作能力、提高中
学生对华教及中华文化的认知。多达130位来自
全国各区域的营员聚集在本院参与此生活营。

全中华的节目内容强调游戏与课程并重，深
信透过游戏和团康，能够帮助中学生建立团队精
神和培养个人领导能力，并运用在各校的华文学
会或日常生活里。除此之外，全中华的课程更是
精心为中学生策划。全中华所带出的课程是针对
在籍中学生或华文学会的需求，编排出一系列有
趣的辅助课程，希望能够帮助和启发营员，以便
为自己的华文学会做出一份贡献。

其课程分类包括个人提升、学会组织运作能
力、中华文化和华教。全中华的节目包含了团康
游戏、跑站游戏、课题探讨、影片分享、个人分
享、华教之旅，联谊晚会等等。

13.2.5   文化特工队培训营

文化特工队于2013年8月份成立，这个团队
主要是招募本院的学生加入以协助承办及推广各
类的中华文化活动。与此同时，这个团队也能协
助本院的学生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以立足未来、
提升学生的办事能力及生活技能，好让学生透过
活动自我学习、成长、并认识自己。

本中心于2016年4月30日至5月2日带领55
位文化特工队前往士毛月原住民度假村展开3天2
夜的培训活动，并以透过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让团
员们更了解彼此以加强团队的默契与合作精神；
也让团员们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并增加他们积极推
动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13.2.5   文化特工队培训营

文化特工队于2013年8月份成立，这个团队
主要是招募本院的学生加入以协助承办及推广各

类的中华文化活动。与此同时，这个团队也能协
助本院的学生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以立足未来、
提升学生的办事能力及生活技能，好让学生透过
活动自我学习、成长、并认识自己。

本中心于2016年4月30日至5月2日带领55
位文化特工队前往士毛月原住民度假村展开3天2
夜的培训活动，并以透过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让团
员们更了解彼此以加强团队的默契与合作精神；
也让团员们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并增加他们积极推
动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13.2.6   第二届爱艺鼓培训营

爱艺鼓是由一群热爱鼓艺的新院生组成，并
抱着要把优良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理念，而爱艺
鼓也是本中心旗下的一个表演艺术团体。第二届
的爱艺鼓培训营于2016年5月27日至29日在本
院举办，多达50位爱艺鼓队员参与。由本院文化
推广中心及爱艺鼓队主办，共享空间专业舞团及
人人人鼓剧团协办此培训营。

其宗旨为发扬本土独创的表演艺术文化，提
升爱艺鼓队员的素质技术；培训爱艺鼓参加第四
届二十四节令鼓国际观摩会暨全国精英赛。此培
训营由人人人鼓剧场艺术总监周顺兴教练、共享
空间专业舞团创办人马金泉老师及本院文化推广
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做为主要培训导师。本院辅
咨系讲师黄章健老师也在此培训营中负责指导队
员们进行团体建设活动。其他培训活动包括体能
训练及过站游戏。

13.2.7   《鼓手，你要的不止是一面鼓》艺 
    术与文化创意分享会

本中心与爱艺鼓团主办，共享空间专业舞团
协办于2016年5月28日在本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艺术与文化创意分享会《鼓手，你要的不止
是一面鼓》。此分享会是由著名的共享空间专业
舞团总监马金泉老师主讲，在现场与100余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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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手及外界人士分享他的艺术创作心得。马老师
也与台下的鼓手们互动，亲自示范打鼓应具备的
感觉及让鼓手们领悟何为打鼓艺术，打鼓不止需
要技巧，当下的情绪及感情也对打鼓极为重要。
此分享会让鼓手们受益不浅，不止提升了鼓艺，
也在心灵与创意各方面获得提升。

13..2.8   第13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第13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由雪州教育
厅中学华文科课程委员会主催、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与新纪元学院联办，协办单位则有艺青出版
社、共享空间专业舞团、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益
新印务有限公司、阿水影音制作公司，星洲日报
《活力副刊》及《学海》周刊为协办媒体，于
2016年6月8日至11日在本院举行。

中华文化营的规模也已走向国际化，并邀请
了邻国的在籍中学生参与，希望提供互相交流心
得的平台，建立合作奠定稳固基础，让马来西亚
以及外国的青少年，透过中华文化认识自己并自
我提升及提倡优质生活。

今届的中华文化营以“执手文化13载•梦
回华夏5千年”为主题，符合这个时代发展的同
时，也很年轻化，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一代认识与
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智慧，继续宣扬华夏文
化，让五千年优良传统的文化得以源远流长。

活动内容包括华教的故事、相声、电影导读
会、团康带动舞、民族体育（传统游戏）、高桩
舞狮、廿四节令鼓、中国结、华乐、茶艺及武术
等。

营员们在闭幕典礼上的大合照。

13.2.9   《你的阅读•决定你》刘轩&谢哲青         
     讲座会

为了培养阅读兴趣，缔造书香社会，本院文
化推广中心与联办单位佛光文化及星洲日报《活
力副刊》于2016年3月11日在本院举办了一场主
题为《你的阅读•决定你》的讲座会。此讲座会
邀请了两位台湾著名的作家刘轩与谢哲青分享他
们的阅读哲学，并吸引多达600名师生及外界人
士前来参与。

相关内容包括由刘轩主讲“Get Lucky! 助你
好运-幸运透视眼”及谢哲青主讲“钞写浪漫-在
这里，世界与你相遇”。两位作家也在讲座会上
对谈他们的阅读哲学“你的阅读决定你You are 
what you read”及在现场与参与者们签书合照。

13.2.10   中、马书法交流会暨工作坊（中华 
      人文碑林一日营）

由中国湖北省书法报社主催，本院文化推

广中心主办，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及富贵爱心基
金会联办，共享空间专业舞团协办于2016年5
月31日在士毛月富贵山庄的世外桃源举办了一
场中、马书法交流会暨工作坊（中华人文碑林
一日营）。参与的人数多达200余人，来自九所
雪隆区国中，包括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SMK 
Pandan Mewah、SMK Taman Tasik、SMK 
Taman Kosas、SMK Telok Datok、SMK Telok 
Panglima Garang、SMK Banting、SMK Jugra
及SMK Pusat Bandar Puchong (1)。

此活动主题为“合作、创新、发展、分享”
，其宗旨是提升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识，透过
碑林导览活动让青少年认识汉字的演变及欣赏古
人所留下的文物遗产。

当天精彩活动内容包括书法讲座及交流会-
书法“沈体”与“石在火不灭”沈老精神讲座、
中国书法家讲座及中国、马来西亚书法交流会；
及中华文化活动暨工作坊-拓碑、戏剧表演、民族
体育、廿四节令鼓及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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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1   2016华穗杯二十四节令鼓区域精 
      英赛（中马区）

由马来西亚二十四节令鼓协会与华总二十四
节令鼓协会联合举办，Idea Planet Network 与灵
魂震动鼓坊联合制作，华总二十四节令鼓推动组
成员组成裁判团，《2016华穗杯二十四节令鼓
区域精英赛-中马区》于2016年6月22日在吉隆
坡马华大厦三春礼堂举行。

此次有别于历届的赛制，这次赛制是全国
举办区域赛，再从北马、中马、南马、东海岸及
东马选出获胜队伍晋级全国精英赛《2016第4节
二十四节令鼓国际观摩暨马来西亚精英赛》。新
纪元学院爱艺鼓队第一次以全队方式参与这项比
赛，在比赛现场是唯一一支由大学生组成的二十
四节令鼓队，与11支来自吉隆坡、雪兰莪及森美
兰的二十四节令鼓队在舞台上展现精湛鼓艺，一
较高下！经过一番龙争虎斗，爱艺鼓队成功在比
赛中获得了优秀奖。

爱艺鼓队在比赛舞台上精彩演出“惊蛰”。

13.2.12   马台中华传统艺能交流营

这次的马台中华传统艺能交流营是由本院文
化推广中心及台湾弘明实验高级中学国际青年志
工队连同举办。此交流营主题为《直的传承•横
的交流》，于2016年7月9日在本院进行，并与
本院学生互相交流及学习。相关活动包括，校园
导览、两校中华传统艺能交流演出、两国学生交
流环节、快乐遨游华文世界及茶艺体验。在两校
中华传统艺能交流演出中，本院爱艺鼓队在两校
中华传统艺能交流演出环节中呈献了廿四节令鼓
表演《惊蛰》及由本院学生演唱的《用马来西亚
的天气来说爱你》，台湾弘明实验高级中学国际
青年志工队则带来了精彩的中华传统相声、音乐
剧中剧、中国武术及中国乐器演奏。

13.2.13   印尼中学生国际交流

印尼中学生汉语文化体验营由新院教育系主
办，文化推广中心协办于2016年9月30日在本院

举办。为了能让印尼中学生亲身体验及更深入地
了解中华文化，文化特工队及爱艺鼓队精心准备
了几项中华文化的活动，其内容包括民俗体育、
茶艺、中国结及廿四节令鼓。爱艺鼓队在此生活
营为印尼交流生表演之外，也进行廿四节令鼓体
验交流。爱艺鼓队队员教导印尼中学生们基本花
式与宣扬廿四节令鼓的历史。

13.2.14   第三届小学中华文化营

华夏文化流传至今，已有5千年的历史。文
化的传承应从小培养，为提升小学生对中华文化
的认识，本中心与士毛月新民国民型华文小学于
2016年11月5日及6日在士毛月新民华小联办一
连两天的小学中华文化营，让更多的小学生有机
会接触及学习中华文化，认识自己的根和属于自
己的文化。近有100名小学生参与此营，其主要
学员来自乌鲁冷岳县在籍5、6年级的小学生。
此文化营的活动内容包括经典文学导读、电影导
读、民俗体育、廿四节令鼓、茶艺及武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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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关爱社区活动

13.3.1   《月下•老人•庆中秋》社区服务 
     活动

《月下•老人•庆中秋》是由文化特工队举
办的社区服务活动，于2016年9月18日在蕉赖皇
冠城爱心安老院和老人家一同欢庆中秋节。这项
活动主题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目的是希
望透过庆节日把温馨和快乐带给老人；深化关爱
老人，尊敬老人的意识；将爱付诸于行动，缔造
爱心社会。

活动当天除了有理发师为老人提供头发义剪
服务外，也包括与老人闲聊、吃月饼赏月、演唱
歌曲及手语表演等。

13.3.2   寻找“幸福密码”之尼泊尔义工行

本院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于2016
年8月28日至9月4日带领了七名学生，组成了八
人团队展开了跨国界的尼泊尔义工行，前往加德
满都(Kathmandu)，到当地当义工，为尼泊尔孤
儿送温暖、献爱心，去寻找“幸福密码”。

此尼泊尔义工行主题为“有了爱就有了一
切”。其宗旨是透过社区服务，提升个人成长，
促进社区参与，发挥互助互爱的共融精神，提倡
爱心社会。

这支义工团队到了尼泊尔儿童之家关爱中心
(孤儿院) 帮助一群年龄介于5至12岁的儿童，为
他们带来关怀及爱心并为孤儿们精心准备的一系
列活动。

其活动内容包括英文讲故事及表演、团康带
动舞、杯子音乐及创作歌曲、武术、亲手制作中
国结及手环、破冰游戏及陪伴孩子们一起温习及
做作业。

文化特工队和公公婆婆们一起提灯笼欢庆中秋。

杨靖耀老师及七名学生一起和尼泊尔孤儿院的小朋友合影
留念。

尼泊尔儿童之家关爱中心的孩子们学习武术。 与尼泊尔小学的学生们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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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队队员与可爱的孩子们的大合照。

由文化特工队举办的关爱社区服务活动《关
爱弱势群体，从小事做起》于2016年12月7日在
蕉赖乐善儿童残障福利中心当义工，帮助及关爱
残障儿童。其活动宗旨是为了让大专生培养爱心
和同情心，学会理解爱和帮助别人，提升个人的
素养和能力及增强大专生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

和谐。活动当天，文化特工队们不仅为乐善儿童
残障福利中心的50余名的儿童带来欢乐，还精心
准备了几项活动及游戏与残障儿童们互动。相关
活动包括唱歌表演、舞蹈、画画、搓汤圆、一起
吃糖水、玩游戏及大合照。

13.3.3   《关爱弱势群体，从小事做起》社区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