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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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校长（学术与研究）

配合本校大学学院的发展格局与方向，本校
各学术部门的学术与研究发展有待逐步扩展与提
升。

为配合各院系的学术规划与发展，本校自
2017年8月起成立了人文与社会科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自2018年3月起易
名为“文学与社会科学院”（简称“文学院”）。
文平强教授受委为文学院院长，负责管理纳入其

架构下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教育系、辅导与咨商
心理学系及英文部的学术与研究事务。

李锦兴教授、Azizan bin Othman助理教授
及黄永宝教授自2017年8月起分别受委为商业与
资讯工艺学院院长、媒体与艺术学院院长及研究
生院院长，副校长文平强教授则负责统筹、协调
与制定三院系各项学术与研究事务。

1.1 学术事务

1.1.1 拟定未来三年的发展蓝图

配合本校设定的长短期升格发展方向，本部
门在各院系规划未来三年的学术与研究发展蓝图
上提供意见，包括开办新的学士和硕博课程、提
升研究成果、扩展师资阵容、制定国际与国内学
生的招生目标与策略、开展国际联系与合作、扩
充教学设备等项目。

在各院系规划筹办学士课程与硕博课程的过
程中，配合注册处和研究生院及其它部门的工作
流程，本部门也适时给予学术意见，同时统筹、
协调与协助制定各作业与流程。 

1.1.2 统筹、协调与跟进及制定各院 
系的学术与研究事务

配合本校的升格发展方向，本部门不定期统
筹、协调与跟进各院系的学术与研究事务，必要
时协助制定学术课程与研究发展项目及全力支援
MQA事务。各院系的业务原则上需经院系会议通
过后呈大学评议会议批准。

配合注册处（教务组），本部门通过每月定
期召开一次学术会议，邀请各院系院长与主任、
注册处主任/副主任等出席会议，共同讨论与决
定各院系的学术事务，包括课程开办与规划、考
试事务、MQA事务、招生事务、国际合作等议
题。配合本校设定的长短期升格发展方向与目
标，本部门也适时鼓励各院系开办更多具“增
值”、具课程特色且符合市场需求的全新学士和
硕博课程。在各院系的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
校外导师之委任及其他相关学术与研究事务等方
面，本部门也适时为各院系提供意见。

本部门也鼓励各院系的学术人员积极提升研
究成果，包括开展研究与出版项目，积极出席国
内外研讨会并发表研究论文。各学术人员受促一
年至少发表一篇论文或两篇书评，研究成果也可

以出版成书或投入本校出版的两本学术期刊，即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和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各院系也受促建立
学术出版制度，积极提升学术刊物的出版，出版
形式可以个人著作或编著出版。

本部门也鼓励各院系积极筹办各类学术活
动，以丰富教学与学习成果。

1.1.3 提升学术人员的学术形象与素质

为鼓励学术人员建立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心
态，本校继续实施“学术人员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ex， 简称KPI）的评估制度，由
申请人自愿呈交升等表格。升等评估以教学、研
究与出版和对所属部门之贡献等项目作审查。为
提升学术人员的专业形象与素质，本部门确保各
院系讲师的学术资格符合教育部所规定的资格要
求，同时督促各讲师提升整体的学术表现与塑造
专业的外在形象。

为提升本校学术人员的学术资格，本部门
也鼓励不具博士学位的讲师积极进修获取博士资
格，希望未来三年各院系所有学术人员都具备博
士学位。

1.1.4 统筹与支援MQA事务及监督 
 其品质保证

各院系需依据MQA所规定的COPPA（Code 
of Practice for Programme Accreditation）要求
成立各项委员会，各项委员会包括品质保证与审
查、课程监控与检讨、考试事务与考题审核、财
务预算、研究计划、实习生管理及校友事务等。
各院系也需建立与保存各学士或硕博课程所涉
及的各项书面记录，如会议记录、报告及照片等
等。

为确保各课程的学术素质，各院系所开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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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必须委任一位课程协调员（Programme 
Leader/Coordinator）负责相关课程的MQA事
务，各院系所委任的课程协调员名单必须经院系
会议通过后提呈大学评议会议通过。在考题审核
方面，各院系主任必须扮演主导性的角色，为加
强系上各课程出题之审核，考题审核委员会可邀
请各院系及英文部讲师或其他校外专业人士加入
为成员。

在各院系处理MQA事务上，本部门适时跟
进各文件与资料的完善及监督其素质保证。

1.1.5 规划硕博课程的发展模式

配合本校拟定的未来三年大学发展计划与方
向，本部门与各院系及研究生院配合，共同商讨

各院系开办的硕博课程未来规划与发展模式。

为贯彻“一带一路”的理念、开拓东盟华人
的研究课程，本部门于2017年起向教育部提呈
申请“东盟研究”（ASEAN Studies）硕博课程
（研究式）的开办准证，以落实本校成为国内第
一所开办以东盟华人研究为硕博课程的私立大学
学院。“东盟研究”博士课程于2018年底正式
获教育部批准开办准证，并将于2019年正式开
班。在本课程正式开班前，本部门需与研究生院
协调与配合，为本课程的各项前置工作（课程设
置、课程协调员及学术顾问、师资阵容、国际合
作、注册与招生、考试事务、教学设备、参考书
目等）做好完善的规划与准备，以利各项作业顺
利执行。“东盟研究”硕士课程则尚待教育部批
准开办准证。

1.2 研究事务

1.2.1 研究项目

文平强: 

(1) Selected topics on Malaysian Chinese 
and business studies

(2) Selected topics on belt and road studies

1.2.2 研究成果

（一）出版项目

（1） 学报

为提升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学术与研究水平，
本校自2012年起定期出版两份学术期刊，即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Malay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及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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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每年出版两期，收录
国内外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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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邀请
多位资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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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校的研究与发展意义深远。

今年，本校已出版了两本英文学报及两本中
文学报。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5, No.2于2018年11月出版，内容含四篇论
文及一篇史料。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6, Nos. 1&2（合辑）于2018年11
月出版，内容含五篇论文及两篇史料。《马来西
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六卷第一期、二期
合辑）于2018年5月出版，内容含五篇论文、三
篇民间历史文献示例、一篇张礼千文集补遗、一
篇活动报告及两篇书评。《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报》（第七卷第一期）于2018年12月出
版，内容特设为闽籍村镇与马来西亚华人发展专
号，收录四篇论述、三篇史料、两篇学术报告及
一篇书评。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的编辑委
员会自第七卷第一期起进行重组，编辑顾问为文
平强博士，廖文辉博士和伍燕翎博士担任主编，
委员由郑诗傧博士和郭思韵博士组成。受邀的顾
问委员会成员包括陈志明教授（中国中山大学）
、古鸿廷教授（台湾东海大学）、黄贤强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塔娜教授（澳洲国立
大学）、许金顶教授（中国华侨大学）及尹锡玟
教授（韩国国立江原大学）。《马来西亚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报》于2018年8月17日提呈申请内
政部出版准证，出版单位为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
（New Era Edu Sdn. Bhd.）。内政部于11月30
日批准本刊的出版准证，本校于12月19日获发
出版准证，准证号为KDN PP19397/11/2018
（035008）。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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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委员会自Vol. 7, No.1起也进行重组，主编为文
平强博士，委员由莫顺宗博士、廖朝骥博士、杨
国庆博士、林玉珠、傅德发和汤翔兰组成。受邀
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Prof. Emeritus Sharon A. 
Carstens（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USA）、Prof. 
Terence Gomez（University of Malaya）、Prof. 
Michael Hsiao（Academia Sinica, Taiwan）、Dr. Li 
Tan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 Prof. Liu Hong（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Prof. Sadoshi Masutani, 
Rikkyo University, Japan）、Prof. Wang 
Gungwu（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Prof. Wu Xiao-an（Peking University, 
China）、Assoc. Prof. Yamamoto Hiroyuki（Kyoto 
University, Japan）、Prof. Zhang Jijiao（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及Adjunct Prof. Yen 
Ching-Hwang（Adelaide University, Australia）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于2018年
11月5日提呈申请内政部出版准证，出版单位为
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New Era Edu Sdn. Bhd.
）。内政部于12月4日批准本刊的出版准证，
本校于12月26日获发出版准证，准证号为KDN 

PP19434/12/2018（035015）。本刊于2019
年1月出版。

（2）论文集

由新纪元大学学院与马来西亚创价学会联合
出版的《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经于
2018年5月出版，此书作者为文平强教授。本论
文集收录作者以中英文发表的17篇研究论文，内
容涵盖七大研究课题，即华人研究资料、拓殖开
发、商业与文化、社会凝聚、华人人口、族群关
系及国家建构。

本书获得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全额赞助出版经
费。

（二）学术论文

文平强,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growth, trends and prospects, 
载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6, 
Nos. 1&2，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11
月，页79-100。

序 日 期 题 目 主讲人 人数

1. 2月28日 了解人格差异，促进和
谐人际关系

黄玲玲女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讲师） 28人

2. 3月28日

A Sharing Session 
on Dealing with the 
Obstacles i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Dr. Tey Nai Peng (郑乃平博士)
（马来亚大学经济与行政学院统计系人口研究 小

组协调员）
Dr. Lai Siow Li（赖晓丽博士）

（马来亚大学经济与行政学院统计系高级讲师）

40人

3. 4月25日
Discovering the Power 
of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Mr. Navaratnam A/L Vejaratnam
（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讲师） 19人

4. 10月9日

Shedding New Light on 
Creating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Historical Archive: 
Expansion and 
Heritage

 Ms. Virginia Shih（施竞仪女士）
（Curator, South/Southeast Asia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ted States/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南亚书典藏部主任）

112人

表一 专题讲座

1.3 学术活动

1.3.1 专题讲座

本部门不定期主办不同主题的专题讲座，通过邀请国内外学者发表演讲，旨在培养本校职员与学生
和社会人士对研究课题的兴趣，也鼓励各界人士关注华人研究课题。今年，本部门共主办了四场专题讲
座。（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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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副校长李锦兴教授颁发礼品予主讲人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南亚图书典
藏部主任Ms.  Virginia Shih（左）。  

主持人文平强教授颁发礼品予主讲人Dr. Tey Nai Peng（中）和Dr. Lai Siow 
Li（左）后合影。

1.4 学术交流

(1) 副校长文平强教授于8月18日参与由马
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教育国际论坛，
主题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对话与反思”。     

(2) 副校长文平强教授与教育系主任王淑
慧博士和汤翔兰讲师于2018年8月20日拜访

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并与马来西亚幼儿教育
协会主席Dr. Mariani Binti Md. Nor副教授和
Dr. Siti Hajar Binti Halili进行学术交流。交流
事项主要是邀请两位学者担任教育系博士课程/
Ph.D.（Education）的博士导师，并获得两位学
者的同意。



69

（二）注册处

2.1 注册处（教务组）业务

2.1.1 行政业务

配合课程发展，组织与资源整合，注册处结
合学术部，依据业务内容分为学籍组及教务组。

本部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院内现有商学系、
金融与会计系、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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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学术课程及其相关学术行政作业。其他业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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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各课程之开
办与执行，协调各课程的申请与认证工作。

（一）部门业务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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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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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在大学评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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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课程评估

本部采取教学人员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作为实施讲师评估，不同等级的
讲师依据级别皆有不同的分数比，藉此评估改善学
科及讲师的素质与建立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心态。本
年度约400个科目进行课程评估，并100%做出分
析和计算。本校也提供校内及校外网络课程评估服
务，让学生可直接线上作业。

(4) 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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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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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制度配合“教学人员绩效指标”（KPI）开始
实施。

(5) 硕士课程取得开班准证

今年11月本校接获教育部文告，中文硕士
学位课程获准开班授课，成为本校首个开办的硕
士课程。

(6) 恢复学术会议

为了加强各科系的沟通及协调，自今年7月开
始恢复每月的学术会议（Academic Meeting）。

(7) 奖贷学金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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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贷学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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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各类奖
学金发放总额为马币1,610,700.00，受惠学生 
271 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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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于每年1
月份开办大专英语课程（前称英语密集课程/In-
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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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此项课程，提升学生的英语读、写、听、说
能力，以强化他们使用英语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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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深入了解英语
的基本语法，增加词汇量，并造出完整的句子，
同时在某些会话场合中，能自信地使用英语及
阅读和理解英文报章和课本的篇章。此外，英文
部还设计一系列的活动，以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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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学效果。
课程结束后，学生必须参加一项测验，成绩合格
的学生将获颁发一份证书。2018年，CEP学生人
数共为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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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学生马六甲一日游（Melaka one day trip）。CEP学生参加篮球比赛后合照。

2.2 注册处（注册组）业务

注册处的工作包括处理新生报名及遴选、新
旧生注册事务、报到日与开课礼、学籍管理事务
及举办毕业典礼。

2.2.1 新生报名及遴选

本处的主要工作是按教育部所制订的入学
资格处理新生报名及遴选，定时在院内公布录取
人数与相关资料，以供各系与各处调整招生动作
与策略。这项工作还包括接收报名表格、进行遴
选、寄发通知与新生注册须知等资料。

2.2.2 新旧生注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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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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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今年举办四次新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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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缴费、体检、领取学生手册、
拍照、办理宿舍入住手续。

第一梯次注册日 4.1.2018
第二梯次注册日 1.3.2018
第三梯次注册日 3.5.2018
第四梯次注册日 3.9.2018

2.2.4 学籍管理事务

学籍管理的事务包括报名、入学阶段，确定
学生呈交资料完整及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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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学生成绩单等。

为有效管理学籍的事务，本处极力掌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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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家长与各系密切配合协
助学生完成学业，也是本处的常年工作之一。

2.2.5 毕业典礼

今年主办2次毕业典礼，是为第19届与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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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观生博士。



71

科系 第19届 第19届（秋季）
毕业典礼日期 4.2.2018 29.9.2018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2+2) 5 2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2+2） 23 3
广告学士课程（2+2） 6 6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学士课程 (2+2) 13 0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3 0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3 1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7 8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8 16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17 28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12 11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1 12
网站研发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14 11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5 12
戏剧与影像系专业文凭课程 0 26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0 4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2 7
共计 139 147

2018 毕业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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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专题讲座

1. 系列专题讲座（14）

日期    ： 2018年2月6日
题目    ： 《郭鹤年自传》的读书报告：一个

把自己打造为“走向世界-走向大众-
走向未来”的“新生代企业家”。

主讲人： 黄枝连教授（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
创会会长、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创所所长）

2. 系列专题讲座（15）

日期    ： 2018年3月14日
题目    ： （1）《探索·解密·发现：新加坡

华人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2）《日本学者眼中的南洋华人
与“文化”》

主讲人： （1）柯木林先生（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学术主任）
（2）新沼雅代博士（日本横滨国立
大学国际战略推进机构副教授）

3. 系列专题讲座（16）

日期    ： 2018年9月25日
题目    ： 本真-本心-本我-畅谈我朗诵艺术的质

朴与自然
主讲人： 张妙阳先生（国际级著名配音艺术

家、朗诵表演艺术家）

4. 系列专题讲座（17）

日期    ： 2018年12月8日
题目    ： 华文文学史料与文学史建构研究
主讲人： 朱文斌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副校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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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顺宗校长指出，新纪元的创立是继承南
洋大学与独立大学的未竟之业，新纪元是“南大
种子”，新纪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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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一臂之力，肩负起辅
佐、充实与提升新纪元的学术素质与活动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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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新纪元图书馆正式命
名为“陈六使图书馆”。

除了“陈六使图书馆”，南大基金会与新纪
元也合作在新纪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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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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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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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旧报翻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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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前言

4.2 国家学术资格鉴定机构的课程核准 

（四）研究生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2017年，
为新纪元大学学院首个直属科研机构。本院秉着
「增进学术研究能量、培育优秀研究人才」的宗
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发展，推动以本土为范畴
的研究，强调研究成果与社会连结，促进地方的
发展。此外，本院着重于培养专业与人文素养兼
具的研究人才，为因应快速变化的资讯时代，本
院亦强调研究生跨领域整合能力的训练，提高研
究生的国际竞争力。

现阶段，本院主要负责硕博课程的开办
及专题研究计划的规划与执行。在行政业务
上，除了向国家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申请硕博课程的
开办外，同时着手规划研究生院的施行细则，建
立一套标准的管理系统。另一方面，为提升大学
学术风气，积极鼓励在职人员的进修与学术的交
流，定期招开在职人员非正式学术会议，为同侪
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平台。

本院自2017年开始向国家学术资格鉴定
机构（MQA）提呈研究型（Research）硕博
课程开办申请，包括了中国语文学系（CS）硕
博士班、东盟（AS）研究硕士班、东南亚研究
（AS）博士班和教育系（Ed）硕博士班。

其中，中国语文学系硕士班和东南亚研究博

士班于2018年10月26日己完成MQA的审核程序
（Approval）；东盟研究硕士班和教育系博士完
成二次提审阶段（Resubmission），等待MQA
最终审核；中国语文学系博士班己进入二次提审
阶段准备；教育系则等候第一阶段的审批意见
（Maklumbalas），申请程序时程如表一所示。

表一　向国家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提呈研究型硕博课程开办申请程序与时程

所属单位 学位
(研究型)

学位
(授课型)

学位
(报告型)

预计提呈
时程

第一阶段
提呈 审批意见 第二阶段

提呈 申请核淮

中国语文
学系

MA (CS)
 after 
2019 
CNY

MA (CS) 26/1/17 6/7/17 6/9/17 26/10/18
MA (AS) 20/3/17 7/9/18 8/11/18
PhD (CS) 13/3/17 26/9/18
PhD (AS) 31/5/17 7/6/18 26/10/18

教育学系

MEd 21/11/17

PhD (Ed) 4/12/17 26/3/18
2/7/18

28/5/18
29/8/18

MEd Nov 
2018

商学系／
计算机科
学与信息
工艺系

MBA Sept 
2018

PhD (BS)

美术与设
计学系 MFA

4.2.1　东盟研究硕士/东南亚研究博士 
   学位  MA/PhD ASEAN Studies

东盟/东南亚研究硕博课程系以东南亚为核
心，深化东南亚相关议题的研究，培养跨领域研

究的专业人才，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
的培植。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之一，对东盟
事务的关注责无旁贷，因此特设东盟硕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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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盟组织为研究核心，对该组织在区域整合上
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进行有系统且全面性的
研究，培育熟悉东盟事务的专业人才。然而，「
组织」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因此以东
盟研究为基础，开设东南亚研究博士课程，将研
究触角延伸至东南亚其它相关之议题。

4.2.2　中国语文学系硕士/博士学位 
   MA/PhD Chinese Studies 

中国语文学系（中文系）硕博课程的设立，
旨在培育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研究生，协助他
们成为具备创造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的
研究人员，提升本系硕博士生的市场竞争力，以
符合社会和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

此课程能够让研究生在汉语语言，文学和文
化领域上拥有优秀的资格，并能够让他们积极地
通过终身学习和学术研究来增广他们的知识。

4.2.3　教育系硕士/博士学位   
   MA/PhD Education 

此课程旨在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使
他们能够在学术界或业界发挥领导作用。此课程
也通过质量的监督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研究技能，
以满足工作场所的需求。教育博士是专注在研
究，而不涉及课程的教学。然而，研究生需参加
研究方法，研究提案和研讨会，统计和数据分析
的课程。

4.3　政策文件

下列文件已获得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
（Senate）的核准。

4.3.1　学术管理

此文件主要谈及研究生院所扮演的角色，研
究生课程的管理，研究生委员会的功能，研究生
管理委员会的功能，以及行政职员在研究生学习
中所应履行的职责。这些行政职员包括了院长和
系主任。

4.3.2　学术规则和条例

此文件着重于与研究生院课程相关的所有
程序。它针对由入学申请，入学登记，指导与监
督，学生进度和考试，论文考试至口试的过程提
供了明确的指导。

4.3.3　论文的准备

本文件提供有关论文写作的详细指南。它列
出了学生应遵守的所有一般要求和论文的格式。

4.4　学生管理标准操作程序

研究生管理模式纳入所有标准操作程序和必
要的文件，并被指定于2019年3月前完成。

4.5　在职人员非正式学术会议

本院共举办了两次在职人员非正式学术会
议。

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
举行，从下午3时至下午5点，由研究生院院长黄
永宝博士主持。与会人员共20名（NEUC职员）
及6名研究生管理委员会（GSMC）成员。 

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11月21日（星期三）
举行，从下午3时至下午5点。两位成员做了
他们的演讲。来自商学系的Navaratnam A / L 
Vejaratnam谈到了“定量研究介绍”，而来自技
职教育系的甄健强提到“教育的信息科技基础设
施”。与会人员共14名（NEUC职员）和3名研
究生管理委员会（GSMC）成员。

4.6　专题研究计划

为提升本院之学术研究水平及研究风气，同
时秉持着为华社贡献的理念，致力于社会基层的
研究，使研究成果能与华社接轨，创造社会影响
力。基于上述宗旨，成立本院专题研究小组，主
导二项长期整合型研究计划，分别为：

（一）华人聚落的扎根与变迁（Malaysia 
Chinese settlement Process）

（二）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研究（New Village 
Studies）

在长期整合型研究计划「华人聚落的扎根与
变迁」底下成立一项子计划「华人聚落的成立及
其进程──以甲洞为例」，由黄永宝教授进行规
划执行；而在「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研究」主题底
下成立另一项子计划「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数位化
资料库的建置」，由白伟权助理教授及黄燕仪高
级讲师进行规划执行。

计划成立初期系以相关文献探讨及资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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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工作，每月定期招开专题研究小组会议，
做为协调及督导各子计划的执行，计划开始截至
2018年底，己招开三次的专题研究小组会议。
黄永宝教授之「华人聚落的成立及其进程──以
甲洞为例」计划已成完四次的访谈作业，白伟权
助理教授及黄燕仪高级讲师之「马来西亚华人新
村数位化资料库的建置」计划已完成雪兰莪州及
柔佛州的新村点位建档。

4.7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本院成立后，致力于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建立
合作关系，加强本院师资与研究生的国际交流机
会，建立一个多元视角及观点。现阶段正积极与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洽谈院层级的合作备忘录。

参与性质 姓名 研讨会名称 题目 日期 地点

成果发表 黄永宝

Redrawing and 
Straddling Borders: 
Chinese Muslims in 
Transnational Fields and 
Multilingual Literatures

Overseas Hui 
Entrepreneurs and 
the Globalisation 
of Qingzhen Ethnic 
Food: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

12月1日
至2日 日本，京都大学

成果发表 黄永宝

From Sojourners to 
Settlers: Chinese Female 
Migration, Family 
Formation and Migrant 
Settlement in Colonial 
Malaya

201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Qiaoxiang Studies

12月7日
至11日 中国，武夷学院

本院秉持优质教学与塑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为
信念，积极鼓励本院师生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会议
或将研究成果进行发表。

4.8.1 学术著作出版

（一）期刊论文

Li Minghuan & Diana Wong (2018). Moving 

the Migration Frontier – A Qiaoxiang Migration 
Mode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6(1):63-77.

4.8.2 书籍篇章

Diana Wong (2018). Tan Kai Hee and the 
Art of Giving. S. C. Mok (Ed), Philanthropist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MY: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4.8　学术成果

本院在追求卓越教学及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积极鼓励将研究成果及教师的专业知能与社会接轨，为
社会与环境做出具体贡献，实践大学的社会责任，带动地方社会的发展，创造在地价值。

姓名 参与项目 日期
黄燕仪 华文独立中学高中地理科课本责任编辑 9月迄今

4.9 社会责任

4.8.3 研讨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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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是新纪元于1998年创办时
首先开设的科系之一。本系秉承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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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前言

5.2 学术成果 

(一）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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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沙龙

本系讲师除了做好教学工作，也积极参与国
内外的学术研讨会及文学与文化的讲座邀请，或
者作为发表人、与谈人、主持人等，与大众社会
建立对话与交流，提升系内总体学术风气。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伍燕翎
2018年中国语文师
资培育与教学实务
国际交流论坛

中文第一语言教
学在马来西亚国
际和私立中学的
开展与实践

3月10-11日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中等教育阶段
国语文领域教学
研究中心

廖文辉

闽藉华侨华人与马
来西亚发展

第三次学术工作坊

槟城日落洞的传
统行业 3月2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新纪元
大学学院、中国
华侨大学

郑诗傧

闽藉华侨华人与马
来西亚发展

第三次学术工作坊

东甲布业的兴衰
与起落 3月2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新纪元
大学学院、中国
华侨大学

郑诗傧
第五届中国古典文
献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

以《清史稿·艺
文志》订清代私
家藏书目录《孙
氏祠堂书目》 与
《文瑞楼藏书目
录》子部小说之
误收

5月4日 台湾东吴大学 台湾东吴大学

郑诗傧
“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中台湾文化叙述
研究”计划

宋词欣赏与教学
创意——以新纪
元大学学院词选
课为例

5月5日 台湾东吴大学 台湾东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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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主讲

郑诗傧

新南向“马国华人
文学阅读与研究”
工作坊暨马来西亚
中文教学与传播国
际学术研讨会

论 国 民 中 学 新
版 华 文 教 材
（KSSM）的编
纂情况

9月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白伟权
马来西亚华人史研
究再出发：理论、
方法与实践工作坊

马来半岛北部华
人锡矿地带的区
域化：以新区域
地理学观点为中
心

9月15日 广东陆丰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历史与考古
出版中心

廖文辉 马来西亚乡音与民
俗国际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饮
食文化概论 9月15日 隆雪中华大会堂 马来西亚历史研

究中心和乡音馆

廖文辉

“新丝路和东南亚
华人：投资、新移
民、跨国联系、文
化认同”国际学术
研讨会

论马来西亚闽南
人的兴学办教网
络

9月20-21日 泰国玛希隆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

泰国玛希隆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

廖文辉
第六届屏东文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诗
歌、历史、跨界

马来西亚华人民
间文学概论 9月27-28日 台湾屏东大学 台湾屏东大学

伍燕翎 第二届东南亚华人
华文国际研讨会

中文系：多元领
域与多维视角的
研究方法

11月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广西师
范学院

郑诗傧

闽藉华侨华人与马
来西亚发展

第四次学术工作坊

家族与商号：郑
明浦及其中兴栈
在柔佛东甲的扎
根、发展与对祖
籍地的慎終追远

11月16日 中国华侨大学
马来西亚新纪元
大学学院、中国
华侨大学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郑诗傧
2018年《转跃》
全国中学生大专体
验营

文案设计与商业
发挥 1月1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伍燕翎 吉隆坡中华独中文
学创作班 马华散文导读 1月30日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廖文辉
第15届马来西亚
全国中学生中华文
化营

马来西亚华人饮食
文化 3月2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化推广中心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
推广中心

廖文辉 第十届大伯公节 从在地现象看大伯
公和大伯公节 5月6日 马六甲三多庙 马六甲三多庙

廖文辉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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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伍燕翎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
港学生文化交流
之旅

从马华文学看马来
西亚华人社会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

6月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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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翎 华人文化研习与生
活营 中华文化如何创意 6月11日 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廖文辉
新南向“马国华人
文学阅读与研究”
工作坊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
文学和语言概论 9月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和东吴大学

廖文辉 巴生国民型中学华
文老师讲座

马来西亚的华文
教育 9月7日 巴生国民型中学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

推广中心

白伟权
中国和东亚的变迁
与周边世界国际研
讨会

战前马来亚新山华
人社会的多重认同
与族群边界(1861-
1942)

12月7日 拉曼大学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
院、拉曼大学中华研
究中心、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郑诗傧 育群中学毕业刊小
组中文系工作坊

文字手艺人：从一
个点子到一本书的
故事

12月1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伍燕翎 东南亚汉学高峰会
中文研究的新方
向——以新纪元大
学学院中文系为例

12月
14-15日 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政治大学华文文

化主体性研究中心

（三）主持、与谈、点评、总结人等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专场/性质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郑诗傧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之回顾
与展望 主持 1月26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廖文辉
“闽籍华侨华人与马来西
亚发展”系列学术工作
坊——砂拉越诗巫工作坊

三篇论文与
谈人 1月27日 砂拉越华族文化

协会
砂拉越华族文化
协会

廖文辉

陈六使系列讲座：柯木林
主讲新华历史研究；新沼
雅代主讲日本人眼中的南
洋华人。

主持 3月1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陈六使研究所

廖文辉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 场次点评 7月1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伍燕翎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 场次点评 7月1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郭思韵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 大会总结 7月1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郭思韵 第一届马来西亚大专院校
汉学奖决赛 大会总评 7月28日 金宝大酒店 马来西亚汉学研

究会

廖文辉 闽籍华人与马来西亚发展
第四次工作坊 报告 8月27日 马来亚大学 马来亚大学

郑诗傧

新南向“马国华人文学阅
读与研究”工作坊暨马来
西亚中文教学与传播国际
学术研讨会

点评 9月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伍燕翎

新南向“马国华人文学阅
读与研究”工作坊暨马来
西亚中文教学与传播国际
学术研讨会

点评 9月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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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

新南向“马国华人文学阅
读与研究”工作坊暨马来
西亚中文教学与传播国际
学术研讨会

主持 9月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伍燕翎 马来西亚乡音与民俗国际
研讨会 主持 9月15日 隆雪中华大会堂 马来西亚历史研

究中心和乡音馆

郑诗傧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
研究所”系列讲座（16
）：国际级著名配音艺术
家、朗诵表演艺术家张妙
阳先生主讲

主持 9月2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陈六使研究中心

白伟权 亚洲客家文化与社会 与谈 9月28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东南亚华
人与近代中国研
究群

廖文辉 2018年海外华人与妈祖
信仰的传播国际研讨会 主持 10月6日 马来西亚雪隆海

南会馆天后宫
马来西亚雪隆海
南会馆天后宫

郑诗傧 东南亚速成汉语编写研讨 与谈人 11月3日 中国广州华南师
范大学

中国广州华南师
范大学

伍燕翎 东南亚速成汉语编写研讨 与谈人 11月3日 中国广州华南师
范大学

中国广州华南师
范大学

郑诗傧 第二届东南亚华人华文国
际研讨会

专题演讲主
持人 11月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白伟权 第二届东南亚华人华文国
际研讨会 主持人 11月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郭思韵 第二届东南亚华人华文国
际研讨会 主持人 11月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伍燕翎 闽藉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
发展第四次学术工作坊 主持人 11月16日 中国华侨大学

马来西亚新纪元
大学学院、中国
华侨大学

白伟权
新纪元茶室开讲系列讲
座“你所不知道的校长”
。莫顺宗校长主讲

承办人、
主持人 11月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白伟权

新纪元茶室开讲系列讲
座“老虎、菠萝、马来
娇——从本土传说中寻找
历史”。莫家浩先生主讲

承办人、
主持人 12月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5.2.2 讲师学术著作出版

    本系讲师出版专著的同时，也在国内外的
学术期刊里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一） 专著/编著

·郑诗傧主编：《中文人：家，何处是
归宿》（总第18期），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8年4月。

·伍燕翎、郑诗傧主编：《双十年华：新纪
元大学学院建校20周年纪念特刊》，加影：新纪
元大学学院，2018年5月。

·莫顺宗主编，伍燕翎、柯木林副主
编：《马新慈善家》，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8年7月。

·郑诗傧主编：《马新慈善家场刊》，加
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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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诗傧主编：《纪念〈马新慈善家〉
北京推介礼纪念特刊》，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8年7月。

·郭思韵主编：《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
系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

·郭思韵著：《奋楫商海五十秋，躬耕文教
四十春：一代儒商吴德芳》[Tan Sri Datuk Dr Ng 
Teck Fong, A Great Confucian Entrepreneur of 
His Generation－50 years of assiduous work in 
entrepreneurship, 40 years of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双语），加
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8月。

·伍燕翎、黄斗主编：《东南亚华人华文学
术论集》，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
（郑诗傧任执行主编）

（二） 期刊论文/析出文献

·郭思韵：〈《图谶》中《河》《洛》的内
容体系与“经谶”的取资发挥〉，载《汉学与传
统文化：第十一届马来西亚汉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集》，金宝：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2017年12
月，页43-66。

·廖文辉：〈漫谈马来西亚华人家族史的研
究和撰写〉，载《中文人》总第18期，2018年4
月，页54－56。

·郑诗傧：〈古润金：完美实践〉，载莫顺
宗主编：《马新慈善家》，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8年7月，页66-85。

·廖文辉：〈潘健成：从村童到大企业家
的成功之路〉，载莫顺宗主编：《马新慈善家》
，2018年7月，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页302-
321。

·郭思韵：〈吴德芳：以公益为第二事业
的一代儒商〉，载莫顺宗主编：《马新慈善家》
，2018年7月，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页346-
377。

·伍燕翎、莫顺宗：〈黄迓茱：大时代的
巾帼儿女〉，载莫顺宗主编：《马新慈善家》
，2018年7月，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页166-
185。

·伍燕翎：〈邝汉光：以人为本的富贵事

业〉，载莫顺宗主编：《马新慈善家》，2018
年7月，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页186-205。

·伍燕翎：〈张晓卿：从木材巨子到媒体大
亨的大马常青树〉，载莫顺宗主编：《马新慈善
家》，2018年7月，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页
416-440。

·白伟权、张翰璧：〈由小团结而大团
结：星洲客属总会与南洋客家意识的传播与维系
（1923-1965）〉，载黄贤强《会馆、社群与
网络：客家文化学术论集》，新加坡：新加坡
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客家文
化研究室、茶阳（大埔）基金会、八方文化创作
室，2018年，页83－114。

（三） 其他

·郭思韵：〈谶纬与汉代文学〉（书评），
载《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六卷第
二期，页121-124。

·白伟权：〈考证功力十足的文史掌故作
品——《柔佛地方史话》〉（书评），《学文》
，第13期，页128-130。

·郑诗傧：〈鸿门一宴家天下〉，载《中文
人：家，何处是归宿》（总第18期），加影：新
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4月，第34页。

·郑诗傧企划：〈纪念《马新慈善家》北京
推介礼宣传片〉（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
学学院，2018年。

·白伟权：〈陈秀连的跨域事迹：兼谈拿律
的地理意义〉（专栏），《当今大马》，2018
年9月18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 443601。

·郭思韵：〈1993年“百万松柏献华教”
植树平面图〉〈1993年“百万松柏献华教”植
树人芳名录〉，载《中文人》总第18期，新纪元
大学学院中文系，2018年4月，页11-13。

·郑诗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
无风雨也无晴——与校长倾谈漫漫升格路〉，载 
《双十年华：新纪元大学学院建校20周年纪念特
刊》，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2018
年，页125-131。

·郑诗傧：〈心念方寸，得失千里——新
纪元注册处主任Azizan Othman助理教授采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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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双十年华：新纪元大学学院建校20
周年纪念特刊》，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页169-173。

·伍燕翎：〈青青子衿〉，载《琅琅其璞：
新纪元中文系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
学院中文系，2018年7月，页3。

·廖文辉：〈记华人研究课程之设置〉，
载《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二十昭华》，雪兰
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2018年7月，页
107。

·郑诗傧：〈读中文系有什么用〉，载《琅
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二十昭华》，雪兰莪：新
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2018年7月，页125。

·郭思韵：〈琅琅其璞，昭昭廿华〉，载  
《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二十昭华》，雪兰
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2018年7月，页
183-184。

·伍燕翎：《心怀慈悲，但为君悦：侧写   
〈马新慈善家〉北京场新书发布会现场内外》，
载《星洲日报·副刊·特稿》，2018年8月9日。

·伍燕翎：〈反日常与超现实之异境：牛
油小生《南方少年与健忘老头》〉，载《星洲日
报·读家》，2018年9月30日。

·伍燕翎：《逆光里的青春暗影：读龚万辉
〈卵生年代〉》，载《星洲日报·副刊·读家》
，2018年11月4日。

·伍燕翎：《失落的沙洲：读〈心祭：李锦
宗纪念文集〉》，载《星洲日报·副刊·读家精
选》，2018年12月9日。

·伍燕翎：〈宗族记忆与史料钩沉〉》，载
《星洲日报·副刊·读家》，2018年12月16日。

·廖文辉：〈李奕志《历史的抉择——“二
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书评）
，载《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七卷
第二期，2018年12月。

·郑诗傧任2018年《星洲日报·华文大观
园·经经有味》（每星期二）栏目作者之一（共
4期）。

5.2.3 中文系出版品

·郑诗傧主编：《中文人》总第18期，加
影：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2018年4月。

�专题为“家，何处是归宿”，畅谈以文
化为家的学者文平强、以华教为家的前董总
主席郭全强、以文学为家的作家云里风畅谈
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家。内含文化品牌、品
书一隅、文学创作、史画连篇等。

《中文人》总第18期书影

·伍燕翎、郑诗傧主编：《双十年华：新纪
元大学学院建校20周年纪念特刊》，加影：新纪
元大学学院，2018年5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从1998年创办至2018
年，已迈入第20周年。值此时刻，本校编著了
《双十年华：新纪元大学学院建校20周年纪念
特刊》，封面以“根”作为主题，书写新纪元扎
根、发展华文大学、百折不挠、在风雨中茁壮成
长，走向新的纪元的故事。

·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史
略》，一为《文德》。《史略》分三部分讲述新
纪元的创办、发展及升格历程，《文德》则撰述
学校有为的君子之作，如出版品、活动事迹，奖
项荣誉等，并以文字创作或者图片集的方式勾勒
出一幕又一幕的印象新纪元：文化、创意、活
力、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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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年华：新纪元大学学院建校20周年
纪念特刊》书影

·郭思韵主编：《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
系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

·该书为本系廿周年系庆专辑，于7月17日
系庆启动会上推介。其编撰，意在回顾本系历程
之余，铭镌过往二十春秋里师生绘出的精彩，辑
录其后岁月流光中系友绽放的风采。全书八卷归
为两编，上编四卷由编委载记本系师生，下编四
卷蒙师长系友各方惠稿，以屈骚“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分别系之。

·这是一部，从资料蒐集、整合撰著，到征
图汇稿、逐级勘误，及至封面题字、排版设计，
均由本系儿女联袂完成以奉予母系的倾情之礼。
系友郭思韵、李明诗、彭会婷、王欣慧及在籍生
潘佳雯、谢淑雯、周洁恩任编委，系友汤顺兴封
面题字，洪芯仪排版设计。

《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二十昭华》书影

·伍燕翎、黄斗主编：《东南亚华人华文学
术论集》，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
11月。

·2015年 9月16至20日，彼时还未升格的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与中国南宁广西师范学院文学
院合作成立“中马华人华文研究中心”，2016
年10月26日至30日，两校在南宁广西师范学院
联办了一次研讨会。会议收获颇丰，此书《东南
亚华人华文学术论集》正是会议后催生的学术成
果。今年适逢本校20周年校庆，伍燕翎和南宁师
大黄斗教授共同主编此书，以新纪元大学学院之
名出版，作为20周年校庆的学术献礼。

《东南亚华人华文学术论集》书影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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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外大专中文系到访

2018年1月21日至28日，华南师范大学东
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柯森教授带着五位研究生
到访学校，进行调研工作。中文系助理教授郑诗
傧被委为该中心在马来西亚基地（新纪元大学学
院）的项目联系人。

（二）访问学者莅临

本系，亦是本校首次迎来访问学者，即来自
中国广西钦州外国语学院林澜副教授。林教授目
前获得广西教育厅的支持，在5月1日至10月31
日这段期间，到新纪元访学半年。林教授的学术
成果包括英译中著作，如《巴黎圣母院》中的第
五卷第二章至第八卷第六章（北京九州图书出
版社1996年版）、《安徒生童话全集》（上、
下译者之一，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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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获得2014年钦州学院第二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二等奖的译著《路在嘴上——赢得人心
的艺术》（戴尔·卡耐基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社2012年版）等。林教授也有中译英著作，如
《梅州是那梅花盛开的地方》（约五千字，梅州
市人民政府2009年版）及《客都风光》（约一
万字，广东梅州市旅游局2010年版）。林教授
同时主编教材《东盟主题英语》《广西北部湾海
洋文化》，并主持中国国家科研项目，如“中
国文学在东南亚传播的西方研究——以印尼土
生华人文学为例”（15BWW006）及“大学英
语后续课程‘广西-东盟国家文化’课程开发”
，(2015JGB405)。访学期间，林澜教授也将给
我校学生讲座，与学生进行对话与交流。

9月27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储晓军副
教授抵达我校进行长达半年的访问学者计划。
他的研究计划课题为《民间信仰与秦汉文化地
域的形成》。其主持的科研项目有《魏晋南北
朝民间信仰与文学》（2009czw024）、《王嗣
奭著作整理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
目）、《〈幽明录〉校注》（1006）（高校古
委会直接资助项目）及《中国佛教文学通史》
（12jzd00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
招标项目）。此外，他也给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
生授课，分别在11月15日及11月29日进行两场
关于图像文献学的演讲。

（三）本系与外界各单位互访

·4月2日，本系伍燕翎、郑诗傧、郭思韵
随莫顺宗校长参与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
lamic Civilisation & Malay World (ISTAC) 举办
的Sesi Sumbang Saran Kerjasama Malaysia-Chi-
na。

·4月28日，郑诗傧到马华大厦进行Sifu 
Karesh老师的基础汉语课程视察。上百位学员的
结业证书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发证。

·4月30日，伍燕翎、郑诗傧、郭思韵随莫
顺宗校长参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DBP大厦主办
的Wacana Satu Jalur Satu Jalan。

·5月14日，伍燕翎、郑诗傧、郭思韵随莫
顺宗校长参与ISTAC举办的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Malay World-China Civilisation。

·6月24日至27日，我系伍燕翎主任、郑
诗傧副主任偕同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及其团队到
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
理工大学进行参访与交流。

· 9月1日，中文系清寒子弟赞助人蔡玉泉
先生伉俪盛邀我校校长莫顺宗博士、副校长文平
强教授、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副教授、副主任郑诗
傧助理教授、客座研究员林澜副教授及公关兼国
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先生一同出席蒲种工商俱乐
部盂兰胜会与商会理事交流。

· 9月4日，伍燕翎及郑诗傧到文运书坊参
与来自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谈笑博士的新
书推介礼。谈笑博士的最新著作“Pandun dan 
Xintianyou: Satu Perbandingan”旨在比较阐述
马来班顿与信天游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

· 9月19日，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邱俊义会
长偕同理事到访，与伍燕翎主任和郑诗傧副主任
商讨联办2019年第二届天行健中文大奖，同时
应允继续提供太平华联清寒助学金予我校中文系
学生。助学金面试于12月5日进行。

· 10月22日至25日，郑诗傧随校长莫顺宗
博士、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先生赴哈尔滨黑龙
江工业学院进行学术合作与交流会谈。

· 11月，廖文辉到台湾屏东大学中文系进
行访学，为期两个月。

· 11月2日至4日，伍燕翎、郑诗傧随校长
赴广州出席由华南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国际会
议“东南亚论坛”及“东南亚速成汉语编写研
讨”。

（四）闽籍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发展系列学 
 术工作坊

3月23日到27日及11月17日分别进行了第
三次及第四次的“闽籍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发
展学术系列工作坊”由本校与华侨大学联合主
办。3月份会议在本校进行，11月份的会议则在
华侨大学举行。本系廖文辉副教授与华侨大学
陈琮渊副教授为项目共同主持人，本系郑诗傧助
理教授亦是项目成员之一。工作坊得到了“华侨
大学涉侨研究专项经费项目”之涉侨学术会议项
目和“一马社区联盟资金”资助。经费马币一万
元。

本次工作坊共有来自本院系、华侨大学、
厦门大学、马来亚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的二十余
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围绕着大马闽籍华侨华人
特色村镇进行讨论，内容包括华人传统行业的兴
衰变化、马共及新村的历史记忆、村镇的建筑特
色、闽籍华人民间信仰，以及边境闽籍华侨华人
社群的发展等，讨论气氛热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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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籍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发展学术工作坊参与人员合影

（五） 新曦中文学坛

中文系系办主催、系会主办的青年学者论
坛——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作为文学周系列活
动之一于7月19日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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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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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郭思韵博士就任顾问，全体老师为论文指导
老师及学坛评审，也参与学坛当天的讲评工作。

本届新曦学坛，以致力于汉学相关领域的
本系在籍生为征稿对象之余，开拓交流的对象范
围，邀请留学两岸的本科乃至硕士生系友进行学
术互动。与会的发表者有八，历史课题有三，文
学课题有三，哲学及语言学各一篇。其中计有三
篇论文获评优秀，两篇获评优良。

荣誉 姓名 单位 题目

优秀 王欣慧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中文系
本科三年级

《诗经》对弓箭
射事中“力”
与“礼”的展现

优秀 李毓琪
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系本科
三年级

人间孤魂何处归
兮——论虹影散
文中鬼意象的写
作意义

优秀 彭会婷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中文系
本科三年级

中国古籍中的吉
兰丹叙述

优良 许丽薇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中文系
本科三年级

魔幻与现实——
解析莫言《四十
一炮》的人性阐
释

优良 谢淑雯
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系本科
二年级

浅谈网络用语的
分类及其影响

入选

林伟杰

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国文系研
究所硕士一年
级

论董仲舒“天”
的宗教意涵

林恩彤
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系本科
二年级

论元朝耶律楚
材“以儒治国”
之经世思想

张诗敏
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系本科
二年级

从明太祖政策视
其恶性导向

新曦中文学坛发表人、主持人及评审老师合影

（六） 新南向“马国华人文学阅读与研究” 
  工作坊暨马来西亚中文教学与传播国 
  际学术研讨会

9月3日，本系与台湾东吴大学联办的新南
向“马国华人文学阅读与研究”工作坊暨马来西
亚中文教学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假新纪元大学
学院圆满主办。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钟正道
教授率其系上讲师及研究生来进行学术报告，伍
燕翎、廖文辉、郑诗傧分别给予研究生的学术报
告点评。廖文辉与郑诗傧亦发表相关研究课题。
白伟权负责主持工作。

“新南向”研讨会发表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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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二届东南亚华人华文国际研讨会

11月10日，本系与中国南宁师范大学（原广西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第二届东南亚华人华文国际研
讨会。会议在本校进行，由郑诗傧统筹，带领学生团队参与工作。具体流程如下：

场次 起迄时间 议程内容
报到式 0830-0900 报到
开幕式 0900-0920 南宁师范大学李兰荣教授致词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致词
开幕仪式、《东南亚华人华文学术论集》推介
赠送纪念品
大合照

专题演讲 0920-1050 主持人：郑诗傧（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副主任）
1. 伍燕翎
中文系：多元领域与多维视角的研究方法
2. 陈志锐
班兰叶裹粽 -- 讲好新华文化文学故事
3. 莫顺宗
在民族与国家之间： 多元族群困境下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茶叙 1050-1110 茶叙

第一场研讨会
（1110-1235）

1110-1115 主持人引言 廖朝骥
1115-1130 从“一带一路”内涵之民心相通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

应用和实践
蔡苔芬

1130-1145 “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机遇 林国安
1145-1200 羁绊、突破、超越：东盟华文教育模式下的中国传统文

化传播研究
吴  勇

1200-1215 成败论英雄—东南亚华人在商场的表现 文平强
1215-1235 交流与对话

午餐 1235-1330 午餐

第二场研讨会
（1330-1435）

1330-1335 主持人引言 白伟权
1335-1350 华文文学“走进去”之省思（华文文学“走出去”、“

走进去”与“中国学”的理性建构）
杨四平

1350-1405 中国大陆的马华文学研究二十年（1990-2009）综论 向忆秋
1405-1420 《雨雪霏霏》的“幻灯片事件”——从“支那”、“司

徒玛丽”篇看李永平对身份认同的建构
梁立平

1420-1435 交流与对话

1435-1440 主持人引言 储晓军
1440-1455 马来西亚华语在马来语的词汇文化交流—以马来语规范

词典《Kamus Dewan》华语借词为例
陈添来、
黄妙芸

第三场研讨会
（1435-1540）

1455-1510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加坡汉语传播现状及策略 刘振平、
杨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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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25 中韩类后缀“X师”的语义研究 金  梅、
朴兴洙

1520-1540 交流与对话

茶叙 1540-1600 茶叙

1600-1605 主持人引言 郭思韵
第四场研讨会 1605-1620 妈祖女巫身份的英译研究 林  澜

（1600-1705） 1620-1635 跨越疆界与建军冲突：砂拉越左翼华人的越界出走 廖朝骥
1635-1650 马来西亚华文楹联与跨文化认同建构 戚剑玲
1650-1705 交流与对话

闭幕式 1705-1715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副教授致闭幕词
晚宴 1730 晚宴

校长莫顺宗博士为第二届东南亚华人华文国际研讨会专题演讲《在民族与国家
之间： 多元族群困境下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第二届东南亚华人华文国际研讨会全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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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专业实习

本系3月份学期共有18名同学进行为时两个
月的专业实习，包括：10名大二/三转制生，即
廖心瑜、叶惠君、邹依羚、黄义斌、陈建发、刘
慧怡、张雪儿、李欣棋、黄语旋、潘漪铃；7名

大三续读生，即颜伟健、李毓琪、林美琪、周长
键、蔡晓娟、程秀慧、黄顺丰；及1名新制大二
生，即叶美怡。所有实习生顺利通过。

新制大二生黄嘉琪同学因个人原因，申请延
后一年实习。

学期 学生 题目 指导老师 报告情况
9月份 刘慧怡 晚明社会意识中的情与理——以《初刻拍案惊奇》为例 伍燕翎 通过

李欣棋 论茨厂街老行业研究 郑诗傧 通过
叶惠君 论陈六使图书馆方修文库的建设与价值 郑诗傧 通过
黄义斌 论霹雳坝罗大伯公古庙信仰的形成与祭祀仪式 廖文辉 通过
蔡晓娟 进退有时——论张良之入世与出世 郑诗傧 通过
周长键 从死亡中重生-论方路微型小说集〈挽歌〉的死亡观 伍燕翎 通过
李毓琪 我写故我在——探虹影小说创作的情感渡越 伍燕翎 通过
张雪儿 万挠广东会馆的创建与功能 郭思韵 通过
邹依羚 论马华南来诗人邱菽园之本土认同 伍燕翎 通过
陈建发 试探马来西亚新兴宗族组织——以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陈氏

家族会为个案
廖文辉 通过

廖心瑜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汉译比较——以第一首为例 郭思韵 通过
林美琪 论学前儿童华文语言学习效果:以《宝贝阅读乐园》课程为研

究对象
廖文辉 通过

黄顺丰 薪火相传:南大精神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传承概况初探 伍燕翎 通过
颜伟健 探讨孔子的“乐学”于快乐教育的意义 廖文辉 通过
纪林蔚 未提交 郭思韵 未出席

5.2.6 论文写作指导

（一） 本科学位论文

（1） 学位论文开题（论文写作指导I）

学期 学生 导师 开题情况

5月份
颜伟健、李毓琪、林美琪、周长键、蔡晓娟、程秀慧、
黄顺丰、纪林蔚、廖心瑜、叶惠君、邹依羚、黄义斌、
陈建发、刘慧怡、张雪儿、李欣棋

伍燕翎、廖文辉、
郑诗傧、郭思韵

日期：6月8日
通过：15名
未通过：程秀慧

9月份 戴钰良、黄语旋、潘漪铃；
程秀慧（重修）

廖文辉、郑诗傧、
郭思韵

日期：10月17日
通过：4名

（2） 学位论文进度报告（论文写作指导II）

（二） 其他论文

论文作者 论文题目 指导老师 类型

彭会婷 中国古籍中的吉兰丹叙述 郑诗傧 新曦中文学坛
王欣慧 论《诗经》对弓箭射事中“力”与“礼”的展现 郭思韵 新曦中文学坛
李毓琪 人间孤魂何处归兮——论虹影散文中鬼意象的写作意义 伍燕翎 新曦中文学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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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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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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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伊始，本系更启动“系友回校系列
讲座”项目，由讲师郑诗傧博士为协调人，不定
时邀请活跃于各领域的杰出系友回校演讲，分享
各自的中文故事。2018年，本系也首次开设“
茶室开讲”系列讲座，由白伟权博士担任协调
人。此系列讲座秉持著本土茶室轻松而不设限的
精神，邀请专家学者以半学术、趣味的对谈方式
进行专题分享，为学生提供汲取知識、相互交流
的平台。

5.3.1 情牵中文巡回讲座

主讲人 主题 地点 日期

郑诗傧 中文系与
文案写作 加影育华国中 5月14日

5.3.2 专家莅校系列讲座

主讲人 单位职称 题目 日期

徐秀荣
台湾里仁书
局发行人兼
总编辑

《红楼梦》的
商品经济学 9月27日

5.3.3 茶室开讲系列讲座

主讲人 单位职称 题目 日期

莫顺宗 新纪元大学
学院校长

你所不知道
的校长 11月21日

莫家浩
香港中文大
学历史系博
士候选人

老虎、菠
萝、马来
娇——从本
土传说中寻
找历史

12月5日

主讲嘉宾莫顺宗校长与主持人白伟权博士

此次活动迎来圆满成功，广受华社及中学师
生的认可。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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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新生开课礼

本系新生开课礼由系办与系会联办，于每学
期开课周举行，囊括系办简说、主任致词、系会
简说、系长致词、心中一亩田、赠君一席话、直
属学长姐制度及问答环节。全体在籍师生均需列
席。

5.4.2 第六届“我学华文，我考华文” 
 一日营暨天行健中文大奖颁奖 
 礼”

中文系与文化推广中心于2018年4月21日
联合主办第六届“我学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
暨天行健中文大奖颁奖礼。

伍燕翎主任将中文大奖名之为“天行健”，
借此寓意中文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伍燕翎主任将
此活动作为本系迈入20周年的首炮系列活动，并
交由郑诗傧副主任全权策划，并以2017年5月份
入学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为主要筹委班
底，完成了这项至少700人参与的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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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活动的宗旨是为了鼓励华裔子弟选修华
文、报考华文；提升中学生的华文水平；鼓励马
来西亚各源流中学推广和发扬华文教育；给予优
秀中文老师和学生认可和推崇；培育爱护华文的
新生代。

出席的嘉宾亦空前浩大，除了本校校长、系
领导、本校教职员，尚有联办方及媒体伙伴，如
以刘庆豪会长为首的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的代表
团、艺青出版社社长蔡永根先生、学海周刊、希
望阅读计划、星洲日报的代表曾翎龙先生、“天
行健中文大奖”赞助人Bio Greeno 创办人黄维贤
博士、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张盛闻特别事务官
刘俪纯督学、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清寒子弟助
学金赞助人蔡玉泉先生伉俪、中文大奖的评委如
周锦聪老师、潘友来先生，表演嘉宾周金亮老师
及国家级羽毛球手兼奥运银牌吴柳莹小姐等。

期间，开幕表演，由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学生梁馨元、丘凯文、陈慧欣演绎梁馨元诗作《
更好的对待》，以此勉励在中文路上努力的学生
们。

2018年度天行健中文大奖的赛果亦出炉，
成绩如下：

*年度最佳华文学会大奖*
组别：国民中学

首奖【RM3000】
SMK JEMENTAH 

昔加末利民达国中华文学会
入围奖【RM500】
SMK SERI BEDENA

雪州大港斯里博德纳国民中学华文学会
SMK SERI KEMBANGAN

雪州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华文学会
SMK KEPONG BARU

吉隆坡甲洞卫星市国民中学华文学会
SMK TAMAN PELANGI INDAH
柔佛开屏山庄国民中学华文学会

组别：国民型中学
首奖【RM3000】
SMJK YUHUA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华文学会
入围奖【RM500】
SMJK CHONG HWA

吉隆坡中华国民型华文学中华文学会

SMJK DINDINGS
霹雳州曼绒县天定国民型中学华文学会

评审奖 【RM800】
SMK SERI KELEDANG 

霹雳万里望升旗山国民中学华文学会

*年度最佳华文教师大奖*
组别：国民中学

首奖【RM3000】
江美年 

SMK TAMAN JASMIN 2 加影茉莉花园国中
入围奖【RM500】

钟国良
SMK SERI BEDENA 大港斯里博德纳国民中学

叶秀凤
SMK KEPONG BARU 甲洞卫星市国民中学

组别：国民型中学
首奖【RM3000】

蔡春梅 
SMJK YU HUA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入围【RM500】
陈瑞玉 

SMJK CHONG HWA 吉隆坡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何悦貍 

SMJK DINDINGS 天定国民型中学
组别：独中

首奖【RM3000】
廖国平 

KLUANG CHONG HWA HIGH SCHOOL
居銮中华中学

入围【RM500】
邬芬芳 

沙巴崇正中学
评审奖（RM800）

莫碧洁
 SMK SERI KELEDANG 

霹雳万里望升旗山国民中学

*年度最佳学生华文表现奖*
首奖【RM2000】

梁馨元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新纪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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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佳华文学会大奖得奖者

第六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暨天行健中文大奖颁
奖礼700人大合照

年度最佳华文教师大奖全体得奖者合影

年度最佳华文学生表现奖全体得奖者合影

吴荣豪
SMK SERI KEMBANGAN
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
评审奖【RM800】

吴家勇 
霹雳万里望升旗山国民中学

入围奖【RM300】
江家铨

SMJK DINDINGS 天定国民型中学
杨絖兆

SMJK JIT SIN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
叶俊毅

SABAH TSHUNG TSIN SECONDARY SCHOOL
沙巴崇正中学

尤靖瑜
SMK JEMENTAH 昔加末利民达国中

郑捷励
SMK TAMAN DAYA 新山福林园国中

张宇扬 
SMK TAMAN PELANGI 新山开屏山庄国中

王腾雯 
SMK SERI KEMBANGAN 史里肯邦安国民中学

龙譞
SMJK YUHUA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蔡厔宏 
SMJK YUHUA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年度大专中文系生杰出表现奖*
首奖： 【RM2000】

郑田靖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入围奖：陈建发（新纪元大学学院）、李志勇
（马来亚大学）【RM300】

*年度新纪元中文系优秀生奖*
首奖：【RM1000】

陈建发（新纪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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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天行健20周年系庆启动会暨第 
十三届文学周

配合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校20周年纪念，也
迎来20周岁的中文系于7月17日至7月20日举
办“新纪元中文系天行健20周年系庆启动会暨第
十三届文学周”。此次活动邀请到26位嘉宾到
场，当中有中文系清寒子弟赞助人蔡玉泉先生伉
俪、陈翠萍女士；常年合作伙伴如雪隆太平华联
校友会、《星洲日报》代表及多家实习单位代表
前来祝贺。系友也盛情参与了我们的系庆暨文学
周。会场上布置了系史走廊、学生学习成果展及
创作与来宾分享。

17日的活动由“真人图书馆”活动掀开序
幕，中文系特别邀请到马华著名作家牛油小生来
到现场与读者作近距离的交流及推荐新书《南方
少年与健忘老头》，吸引了上百位读者聆听。系
友林碧金、陈祖泉、刘泀嗪、林碧玉作词作曲的
《中文人·中文梦》在学弟妹的倾情演唱及手语
表演下，广受好评。同学们为了推介系刊《琅琅
其璞：新纪元中文系二十昭华》呈现的创意表演
《短歌行》结合了古筝、钢琴、折扇舞、演唱，
及为了推介《中文人：家，何处是归宿》而呈现
的诗歌朗诵，都让在场的人深为感动、叹服，给
予了相当高的评价。17日当天也主办了“君子演
绎——校园演说家”演讲比赛，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学生丘凯文同学获得了冠
军及最佳人气奖，及系友马保靖、陈力韶、高慧
铃的《真人图书馆》，分享出版人的业界经验。

7月18日的中文人交流会分两大场次，“中
文系本科生分享”专场由缤纷补习社社长兼本
系在籍生周长键、本校学生会行政会会长兼本系
在籍生陈建发、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硕士生
林伟杰及拉曼大学中文系生胡玖洲从多元角度分
享就读中文系的心得；“中文人的就业与职场分
享”专场则以文案为主题，由180策略广告公司
的创意总监曾子曰与Astro公司创意总监何开耀
联袂演绎。同日下午“文案侦查：《谁抢走了好
文案》”文案工作坊展开，导师黄子扬带领参与
者“透过广告文案探讨如何在自媒体时代写出不
只是好和帅，还要讨厌又讨人欢心的文案”。

7月19日的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则有八位
来自本校、大陆及台湾的中文系本科及硕士生发
表学术论文（详前）。

7月20日上午的“天行不息、文行不止”文
学对谈会有幸邀得马华作家贺淑芳与新生代作家
梁馨元、郑田径，畅谈文学灵感与来源与创作相
关问题。

其后，“新纪元中文系天行健20周年系庆
启动会暨第十三届文学周”进入闭幕仪式，圆满
落幕。

天行健20周年系庆启动会暨第十三届文学周开幕礼。

与会者与主办方及嘉宾大合照。

5.4.4 已故马来诗人乌斯曼阿旺纪念晚 
 会朗诵会

7月18日，由伍燕翎主任和翻译与实务课曾
荣盛老师带队中文系大二生，出席马来诗人乌斯
曼阿旺纪念朗诵晚会，并朗诵马来诗人乌斯曼阿
旺诗作多首。参与演出同学有黄义斌、潘漪铃、
黄顺丰、刘慧怡、李欣棋、陈建发和戴钰良。

本系同学于台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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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第三届花踪后浪文学营

11月18日（星期日）至20日（星期二）一
连三天，本系与星洲日报共同举办第三届花踪后
浪文学营《我和写作的我》。花踪后浪文学营是
国内重要的文艺活动，本届讲师阵容除了本地著
名作家黎紫书、翁菀君、周若涛，也邀请到了来
自台湾的杨佳娴、林达阳，以及来自香港的韩丽
珠，为喜欢书写小说、散文和新诗的学生注入文
学养分。文学营参与者踊跃，一共有约180多位
来自全国各地热爱文学的学生参与。本届文学营
也首次走出校园，把学员带入社区，让文学活动
与地方结合。这次活动中，本系也安排了多位在
籍学生担任工委，全程协助文学营的筹备、学员
的辅导以及善后。参与同学有: 马俊泓、莫尔、
林千惠、张淑钧、林欣慈、刘苡伶、范明诗、林
淑可、梁馨元、丘凯文、胡永康、罗佩嘉和赖苾
君。

文学营开幕大合照

5.4.6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户外教学 
 团康游

为了扩大学生们的学习领域，中文传播大学
基础课程班导师白伟权以及本系郑诗傧副主任带
领46位学生（全班）于2018年12月2日（星期
六）至12月4日（星期二）到森美兰州武来岸进
行三天两夜户外教学团康游。此户外教学团康游
将课程的学习延伸至教室外，让学生们能够与老
师凝聚在一起，共同策划、执行、配合、分享与
合作，以发展最适合的教与学的教育环境。

全体师生大合照。

5.5 活动评审及其他 

姓名 性质 事项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廖文辉 匿名评审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南洋学案：“蒲罗
中”论战>）

2月 书面评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
言文化中心

伍燕翎 评审 第34届吉隆坡华小华语演
讲比赛

5月17日 吉隆坡甲洞
二校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郑诗傧 评审 乌鲁冷岳县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

5月28日 双溪龙华文
小学

双溪龙华文小学

郭思韵 评审 第一届马来西亚大专院校
汉学奖初赛

6月15日 书面评审 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

郑诗傧 评审 乌鲁冷岳县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

6月29日 加影育华中学 加影育华中学

廖文辉 主持人兼
裁判

第四届中学生陈嘉庚常识
比赛

7月14-
15日

隆雪华堂 陈嘉庚基金

伍燕翎 评审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 7月18日 书面评审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
郑诗傧 评审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 7月18日 书面评审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
廖文辉 评审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 7月18日 书面评审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



93

郭思韵 评审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 7月18日 书面评审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
郭思韵 评审、　

总评
第一届马来西亚大专院校
汉学奖决赛

7月28日 金宝大酒店 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

廖文辉 培训讲师 尊孔独立中学历史老师培
训营

8月4日 尊孔独立中学 尊孔独立中学

廖文辉 培训讲师 日新独立中学历史老师培
训营

8月11日 日新独立中学 日新独立中学

廖文辉 匿名评审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论马来西亚国民中学
新版华文教材（KSSM）
的编纂情况>和<巴冬
（Parit Jawa）闽南人
的社会结构形成及其特
征—— 马来西亚华人村镇
方言群结构历史变化的多
元因素考察>二文）

9月 书面评审 华侨大学

伍燕翎 评审 第15届全国嘉应散文奖
创作赛

10月 嘉应会馆 雪隆嘉应会馆主办、
文教部承办

伍燕翎 评审 循人中学华文创作奖 11月1日 循人中学 循人中学
伍燕翎 评审 第三届方修文学奖评审 11月 新加坡热带文

艺俱乐部
新加坡文学艺术俱乐部

5.6 荣誉

5.6.1 在职学术人员表现

·4月26-30日，伍燕翎和廖文辉获人事部
委派，参与内部培训课程--认证导师培训 (Train 
The Trainer) 。此培训的目的是为新纪元栽培由

国家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授权认证的的
培训师，5天的课程完毕后获得证书。

5.6.2 在籍生表现

获得者 项目；荣誉/表现 作品（如有） 日期
梁馨元 2018戊戌千人挥春比赛：公开组冠军 2月3日
梁馨元 2018戊戌年全国挥春赛：大专组优秀奖 2月25日
梁馨元 戊戌年全国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2月
梁馨元 第二届拉曼大学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组首奖 〈红色大门〉 3月
梁馨元 第一届天行健最佳学生华文表现奖：首奖 4月21日

梁馨元 第三届全国《孝悌立根基》孝道格言书法比
赛：公开组优秀奖 4月29日

梁馨元 2018年雪隆潮青学艺赛（大字）：公开组优
秀奖 5月13日

梁馨元 第七届理大文学奖：散文组入选奖 〈电视人〉 5月 

丘凯文 双亲节《寸草心14》征文比赛公开组（散文
组）：冠军 〈你是我一生的月光〉 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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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凯文 双亲节《寸草心14》征文比赛公开组（诗歌
组）：亚军 〈四苦〉 6月9日

陈建发、
李欣棋

发表画作于系专辑《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
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页113。

〈种子·铁树开花〉 7月

梁馨元
发表文章于系专辑《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
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页137。

〈千树万树梨花开〉 7月

李毓琪
发表文章于系专辑《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
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页143。

〈花有重开日〉 7月

潘漪铃
发表文章于系专辑《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
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页145。

〈柔光〉 7月

周洁恩
发表文章于系专辑《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
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页147。

〈我在新纪元中文系〉 7月

潘佳雯
发表文章于系专辑《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
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页148。

〈说“文”解“字”〉 7月

周长键
发表文章于系专辑《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
二十昭华》，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2018年7月，页167。

〈知识是突破一切的钥匙〉 7月

丘凯文 天行健二十周年系庆启动会暨第十三届文学周
《君子演绎》演说比赛：冠军兼人气奖 〈自强不息，命自我立〉 7月17日

李毓琪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优秀论文。
〈人间孤魂何处归兮——论
虹影散文中鬼意象的写作
意义〉

7月18日

谢淑雯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优良论文。 〈浅谈网络用语的分类及其
影响〉 7月18日

丘凯文 第2届同窗文艺奖（文学散文）：马来西亚全
国学生组最佳奖 〈烟父〉 12月2日

丘凯文 第15届全国嘉应散文奖：亚军 〈浮光少年〉 12月9日
梁馨元 第15届全国嘉应散文奖：优秀奖 〈电视人〉 12月9日
丘凯文 第3届方修文学奖微型小说组：优秀奖 〈邻〉〈窥望〉〈掌温〉 12月15日
丘凯文 第7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二奖 〈消失〉 12月16日

梁馨元 《中国报》专栏作者
（专栏名字：《无印梁品》） 全年

5.7 中文系奖助学金

·11月26日，由伍燕翎、郑诗傧、郭思韵
组成的林志成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经过面试，议决
通过丘凯文、梁馨元、朱慧心、张倩伶的申请，
每名学生可领取RM2,500。

·12月5日，“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大专
中文系助学金面试委员会”到访本校予申请者
面试，并在当天颁发助学金予中文系同学。梁
馨元与陈慧欣分别获得RM2,000，潘漪铃获得
RM1,000及丘凯文获与张嘉文分别获得RM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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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校外座谈、专访

·11月5日，廖文辉于台湾云林科技大学主
讲“马来西亚闽南人的民间信仰”。

·11月6日，廖文辉于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
展所主讲“新马华人圈的发展”。

·11月8日，廖文辉于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
主讲“马来西亚华人村镇发展及其相关的民间历
史文献”。

·11月12日，廖文辉于台湾屏东大学中文
系主讲“马新华人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11月14日，廖文辉于台湾屏东大学中文
系主讲“马来西亚华人饮食史论”。

·12月3日，廖文辉于台湾东吴大学主讲“
马新华人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12月9日，廖文辉于台湾屏东大学主讲“
马来西亚闽南人的民间信仰”。

·12月17日，廖文辉于台湾国立师范大学
东亚系主讲“马来西亚华人村镇发展及其相关的
民间历史文献”。

·12月21日，廖文辉于台湾屏东大学主
讲“马来西亚华人民俗文学的内容”。

5.9 筹得款项

单位/个人 款项

Bio Greeno公司总裁黄维贤博士 RM 35,900
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 RM 20,000
黄基涵 RM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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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学系

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计划开发5门主修，
那就是旅游管理学士课程（Bachelor of Tourism    
M an a g emen t），旅游管理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Tourism Management），人力资
源学士课程（Bachelor of 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 in Human 
Resources）及商业与行政博士课程（Doctor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6.1 学术发展 

6.2 商业大讲堂

6.3 学术大讲堂

澳洲Edith Cowan大学代表于2018年4月18日到访新纪元大
学学院，并与本院代表合影。

·本系于2018年10月13日邀请Mr.Simon 
Koay主讲Financial Planning for Generation Y。

Mr.Simon Koay惠临演讲Financial Planning for 
Generation Y

·本系于2018年10月15日，邀请Ms.Lettah 
d/o Karunakaran 主讲Introduction to KWSP目的
是让学生们及早接触有关理财的概念。

Ms.Lettah d/o Karunakaran 惠临演讲Introduction to 
KWSP

·本系于2018年5月18日至25日邀请
Dr.Rebecca Wang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主讲一
系列学术讲座。

序 日期 题目

1 2018年5月18日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

2 2018年5月21日 Internationalization & 
Globalization in China  

3 2018年5月23日 China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4 2018年5月23日
Social effects in 
China under Rapid 
development

5 2018年5月24日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6
2018年5月25日 

China and ASEAN: an 
economic dimension

7 Rapid China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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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职员活动 6.5 学生活动 

·2018年10月23日，本系邀请杰出校友
拿督杨建雄惠临演讲学术讲座，主讲“Business 
Idea Evaluation Session”。

拿督杨建雄主讲“Business Idea Evaluation Session”

·2018年10月26日，本系邀请拥有多家企
业的杰出校友Vincent Wong惠临演讲学术讲座，
主讲“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arketing”。

Vincent Wong主讲“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arketing”

·Navaratnam讲师2018年2月26日及
27 日出席由The Box Solutions (M) Sdn. Bhd主
办的“Creative，Logical Thinking & Problem 
Solving Workshop”工作坊。

·Navaratnam讲师，Theepa讲师和王汉
国讲师于2018年9月15日及22日到SMK Jalan 
Bukit 办招生讲座。

·Dr.Shamuni助理教授/系主任2018年10
月24日及25 日出席由IPA Training Sdn. Bhd.
主办的“Facebook & Instagram Marketing 
Mastery Training” 工作坊。Dr.Shamuni助理
教授/系主任也于2018年11月23日至25 日飞往
广州参与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及华南
师范大学全英课程教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全英教学
（EMI）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助理高级执行员陈素佩和王汉国讲师于
2018年10月25日及26 日参与“The Craft for 
Good English” 内部工作坊。

·Navaratnam讲师，Theepa讲师和王汉国
讲师于2018年12月17日及18日参与由The Box 
Solutions (M) Sdn. Bhd举办的“Becoming a 
Master Communicator” 工作坊。

·本系在2018年1月10日由Navaratnam讲
师及王汉国讲师带领新同学参与迎新活动。

·本系在2018年3月8日商学系同学参与商
业周寻宝活动。

·Theepa讲师带领行政专业文凭班及商业学
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到SMK Engku Husain与200
位SPM班学生分享如何激励自己为SPM做准备。
分享项目包括角色反思（自我意识），任务优先
级矩阵以及为考试做好准备的内在动机。

商学系师生与中学生分享如何激励自己为SPM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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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pa讲师带领行政专业文凭班及商业
学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到Taman Tasik Cempaka
进行社区清洁运动同时也为社区服务。

·Dr.Shamuni主任及Theepa讲师带领
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的学生走访士毛越Desa 
Amal Jireh 福利中心参与关爱社会活动。

商学系师生与Desa Amal Jireh福利中心代表合影
·2018年7月10日国立台北商业大学球员

到来与本系球员切磋球技。

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到来参与友谊赛

·2018年7月27日会计、行政及电子商业
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在黄迓珠活动中心实践一
场“黑色星期五”创业学活动。这个活动宗旨是
为了让学生学习并亲身经历实践整个项目的规
划，组织和执行过程，体验并践行价值信念。

·本系2018年11月24日商学系证书至大学
课程的学生为其课程活动的一部分参与而前往芙
蓉市养乐多（马）有限公司工业参观。

·本系学生于2018年11月30日及2018年
12月1日齐心协力美化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园，一
起油漆道路划线。

学生们合作美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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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金融与会计系

7.1 学术发展

7.2 学术活动/回馈社会活动 

新纪元大学学院金融与会计系于2018年1月
1日正式成立。之前，金融与会计的部分是附属
于商学系。

现下，本系有提供两个课程即，会计专业文凭
课程（Diploma in Accounting）和金融与会计学士
文凭课程（Bachelor of Finance & Accounting）。

该金融与会计学士文凭课程已获得ACCA和
CPA Australia等，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的认证。

经过了下半年一系列的审核过程，新纪元大
学学院和英国的 Wrexham Glyndwr University 
于2018年12月18日，签署合约开办金融与会计
学士双文凭课程。

本系于2018年进行以下的学术活动/ 回馈社会活动：

序 老师 学术活动/ 回馈社会活动

1 蔡来宝

董教总课程委员会经济学科学
科委员
董教总奖贷学金组委员
“2018年全国独中经济学老师
教学培训”点评老师
独中统考经济学科考试卷审题
员

2 谢福强

董教总课程委员会簿记与会
计、会计学学科 学科顾问
“2018年独中簿记与会计教学
分享与观摩”点评老师
独中统考簿记与会计及会计学
考试卷审题员

3 林逸俊

在2018 年第20届马来西亚金
融协会会议发表研究报告
“Exploring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opportunities 
in Islamic capital markets 
through Bitcoin: Evidence from 
MGARCH-DCC and Wavelet 
approaches” (co-authored 
with Mansur Masih)

4 林逸俊
谢福强

分享会 – （1）回教金融与比
特币 （2）产托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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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学生活动 

·本系学生在2018年3月8日和商学系同学
参与商业周寻宝活动。

商业周寻宝活动后留影

·2018年7月27日会计、行政及电子商业
专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在黄迓珠活动中心实践一
场“黑色星期五”创业学活动。这个活动宗旨是
为了让学生学习并亲身经历实践整个项目的规
划，组织和执行过程，体验并践行价值信念。

“黑色星期五”创业学活动合影



101

（八）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

8.1 简介

8.2 本系活动

科学的技术作为如今的社会发展犹如催化剂
和巨大的杠杆，不仅创造出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
好的社会环境，而且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智力支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生产力。科技
的发展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为人类造福了不少的
正面价值。

为了让学生们不断地接触最新的科技，本系
在今年里举办许多前所未有的活动、讲座、工作
坊等等。

8.2.1 参观Makmal Forensik PDRM

于2018年4月6日（星期五），本系带领着
学生们参观Makmal Forensik PDRM后，更了解
政府如何使用现今的高科技去查案，也认识了各
式的枪支和子弹、档案分类、部门和职员等，增
加了学生们对于CyberSecurity在社会上强大的力
量与知识。

本系主任、讲师、职员、学生们和Makmal Forensik PDRM
的警员合影

8.2.2 变革下的中国内容与东南亚市场 
的关系

这项讲座举办于2018年5月16日（星期
三）。本系有幸邀请网宿科技前来为学生办一个
讲座以提升他们对如今的社会与市场的认知与知
识，并提供就业机会于本系的学生，从而提升他
们的就业机会。

本系的讲师和学生们与网宿科技的领导人合影

8.2.3 Workshop on Machine Learning  
 for Beginner

这项讲座举办于2018年5月23（星期三）。
林志高博士在IT界里是一位知识渊博之人，每一
次的邀请，林博士即使再忙都很愿意前来为本系
的学生们办工作坊，以提升他们在完成作业和工
作上的效率，每一次的工作坊都让学生感到获益
良多。

本系的讲师和学生们与林志高博士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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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学生活动 / 比赛

8.2.4 Workshop on Augmented   
Reality and Virtual Reality

这项工作坊举办于2018年6月23与24日（
星期六与星期日）。游舜元讲师给予本系学生的
工作坊非常有趣，他运用了不一样的科技让学生
们接触并学会了即虚幻又像是真实的虚拟事物，
甚是奇妙！

8.2.5 Palo Alto Network Introduction  
Talks

这项讲座举办于2018年9月26日（星期
三），辜继荣讲师在这次的演讲里，分享了许多
他在CyberSecurity方面的难题、骇客设下的病毒
与陷阱、解除病毒的方案与技巧等。

8.2.6 CSIT Colloquium 2018

这项学术研讨会举办与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本系的讲师们和学生们、商学系的
讲师们与另一所大学资深的学生都踊跃参与了这
项学术研讨会，他们将之前所探讨过的研究都分
享给新纪元的学生们。此外，这次许多讲师们的
聚集，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对方的知识与看
法，大家对于不一样的看法都大感奇妙和有趣。

8.2.7 E-commerce Payment Solution 
Workshop (PHP)

这项工作坊举办于2018年11月26日（星期
三），本系邀请了来自Revenue Company的Mr 
Chang Boon Sun、 Ms Rachael Wong和Mr Nick 
Lim前来举办一项关于电子商务的工作坊。电子
商务在现今的社会已经国际化，希望这项工作坊
能帮助提升学生对电子商务的知识与认知。

本系讲师与学生们和Revenue公司的主讲人合影

8.3.1 IQ WAR

于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学生们运用
了他们逻辑性与创新能力举办了IQ WAR活动，这
项活动是开放式，反应非常热烈，参与者都赞叹
道玩了这一连串的游戏，都脑动大开了，非常有
趣。

8.3.2 Software Programming   
Innovation Competition   
(PROCOM) 2018

这项比赛举办于2018年8月2日（星期四）。
这项PROCOM比赛是由大马华人周刊举办。学生
们是第一次接触这类的比赛，虽说没有进入三甲，
可是他们抱着学习的心态与各大学更资深的学生比
赛，让讲师们都为之感到骄傲，因为学生都明白要
成功，必先从学习开始的道理，真的感到很欣慰。

CSIT系学生参赛当天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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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NEM Merdeka Hackathon 2018  
– Blockchain the Future

这些比赛是由NEM Malaysia Sdn Bhd公司
于2018年8月30日举办，这项比赛的内容是让学
生们使用Blockchain Technology，解决当下许多
公司面对IT方面的问题与困境，学生参与了这项
比赛，可说是获益良多，以后在工作方面都会有
一定的帮助。

CSIT学生在NEM Malaysia Sdn Bhd的合影

8.3.4 Invitation to Intervarsity   
Innovation Challenge 2018

这项比赛由ABB Malaysia公司于2018年11
月15日（星期四），地点在Le Meridien Hotel, 
Kuala Lumpur Sentral举办。

本系学生凭着自己的实力入围了五强，他们
的努力让本系的主任和讲师们都感到十分敬佩。

冯伟杰同学在台上说明报告

8.3.5 IEEE Robotics Competition 2018

这项比赛由IEEE公司于2018年11月23与24
日（星期五与星期六），地点在于UCSI大学举
办。贵公司诚邀本系学生以观察家的身份出席这
项比赛，本系学生身为观察家，真的不得不对参
赛者们的作品称赞一番，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
流，知识增进不少。

本系学生（右一、右二）与来自UTP的参赛者进行交流

8.4 International Robothon 2018

Eduspec Robothon Malaysia （ERM）自
2006年由马来西亚Eduspec Holdings Berhad举
办的年度机器人竞赛。在2018年里，Eduspec 
Holdings Berhad诚邀本系和CSIT学生们一起联
合主办International Robothon 2018，本系的学
生们将会以评审团出席这项比赛，贵公司也会提
供专业培训。

·于2018年9月22与23日（星期六与星期
日），本系的学生接受了两天全天制的专业培
训，地点在新纪元大学学院课室。

·于2018年9月29日（星期六），由本系
讲师Ms Widura和Ms Ainaa带领学生们前往巴生
SJK（C）Kong Hoe出席州赛。

·于2018年11月18日（星期日），由本系
的杨巧真讲师和林美月讲师带领学生们前往循人
小学出席国赛，场面非常轰动。

全体评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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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其它活动

8.6 2018 学术竞赛

本系的主任与讲师们在这年里，有幸被各部
门和各大学邀请给予外界的学生许多讲座、工作
坊和活动。

8.5.1 Talk at SMK Puchong Utama 1

于2018年3月17日，本系庄正伟主任受邀
给予SMK Puchong Utama 1的学生关于在现代IT
科技的先进与发展。庄主任也不忘了让学生们体
验自创的AR科技。

8.5.2 Computer Science，Given the  
 Future

于2018年5月29日，本系庄正伟主任受邀
给予砂劳越美里培民中学的学生关于电脑科学与
IT未来发展的讲座，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8.5.3 巴生宾华中学来访团

与2018年10月27日，本系杨巧真讲师与林
美月讲师协同本系学生准备了许多有关IT的材料
给予讲座，欢迎巴生宾华中学来访团，以及让他
们了解本系的科技与未来的发展。

8.6.1 AMC 澳洲数学比赛（马来西亚 
赛区）

（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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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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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办单位

此项竞赛由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 
(AMT)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电脑科学与资讯工
艺系承办马来西亚场。

（三）工委会委员

工委会委员有澳洲数学赛区域董事林忠强博
士、新纪元大学学院的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庄
正伟主任、英文部林玉珠主任、电脑科学与资讯
工艺系林美月老师、何燕妮、曾雪玲。

（四）全球参赛国家

今年在全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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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元大学学院首度承办澳洲数学赛（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MC）。

（五）获得马来西亚教育部正式认可

今年获得澳洲数学比赛由马来西亚教育部正
式认可。所有参加者均可获得校内课外活动分数
如下：

Award 
(New Era)

Pemenang 
/ Winner 
(AMT)

Peringkat / 
Level

Gold, Silver, 
Bronze 
Awards with 
Certificates

Prize Kebangsaan 
(National)

High 
Distinction
Distinction

Certificates Credit Negeri (State)
Proficiency
Participation Sekolah 

(School)
PRIZE 一般上是颁给每三百名同一区域和年级
的学生中不超过一名的学生。.
H = High Distinction 是颁给同一区域和年级前
3%的顶尖学生。（中学高阶组则为5%)



105

D = Distinction 是颁给同一区域和年级前20%
成绩特优的学生。（中学高阶组则为25%）
C = CREDIT 是颁给同一区域和年级前55%成绩
优等的学生。（中学高阶组则为60%）
PRO = PROFICIENCY 是颁发予得到卓越分数，
但未获得优等奖（CREDIT）或以上的学生。
P = PARTICIPATION 是颁给其他所有参加比赛
的学生。

（六）比赛资讯

今年比赛日期于8月13日（星期一），参赛
地点为全国各学校作为赛场，参赛学校共有358
所，而参赛人数学生达到6404人。赛卷所提供
的语言有国语、英语及华语。

（七）颁奖典礼

此届颁奖典礼日期于11月4日（星期日），
地点在新纪元大学学院5楼大礼堂举办，约350
人出席此盛会。荣欣邀请到澳洲数学赛区域董事
林忠强博士拨冗主持，颁奖嘉宾有新纪元大学学
院的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庄正伟主任、招生处
萧维深主任、注册处邓珮君主任，还有其他出席
者包括各校老师、家长与得奖者们。

（八）获奖学校（2018）

为了奖励获取特优成绩的参赛者，今年新纪
元大学学院增加了金、银、铜牌奖项颁给成绩约
500位卓越的学生。今年马来西亚有6位名小学
生和1名中学生以满分成绩，成为荣膺奥哈勒伦
奖的得主。

新纪元澳数团体奖：
小学组常年杯兼冠军：诗巫敦化华文小学

亚军：万达镇培才华小（二）校
季军：槟华小学

中学组常年杯兼冠军：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亚军：吉隆坡坤成中学

季军：八打灵国民型中学

颁奖嘉宾左起为庄正伟主任、林忠强博士、萧维深主任、邓
珮君主任以及小学组得奖者合影

颁奖嘉宾左起为邓珮君主任、庄正伟主任、林忠强博士、萧
维深主任以及中学组得奖者合影

8.6.2 第八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马 
 来西亚)

（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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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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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院电脑科学与资讯
工艺系联合主办。

（三）工委会委员

工委会主席林忠强博士、南大教育基金会的
委员岑瑞楼先生、陈培和先生、叶金辉先生、新
纪元大学学院庄正伟主任、吴振声主任、林美月
老师、何燕妮、曾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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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学校作品与初审团

此届共计106件高中组和初中组的参赛
作品。今年荣幸邀请以物理、机械与制造工程、
化学、数学与电脑专业的曾飞焕博士、郑慈峰博
士、颜醒农博士、张丽萍博士以及庄正伟主任
成为网上评审。经过初审筛选后，初中组入围的
作品有17件，高中组有15件，总数量共32件作
品。入围的12所学校远至东马的建国中学、亚罗
士打吉华独立中学、槟城钟灵(独立)中学、居銮
中华中学、新山宽柔中学、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峇株华仁中学、巴生中华独立中学、巴生兴华中
学、吉隆坡坤成中学、吉隆坡循人中学及雪兰莪
八打灵公教国民型中学。

（五）入围面试与评审团

入围面试日期于6月24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
课室进行。而面试评审为颜醒农博士、何志浩博
士、郑慈峰博士、庄正伟主任及孔国梁老师。当
天入围者必须携带已完成的作品以作解说。

（六）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顺利完成于7月15日在新纪元大学
学院5楼大礼堂举行。同时，在会场也展示所有
得奖作品。出席者包括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潘
斯里拿汀斯里魏顺莲、杨天德博士、马来西亚陈
嘉庚青少年发明奖委员会主席林忠强博士、新纪
元大学学院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庄正伟主任，
另外两位评审郑慈峰博士与孔国梁老师以及各校
校长、老师、家长与得奖者们。

（七）获奖作品（2018）

初中组二等奖：
Patient Message Display
（槟城钟灵(独立)中学）

三等奖：
快速烘干器（峇株华仁中学）

高中组三等奖：
STAPLERSOME

（雪兰莪八打灵公教国民型中学）
全场总冠军：

槟城钟灵(独立)中学
全场亚军：

雪兰莪八打灵公教国民型中学

全场亚军：
峇株华仁中学
全场亚军：

新山宽柔中学

前排左三为郑慈峰博士、孔国梁老师、杨天德博士、林忠强
博士、拿汀斯里魏顺莲、庄正伟主任、带队老与初中组得

奖者合影

前排左四为郑慈峰博士、孔国梁老师、杨天德博士、林忠强
博士、拿汀斯里魏顺莲、庄正伟主任、带队老师与高中组得

奖者合影

8.6.3 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第 
 33届）

（一）宗旨

为了鼓励中学生研究数学，福建会馆在三十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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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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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办单位

此届赛会是由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和新
纪元大学学院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联合主办。

（三）工委会委员

工委会主席梁水哲先生、工委会副主席庄正
伟主任、工委会顾问陈庆地博士、秘书曾雪玲与
何燕妮、试题主任庄正伟主任、奖杯组颜志杰、
财政苏爱然、委员李萍、李碧云、周其辉、吴振
声、林美月、王汉国、审题负责老师林美月

（四）比赛资讯

比赛并于7月22日（星期日），早上10时，
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此项比赛约360位来自雪
隆8所独中、12所国中与2所国际学校参与此届
比赛。赛卷语言为华语与英语。

（五）颁奖典礼

本届颁奖典礼于9月2日（星期日）于雪隆
福建会馆礼堂举办。出席者包括雪隆福建会馆会
长戴炳基先生、雪隆福建会馆署理会长林忠强博
士、雪隆福建会馆副会长李萍女士、雪隆福建会
馆董事（雪隆华罗庚杯数学工委会主席）梁水哲
先生、雪隆福建会馆董事（雪隆华罗庚杯数学工
委会财政）苏爱然女士、新纪元大学学院电脑科
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雪隆华罗庚杯数学工委会
副主席）庄正伟主任、雪隆福建会馆委员以及各
校老师、家长与得奖者们。

（六）获奖学校（2018）

初中组个人奖
冠军：曾子宸（吉隆坡坤成中学）
亚军：魏华志（吉隆坡循人中学）

季军：袁子扬（SMK (L) METHODIST KUALA 
LUMPUR）

殿军：罗珖荣（SMK (L) METHODIST KUALA 
LUMPUR）

高中组个人奖
冠军：武田繁典（吉隆坡中华独中）
亚军：徐谦弘（吉隆坡中华独中）
季军：戴振宁（吉隆坡中华独中）

殿军：黎美田（吉隆坡中华独中）
殿军：李冬恒（吉隆坡循人中学）

初中组独中团体奖
冠军：吉隆坡中华独中
亚军：吉隆坡坤成中学
季军：吉隆坡循人中学
殿军：巴生兴华中学

初中组国中团体奖
冠军：SMJK KATHOLIK PJ

亚军：SMK (L) METHODIST KUALA LUMPUR
季军：WESLEY METHODIST SCHOOL K.L

高中组独中团体奖
冠军：吉隆坡中华独中
亚军：巴生兴华中学

季军：吉隆坡循人中学
殿军：吉隆坡坤成中学

高中组国中团体奖
冠军：SMJK KATHOLIK PJ

亚军：WESLEY METHODIST SCHOOL K.L
季军：SMK BANDAR UTAMA DAMANSARA (3)

华罗庚杯
吉隆坡中华独中

出席嘉宾与全体得奖学生合影。坐者左起为李碧云、颜育
霖、苏爱然、李雪凤、庄正伟、陈炳钟、林忠强、戴炳基、

李萍、梁水哲、吴振声、李雪燕、白维耀、杜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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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媒体研究系

9.1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及2+2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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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媒体数
位汇流的时代，媒体产业结构急遽改变，本系
课程内容也相应做出调整。今年媒体研究专业
文凭课程纳入数码影音元素，在传统的“公关”
与“新闻”专业以外新增“数码影音”专业。理
论课程与实务课程沿续传统架构，部份技能课
程则结合数码科技，包括：数码摄影加入手机
拍摄、新闻采访与写作加入资料新闻学概念、

广电概论加入YouTuber影音制作、数码影像制
作与剪接加入微电影元素等等。2018年本系也
举办了系列活动，包括：8场媒体与公关工作者
经验分享讲座、“2018年马来西亚华语语音研
讨交流会──音差阳错，别再说错”及“Let It 
Kosong”2场公关实务活动、“Let’s Go On Air 
2018录音比赛，以及2018年马来西亚传播教育
研讨会等等。

9.1.1出版6份《观察家》社区报

配合5月份及9月份两学期的“报章出版实
务”课，修课同学（2016年8月份入学的广播电
视学系──电视组2+2学士学位课程、2017年1
月份及4月份入学的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
课程、2017年8月份入学的广播电视学系──广
播组2+2学士学位课程，以及2017年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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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份各8版之A3纸张大小的全彩
《观察家》社区报。

《观察家》社区报模拟一般报馆的运作模
式，由学生自主组成编采部与行政部，除自行规
划、采访、写作、摄影及编辑排版内容外，也对
外招徕广告、推动营销与发行策略等，藉此达到
学习媒体管理的技能。

内容部份，今年仍沿续《观察家》传统形式
制作社区关怀议题新闻，但在呈现上做出创新尝
试，不仅以主题分刊，也结合文字及图片叙事形
式，每期以正刊、副刊与画报三刊合一的方式出
版，籍此培养学生以文字及图片等多元方式说故
事的能力。5月份共出版一期三刊，包括社区正
刊、副刊及画报，每刊8版，其中社区正刊主题
为〈交通规划不全 学生安全堪忧〉；副刊主题
为：〈传承〉，以及画报主题为：〈城事〉。9
月份共出版一期三刊，包括社区正刊、副刊及
校刊，每刊8版，其中社区正刊的新闻专题为：
〈加影巴刹后巷拆〉；校刊主题为：〈学生会会
费缴交率下降〉，以及副刊主题为：〈带你走进
文。艺世界〉。《观察家》每期发行1800份，
由修课同学深入到新纪元学院、加影及周边社区
免费派送（三刊合一）。

9.1.2 制作社区络网新闻

沿续本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精神，今年鼓励
学生制作网络社区报，透过5月份学期的“新闻
学II（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电视学系2+2
课程一年级）及5月份及9月份学期的“新闻采访
写作”（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一年级）两门课
的期末作业，由修课同学实际走进马来西亚不同
社区进行采访、拍照及录像，将珍贵的社区文化
故事及议题等撰写新闻报导及纪实影像，并发布
到新闻网站上与社会共享。

5月份学期共制作两份网络社区报，第一份
《在．双溪比力》直击雪兰莪州双溪比力新村的
大小事，其新闻网站网址为：https://pyyap114.
wixsite.com/sungaipelek2018；第二份《凉
辰直日》记录彭亨州直凉市生活点滴，发布在
https://mediastudies201709.wixsite.com/teri-
ang。

9月份学期的社区报名称为《文化大杂
烩》，分别记录吉隆坡、万挠及巴生海南村三
个地区的传统文化，发布于《文化大杂烩》
新闻网站上（网址：https://ngruoqi990519.
w ixs i t e . com/wenhuadazahu i? fbc l i d= I -
wAR0aLQp0WZ14v2182cRZM3toTYxeSl9W-
BiT8Dxe9_0id9ScKRxQQWb-7gKQ）。藉由这
次的采访纪录行动，不仅拉近学生与华人社区的
距离，协助他们培养社区关怀价值及提升人际互
动能力，也将马来西亚不同角落的华人社区人事
物纪录下来，丰富华社的人文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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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广告学系2+2学士学位及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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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学期的公关实务活动中，17名公关组
同学与老师于2018年7月8日，上午10时至下午
3时半于该校B500大礼堂主办的首届“马来西亚
华语语音研讨交流会——音差阳错，别再说错”
。此活动是为了提升大家对于掌握标准华语的意
识，正视华语语音教育缺失问题与华社华语掌握
能力下降的问题。希望透过此活动让中文媒体从
业者、华教同仁、华语圈了解掌握标准华语的重
要性，如何更好地掌握华语，加强本身的语言能
力与优势。活动当天吸引了多位播音界与教育界
的前辈一同出席见证这个大马华语语音界历史性
的创举，华社各界齐聚一堂集思广益，共同探讨
本地华语语音的发展现况与未来趋势。

主办方与活动代言人吴其栋先生一起录制了一首“口步操”
歌曲以及一些学好华语的短片，作为推广说好华语的宣传。

同学们与主讲者代表尤进来校长上节目谈马来西亚华语现况。

主办方到One FM宣传。

活动当天与多位播音界与教育界的前辈出席剪裁活动。

在11月10日下午2时正，9月份学期的公关
实务活动于蕉赖11哩新村的长颈鹿故事馆主办了
一场名为 “Let It Kosong”杜绝浪费，我爱地球
的公关活动。活动目的为让民众了解食物浪费的
前因后果，以及其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以唤起大
家杜绝浪费食物的决心。除此以外，活动也包含
两个处理剩食的工作坊，以让来宾学以致用，不
再有浪费的行为。

活动圆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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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广播电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广播组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琪（右二）与参与者一同制作酵素。 环保酵素老师覃绣钦（第二排，左三）与大人小孩来个大合
照，以见证大家的完成品。

9.2.2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内容数码 
影音化

配合教育市场与媒体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
从2018年5月份开始，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内容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将原有聚焦在传统两大

专业：新闻与公关的课程架构，转型为「数码影
音」、「新闻」与「公关」三大专业并行。其
中，数码科技专业含盖5门科目：数码摄影、数
码排版与设计、数码图像处理、数码影像制作与
前辑、资讯与电脑运用，另也加入广播基础技能
科目，包括语音、广播节目制作与主持等等。

9.3.1 开播造势活动

沿续往年的传统，为了使“空中之城”的
节目得到有效的宣传，在节目开播前的两个星期
里，所有广播组学生将会策划一场开播造势活
动。在2018年，广播组的全体学生DJ分别于5月
17日及10月3日在黃迓茱活动中心举办了开播造
势活动。在开播造势活动中，每位DJ以创意的方
式来宣传他们所策划的个人节目，以及双人搭档
节目。 

2018年5月份学期 'COLOUR' 造势活动，全体大合照。

9.3.2 空中之城“用声音去旅行”

 在节目制作方面，为了让实习内容更加多
元、培养学生关怀并尊重周遭人、事、物处世准
则，“空中之城”希望藉由校园电台社区化的延
伸，促进学生参与社会机制的热诚；因此，本台
设立了“用声音去旅行”单元，鼓励学生走出户
外，寻找创意与灵感。通过学生与社区的各阶层
人士进行互动交流，并在旅行途中用声音来记录
周围的人、事、物，最后制作成校园广播电台的
节目。在今年12月20日至21日，广播组学生去
到了马六甲来完成这个活动。他们一边探讨马六
甲的古迹，一边用声音记录着这趟旅程的点滴。

9.3.3 校园广播电台户外直播分享会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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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
画下完美的句点。学生经过十个星期的磨练终于
修成正果, 分别于7月23至27日和12月10至14日
走出广播室，同时将十期直播内容成果展示于人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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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DJ们的小型毕业展合照。

9.3.4 “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开放 
参观

 随着“从校园走入社区”，除了希望使学
生对广播电台运作的范畴更为广泛，也期望民众
了解并支持本台的经营理念。“空中之城”常年
对外开放，供中学生和大专生到访参观与交流，
此次来访单位包括台湾高校澳门学生联会、南方
大学学院学生总会、美里培民中学和巴生滨华中
学。在参访环节，广播组的同学安排了两项录音
活动分别是录制个人ID以及广告配音录制，让每
位参访者都有机会体验录音。

巴生滨华中学来访团, 同学们录音初体验。

9.3.5 “Let’s Go on Air”校园配音 
比赛

 为响应本院一向推崇“源自社会，回馈社
会”的理念，同时善用广播资源回馈校内的学
生，本台于11月22日，开放广播空间让非广播

组同学有机会参与配音比赛，体验录音的感觉。
这场校园配音比赛的活动，是以两人至三人一组
的形式进行。配合这次的配音比赛，本台设置了
三个奖项分别是最佳配音奖、最佳配音员以及以
面子书按赞的方式来投选出来的最佳人气奖。这
个比赛获得了非广播组同学们的热烈支持，总共
参赛的组别共有20组。

2018 “Let’s Go on Air校园配音比赛” 录音情景。

9.3.6 有故事的人之分享会

 在职能培训方面，“空中之城”在2018年
9月份学期举办了一场分享会，并邀请了业界职
人前来分享相关经验，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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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月5日，本台有幸邀请了GoXuan电台知名DJ-
Jacky纬轩来分享他10年的广告配音经验以及主
持经验。

有故事的人之分享会，活动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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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广播组户外参访活动

为了让广播组的同学能更深入了解业界电
台的运作，本系15位师生于7月17日前往Astro
参访。在参访过程中，学生不仅能进入摄影棚和
直播室理解实景操作，同时亦有机会与相关工作
人员以及GoXuan电台主持人有正面的接触和交
流。

Astro工作人员颁发纪念品给指导老师。

2018年7月17日 全体广播组同学参访Astro, 全体大合照。

9.3.8 “广播器材简介”及“音效剪接 
 处理“工作坊

配合本系课程内容的调整，文凭班新增了一
项“毕业条件”，即学生须参与四个长学期与广
播相关的培训与实习，完成后方可毕业。本系分
别于2018年5月份和9月份学期举办了5场次 “
广播器材简介”工作坊，并于9月份学期举办了2
类共12场次“音效剪接处理”培训，相关工作坊
皆由赵志坤老师担任主讲人。

9.4 其它活动

9.4.1“校友回娘家”系列讲座

今年共举办8场“校友回娘家”系列讲座，邀请分布于不同领域的校友回校分享工作经验，各讲座
条列如下：

日期 时间 主讲人／职称 讲题

26-09-2018 15:00~17:00 崔可欣
演员统筹

电影拍摄前期制作与选角筹备

17-10-2018 15:00~17:00 胡小胡
Astro〈小太阳〉节目策划、
音乐执行与制作

儿童节目不好做

17-10-2018 15:00~17:00 林丽娟
电影工作者

短片拍摄之主题与故事叙述

7-11-2018 15:00~17:00 Angie戴琪蒽
OnFm VJ 兼制作人

像我这样一个VJ

21-11-2018 09:00~11:00 蒋小慧
自由广告撰稿人

撰稿人的广告创作经验谈

27-11-2018 09:00~12:00 Reymond Chin Lean Kit
SVO Branch Assistant Director

数码时代下社交媒体点击率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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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Fm VJ 兼制作人Angie戴琪蒽分享工作甘苦。 胡小胡分享制作儿童电视节目的经验。

08-08-2018 15:00-17:00 学长姐交流系列一
有万-社群媒体人，Vlogger 《态度这回事？人脉从哪来？》
家豪-电竞比赛代理，自由媒体人 《当你和世界不一样》
美善-小米营销经理，
自媒体主播，Vlogger

《职场新人》

宇璇-静宜大学学生 《我是否继续到台湾升学》
敬延-静宜大学学生 《镜头里的世界，是不是唯一的

未来》
28-11-2018 15:00-17:00 学长姐交流系列二

Apple Chua-Astro整合执行 《电台经验和活动》
Sam Yap-公关行销 《公关工作与内容》
Sam Wong-企业发展 《纸媒领域和活动的关联》

学长姐交流系列一。

9.4.2 2018 ACA Championship   
 Briefing

为了增加学校与科系的曝光率；鼓励学
生多创作及与业界接轨，本系已在2018年8月
15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本校B310教室
举办了一场“ACA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Championship 讲座”。ACA Championship是一
项全球竞赛，使用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InDesign测试学生的设计技巧，通过这项比
赛，讲师与学生的专业能力与认证获得提升。

ACA briefing 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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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英文场

Moderator: Dr.Wan Puspa Melati Binti Wan Halim (Senior Lecturer,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ve Design, SEGi University)

1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into Why Students from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do not choose Journalism
Author: Chandrasekaran S/O Veeraiah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2 Shaping the News Pathways for Photojournalism Students
Authors: Leong Wai Kit & Dr. Nicole Yang Lai Fong (Taylor’s University)

3 Revisiting Research on Malaysia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uthors: Dr. Tan Huey Pyng, Ang Siew Mun, Edwin Michael Muniandy, Michelle Wong & On 
Sheau Wen (Universiti Tuanku Abdul Rahman)

4
Mapping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Media Literacy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 Local Com-
munity: 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 Church as a case study in Penang Island
Authors: Mok Sew Kuen & Chang Yi Chang We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第二场：中文场
主持人：蔡莉玫（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

1 “传播”想象大不同：自媒体时代的传播教育探索
发表人：黄国富博士（大同韩新传播学院）

2 数码影音时代与传统新闻教学变革：学界与业界对话的契机
发表人：黄招勤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

3 从马来西亚华文报摄影记者专业认知与工作流程变迁思考新闻摄影教学内涵
发表人：高佩瑶博士、黄招勤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

9.4.3 2018年马来西亚传播教育研讨会

为了鼓励本地传播教育学术研究，促进传播
教育领域的学术对话及交流，并提升传播教育学
生的专业知识与趋势掌握能力，本系与世纪大学
（SEGi University）传播与创意设计学院于2018
年9月30日（星期日）下午1时至5时，假本校
B309讲堂举办“2018年马来西亚传播教育研讨
会”。

研讨会主题为“数位汇流时代下的传播教
育挑战”，除向传播教育领域学者邀稿外，亦公
开征稿。研讨会采中英双语进行，第一场为英语
场，共有4篇英文学术文章发表；第二场为中文
场，共有3篇中文学术文章发表（发表名单详列
如下）。当天共吸引六十余位中英文传播教育领
域之学者与学生出席，场面热闹，讨论热络，为
马来西亚传播教育学术研究与对话开启极佳的平
台。

研讨会共八位中英文论文发表人，由世
纪大学传播与创意设计学院院长刘明才
副教授（右四）及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
与艺术学院院长Azizan Bin Othman助理
教授（右五）颁发发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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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美术与设计系

10.1 ACADEMIC MATTERS

The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in 2018 
worked at fresh methods of implementing our 
curriculum. We believe this was important 
to provide a more effective teaching-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lso to inculcate community-
spiritedness among students. Overall, there 
wer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this venture and 
its effectiveness will be constantly reviewed in 
the coming year.

 In general, the department’s annual 
activitie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Launch of Bachelor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audit of existing programmes to ensure better 
academic quality.

·Self-promotion and student enrolment 
efforts

·Enhancement of student life

·Engagement with the community

These goals are detailed out in the sections 
below.

10.1.1 ACADEMIC MATTERS

·LAUNCH OF NEW PROGRAMME

With the upgrading of New Era to University 
College, the department launched its first 
bachelor degree programme,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BVC) to cater to the growing 
need for quality graphic and visual designers. 
Although the number is relatively small, we 
managed to open BVC programme in September 
semester 2018.

Besides self-initiated SPM workshops, 
for the whole year, the department has been 
working extremely hard with Student Enrolment 
in boosting the visibility and attractiveness of 
the BVC programme. 

10.1.2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Batu 11 Cheras Community Project & Student 
Showcase - The department implemented place-
based co-curricular coursework to encourage 
innovative teaching-learning methods. We chose 
Batu 11 Cheras as the focused site for assignments. 
The plan was to have an exhibition in the community 
as a culmination of the exercise.

Based on what we learned in the past year, 
the department has successfully kicked off the 
Batu 11 Cheras Community Project & Student 
Showcase in Feb 2, 2018. 

10.1.3 NEW HOD &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Hanna Chan Shin Yi was 
made the new head of 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in January 2018. Chan has ampl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in NEUC as well as 
other universities. Prior to that, she has served 
as 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Head of Media Department, Programme Leader 
of Curtin University degrees, etc. 

Also, the Department has appointed 
contractual lecturer TC Liew Ting Chuang to 
teach art and photography subjects; Nor Aqilah 
Bt Mohd Arshad, Cindy Fang See Khung, and 
Haryati binti Mahmod to take care of the BVC 
subjects. 

10.1.4  GRADUATION    
  EXHIBITIONS

As in recent years, graduating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organised 
their own showcase with supervision from 
lecturers. Two diploma exhibitions took place in 
2018 with each having its own theme. 

(A) M.A.D.E - 16th Spring Art &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2 - 4 Feb, 2018) was held at 
the Batu 11 Cheras. The students and teaching staff 
of 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worked together 
in reaching out to serve the community of Batu 11 
Cheras at the community basketball court of Batu 
11 Cheras, the Little Giraffe commun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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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mer Tadika Harmoni. In this community 
project, the final year students showcased their 
talents and creativity by putting up a display in one 
graduation exhibition, together with activities like 
Batu 11 walking tour, storytelling via drawing, as 
well as pictures and write-ups of first hand stories 
on the original settlers of kampung folks. The 
public could experience and spread out their love 
for art by participating in its ceramics and Batik 
workshops, Chinese New Year cards DIY, Tote/
Canvas Bag DIY, T-shirt printing, rock painting, 
memorabilia photo wall, mural painting, fashion 
show & live statues, etc.

Batu 11 Cheras launching ceremony. Graduating students 
with the VIPs (Left 1 Ambrose Poh,  Left 5 Hanna 

Chan, Left 6 Dr Mok Soon Chong and Left 7 Balakong 
assemblyman YB Eddie Ng Tien Chee)

(B) 梦DreRacle奇 - 17th Autumn Art &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15-22 September, 
2018) was held first time at a private gallery off-
campus, which is at Putera Art & Cultural Center, 
Kajang (see photo). A total of 26 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howcase. The exhibition 
venue was FOC, being sponsored one-week by 
the Center. In return, the students need to do 
mural painting at certain portions of the venue. 
Funds and prizes for this event were sponsored 
by Satay Putera Restaurant, Putera Art and 
Culture Center and the public.

DRERACLE

10.2 ENHANCEMENT OF STUDENT LIFE

The department continued to encourag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ons and 
also increase student interaction within the 
department.

10.2.1 IN-HOUSE ACTIVITIES

The department held a few meaning 
activities with students this year. Among them 
are: 

a) Portrait and Product Photography 
Workshop conducted by alumni Jeff Lok Kin 
Fei cum head of Bigmind Photography Studio 
(October 25, 2018)

b) Art Workshop by Artist En. Suzlee 
Ibrahim at NEUC (Aug 2, 2018) 

c) “The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Fashion Photography in Malaysia context” 
Talk by Lee Wei Ji, aka Lewis Jay at C103 studio 
(July 24, 2018)

d) Photos hooting of NEUC student work for 
the demo of Japan Expo Asia Students Awards 
- Sakura Collection Fashion Show 2018 by Lee 
Wei Ji, aka Lewis Jay (July 2018) 

10.2.2 COMPETITIONS

The department continued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ons 
this year as a means to gain exposure and to 
benchmark the students’ strengths with their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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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shion Design made big strid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ecturer Chen Wei Chung. In 
the Sakura Collection - Japan Expo Asia Students 
Awards in Malaysia & Singapore Grand Prix 
Final 2018 / 2019 at Pavilion KL, final-year 
fashion design student Lee Siau Teng made it 
to the final round and took home the grand prix 
final prize of Sakura Collection, enable her a free 
trip to Japan. (29 July 2018) 

 
Sakura Grand Prix Final Prize

b) Two graphic design students, Toh 
Zhen Sien and Wong Ke Le, won the 2nd and 
3rd prize of Maybank’s MyTIGER Values Art 
Competition. This competition which aims to 
further inculcate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and conserving the tigers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aw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students from various reputable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in Malaysia showcasing their talent 
in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photo imaging, 
illustration and sequential art. The department 
plans to get mor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10 Aug 2018)

c) Kuretake competition poster competition 
- Jointly organized with Kuretake ZIG Malaysia, 
Sketchwalk Kuala Lumpur and 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at 
Sunway Pyramid Convention Centre, Selangor. 
This publicity helps to build up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good image at the shopping 
mall. (24 - 26 August 2018)

10.2.3  FIELD TRIPS

The department arranged numerous 

educational field trips for students in 2018. 
Whether they were day-trips or overseas study 
excursions, thes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were 
helpful in opening up students’ eyes to art and 
design.  

a) Art Gallery Visit (20 July, 2018): . The 
field trip to Balai Seni Negara Art Gallery was 
organized to let the students learn about art 
outside classroom. It also encourages the 
students to unleash their own creativity and be 
more confident when talking about art. The trips 
were conducted in 20 July and 15 November 
2018. 

Art Gallery Visit

b) Industrial visit to Gromex Media Graphic 
Sdn Bhd and BHS Book Printing Sdn Bhd, 
Balakong. In 19 July 2018, the department 
brought Graphic Design 1 and Typography 
students for an off-campus exposure and 
understanding of printing types and techniques 
in the industry. 

Visit Printing Company

Lecturers also regularly organised trips to 
design-related fairs and exhibitions to expose 
students to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trends i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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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continued to refine and 
populate its social media sites with fresh content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its programmes. We 
also kept to the tradition of face-to-face contact 
through hosting students and visitors to art and 
design workshops.

10.3.1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STRIVING  
FOR STUDENT    
ENROLMENT

a) Art & Design Diploma-Proceed-To-
Degree Briefing – In a move to boost student 
numbers, the department took the initiative to 
invite eight graduating students of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DGD) on 31 October, 2018, 
1pm at room C109, to discuss about their 
progression to BA(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BVC)) after 2018 Sept semester. The briefing 
was conducted by Head Hanna Chan and Deputy 
Registrar Tang Pui Kwan.

b) 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Beautification 
project - We initiated the Art & Design 
Beautification Project for staff and students 
to appreciate arts in between classes, and to 
project to the visitors and stakeholders on the 
quality work of this department, including:

i. Main entrance/wall facing the lift (Sep 
2019)

ii. Art Corridor & Photography Collage Wall 
(Sep – Dec 2019)

Beautification

The main objectives ar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observe human 
body and the changes of human representational 
perception in time.

·To use Photography Collage Wall as teaching 
aids for PH101 Introduction to Photography;

·To expose students to various portrait 
and still life shooting styles, and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aesthetic in tim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hibit their 
ideas and creations.

10.3.2  HOSTING STUDENTS   
  AND  VISITORS

SPMPSV

The department hoste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help 
heighten awareness about the college, and art 
and design courses in particular. These are:  

a) SPM Art Workshop for SMJK Yu Hua, 
Kajang (Nov 23, 2018 and April 26, 2018). For 
each session, about 80 students facing the SPM 
art examination were given a half-day workshop 
at SMJK Yu Hua. Cikgu Raha, Liew Ting Chuang, 
Aqilah and team members provided helpful 
techniques and composition tips during the 
workshop.

b) SPM Art Workshop for SMK Raja Lumu, 
Klang (Nov 23, 2018). About 40 students facing 
the SPM art examination were given a half-
day workshop at the school. Cikgu Raha and 

10.3 SELF-PROMOTION AND STUDENT ENROLMENT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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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hidah shared useful experience in workshop.

c) SPM Art Workshop for SMK Jalan Bukit, 
Kajang (Nov 23, 2018). About 113 students 
facing the SPM art examination were given a 
half-day workshop at the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Denise Fernandez and Jee Ling were 
there for the students.

d) Art Workshop for SMK Cheras Perdana 
(Aug 16, 2018). 64 form 5 students attended our 

packaging design and typography workshops 
alternatively by our teaching staff for half a day 
at C107 and C109.

e) Fashion Assessment for Chinese High 
School Batu Pahat (October 6, 2018). This 
year’s annual fashion assessment involved 20 
senior students. Lecturers Chen Wei Chung and 
Hanna Chan made the journey to Batu Pahat as 
external assessors.

10.4 COMMUNITY ARTS AND OUTREACH

10.4.1 Kids Art Camp

Kids art camp

On 17 December 2018, the Art and Design 
Society organized a one-day art camp for kids. It 
aims to inspire kids to explore and express their 
creativities in a wide variety of media such as 
painting, ceramic and craft-making.

10.4.2  Actyvate Ceramic   
workshop for public 

Actyvate

On 13 October 2018,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has successfully conducted a one-day 
ceramic workshop for public.  It aims to inspire 
more people to learn the art of pottery-making 
and experience the therapeutic benefits of 
working with clay. It also forms part of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s Community Enrichment 
Project which sets out to help underprivileged 
youth and community members to develop new 
skills and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10.4.3  Ceramic & print-making  
  workshops 

On 24 June, 2018,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rt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Malaysian Junior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at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the department also provided the 
following workshops: 

a) One day ceramic course for children (7-
12 years old) or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of 
Malaysian Junior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2 
hours targeted 100 people.  

b) One day print-making course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13-16 years old) of 
Malaysian Junior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2 
hours, targeted 30-50 people.

10.4.4  Mural painting 

The department had conducted mural 
painting at two schools in 2018. This project 
is set to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volving schools and serves as publicity for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Two sess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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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ed throughout the year; one at SMK Jln 
Bukit, Kajang in January 2018, and one at SMK 
Raja Lumu, Klang in June 2018.

We believe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should engage with the community it is located 
in. In many ways, the community also plays 
the role of classroom by providing a real-time 
platform for learning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Mural Painting

10.5 WHITE ROOM GALLERY

The department began diversifying the use 
of The White Room Gallery to include hosting 
shorter-term exhibitions featuring students’ 
works, talks and workshops in these two years. 
Altogether it hosted about half a dozen shows 
including:

·12-year-old autism kid Dominic Woon’s 
Art Exhibition (1st -28th Dec, 2018)

·The Art & Design Entrepreneur Talk:The 
Story of Oxwhile by CK Chang (November 21, 
2018) 

·Illustration Exhibition by Purple Ling aka 
Tan Jee Ling (14th -28th Sept. 2018)

·May’18 Semester Art & Design 
Students’ Photography Assessment Exhibition, 
(13 - 17 Aug 2018)

·<The Farm> Solo Exhibition by En. Suzlee 
Ibrahim of Akademi Seni Budaya dan Warisan 
Kebangsaan (26th July – 7th Aug 2018) 

·Blue Ribbon - Exhibition of the Best of 
Students’ Works (21 May – 18 Ju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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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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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社会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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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影展与公演

11.1.1 第十三届影像组毕业生短 
片巡回影展 ：《拾光者》

本系第13届的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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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光
者》全马巡回短片影展。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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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短片作品深入社区和学校与大众互动，除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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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习更多。

《拾光者》影展主题概念是“拾起那一瞬
间，将光影化为永恒。”创作者犹如时代与人类
精神世界的拾荒者。他们将生活中别人认为毫不
起眼的事，或者转瞬即逝的时光和记忆捡拾起
来，试图将之拼凑重整成一个故事，成为人们精
神世界的资产。这是“拾光者”的由来，创作者
亦是“拾光者”，他们捕捉生活中的片刻灵光，
再用光影谱出动人片段，将之记录在影片中。

因此，这18位来自马来西亚各个城镇的“
拾光者”，为了一样的目标而相遇，他们结合彼
此捡拾的灵光，共雕刻出五部剧情短片：其中有
讲述小孩纯真世界的《阿毛》、探讨家庭问题的
《无声无息》与《搁浅》、探讨青少年沉迷网
络的《自杀告白》和试图再现马来西亚现况的 
“BLOCK A-2-15”。以下为今年影像组毕业生
巡回的八个场次：

日期 地点

2018年9月15日 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Block 
B 五楼大礼堂 

2018年9月17日 槟城-光大大厦Auditorium F
2018年9月19日 怡保-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大

礼堂（非公开）
2018年9月20日 怡保-霹雳女子国民型中学

（非公开）
2018年9月21日 文德甲-淡属客家公会会馆
2018年9月24日 麻坡-Muar Art Gallery

2018年9月25日 士古来-南方大学学院讲堂
2018年9月26日 芙蓉-芙蓉中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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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导
演何宇恒和影评人郭朝河进行交流和讲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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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应届毕业生们非常热烈的回馈。

《拾光者》毕业影展

11.1.2 排演一：《我要上天的那 
  一晚》

演出日期：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

本系一年级学生在黄丽珍讲师带领下，制作
演出了新加坡戏剧家郭宝崑所编写的儿童剧《我
要上天的那一晚》，原著是法国安东尼.圣修伯里
的著名小说《小王子》。除了导演黄丽珍讲师，
此演出的幕后支援还有制作指导陈薇琪、布景制
作指导俞云冰、造型指导黄商权、平面设计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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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以及音乐设计派仔洪与林佳佳。

剧情内容讲述小王子住在B612小星球，他
的小星球除了两座火山，还有清不完的面包树之
外，最为珍贵的就是一棵玫瑰和一只小羊，但是
他总是很担心玫瑰会被小羊吃掉。为了寻找保护
玫瑰不让小羊吃掉的方法，小王子展开了十万八
千里的旅程。途中他遇到了国王﹑敬礼先生﹑酒
鬼﹑实业家﹑点灯者等等，但他们好像都未能帮
到小王子。 不知不觉，小王子到了地球，遇见了
小女孩。于是他们又展开了一段梦幻的旅程。 

在三天共演出八场的其中一场特地安排了慈
善场（30/11/2018星期五3PM），由社会善心
人士捐助票券，受惠来看演出的孩子们是来自乐
善儿童残障福利中心、菩提之家及雪隆祥和福利
会儿童之家。此举除了启发更多孩子走进剧场，
接受戏剧艺术的熏陶，同时也实践本院<源自社
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演出时间 ：
2018 年11月30 日（五） 3pm, 8pm
2018 年12月1日（六） 11am, 3pm, 8pm
2018 年12月2日（日） 11am, 3pm, 8pm

演出地点：新纪元大学学院黑箱剧场

《我要上天的那一晚》合照

11.1.3 排演二：《仲夏夜之梦》

演出日期：2018年8月15日至19日

《仲夏夜之梦》是第十四届学生【排演二】
的期末呈现作品，由著名导演罗国文与助教詹莉
宁带领47位学生一同合作完成。此次演邀请到曾
获【BOH金马伦艺术奖】最佳服装与造型设计的
甯振洋为演出担任造型设计指导。 

《仲夏夜之梦》是英国莎士比亚的经典剧

作，一部充满荒诞与奇幻的爱情喜剧。剧中述说
贵族、戏子与精灵都处在同一个森林中。 两对恋
人因爱情波折私奔到森林，而森林此刻也正上演
着仙王与仙后的斗争。仙王命令精灵取来爱情花
之花液，只要在眼皮滴上了神奇的花液，醒来就
会爱上第一眼看到的人。于是仙王让仙后爱上一
头驴子，也好意地想撮合一对情侣，没想到出了
差错鸳鸯乱点，差点拆散另一对私奔的恋人。这
一出充满神奇、浪漫和疯狂的爱情喜剧，共有五
幕，里头充满了莎士比亚对当时社会的嘲讽，如
反对封建婚姻、以及对自由恋爱和人人平等的追
求。剧作中的浪漫与关怀社会的精神，尽管过了
5个世纪依旧能打动人们。

演出时间 ：
2018年8月15日（三） 8pm
2018年8月16日（四） 8pm
2018年8月17日（五） 8pm
2018年8月18日（六） 3pm & 8pm
2018年8月19日（日） 3pm & 8pm

演出地点：新纪元大学学院黑箱剧场

《仲夏夜之梦》演职员合照

11.1.4 排演三：《破！案》　

演出日期：2018年1月25日至28日

《破!案》是2017年【排演三】的期末呈现
作品，跨越到2018年初才进行演出，由贺世平
主任担任导演带领第十三届学生集体创作完成。
此演出由陈薇琪担任演出制作指导，经历5个月
紧锣密鼓的制作，离开学院黑箱剧场的舒适圈，
到专业剧场白沙罗演艺中心演出。

剧中述说一位意志消沉的中年私家侦探，
他的推理能力经常被警方利用来破案，但他都低



123

调地拒绝成为公众人物，所以每次破案之后，他
总是第一时间溜走。倒霉的他后来被卷入一宗谋
杀案而落得东躲西藏，后来由女儿找到真凶为他
脱险。可是两父女追查的一宗失踪案让他一次又
一次陷入危险，结果他发现案情背后的一个大阴
谋。此演出的时代背景是1970年代的吉隆坡，
在怀旧的氛围中，带出危机重重的严肃课题，追
查和揭露一份不为人知的机密文件。

演出时间 ：
2018年1月25日（四） 8:30pm
2018年1月26日（五） 8:30pm
2018年1月27日（六） 3pm, 8:30pm
2018年1月28日（日） 3pm, 8:30pm
演出地点：白沙罗演艺中心黑箱剧场 DPAC 

Black Box, Damansara

《破!案》演职员合照

11.1.5 排演四：《我们/他们》　

演出日期：2018年12月20日至23日

《我们/他们》由剧场导演邓壹龄带领第14
届学生集体编创，借助故事的力量唤起公众的
同理心，提高对移工课题的关注与关怀，进而打
破“我们”和“他们”这条隐形的界线。导演带
领学生们深入外劳的世界，进行两个月的实地采
访、田野调查和主题探讨，走访多个吉隆坡移工
居住、工作与生活的场域。采集超过60位移工
的口述生活事跡，并创作了超过140个片段，再

根据这些丰富的素材编创是次的演出。这期间也
邀请著名撰稿和评论员唐南發、艺术工作者王泰
思、建筑师蔡伟恆、移工议题研究员 Abu Hayat
等人给予社区导览和主题演讲。

制作的后期，导演与学生们在位于沙叻秀的
闹剧场进行整个月的集体编创，正式演出也在此
进行。这次的排演对学生来说，是一次大考验，
也是很有意义的学习经验。

演出时间 ：
2018年12月20日（四） 8pm
2018年12月21日（五） 8pm
2018年12月22日（六） 3pm, 8pm
2018年12月23日（日） 3pm,8pm
演出地点：沙叻秀【闹剧场】Now Theatre

11.1.6 第十三届舞台组毕业公演 ： 
  《谁家老婆上错床》　

演出日期：2018年9月1日至2日
                    2018年9月8日至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第 13 届毕业
公演舞台剧《谁家老婆上错床》改编自杨世彭导
演的喜剧剧本，原著编剧是英国雷库尼。由该届
毕业生洪梓宗导演，演员是李杰承、吴冲、陈日
荣、姚競浩、汪佳焌、刘雪莉、杨杏瑶、萧铭
乐、傅惠惠、陈言欣。故事讲述一位劈腿的政府
部长，外遇对象竟是反对党女秘书。在酒店偷情
的两人因一具来历不明的尸体而乱了阵脚。随着
不同的人物陆续出现，抓姦行动全面展开。

演出时间：
2018年9月1日（六） 8pm
2018年9月2日（日） 3pm, 8pm
2018年9月7日（五） 8pm
2018年9月8日（六） 3pm, 8pm
2018年9月9日（日） 8pm

演出地点：新纪元大学学院黑箱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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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2018年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

在2018年1月31至2月4日于布城IOI CITY 
MALL进行的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本系学生出
动七位财神爷向广场群众祝贺拜年，同时也推出
一个别开生面的默剧、肢体剧场和敲击表演。

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合照

11.2.2 【世界戏剧日】表演活动

2018年3月27日，本系响应【世界戏剧
日】，举行一个让全系学生参与的演出活动，全
程以即兴的形式，在本校校园内的不同角落进行
表演。也趁此机会向学生们介绍世界著名的戏剧
家，让他们了解戏剧与人类社会的重要关系。

11.2.3 台湾高等学府考察

2018年4月30日到5月7日，为筹备学士课
程和促进本系与国际相关院校的连系，本系系主
任贺世平与讲师梁友瑄特赴台湾戏剧与影视课程
的高等院校与该校系主任等高层交流。参访的大
学包括：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电影组）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戏剧学系、电影学系；国立
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电影学系；玄奘大学-
戏剧艺术学系；中国文化大学-戏剧学系；树德科
技大学-表演艺术系、艺术管理与艺术经纪系和国
立台南大学-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

11.2.4 新纪元大学学院【20周年 
校庆典礼】演出

2018年5月26日，本系学生在【新纪元大
学学院20周年校庆典礼】为20周年校刊和新书
推介礼上，以剧场表演形式配合影像，在B500
礼堂呈现演出。

11.2.5 北京高等学府考察

2018年7月12日及13日，为促进本系与国
际相关院校的连系，本系系主任贺世平拜访中国
北京传媒大学以及中央戏剧学院进行交流。

拜访中央戏剧学院合照

11.2.6 《源》展览

2018年8月23日，本系二年级学生在表演
教室举办了公开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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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整合，学生们将访问所得分为几个单
元，分别为：祖辈的迁移路线；职业与休闲；大
历史.小人物；根源和亲密关系组别，这个展览除
了为这片土地微观的生命细节留下记录，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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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 《一天》摄影展

2018年10月04日，本系第十五屆一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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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完成社会上不同人物的生活记录，其中包括音
乐人、宗教工作者、街头艺人、车厂学徒、摄影
师、养殖业者、工友、建筑师、移工、销售员、
服务员、花店老板、训犬师、教练等等。在人手
一机，虚拟世界彷佛重于现实世界的今天，这个
策划希望能让年轻的学生们走出手机萤幕，透过

11.2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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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了解身边的人，从中了解艺术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的本质。

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被拍摄的人物因此走
进了黑箱剧场，看看学生眼中的自己如何生活。
一个小小的摄影展不仅拉近了被摄者和摄影者的
距离，也拉近了艺术与民众的距离，这当中令人
感动的是创作再也不是单方面的自转，而创作者
和民众之间再也不是彼此的他者。

《一天》摄影展现场

11.2.8 新纪元大学学院20周年校 
庆晚宴演出

2018年11月11日，本系学生在【新纪元大
学学院20周年校庆晚宴】上，以剧场表演形式配
合影像演出呈献《双十年华，分水岭上》，在吉
隆坡冼都王岳海礼堂向来宾们展现新纪元20年的
办校成果，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演出穿插了不同类型的表演，包括诗歌朗
诵、敲击、舞蹈、歌唱等，参与呈献节目的有本
院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舞法舞天、舞限可能、I 
DO 音乐社、爱艺鼓等团体。幕后团队有本系毕
业生舞台监督梁依琳、灯光设计陈薇琪、影像设
计陈俊嘉、开幕短片制作伍祖骏、节目协调陈言
欣、音响控制刘雪莉。台前幕后的协力是来自不
同科系、不同社团甚至毕业校友，可谓意义非
凡。

《新纪元大学学院20周年校庆晚宴》演出

11.2.9 《绿野仙踪》儿童剧-受邀 
  演出于【中国东盟南宁戏 
  剧周】

配合新纪元大学学院创立20周年，本系推
出一部儿童剧《绿野仙踪》，以贴近群众，提高
社区人文素养。经历长达5个月的精心打造，首
演于【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深受当地观众喜
爱，大获好评。该剧在中国广西南宁市【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剧场演出时，吸引了约200位大小
观众进场观看，赢得现场不断的掌声与笑声。此
演出最奇特之处是利用各种家庭用具充当布景、
道具，甚至造型，却能创造出原著中的奇幻景
象。配合中国教师节，主办单位也安排《绿野仙
踪》走入校园，在南宁市皂角小学表演给800多
位小学生们和老师们一同观看。即使演出场地设
在户外，没有灯光技术效果的配合，但是演出依
然精彩。从小学生们的看戏的神情与反应，都可
以感受到他们对此演出的喜爱。

回国后，《绿野仙踪》马上就在本院黑箱
剧场举行6场演出，吸引约500多位大小观众前
来观赏。在本系灯光讲师陈政汇精美的灯光设计
下，在剧场里呈现出更完美的演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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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8日（六） 3pm
演出地点：中国南宁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018年9月10日（一） 3pm
演出地点：中国南宁市皂角小学露天舞台

2018年9月21日 （五） 8pm
2018年9月22日 （六） 11am, 3pm, 8pm
2018年9月23日 （日） 11am, 3pm

演出地点：新纪元大学学院黑箱剧场

《绿野仙踪》于中国南宁演出

11.2.10 《三个小孩》受邀演出

2018年在本系支持下，由毕业生林秀霓、
邱蕴能和颜渼潓演出的《三个小孩》被邀请参加
于台湾高雄和北京的【不贫穷艺术节】，所到之
处都受到好评。

《三个小孩》2018年演出行程如下：
日期 地点

2018年4月21日  
& 22日

新纪元黑箱剧场

2018年4月29日 台湾身声淡水小剧场
2018年5月6日 台湾财团法人高雄市艺起文

化基金会
【2018不贫穷艺术节】

2018年7月14日 北京中间剧场【2018不贫
穷艺术节】

2018年8月10日 新纪元黄迓茱活动中心
【北京市高校大学生到马来
西亚教育实习结业礼】

2018年9月
20日& 21日

甲洞。FACTHREE, KIP 

11.3 举办系列讲座与工作坊

一直以来，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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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台
湾、香港、德国等的戏剧与电影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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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来自海外或回归的艺术家，本系也举
办多场国内剧场与电影人的交流会、讲座或工作
坊，同时也邀请已经在业界工作的毕业生回来为
学弟妹举办各类工作坊，以下为活动列表：

国外艺术家、电影人与旅外本地艺术家、电影人系列活动：

序 日期 题目 讲者
1. 2018年3月18日 【教育戏剧基础知识】讲座 李婴宁教授（中国）
2. 2018年3月28日 《天使曾经来过》电影分享会 制作团队
3. 2018年4月4日 《顺风鱼》电影分享会 制作团队
4. 2018年4月7日 《日常对话》纪录片放映暨导演映后座谈 黄惠祯导演（台湾）
5. 2018年4月11日 《白》- 大同韩新毕业影展巡回 制作团队
6. 2018年4月16日 【一人一故事】Playback Theatre Rasa Sayang剧团
7. 2018年4月18日 MOG 短片比赛大专巡回讲座 Eden Wan（校友）
8. 2018年4月19日 【面具工作坊】 张伟来（台湾）
9. 2018年4月20日 【爱演？『碍眼』？】表演工作坊 黄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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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年4月27日 电影《宠我》演员分享会 罗冠兰（香港）
11. 2018年5月21~29日 毕业制作编剧工作坊 沈绍麒
12. 2018年6月4日 【教育戏剧面对面】工作坊 曹曦（中国）
13. 2018年6月4日 【穿透力的发声方法】讲座 孟小丁（中国）
14. 2018年6月6日 《盲口》短片放映暨导演映后座谈 梁秀红（台湾）
15. 2018年6月13日 东南亚短片节宣传与放映 制作团队
16. 2018年7月3日 电影美术概谈 俞云冰（校友）
17. 2018年7月18日 大同韩新毕业影展巡回—《角.映》 制作团队
18. 2018年7月25日 【留学德国不是梦】 潘家尊（德国）
19. 2018年7月26~27日 身体与空间表演工作坊1-4 潘家尊（德国）
20. 2018年8月25-26日 毕业制作剪接工作坊 沈绍麒、陈胜吉、 欧诗伟
21. 2018年9月20日 身体与空间表演进阶工作坊   潘家尊（德国）
22. 2018年9月23日 《尼伯龙根的指环》导演分享会 颜永祺（中国）
23. 2018年10月2日 【田野调查攻略】 王泰诗
24. 2018年10月24日 业界剪接流程1 黄凯韵
25. 2018年10月24日 【舞台编剧】工作坊 高俊耀
26. 2018年10月26日 【台湾现代剧场】 于善禄（台湾）
27. 2018年10月31日 业界剪接流程2 黄凯韵
28. 2018月11月2~3日 【影子戏工作坊】- Plastic City团队 陈丽香、 Low Zhi Kai
29. 2018年11月4日 【艺术管理】 黄永益
30. 2018年11月7日 《光》电影分享会 制作团队
31. 2018年11月7日 《四不像新村》短片放映暨导演映后座谈 欧诗伟
32. 2018年11月9日 《他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他者：马来西亚

的移工群体》
唐南发

33. 2018年11月21日 【国际短片展经验谈】 欧诗伟
34. 2018年12月19日 业界剪接流程3 黄凯韵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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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 地点
2018年1月14日 专跃大学体验营 主讲：贺世平 黄迓茱活动中心
2018年3月1日 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

台湾电影论坛-《台片新势力》
主持人：梁友瑄 KLCC TGV

2018年3月23日
至24日

台湾阮剧团【草草戏剧节】
受邀演出《Mandi Bunga》

导演：黄丽珍 台湾嘉义民雄

2018年5月19日 【编导一出好戏】讲座
Move creativ 主办

主讲：贺世平 槟城演艺中心

2018年5月24日 台湾【不贫穷艺术节】
表演艺术的第二环境发展微论坛

受邀主讲：黄丽珍 台湾高雄集盒KU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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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7日 台湾【不贫穷艺术节】
受邀演出《有故事的人-因为妳是女
人》

导演：黄丽珍 台湾财团法人高雄市艺
起文化基金会

2018年5月4日 导演分享 主讲：贺世平 台湾玄奘大学
2018年7月14日 《边界移动两百年》

纪录片映后座谈
主持人：梁友瑄 Rumah Attap Library 

& Collective
2018年7月17日 天行健文学周“君子演绎” 评审：贺世平 黄迓茱活动中心
2018年9月 吉隆坡实验电影节KLEX

Klex Open Programme Section
环节评审：梁友瑄 RAW Art Space.吉隆坡

2018年9月9日 第三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艺术院
团长高峰论坛

主讲人：贺世平 中国南宁

2018年10月19日
至21日，26日至
28日

【Wayang di Sinkeh】系列
《有故事的人-因为妳是女人》受邀
演出

导演：黄丽珍 槟城 Sinkeh, Penang

2018年10月27日 《回返与重启 -马来西亚中文戏剧
论坛》  

主持人：梁友瑄 马来亚大学

2018年10月27日 《回返与重启 -马来西亚中文戏剧
论坛》  

主讲人：贺世平 马来亚大学

2018年11月4日 全国华小华文讲故事比赛 评审：贺世平 广东会馆
2018年12月15日 《伤城》播映暨映后座 主讲者：梁友瑄 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
2018年12月16日 第8届槟州中学性别平等戏剧比赛 评审：梁友瑄 槟城光大视听室A
2018全年 马来西亚ADA戏炬奖 评审：梁友瑄 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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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2018年4月1日由戏剧联盟主办，于吉隆坡
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1. 本系排演三制作《恶童》分别入围以下奖
项：

- 年度最佳音乐与音效设计（林依汶、  
          杨正杰）

- 年度最佳改编剧本（贺世平）
- 年度最佳导演（贺世平）

2. 本系毕业生邱蕴能凭《红气球上的音乐男
孩》入围年度最佳原创配乐

3. 本系毕业生陈俊嘉凭《尘光》入围年度最
佳舞台设计

4. 本系毕业生余秋坪凭《35》入围年度最
佳女配角

5. 本系毕业生李明杰凭《9零》入围年度最
佳男配角

6. 本系毕业生邓绣金凭《彩云星意》入围年
度最佳女配角

7. 本系兼任讲师和毕业生陈政汇凭《下人》
入围年度最佳灯光设计

8.  本系兼任讲师和毕业生梁依琳夺得年度【
幕后精英】一奖。

·本系学生暨毕业生合力摄製的两部短片
在BuddynotBully.my举办的全国短片比赛脱颖而
出，冲进全国前20强，入围影片分别为陈尧典执
导的《Hey, Sorry》和赵芯宁执导的《LOOPS》。

·本系在籍生陈尧典在《影视制作基础》课
程制作的期末作品《聆听眼泪说话》入围14th 
Mini Film Festival 2018大专组五强。

·本系毕业生马红绫以本系文凭和五年工作
经验，除了成功被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班
录取，也成功申请台湾奖学金。

·本系讲师梁友瑄的纪录短片作品《伤城》
和《一席之地》受邀到台湾第四届当代叙事影展
播映。

11.5 荣誉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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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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前言

12.2 重要事项简报

（十二）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本系最早是在2002年开办咨商与辅导专业
文凭课程（黄昏成人进修班），至2006年将之
提升为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2+2学士课程，从培
养辅导义工转至培养辅导专业人员。当时辅导与
咨商心理学系（简称辅咨系）学生在本校修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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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年，前后办理了十二届的学分转移课程，
本系已栽培了160名修毕新纪元大一及大二两年
课程的学生，其中109名校友已获得台湾友校颁
发之学士文凭。

自2017年本校正式升格为新纪元大学学
院，本系即于5月开办第一届“咨商与心理学荣
誉学士课程”（开办准证MQA/PA4734），第
一届学生16名，2018年第二届学生23名。

创系十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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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排学生参访，辅咨
系讲师们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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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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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义工服务/视察/资料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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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节日同庆、水饺
大会、和生态之旅—“森·呼吸”等。今年的“
森·呼吸”活动是到雪州的黑风洞，体验黑风洞
的探险之旅，同时进行多元文化的学习。

此外， 本系受董教总教育中心委托，分别于
2010年12月、2013年12月、2016年12月与台
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合作，开办了三届的“辅导
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目前第一届辅导与咨商
硕士境外专班有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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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境外硕士专班于2016年中修毕课程学分，其
中11位学员通过论文口试获颁硕士学位，其余学
员在申请论文计划口试及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第
三届学员于2018年12月完成了15门课程，部分
学员已展开论文计划。这一届的同学将于2019
年6月赴台湾彰师修读最后一门课，并参加结业
典礼。

为提供教育专业领域从业人员成长机会，并
提升本土人类性学的专业发展及学术研究，辅咨
系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合作，仿辅硕境外专班的
模式，开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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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学员。第三
届课程于2017年3月开课，16名学员。第四届课
程于2018年4月27日开课，有5名学员。目前正
在展开第五届课程的招生工作，如报读人数符合
开班最低要求，将在2019年3月开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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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水饺大会 （2018年6月27日）

（2）森·呼吸——雪兰莪的黑风洞和黑洞
之户外生态之旅（2018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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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日活动之森呼吸，全体师生Batu Cave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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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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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日期 相关课程 内容
Broga Hill-2018年4月20日 《自我觉察与成长》 挑战自我极限、学习合作扶持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2018年7月2日
Little Sun Kiddyland (Kajang) 

与辅咨系会合办 参访社区辅导机构

孝恩园、孝恩馆参访-2018年8月2日

孝恩馆参访

《生命教育》
《辅导与咨商概论》

孝恩导览活动『一堂不一
Young的生命课』

巴生中华独中-2018年8月7日-8日 《团体辅导》
《青少年心理与咨商》

教学资料展

黑风洞和黑洞-2018年11月16日 导师日活动 生态之旅，多元文化的学习
到吉隆坡拜访黄宝玲律师及参观月树书店 
（Moontree House）2018年11月30日

《亲密关系与咨商》 了解婚姻家庭与法律的相关
议题

（三） 全国中学生第十二届 “同 
侪辅导培训营”   
（09-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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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进入第十
二届，主题为“做个Z时代助人高手”。

本届同侪辅导培训营的目的为强化学生对同
侪辅导的概念，学习基本的助人技巧。培训营的
课程特色为理论与实务并重。除了讲解简单的理
论及技巧运用教导外，更透过体验的活动情境演
练的方式，强化学生对同侪辅导的学习。这次的
讲师是著名的辅导工作者林明申老师，以及系上
黄玲玲讲师。 全国中学生第十二届同侪辅导营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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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学资料展

新纪元大学学院以贯彻全人教育为办学宗
旨，认为教育不应仅限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应
让学生在体格、知识、智力、道德、批判性思
维、创造力、精神、价值观等方面获得全面的发
展，故此安排下述活动，冀能让中学生在还未踏
出学校的门槛前，让学生提早认识社会、关怀校
园及社区。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 新纪元技职学院（8
月7-8日）：

配合《团体辅导》和《青少年心理与辅导》
课程，为该校的初/高中生筹办三场的青少年团体
辅导《社交没在怕》、《You Jump! I Jump! 同
侪关系》、《Hi Stress！压力管理》，以提高学
生们的自我觉察意识。至于《我们都“异样”》
以及《懂我（自尊），也懂它（考试焦虑）》的
课题是对八月份学期正在上“Workplace Soft-
Skill”的新纪元技职学院的学生，各自进行各60
分钟的团体辅导。策划及带领的老师为本系的黄
凯琳讲师及黄玲玲讲师。

（五）辅导讲座

2018年辅导与咨商心理系支援讲座一览表

序 日期/时间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备注

1 1月13日 本校黄迓茱活动中心 为人生做好准备 － 生涯
探索之自我觉察讲座 黄玲玲 全国中学生大专

体验营《转跃》

2 1月22日 本校 B202教室
认识辅导、咨商与心理
治疗的世界及踏上自我
探索之旅

黄玲玲
College English 
Program (CEP)
的学生

3 1月27日 兴华中学 Introduction to School 
Counselling 

黄玲玲
黄凯琳

Seminar for 
Hin Hua High 
School Teachers 
& Staff

4 2月28日 本校 B205教室
学术讲座（1）了解人
格差异，促进和谐人际
关系

黄玲玲
主持：
黄凯琳

新纪元大学学院
副校长（学术与
研究）主办

5

3月23日
3月30日
4月06日
4月13日

本校辅导中心团辅室 现实治疗团体辅导活动 黄玲玲 自我觉察课的
学生

6 4月20日 SMK Taman Kosas 校园两性关系 郭富美
7 4月23日 怡保育才独中 校园两性关系 郭富美

8 5月20日 本校 B203教室 How to become a group 
facilitator 黄凯琳 PRS小队辅培训

9 5月28日 吉隆坡坤成中学 校园两性关系 郭富美
10 6月2日 本校 B203教室 领导与被领导 黄玲玲 PRS小队辅培训

11 6月4日 本校辅导中心团辅室 APA Workshop 黄玲玲
黄凯琳

NEUC GC Year 1 
students

12 6月8-9日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教师沟通与情绪管
理”及“有效教学” 蔡苔芬主任 双溪大年师资

培训

13 6月10日 本校黄迓茱活动中心 缘来缘逝圆人生 黄玲玲
全国中学生同侪
辅导营《做个Z
时代助人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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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9月30日 Cempaka Apartment 
Hotel, KL

Bagaimana Menjadi 
Warga Emas yang 
Sempurna dan Sihat

黄玲玲 雪隆华人妇女励
志会

15 10月26-28日 本校B500大礼堂
第12 届马来西亚华社辅
导研讨会《扎根本土，
深耕多元》

辅导中心
主办
辅咨系协办

16 11月13日 巴生中华独中 认识辅导、咨商与心理
治疗的世界 黄玲玲 高中生

（六）招生活动

为加强招收校本学士课程新生与单科选修学生并达到预估目标，辅咨系讲师积极加入招生行列：

日期 参与者 行程/事项
3月17-18日（六和日） 黄凯琳讲师 Mid Valley - Sureworks Education Fair
3月17日（六）& 3月25日（日） 黄玲玲讲师 Mid Valley - Sureworks Education Fair
3月18日（日），3月24日（六）
& 3月25日（日） 蔡苔芬主任 Mid Valley - Sureworks Education Fair

3月24日（六） 黄章健咨商师 Mid Valley - Sureworks Education Fair
12月15日（六） 林美慧执行员 Mid Valley - Sureworks Education Fair

12月16日（日） 黄凯琳讲师、
黄玲玲讲师 Mid Valley - Sureworks Education Fair

Surework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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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教育系大事记

（十三）教育系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于2018年5月16日
举办第2届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暨幼
儿园合作协议签署会，本系共邀请了本国17所幼
儿教育机构/幼儿园进行签署合作协议备忘录，
以加强学校与幼儿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

14所幼儿教育机构/幼儿园进包括了金苹果
幼儿园、科思达教育集团、育智幼儿园、绿洲教
育中心、小幼苗托儿所、巧儿幼儿园 & 宝贝亲
子馆、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幼儿园、芙蓉绿洲教
育中心、Sparkle Seeds Child Care Centre、奕阳
幼儿园、欢乐幼儿园、绿野幼儿园、金草莓欢乐
园。

13.1.1 第2届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暨幼儿园合作协议签署会

莫顺宗（右8）与17所幼儿教育机构幼儿园进行合作协议备
忘录签署仪式后合影，由王淑慧（右10）、文平强、何丽

兰陪同。

新纪元大学学院于10月20至21日举办“第
二届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获得ECCE Council
及Pesona Metro为支持单位和主要赞助单位。本
次会议于10月20日举办开幕仪式，当天邀请马
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 张念群国会议员主持开幕。

本会议邀请了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前
教育学院教授余珍有、台湾慈济大学儿童发展与
家庭教育学系主任 郑雅莉、Senior Lecturer in 
Early Childhood Studies, Edith Cowan University, 

Australia, Dr Marianne Knaus 及 President of 
ECCE Council Malaysia, Datuk Dr Chiam Heng 
Keng进行专题演讲。

本次的会议论文发表者分别来自中国、澳
洲、印尼、新加坡、台湾及本地6个地区，共设
置了4场次专题演讲、16篇论文发表及12场次的
工作坊的模式进行，与会人数达356人。会议期
间，同时使用中英双语进行有关幼儿教育的课题
讨论，是马来西亚的一大创举。

13.1.2  2018年第二届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

第二届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全体嘉宾和学生大合照。

教育系于2018年8月30日至9月8日受Lao 
My Home Foundation的邀请组织了以3位老师
领队及12位学生随团共15人的小组到老挝进行
为期10天的教育志工行列。本团到老挝主要进
行的活动包括：“中文工作坊”让中学生掌握简
单日常生活的汉语，以便增加日后的谋生技能；
到幼儿园进行教学活动，让孩子体验不同的学习
方式，享受学习；到孤儿院派发物资及教导女生
制作卫生棉，由於当地物资匮乏及生活平困，一

般上的孤儿院也无法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协助
Lao My Home Foundation面试、审核及派发奖
学金予刚获得大学录取的学生，以便学生们在升
学时不会因为经济因素而选择不升学。

通过此次的志工团队，教育系也与老挝En-
glish for Everyone（E4E）英文教育中心商讨在
老挝进行中文授课的可能性，目前也在探讨派发
应用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到该中心进行汉语教学
实习的计划。

1.3 老挝教育志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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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志工与孤儿院院长合照。 李璘老师为学生授汉语课。

由中国福建省侨办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承
办、新纪元大学学院协办“2018年马来西亚幼
教教师（福建）研习班”于2018年12月2日至
15日展开。教育系共组织了29位马来西亚幼教
教育工作者前往福州福建师范大学进行14天的研
习。

研习期间，福建师范大学共安排了11堂面授
课程、参访4所幼儿园、4个地点的文化考察。本
次的研习让本国的幼教教师惊叹中国幼儿教育的
进步及吸收了很多的宝贵知识。

13.1.4 2018年马来西亚幼教教师（福建）研习班

2018年马来西亚幼教教师（福建）研习班开课仪式。前排
（中）为福建省侨办文化教育宣传处处长张志英。右二为本

团团长张伟隆。

13.2 学术成果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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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发表 教师教育学报 华人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大
学生生命教育探析 2018年6月 中国西南大学

文章发表 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

课堂教学评量的基本原则
与实施条件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章发表 马新慈善家 谢松坤：创拓紫海策略的
儒商典范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章发表 台湾教育学报 马来西亚高校特殊教育本
科课程设置的方向 2018年10月 台湾

文章发表 东南亚华人华
文学术论文集

国际交流与华文高校国际
学习的探究 2018年11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参与研讨会 教育创新与创
世研讨会 2018年4月5日 拉曼大学Sg 

Long

参与论坛 中国教育国际
论坛 2018年8月18日 马来亚大学孔子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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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研讨会
并发表论文

2018年第二
届幼儿教育国
际研讨会

融合教育背景下高校学前
特殊教育课程设置探析

2018年10月
20-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参与研讨会
并发表论文

改 革 开 放   
40   年 视 野 
下 新 华 侨 华 
人 与 丽 水 新 
发 展 国 际 学 
术 会 议

马来西亚儒商精神及其现
代意义—以潮籍商人谢松
坤为探究案例

2018年12月
21-24日 浙江丽水

王睿欣 文章发表 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

基于建构主义的全语言教
观对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的启示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章发表 马新慈善家 林宽城：从渔夫到慈善家
的传奇人生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章发表 东南亚华人华
文学术论集

马来西亚华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的本土师资现状及
培养思考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章发表 副刊专栏 遥远的她——张学友中文
歌中的诗情 2018年3月17日 星洲日报

文章发表 副刊专栏 七里香——周杰伦音乐作
品中的诗心 2018年4月6日 星洲日报

文章发表 副刊专栏 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
三毛散文诗里的洒脱美 2018年7月14日 星洲日报

文章发表 副刊专栏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诗作的童话美 2018年7月28日 星洲日报

文章发表 副刊专栏 一棵开花的树——席慕容
诗作的灵动美 2018年8月17日 星洲日报

参与研讨会
2018年第二
届幼儿教育国
际研讨会

全语言教育与马来西亚幼
儿语言教育的本土化

2018年10月
20-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参与研讨会
并发表论文

第15届对外汉
语国际学术研
讨会

多语言背景下汉语在马来
西亚传播的特点与动因

2018年10月
18-21日 浙江金华

参与研讨会
并发表论文

改 革 开 放   
40   年 视 野 
下 新 华 侨 华 
人 与 丽 水 新 
发 展 国 际 学 
术 会 议

马来西亚儒商精神及其现
代意义—以潮籍商人谢松
坤为探究案例

2018年12月
21-24日 浙江丽水

张伟隆 文章发表 马新慈善家 林宽城：从渔夫到慈善家
的传奇人生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章发表 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

中马中文词汇对比-以水
果词为案例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章发表 嘉庚会讯 本土化中华文化读本的
重要性 2018年9月 陈嘉庚基金

参与研讨会 教育创新与创
世研讨会 2018年4月5日 拉曼大学Sg 

Long



137

参与研讨会 第十一届东盟
教育论坛

2018年7月25日
至28日

中国贵州财经
大学

参与论坛 中国教育国际
论坛 2018年8月18日 马来亚大学孔子

学院

参与研讨会
并发表论文

2018年第二
届幼儿教育国
际研讨会

马来西亚幼儿教育教师专
业素养提升策略刍议

2018年10月
20-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汤翔兰 文章发表 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 玩，幼儿学习的起点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参与研讨会 教育创新与创
世研讨会 2018年4月5日 拉曼大学Sg 

Long

参与研讨会
并发表论文

2018年第二
届幼儿教育国
际研讨会

绘本在幼儿美术教学中的
应用探析

2018年10月
20-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连瑞盈 参与研讨会
并发表论文

2018年第二
届幼儿教育国
际研讨会

音乐与律动对特殊幼儿的
第二语言学习之影响

2018年10月
20-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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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演讲 2018年特殊教育国际
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高校特殊
教育本科课程设置
的方向

2018年5月26日 台湾国立嘉义大学

专题演讲 推广教育国际研讨会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
教师专业发展课程 2018年8月9日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

大学

主讲 培训课程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2018年1月
26-27日

吉隆坡中华独立
中学

教学设计课程 2018年3月8日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2018年3月10日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教师的领导力 2018年3月24日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视察培训与教享悦 2018年11月1-
2日 沙巴崇正中学

教师的定位与影
响力

2018年11月
17日 麻坡中化中学

教师的定位与影
响力

2018年11月
21日

吉隆坡尊孔独立
中学

交流会
教育学博士课程校外
博导Dr. Mariani、
Dr. Siti 

2018年9月20日 马来亚大学教育
学院

比赛
2018年第2届新纪元
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与交流会

担任评审员 2018年7月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课程讲师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教学原理 2018年12月3-
7日至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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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欣 主讲 专题讲座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与多元文化的共生

2018年4月8日
至11日

香港中文大学普通
话教育研究及发展
中心

主讲 工作坊 “身临其境”建构
华语学习的意义 2018年5月1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课程讲师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教育心理学 2018年6月11日
至15日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比赛
2018年第2届新纪元
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与交流会

担任评审员 2018年7月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主讲 让我们一起玩转
华语

2018年11月
1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张伟隆 主持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校内视察说明会 2018年3月10日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主讲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校内视察说明会 2018年3月13日 芙蓉中华中学

主讲 新纪元大学学院迎新
营主讲 大专生定位 2018年5月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主讲 彰师大教育志工来访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与教育 2018年7月12日 新纪元大学学

院-C207

主持 第二届幼儿教育国际
研讨会 论文发表第二场次 2018年10月

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审题人 第四届中学生陈嘉庚
常识比赛 2018年3-6月 陈嘉庚基金

主持人、
裁判

第四届中学生陈嘉庚
常识比赛

2018年7月
14-15日 陈嘉庚基金

汤翔兰 专题讲座 2018年第二届幼儿教
育国际研讨会

彩色之语 和 Let 
the Colours Talk

2018年10月
20-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工作坊 让巴生滨华中学到师
生更了解幼儿教育 彩色之旅 2018年10月27

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工作坊

受邀为来自中国西安
职业技术学院：动漫
软件与教育学院幼教
系12位高教教师举办
幼儿教育工作坊教学
活动和经验分享

幼儿视觉艺术：色
彩小秘诀 2018年10月4日

University of 
Malaya Centre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比赛
2018年第2届新纪元
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与交流会

担任评审员 2018年7月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课程编排 受邀出席参与模组修
订会议 (早期科学)

学前教育早期科学
活动设计讨论与
编写

2018年9月
25-27日

Kementertian 
Pendidikan 
Malaysia,Putrajaya

交流会
教育学博士课程校外
博导Dr. Mariani、Dr. 
Siti 

- 2018年9月20日 马来亚大学教育
学院

比赛 第一届教育系绘本讲
故事比赛（校内） 担任评审员 2018年5月3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比赛 儿童讲故事比赛 担任评审员 2018年5月13日 Tadika Eduwis, 
Port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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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亲职讲座

Techniques 
in Handli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2018年2月10日 PDK Semenyih， 
Semenyih.

比赛 IOI City Mall,
Puchong

儿童绘画填色比赛
评审员 2018年2月3日 IOI City Mall

连瑞盈 专题讲座 亲职讲座

The Impact 
of Music on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2018年7月2日 KLCC Petrosains

亲职讲座
A Good Beginning 
for Special Needs 
Children

2018年2月10日 PDK Semenyih

2018年第二届幼儿教
育国际研讨会 音乐与行为 2018年10月

20-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工作坊

受邀为来自中国西安
职业技术学院：动漫
软件与教育学院幼教
系12位高教教师举办
幼儿教育工作坊教学
活动和经验分享

幼儿音乐律动：不
仅是玩玩那么简单 2018年10月4日

受邀为来自中国西
安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软件与教育学
院幼教系12位高教
教师举办幼儿教育
工作坊教学活动和
经验分享

13.2.3 出版专著、学术专著

主编 书名 出版地点 日期
主编： 王淑慧、王睿欣
编委：汤翔兰、张伟隆、连瑞盈 华语文教学与研究 新纪元大学学院 2018年7月

华语文教学与研究新书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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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新生人数

13.3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

课程 人数
学期 3月份 5月份 9月份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9 25 10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
（Degree，Y1） 1 1 5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
（Degree，Y2） 3 7 8

应用华语文教学文凭课程
（Diploma） 1 8 7

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
（Degree，Y1） 无 无 1

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
（Degree，Y2） 无 无 无

总数 86

13.3.2 教育系总在籍学生人数

课程 人数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 76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Degree） 34
应用华语文教学文凭课程（Diploma） 25
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Degree） 12

总数 147

13.3.3 教育系毕业人数

课程 毕业月份 人数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月 12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0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8月 7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4

13.3.4 户外教学

序 日期 户外教学地点 参与者
1 2018年7月2日 Tadika Sri Ceria 汤翔兰
2 2018年7月2日 茨厂街 许唯君、张伟隆
3 2018年7月15日 华人博物馆 陈行发
4 2018年7月26日 UPSI，Tadika Kinder Joy 汤翔兰、张溧芳、陈汉梅
5 2018年7月27日 Pak Yusof Gajah Batik 艺术坊 汤翔兰、连瑞盈
6 2018年7月31日 雪兰莪残障儿童协会 黎秀娟、孙爱云
7 2018年8月15日 绿洲教育中心 邓淑莹
8 2018年9月26日 国家图书馆 张溧芳
9 2018年10月17日 Broga 户外教学-幼儿社会教材教法 汤翔兰
10 2018年10月18日 小甜甜幼儿园 ：幼儿行为辅导 汤翔兰
11 2018年11月6日 吉隆坡茨厂街 许唯君
12 2018年11月7日 PDK Semenyih 连瑞盈
13 2018年11月15日 Aves Petting Zoo, Semenyih 孙爱云、黎秀娟
14 2018年11月29日 KL City Gallery 黎秀娟
15 2018年12月1&2日 文慈育幼院 连瑞盈
16 2018年12月4日 Dal-Komm 咖啡厅，IOI City Mall 夏敏惠
17 2018年12月20日 吉隆坡华人会馆 张伟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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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活动

负责人 日期 活动地点 活动内容与目的

教育系全体教职员 2018年1月31
日至2月4日

2018新纪元
新春文化汇
演（IOI CITY 
MALL）

举办“填色与绘画比赛” 、“新春笔筒制作”
、“俄罗斯转盘游戏”、“吹梅画画与贺岁卡片
制作”等小活动

   
2018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填色与绘画比赛”

王淑慧、汤翔兰、
张伟隆 2018年1月16日 Kepong 静

思堂 洽谈慈济金会提供本系幼儿教育奖学金事宜

张伟隆 2018年1月18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TCSL External Examiner审查2017年TCSL的
MQA文件

汤翔兰、张伟隆、
连瑞盈 2018年2月3日 Kepong 静

思堂 慈济教师联谊会讲座： E-世代老师不再“难为”

汤翔兰、张伟隆、
连瑞盈、叶姿汕、
张万霖

2018年2月4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与Kiddy 123 交流

张伟隆 2018年2月5-
8日 印尼日惹

进行TCSL学生实习视察及与当地协调机构交流

   
进行TCSL学生实习视察及与当地协调机构交流

张伟隆 2018年2月9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TCSL Academic Advisor审查2017年TCSL的
MQA文件

汤翔兰 2018年3月9日 Kepong 静
思堂 洽谈10月份幼教国际研讨会主讲人事宜

王淑慧 、 
汤翔兰 2018年3月15日 绿洲幼儿园 受邀出席绿洲幼儿园顾问 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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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欣、张万霖、
史珍妮 2018年4月12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Taylor International School来访洽谈教学实习之
合作

王淑慧 、张伟
隆、 汤翔兰 2018年4月18日

Pesona 
Metro 
Bhd，Tmn 
Sg Besi 
Indah, Seri 
Kembangan.

筹募“2018年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经费

汤翔兰 2018年4月27日 Kepong 静
思堂 

面试申请慈济奖助学金就读幼儿教育课程的本地
大学学生

汤翔兰 2018年5月4日

Subang 
Crester 
Education 
(M)  Sdn Bhd 
HQ

拜会科思达教育集团执行总裁黄仲才洽谈合作签
署事宜

教育系绘本讲故事
比赛 2018年5月30日 B309

比赛目的：
- 培养学生对绘本的兴趣
- 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
- 提高学生的华语讲故事表达技巧与水平
得奖者：
冠军：叶桂婷（1850233-BECE）
亚军：刘镁仪（1820076-BECE）
季军：黄永乐（1730303-BECE）

   
说故事比赛

香港中文大学汤志
祥教授

2018年6月4-
5日 C207

讲题：
1.试论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系统及华语教学
2.事论华语/普通话与粤语/广东话的相关关系

   
接待香港中文大学汤志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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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杯 华语诗
歌朗诵比赛 2018年7月7日 黄迓茱活动

中心

比赛目的：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学生对于华语的热
爱，加强学生对于华语的赏析理解与朗诵能力

得奖者：
小学组
冠军：黄嘉欣（南强华小）
亚军：陈明桐（黎明华文小学）
季军：曹玮錡（康乐（二）校）
中学组
冠军：陈俊耀（加影育华中学）
亚军：吴家勇（SMK Methodist (ACS)）
季军：林洁昕（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大专组
冠军：陈启耀 （Kolej Matrikulasi Perak）
亚军：颜仕杰（泰莱学院）
季军：赖佳萱（马来西亚特殊教育师范院校，
           IPG Kampus Ilmu Khas)

   
新纪元杯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彰化师范大学教育
实习团 2018年7月12日 C207

来自11位彰化师范大学莅临本系与本系学生进
行交流

   
彰化师范大学教育实习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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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校大学生
到马来西亚教学
实习

2018年7月23
日至 2018年8
月10日

黄迓茱活动
中心

共有50位来自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到20个不同的
单位进行实习，本系负责安排相关工作

北京市高校大学生到马来西亚教学实习

学生学习成果展
2018年7月24
日至 2018年7
月25日

B500 应届毕业生展现学习成果展

奕阳幼儿园来访
2018年7月25
日和2018年7
月27日

C207 幼儿科学与科技 - 器官教学

幼儿教育壁画-欢
乐时光 2018年8月3日 教育系办公

室外墙 幼儿视觉艺术 – 课堂作业

系欢送会 2018年8月8日 B309 欢送7位ECE学生和4位TCSL学生
系评阅会议、 课
前会议 2018年8月29日 教育系会议

室
全职讲师与兼职讲师检讨5月份学期学习成果及
共商9月份学期教学事宜

LAOS老挝教育志
工行

2018年8月30
日至 2018年9
月9日

LAOS 张伟隆、张万霖及李璘带领15位学生到LAOS当
教育志工

2018年9月份迎
新会 2018年9月 C207 教育系系会为新生举办迎新会

教育系应届毕业生
学习成果展

2018年10月 
10-11日

黄迓茱活动
中心

展示学生所学成果，邀请幼儿园到校认识新纪元
幼儿教育。

教育系应届毕业生学习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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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 教学实习

（一） ECE二年级（2/1/2018-30/3/2018）指导老师：汤翔兰和连瑞盈

序 幼儿园 地区 实习生
1 TADIKA DUNIA RIA CHERAS 1位
2 3Q MRC JUNIOR MAHKOTA CHERAS CHERAS 1位
3 TADIKA LUTHERAN KAJANG KAJANG 3位
4 绿州教育中心 KLANG 2位
5 TADIKA BIJAK RIA KUANTAN 1位
6 SJK C HWA LIEN PULAU KETAM 1位
7 新民华小学前教育 SUNGAI LIMA 2位
8 GREENACRE PRE SCHOOL SUNGAI PETANI 2位
9 砂拉越佛教会幼儿园 SARAWAK 1位

（二） ECE一年级（2/1/2018-2/3/2018）指导老师：汤翔兰和连瑞盈

序 托儿所 地区 实习生
1 TASKA SINARAN MATAHARI BANTING 1位
2 TASKA SI MANIS KAJANG 2位
3 SPARKLE SEEDS CHILD CARE CENTRE KAJANG 3位
4 KIDOASIS CHILDCARE CENTRE KLANG 1位
5 PUSAT JAGAAN ANAK BINTANGKU KLANG 1位
6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SRI MULIA MUAR 1位
7 PUSAT JAGAAN INDAH PANDAN INDAH 3位
8 INTELLIGENT KIDS FUN HOUSE PANDAN PERDANA 1位
9 邻幼托儿所及安亲班 SEREMBAN 2位
10 LITTLE SEED CHILD CARE CENTRE SHAH ALAM 1位

接待教育系顾问 
何希慧教授（台北
市立大学）

2018年10月8日 IOI CITY 
MALL 加强学术交流

教育系 2018年10月
20-21日

黄迓茱活动
中心 第二届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

连瑞盈、汤翔兰 2018年12月
7日

吉隆坡天后
宫

连瑞盈、汤翔兰带领教育系系会承当义工工作到
天后宫协助武来岸文慈育幼院的筹款千人宴活动

系欢送会 2018年12月
12日 C207 欢送7位ECE学生

2018年马来西亚
幼教教师（福建）
研修班

2016年12月2
日至 2018年12
月15日

福建，中国
张伟隆和汤翔兰携带27位幼儿园的老师和学生到
福建进行教学观摩、文化考察、参访幼儿园和课
堂授课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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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 招生活动

姓名 日期 地点/单位 活动
张伟隆、张万霖、
汤翔兰、连瑞盈 2018年1月6日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

幼儿园 幼教兼职课程说明会

张万霖 2018年1月1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课程说明会：全国中学
生大专体验营

汤翔兰 2018年1月27-
28日

1.砂佛幼儿园
2.菩提幼儿园
3.砂华裔妇女会幼儿园
4.Tadika Indah Damai
5.Tadika Johan

幼儿教育课程（Part 
Time）招生说明

张万霖、汤翔兰、
王睿欣、连瑞盈 2018年2月26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CEP-教育系课程说明会

王淑慧、张伟隆、
汤翔兰、 张万霖 2018年3月12日 DIKA College, Puchong 拜会DIKA: 招生说明与

合作协议事宜

张伟隆 2018年3月15日 Hari Kejayaan：
SMK SERI KEMBANGAN 招生展

史珍妮 2018年3月15日 Hari Kejayaan：SMK ACS 招生展

张万霖 2018年3月15日
Hari Kejayaan：
SMK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招生展

王淑慧、汤翔兰、
张伟隆、张万霖 2018年3月17日 Mid Valley Mid Valley 教育展

史珍妮 2018年3月1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开放日值班
王淑慧、王睿欣、
张伟隆、张万霖、连瑞盈 2018年3月18日 Mid Valley Mid Valley 教育展

史珍妮 2018年3月1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开放日值班
汤翔兰、张伟隆、张万霖、
史珍妮 2018年3月24日 Mid Valley Mid Valley 教育展

叶姿汕 2018年3月2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开放日值班
王淑慧、叶姿汕、连瑞盈、
张伟隆、张万霖 2018年3月25日 Mid Valley Mid Valley 教育展

史珍妮 2018年3月2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开放日值班
叶姿汕、汤翔兰 、
张万霖、连瑞盈 2018年5月12日 绿洲幼儿园、

Eduwis幼儿园 幼教兼职课程说明会

王淑慧、张万霖、张伟隆 2018年8月11日 Mid Valley Mid Valley 教育展

13.6.3.  TCSL二年级（12/1/2018-9/3/2018）指导老师：张伟隆

序 中小学 地区 实习生
1 SMA Budi Utama Yogyakarta 印尼日惹 1位
2 SD Budi Utama Yogyakarta 印尼日惹 1位
3 SD Mutiara Persada Yogyakarta 印尼日惹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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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欣、连瑞盈、
汤翔兰、张万霖 2018年8月12日 Mid Valley Mid Valley 教育展

叶姿汕 2018年8月1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值班

汤翔兰 2018年8月27日 巴生滨华中学来访团 让巴生滨华中学到师生
更了解幼儿教育

王睿欣 2018年11月1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让国中生了解应用华语
教学专业

王睿欣、叶姿汕 2018年12月15日 Mid Valley Mid Valley 教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