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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处

1.1 教职员报告

1.2 培训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学校共有全职及合
约教职员171人，其中全职及合约学术人员共有
76人，行政人员95人；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的
全职与合约教职员有131人，约占教职员总人数

72.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校内具博士资格的全
职学术人员共有19名，占学术人员总数的25%。

为了提升教职员的导师技能，人事处在4月
26日至4月30日安排了“Train The Trainer” 内
部培训，一共有10位教职员参与此培训，他们也

成功完成培训及通过考核，获得由人力资源公司
颁发合格导师认证证书。

“Train The Trainer”上课一景。 学员进行分组讨论。

学员进行分组讨论。 学员进行分组讨论。

学员进行分组讨论。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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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处在7月3 0日，为学术人员安排
了“Workshop on COPPA and Evaluation 
Instrument”内部培训，一共有50位教职员参与
此培训。通过此培训，学术人员对于马来西亚学

术鉴定局（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所要提呈审核文书的格式、内容等有更深入的了
解。

“Workshop on COPPA and Evaluation Instrument”上课一景。

为了加强教职员的英语水平，人事处为教职
员举办了英文内部培训课程“The Craft of Good 
English Workshop”，导师是来自新加坡的Mr. 
Ng Loke Koon。这项培训内容包括英文语法
(grammar)及写作等等。

“The Craft of Good English Workshop”
内部培训分成两组进行，第一组在22/10/18至
23/10/18进行，参与的教职员为17人，第二组
则在25/10/18至26/10/18进行，参与的教职员
为16人。

“The Craft of Good English Workshop”上课一景。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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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5日至16日，人事处也为教职员举
办了“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内部培训，一共有17位职员参与培训。这项培训

的主要内容为提升执行能力、改善工作态度以及
提高团队合作精神等等。

通过游戏及活动让学员有互动，让工作坊更加活泼有趣。

上课一景。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为了提升教职员的客户服务素质，人事处
也于11月17日为行政人员安排“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内部培训，一共有
11位职员参与培训。讲员通过讲解、分组讨论、
游戏和经验分享等，让职员对客户服务的态度及
应对客户的能力等等有进一步的认识，也希望通
过此培训让职员的客户服务素质有所提升。

学员被分组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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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教职员能够更加认识及了解新纪元大
学学院的背景，人事处也于12月17日为教职员
安排「新」故事研习班，共15位教职员参与。

此研习班的主讲者是本校校长莫顺宗博士，
通过莫校长讲述新纪元大学学院故事及观赏新纪
元大学学院与20周年校庆晚宴的短片，让新同事
对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历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除此之外，也让新进同事们对学校的办学精
神和理念有更深的认识，进而加强同事们对学校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事们在研习班中也积极地
参与讨论及互相交流想法，并将讨论的成果呈现
出来，希望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可以提供建设性的
意见。

学员进行分组讨论及呈现。学员合照。

除了内部培训课程，人事处也安排教职员参与多项外部培训。

以下为2018年教职员参与的各类培训课程详情：

序 日期 课程名称 内部/外部培训 参加人数

1 11/1/18-13/1/18 Alibaba e-Commerce & B2B Education Professional (AEBEP) 外部 3

2 26/2/18-27/2/18 Creative, Logical Thinking & Problem Solving Workshop 外部 1

3 19/3/18-21/3/18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外部 1

4 11/4/18-12/4/18 Understanding the Employment Act 1955 including Latest Amendments 外部 1

5 26/4/18-30/4/18 Train The Trainer 内部 10

6 9/4/18 GST & Income Tax Latest Development 
Workshop 外部 1

7 14/5/18 National GST Seminar 2018 外部 3

8 30/6/18-1/7/18
Aplikasi Teknik Kaunseling-Pendekatan 
Berfokus Solisi dalam Kaunseling 
Perkahwinan dan Keluarga

外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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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6/18-11/6/18 The Fourth Biennie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laysia Chinese 外部 1

10 30/7/18 Workshop on COPPA and Evaluation 
Instrument 内部 50

11 25/6/18-29/6/18 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Associate: Window Server 2016 外部 1

12 1/8/18-2/8/18 20th Malaysian Fina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018 外部 1

13 14/8/18 2018 New SST Workshop 外部 2
14 23/8/18 Basic Unity Game Development Training 外部 2

15 3/10/18-6/10/18 AICAD 2nd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rt and Design 外部 2

16 19/10/18 Basic Unity Game Development Training 外部 1

17 24/10/18 
-25/10/18

Facebook & Instagram Marketing Mastery 
Training 外部 2

18

22/10/18-
23/10/18(第一组)
25/10/18-
26/10/18(第二组)

The Craft of Good English Workshop 内部 33

19 15/11/18-
16/11/18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内部 17

20 17/11/18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内部 11

21 24/11/18-
26/11/18

The 10th Malaysia School Teachers’ 
Counselling Conference 外部 2

22 8/12/18 Augmented Reality(AR) mobile App 
Development 外部 1

23 12/12/18- 
13/12/18 Professional Receptionist & Telephonist Skills 外部 1

24 17/12/18 新故事研习班 内部 15

25 17/12/18-
18/12/18 Becoming a Master Communicator 外部 3

26 19/12/18 Responsive Web Design Using Bootstrap 3 
Training 外部 1

在这些内部及外部培训之中，学校向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取回共约马币六万五千令吉的培训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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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沈丽燕
高级执行员：万婕甯
执行员：文美凤
执行员：陈培臻
助理：郑素蓉

财务处

院长：李锦兴教授
副院长：李泉氚助理教授

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

系主任/助理教授：
Shamuni a/p Kunjiapu
高级讲师：陈群娣
高级讲师：Izwan Harith bin 
Mohd. Ithnan
讲师：王汉国
讲师：Navaratnam a/l 
Vejaratnam
讲师：Theepa a/p Paramasivam
助理高级执行员：陈素佩

商学系

系主任/副教授：伍燕翎
副主任/助理教授：郑诗傧
副教授：廖文辉
助理教授：郭思韵
助理教授：白伟权
执行员：林嘉莹

中国语言文学系

系主任/讲师：谢福强
讲师：蔡来宝
讲师：陆耀光
讲师：陆美霞
讲师：林逸俊

金融与会计系
系主任/助理教授：王淑慧
助理教授：王睿欣
高级讲师：张伟隆
高级讲师：汤翔兰
合约讲师：连瑞盈
助理高级执行员：叶姿汕

教育系

助理：何燕妮
助理：曾雪玲

AMC工作小组

系主任/高级讲师：庄正伟
高级讲师：杨巧真
讲师：林美月
讲师：Widura Binti Abd Kadir
讲师：Nurul Ainaa Binti 
Muhamad Shaari
合约讲师：庄发辉
助理：刘碧燕

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 系主任/助理教授：蔡苔芬
高级讲师：郭富美
讲师：黄凯琳
讲师：黄玲玲
执行员：林美慧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主任：宋美兰
助理高级执行员：戴惠萍
执行员：曾伟妮
接待员：蒋丽莲

人事处

副校长：文平强教授

学术与研究

校长：莫顺宗
副校长：文平强教授
副校长：李锦兴教授
秘书：叶淑雯
秘书：苏逸云
研究助理：林国安

校长室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院长：文平强教授

媒体与艺术学院
院长：Azizan Bin Othman助理教授

系主任/高级讲师：贺世平
讲师：梁友瑄
合约讲师：黄丽珍
执行员：黎淑群
助理：赵芯宁

戏剧与影像系

讲师：黄招勤
讲师：高佩瑶
讲师：陈惠诗
讲师：蔡莉玫
执行员：区翊雯
广播室管理员：林琇晶

媒体研究系

美术与设计系

系主任/高级讲师：陈心瑜
高级讲师：Raha Binti Ja’afar
高级讲师：Ambrose Poh Teik  
    Huat
讲师：利南兴
讲师：Denise Elaine Fernandez
合约讲师：钱慧中
合约讲师：Nur Syahida Binti  
     Mohd Arif
合约讲师：Syahrul Bin Razali
合约讲师：刘挺壮
合约讲师：彭诗晴
合约讲师：Nor Aqilah Binti  
     Mohd Arshad
陶艺工作室管理员：陈紫玲
助理：宋晓芬
助理：林淑莹

新纪元大学学院人事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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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伍燕翎
助理主任：白伟权
高级执行员：蔡淑芳
高级执行员：萧玉仪
助理：何信强
助理：刘秋慧

行政管理 教务组

主任：吴振声
执行员：吴咏芩

公关处

主任：庄璐瑜
高级馆员：戴婷婷 
馆员：曾佩思
馆员：朱丽儿
馆员：莫詠焮
馆员：叶宏楠
助理：林文琪

图书馆

主任：郭富美
咨商师：黄章健
咨商师：何均燕

辅导中心

主任：吴振声
副主任/高级讲师：
廖朝骥
执行员：蔡惠欣

国际交流处

主任：林天来
执行员：陈美玲
执行员：陈迪森
宿舍生活导师：邓暐强
宿舍生活导师：何筱君

学生事务处

主任兼讲师：杨靖耀
助理：刘振扬
助理：李定权

文化推广中心

主任：
Ambrose Poh Teik Huat
平面设计师：刘慧仪

视觉传达小组

主任：梁帏雄
助理高级网络工程师：
邓敬惠
网页设计员：蔡惠雯
程序设计员 ：陈力挥
合约程序设计员 ：张春叶
技术员：李佳家
技术员：周志卫

电脑中心

主任：萧维深
高级执行员：刘向庭
助理高级执行员：朱婉琴
助理高级执行员：诺哈菲莎
执行员：廖欣怡
执行员：李伟民
执行员：曾振荣
执行员：陈淑贞
执行员：朱文彬

招生处

主任：王声宾
执行员：曾家惠
执行员：徐亦克
助理：谭子辉
书记：刘萍
事务员：熊维慈
电工：Thanja Gonder
技术员：Kumaran
守卫兼协调员：Lurth
清洁女工：Valliamah
清洁女工：Sarojini
清洁女工：CS Sarojeni
清洁女工：Chendere Yathi
清洁女工：Devi
清洁女工：Mageswari

庶务处

副主任：邓珮君
助理高级执行员：陈凤鸣
执行员：王佳容

注册组

主任：Azizan Bin Othman
助理高级执行员：
Nurhidayah Binti Abdol Halim

政府事务处

主任：
Azizan Bin Othman

注册处

副校长：李锦兴教授

企业发展

研究生院
院长：黄永宝教授
副助理院长/高级讲师：
黄燕仪
协调员：叶志坚
执行员：张爱荃

陈六使研究所
所长：莫顺宗
执行员：叶淑仪

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
主任：廖文辉副教授

语言中心

英文部
主任：林玉珠
讲师：陈玉意
讲师：Ong Ee Seng
讲师：李施晓
助理：温京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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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关处

2.1 公关事务

公关处主要负责校外机关、社团、学校、媒
体之联系与沟通，旨在建立重要公众关系与良好

维持关系之延续。此外，公关处亦负责《新光杂
志》的发行、筹募及接领捐款事宜。

2.1.1 接待来访单位

出访日期： 2018年8月9日
来访单位：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理事长许锡辉、公关主任谢国平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2.1.2 出访与交流

（一）拜访社会团体、教育单位

拜访各社会团体、教育单位及机构，与各界保持联系与互动，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开创更多资源。

出访日期： 2018年3月8日
出访单位： 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筹备编辑与出版《马新慈善家》，拜访入传人物，进行采访工作，邀请慈善家出席推介礼。
出访日期： 2018年4月17日
出访单位： 丹斯里拿督林宽城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筹备编辑与出版《马新慈善家》，拜访入传人物，进行采访工作，邀请慈善家出席推介礼。
出访日期： 2018年5月15日
出访单位： 李氏基金张顺发先生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中国语言文学系

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及公关处执行员吴咏芩
交流事项： 汇报新纪元办学概况，征求捐款。
出访日期： 2018年6月8日
出访单位： 谢松坤博士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筹备编辑与出版《马新慈善家》，拜访入传人物，进行采访工作，邀请慈善家出席推介礼。
出访日期： 2018年6月8日
出访单位： 陈凯希先生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筹备编辑与出版《马新慈善家》，拜访入传人物，进行采访工作，邀请慈善家出席推介礼。
出访日期： 2018年6月13日
出访单位： 中国驻马大使馆刘东源参赞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邀请大使馆协助《马新慈善家》于北京推介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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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 2018年6月20日
出访单位： 2018年完美马来西亚研讨会晚宴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技职与推广教育

学院院长李泉氚、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系主任蔡苔芬、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出席晚宴与接领RM 100,000.00捐款予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务发展基金。
出访日期： 2018年6月30日
出访单位： 丹斯里拿督巴杜卡黄荣盛博士少校教授局绅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筹备编辑与出版《马新慈善家》，拜访入传人物，进行采访工作，邀请慈善家出席推介礼。
出访日期： 2018年7月2日
出访单位： 丹斯里拿督邝汉光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筹备编辑与出版《马新慈善家》，拜访入传人物，进行采访工作，邀请慈善家出席推介礼。
出访日期： 2018年7月9日至10日
出访单位： 张东孝先生、傅春安先生及黄马家兰女士（新加坡）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筹备编辑与出版《马新慈善家》，拜访入传人物，进行采访工作，邀请慈善家出席推介礼。
出访日期： 2018年7月17日
出访单位：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筹备编辑与出版《马新慈善家》，拜访入传人物，进行采访工作，邀请慈善家出席推介礼。
出访日期： 2018年8月20日
出访单位： 雪隆老友联谊会
出访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招生处执行员曾振荣
交流事项： 与雪隆老友联谊会讨论2018年新纪元慈善义跑暨美食嘉年华筹备事宜。
出访日期： 2018年9月27日
出访单位： 教育部副部长YB张念群
出访人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新田、副主席林裕、义务秘书邹寿汉、董事关志雄、

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叶观生、校长莫顺宗、注册处主任Encik Azizan及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拜访新任教育部副部长，与新纪元升格进展进行汇报及进行简单交流。
出访日期： 2018年11月3日
出访单位：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154周年晚宴
出访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交流事项： 代表校方出席晚宴与接领捐款RM 10,000.00 予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务的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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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 2018年11月8日
出访单位： 1108巴生肉骨茶联合义卖（参与店家： 石头、阿艺 、四眼仔 、留香 、亚宝、美美 、

奇香 、义香 、旺顺 、欢喜 、永香 、历瓦煲 、益香 、凤娇及三美。）
出访人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新田、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叶观生、副义务秘书陈纹达、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参与教职员共19位及参与学生62位

交流事项： 筹募新纪元大学学院第二校园发展与建设基金；当天共筹获RM 66,548.90。

2.1.3 聚沙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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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单位/个人 捐赠用途 数额 (RM)
12/02/2018 林顺忠 赞助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

文化交流之旅”行程安排与经费预算
21,000.00

01/06/2018 黄迓茱 新纪元大学新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8,888.00

2.1.4 宣传、联办与筹募活动

A. 2018年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暨学术特展

为了配合农历新年的来临，IOI City Mall管
理层诚挚邀请新纪元大学学院于1月31日至2月4
日，举办大型新春文化汇演及课程展览。校方亦
籍此机会，宣传新纪元校园活动以及各科系的课
程，让师生们有机会走入人群，向各族群众展示
新纪元的办学特色。

此次校外特展，校方动员了百余名教职工及
学生职工参与其盛，各科系亦透过各种方式呈现
自己最好的一面，历时五日的展览与演出吸引了
数千名群众的观看。参与演出的包括生活剧场、
学生现唱、街舞、爱艺鼓、武术、华乐等演出。
与此同时，各科系亦提供了各种工作坊让群众体
验，包括彩妆、陶艺、手工制作、传统游戏、儿
童绘画比赛等等。

在活动的最后一天，新纪元荣幸邀请到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王雅老师以及数位知名书法
家现场挥毫，配合爱艺鼓现场擂鼓助威，气势十
足，现场气氛热烈，人潮挤的水泄不通。当晚，
新纪元推广与技职教育中心彩妆部的学生，与多
美集团赞助的模特儿配合，呈现精彩的彩妆秀。
最后在莫顺宗校长的带领下，与师生们一同献唱
新年歌曲，为此活动划上完美句点。

B. 2018年戊戌年新春团拜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与新纪
元大学学院联合逾百个华团，于2月25日（星期
日）上午，在新纪元大学学院C座黄迓茱活动中
心举办“2018年戊戌新春团拜”。团拜当天场
面浩大，出席人数约1500人，出席嘉宾包括在
野党领袖、各地华教同道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师
生。新纪元大学学院学生们呈现爱艺鼓、歌唱、
舞蹈等演出。

大会希望透过大团拜团结各界，达致捍卫
华教的共识，展示万众一心为华教共同奋斗的决
心，同时也庆贺新纪元大学学院继续茁壮发展，
向新纪元大学迈进。

C. 捐血运动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国家血库中心联办，于
2018年5月23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下午4
时，在新纪元大学学院C座UG楼黄迓茱活动中心
举办捐血运动。这场捐血运动吸引近百名“热
血”人士热烈响应，包括学生、教职员以及公众
人士参与，共筹获100包血液。

D. 2018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

“第三届2018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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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之旅”汇集38名来自两地4所大专院校的
学生，以及4名来自各校领队教师参与，为期12
天，先后在香港及马来西亚各地区进行的活动
中，进行跨学科丶跨院校及跨地域的文化交流，
进而开拓国际视野。

此项活动由香港中文大学、马来西亚南方大
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及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合
办，于2018年5月27日开始至6月9日结束。港
马学生文化交流之旅为两地四校的师生提供了难
得的交流机会，同时让学生们有机会在求学期间
到不同的学校体验，学习异地文化风情。交流团
首先在香港进行七天的行程，活动内容包括专题
讲座、文化考察、企业参访及工作坊等；第二阶
段的旅程在马来西亚进行，本届与往年不同，交
流团由槟城、太平、吉隆坡到新山，拜访了我国
3所民办高校及欣赏了沿途风景。马来西亚3校安
排了系列活动，让香港的学生更了解马来西亚的
华文母语教育发展，以及发掘这个多元文化的国
家。

2018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全体合影。

E. 2018年新纪元慈善义跑暨美食嘉年华

2018年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校二十周年纪
念。新纪元大学学院配合毕业典礼，主办一年一
届的新纪元美食嘉年华活动，同时是本校20周年
庆系列活动之一。这项盛会一直是广受好评的年
度社区活动，各阶层群众皆鼎力支持，大家出钱
出力，共襄盛举，而今年的美食嘉年华更纳入慈
善义跑，丰富美食嘉年华盛会，于2018年9月29
日（星期六）上午7时开始至下午4时在本校盛大
举行，并获得各华社或单位全力支持；当天吸引
逾2500人出席参与，挤得水泄不通连呼过瘾，
场面非常热闹！

本届嘉年华荣幸邀请到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副部长YB王建民博士以及无拉港区州议员YB王
诗棋担任2018年新纪元慈善义跑开幕嘉宾；此
外，也邀请到加影区市议员林金瑛女士担任新纪
元美食嘉年华开幕嘉宾。“新纪元嘉年华”已经
成为该小区一年一度的小区庆典活动，年年都获
得各阶层群众鼎力支持，成功为新纪元筹获不少
款项。今年首次举办慈善义跑，吸引逾800人参
与，旨在提倡健康运动，让学生了解建立恒常运
动习惯的重要性、运动安排及培养学生的健康生
活方式。

荣幸邀请到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YB王建民博士（前排
左3）以及无拉港区州议员YB王诗棋（前排右2）担任2018
年新纪元慈善义跑开幕嘉宾；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

宗博士陪同（前排左2）

与往届相比，本届嘉年华的规模更大，现场
共设置了60个摊位，引进有本地的特色美食，
让来宾们在味蕾上尽情的享受美食所带来的美好
滋味。品尝美食之余也能观赏各种娱乐节目，
包括爱艺鼓表演、魔术表演、舞蹈表演、歌唱
表演、One FM团队与民众接触玩游戏及抽取奖
品，让民众不仅有得玩、有得吃、有得运动、还
可赢奖。

魔术表演来自MRGJC-QUEST Gelvinn Chee 朱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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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赠送《牧口常三郎全 
   集》予新纪元大学学院

配合新纪元大学学院20周年校庆，于2018
年11月30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赠送一部《牧
口常三郎全集》予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校庆礼
物，希望牧口先生一生为教育与世界和平的理念
能够在新纪元传播开来。《牧口常三郎全集》一
共十册，当中包括牧口先生的著作《人生地理
学》（上）与（下）、《作为教授的统合中心的
乡土科研究》、《地理教授的方法及内容的研
究》、《创价教育学体系》（上）与（下）、《
初期教育学论集》、《创价教育法科学的超宗教
实验证明  创价教育学大系概论  后期教育学论集
I》、《后期教育学论集II》以及《宗教论集·书
简集》。

牧口常三郎（1871-1944年）是一名教育
改革家，也是一名作家和哲学家。曾担任小学校
长。他1930年创立了“创价教育学会”，即创
价学会的前身。牧口先生一生与强权恶势的长期
对抗，身为一名教师，他竭尽所能把学生的利益
与幸福作为教育的焦点，使教育更具人性。他极
力反对当时日本教育界的腐败作风，为此被迫提
前退休。后来，他因拒与日本军政府的政策妥
协，而被捕入狱，在与狱中因营养不良而逝世，
享年73岁。近年来，牧口所提倡的人本教育理念
开始备受国际教育界的瞩目。

创价学会从创立之初，环境困难，牧口先
生以个人的力量及理念排除万难感召社会，历经
多年发展，如今已然是世界级的组织，对教育、
文化、音乐、文字等，付出极大贡献，并积极推
动和平宣言，获得大众的支持。《牧口常三郎全
集》丰富了陈六使图书馆的馆藏，原文更能表达
作者的想法。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长期以来与新纪
元大学学院维持良好关系，联办过讲座、和平展
等各类别具意义的活动。希望未来可以与创价学
会有进一步的合作。

仪式后，与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代表合影。

G. 2018年第四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暨 
 第3届李子松杰出行政人员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已连续4年参与协办吴德芳
杰出华文教师奖，本届颁奖礼定于9月9日（星期
四），假吉隆坡冼都银星宴会厅举行。

本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是由留台联总、
世界企业家基金会及吴德芳基金主办，协办单位
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总
会（青团运）及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
编协）。本年度教师和行政人员中所获得的推荐
信，比往年增加50%。惟遗憾的是，在行政人员
奖项（国中组）因反应不太理想，而出现从缺。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担任大会
副主席、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先生担任筹委会副主
席、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
主任伍燕翎博士担任评委。

2018年第四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得奖名单：

得奖者 学校 职称

华小组
韦玉文 大城堡乐圣

华小
副校长/华
文教师

黎丽珠 美丽中华公学 中文组主
任

独中组
蔡秀琴 马六甲培风

中学
班主任/华
文教师

张金兰 槟城韩江中学 华文教师

国中组及
国民型中
学组

江美年 加影茉莉花园
国中

华文科主
任

蔡春梅 加影育华国民
型华文中学

下午班副
校长/华文
老师

2018年第三届李子松杰出行政人员奖：

得奖者 学校 职称
小学组 林洸安 吉打双溪大年新民

A校
校长

独中组 谭细湄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副校长
国中组 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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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交流处

3.1 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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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本校已和118所国、内外大专院校及
教育机构缔结为姐妹校，包括以文化交流、客
座教授、讲学、短期师生交流、双联学制、联办
3+0学位课程，以及联办硕士学位课程等方式进
行。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大学交流合作，除
了与已缔约姐妹校进行实质交流及强化合作关系
外，本校亦积极主动参访或联络国外大学、参与

国际研讨会，开拓更多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机会。

本校于2018年与10所大学及教育机构缔约
为姐妹校，分别是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中国潍
坊科技学院、英国Ulster University、英国雷克斯
汉姆格林多大学、澳洲Edith Cowan University、
爱尔兰Limeric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国山
东交通职业学院、中国潍坊学院、中国黑龙江工
业学院及美佳教育机构。这不仅提供本校毕业生
在未来升学规划或实习有更多的选择，也将引来
更多国际学生，同时为全校师生创造更具国际竞
争力的学术环境。

3.1.1 学术联系

新纪元大学学院长期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致力促进多元、多途径教
育体系的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以下为2018年本校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签订的协议：

日期 大学/ 机构 事项
2018年1月8日 英国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书

2018年1月26日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 学术交流协议书
学生交换协议书

2018年4月4日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人类性学硕士在职专班
2018年4月24日 中国潍坊科技学院 合作备忘录
2018年5月8日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第二届农企业管理硕士境外专班
2018年5月31日 英国Ulster University 合作备忘录
2018年6月25日 英国Wrexham Glyndwr University 合作备忘录
2018年6月26日 台湾中州科技大学 合作备忘录
2018年6月26日 澳洲Edith Cowan University 合作备忘录
2018年7月12日 爱尔兰Limeric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签约仪式合影

合作备忘录 
（服装设计）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
（平面设计）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

2018年7月23日 中国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合作协议书
2018年5月31日 中国潍坊学院 交流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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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08.01.2018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陈志成、文创处处长蒋定福、校友总会理事张梁忠明、

荣誉理事长兼辅导会长李国坤、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杨字雄
接待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美术与设计系主任陈心瑜、媒体研究系讲师陈惠诗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
来访日期： 21～28.01.2018
来访单位：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东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柯森教授、主任助理杨体荣老师、副研究员胡英芹老师、

研究生刘 晗、研究生段寻、研究生李胜蓉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

伍燕翎、中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郑诗傧、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调研、交流与拜访、座谈会
来访日期： 08.02.2018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进修学院
来访人员： 进修学院院长吴明政、进修学院主任林逸程、进修学院组长王智弘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教育系主任王淑慧、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合作办学事宜。
来访日期： 22.03.2018
来访单位：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张卫教授、教育科学学院肖鹏教授、

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卢晓中教授、教育信息技术学院院长黄慕雄教授、
研究生院学位管理办公室主任陈梦如老师、研究生院科员吴芸老师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中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郑诗傧、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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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接待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代表

2018年8月15日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双联课程合作协议书
2018年10月5日 英国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合作备忘录
2018年11月21日 中国黑龙江工业学院 交流合作协议书
2018年12月7日 马来西亚美佳教育机构 合作协议
2018年12月8日 中国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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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16.03.2018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戴昌贤教授、校长夫人卢丽秋女士、学术副校长颜昌瑞教授、

研究发展处研发长陈又嘉教授、土木工程系主任王裕民教授、
国际事务处国际长李柏旻博士、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校友会会长马文光先生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庄正伟、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农企业管理境外硕士专班行政助理李伟民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洽谈农企业管理境外硕士专班及其他事项。
来访日期： 28.03.2018
来访单位： 中国深圳市石岩公学
来访人员： 校务委员杨兵老师、校办主任闫燕老师、国际部校长熊伟老师、

IBDP负责人李秋丰博士、顾问戴金荣先生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合作办学
来访日期： 13.04.2018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国际事务处两岸暨侨生事务组组长王志强、国际事务处两岸暨侨生事务组专员郭雅琪、

高雄应用科大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吴俊桦
接待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
来访日期： 27.06.2018
来访单位： 中国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访人员： 院长郑保卫、常务副院长刘洪、易文教授、薛强副教授、王辉副教授、陈东霞讲师、

郑威利先生
接待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媒体研究系讲师黄招勤、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
来访日期： 10.07.2018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台北商业大学
来访人员： 男子篮球校队、女子篮球校队、女子排球校队
接待人员： 学生事务处主任林天来、学生事务处执行员陈美玲、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两校学生校队球类交流赛
来访日期： 23.08.2018
来访单位： 英国雷克斯汉姆格林多大学
来访人员： Associate Head, Faculty of Social and Life Sciences, Prof. Mandy Robbins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Dr. Nedal Sawan
接待人员： 副校长文平强、副校长李锦兴、研究生院院长黄永宝、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商学系主任Shamuni、
金融与会计系主任谢福强、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庄正伟、商学系高级讲师陈群娣、
商学系讲师Theepa、金融与会计系讲师蔡来宝、金融与会计系讲师林逸俊

交流事项： 视讯会议；与英国雷克斯汉姆格林多大学进行双学士课程细节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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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03.09.2018
来访单位： 国立嘉义大学
来访人员： 国际副校长朱纪实、管理学院院长李鸿文
接待人员： 副校长文平强、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骥、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洽谈合作办学事宜。
来访日期： 14.09.2018
来访单位： 台湾考试院考选部
来访人员： 政务次长许舒翔、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侨务组组长黄克忠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

学院院长李泉氚、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骥、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宣导台湾证照考试

台湾考选部考试院许舒翔政务次长
来访日期： 29.10.2018
来访单位： 台湾电脑教育发展协会
来访人员： 理事长施纯协
接待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高级讲师杨巧真、AMC工作小组助理何

燕妮、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洽谈独中电脑教育课程培训事宜
来访日期： 12.11.2018
来访单位： 中州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黄思伦、教务长邹益国、校务顾问魏文地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

流处副主任廖朝骥、进阶技能教育系副主任颜建翔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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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15.11.2018
来访单位：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副校长宋曜廷、教育学院院长陈学志、文学院副院长廖学诚、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主任

田秀兰、健康促进与卫生教育学系主任胡益进、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副教授简淑真、英
语学系教授林至诚、国文系副教授黄丽娟、文学院专员张君川、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
化办事处教育组组长张俊均

接待人员： 副校长文平强、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研究生助理院长黄燕仪、国际交流处
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骥、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兼注册处（教务组）
助理主任白伟权、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郭思韵、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商谈合作办学
来访日期： 28.11.2018
来访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廖祥忠、教育质量评估与督导处处长王静冬、研究生院副院长林卫国、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处长刘杰峰、教务处副处长贺小飞、国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王文渊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骥、研究生院助理院长黄

燕仪、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交流事项:拜会与交流，探讨两校未来合作事宜
来访日期： 13.12.2018
来访单位：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研究生院副院长安宁教授、文学院院长段吉方教授、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副院长黄道

鸣教授、心理学学院院长助理秦鹏民教授、研究生院培养中心主管王健、学校研究生督
导委主任方小燕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郑诗傧、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副主
任廖朝骥、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兼注册处（教务组）助理主任白伟权、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会与交流
来访日期： 14.12.2018
来访单位：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来访人员： 书记蒋庆哲、国际学院院长韩维春、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李小萌、国际学院院长助理兼

招生及项目开发部主任杜培源、刘江山先生
接待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主任廖朝骥、

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兼注册处（教务组）助理主任白伟权、
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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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出访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

出访日期： 2018年1月2日～4日
出访单位： 中国南宁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李锦兴、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拜会当地大专、参访广西英华国际学院
出访日期： 2018年2月27日
出访单位： 新加坡宗乡总会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与新加坡宗乡总会进行协议签署仪式
出访日期： 2018年3月10日～15日
出访单位： 北京赛伯乐集团、潍坊市政府、潍坊学院、山东职业学院、山东海事学院、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拜会北京赛伯乐集团洽谈马新慈善家事宜、拜会潍坊市政府洽谈办校事宜，招收国际学生
出访日期： 2018年4月18日～20日
出访单位： 马新慈善家委托之印刷公司
出访人员：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洽谈《马新慈善家》印刷事宜
出访日期： 2018年4月23日～26日
出访单位：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洽谈合作办校事宜，招收国际学生
出访日期： 2018年7月3日～6日
出访单位：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校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技职教育系主任颜丰平、

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庄正伟、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拜会与参访
出访日期： 2018年7月24日
出访单位： 行知学校、潍坊学院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拜会与参访，洽谈国际招生、专科升本科项目以及招收教师到马来西亚念研究所
出访日期： 2018年9月8日
出访单位： 马来西亚成大校友会 
出访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出席『四十三周年成大晚宴』



169

出访日期： 2018年9月29日～10月10日
出访单位：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英国东伦敦大学、英国西伦敦大学、英国雷克斯汉姆格林多大学、

英国玛格丽特皇后大学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技职教育系主任颜丰平、
商学系主任Shamuni A/P Kunjiapu、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事项： 拜会与参访英国西苏格兰大学、拜访其他大专院校，洽谈双学士学位及合作办学事宜
出访日期： 2018年10月22日～25日
出访单位： 中国哈尔滨黑龙江工业学院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中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郑诗傧
出访事项： 拜会与参访黑龙江工业学院，洽谈合作办学事宜
出访日期： 2018年12月15日
出访单位： 马来西亚逢甲大学校友会
出访人员： 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骥
出访事项： 出席2018年《逢甲之夜》庆典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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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的师长与学生带着学习作品到访本校，与本校师生进行访问与交流和作品分享，同时也了解
我国的华文教育，以及走访我国名胜景点。

3.4 师生交流

参访单位： 台湾中华大学
参访时间： 08.10.2018
来访人员： 台湾中华大学大一学生
接待人员： 接待人员: 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骥、文化推广中心执行员廖乙恩、文化推广中心助理刘

振杨、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新纪元文化特工队
参访内容： 参访交流，了解马来西亚文化
参访单位： 中国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参访时间： 12.11-14.11.2018
来访人员： 主任吴秀丽、高伟老师、李洪安老师、陈宗萍老师、张丽霞老师及学生10人
接待人员： 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技职教育系主任颜丰平、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庄正伟、

招生处助理高级执行员诺哈菲达、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参访内容： 参访交流、体验大学学习、华教故事

中华大学学生交流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交流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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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事务处

学生事务处的宗旨是以亲切及和蔼的态度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让学生觉得信赖。主要工作为照顾本
校学生活动、住宿、课外活动、学生保险、学生车贴申请等。除外，学生事物处也扮演着引导学生的角
色，是校方与学生之间沟通之桥梁。

针对各项原有业务，相关工作如下：

4.1 生活辅导

生活辅导主要是处理学生校园日常生活、工
读及未来就业机会、学生福利等事物为主。

4.1.1 学生意外保险

今年本校继续向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保险公司投保学生意外保
险。总投保费为RM 28,534.00, 承保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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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本校没有学生索取赔偿。

4.1.2 工读机会

清寒工读方面，2018年共提供8名机会给经
济有困难的学生，分别分配在宿舍办公室、国际
交流处、中文系、美术与设计系、辅导中心、庶
务处、招生处及陈六使图书馆。

4.1.3 企业征才

通过“企业征才”系统来帮助毕业生能够获

得更多企业招聘及就业相关资讯。2018年共有
310个就业机会刊登在此网页。

4.1.4 车贴通行贴纸

今年共有296位学生申请车辆通行贴纸。

4.1.5 学生投报

今年，学生事务处总共已收到了20宗投
报，其中1宗刑事、物品遗失15宗及宿舍4宗。

4.1.6 学生纪律事件

学生纪律委员会今年只处理了1宗偷窃事件。

4.1.7 户外教学活动外出记录

学校活动多姿多彩，除了课堂上教学，教
师们也会带领学生到户外教学以更能体会当中缘
故。今年总共收到132次外出教学记录。

4.1.8 毕业生动态调查 

2018年1月份共有148位毕业生。其中60位
毕业生正在工作、64位继续升学还有24位为其
他事项。

4.1.9 阳光计划

本校推出阳光计划以帮助家境贫穷的学生提
供优惠价午餐。午餐价格是RM3.00 一碟（包含
饭或面、蔬菜、肉类及豆腐）。今年共有5位学
生受益。

4.1.10 失物待领

自添加失物待领服务后，学生事务处共接收
到26件失物，其中有5件更被失主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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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外活动

4.1.11 食堂使用电子钱包付款

随着时代的改进许多商店都开始使用电子钱
包，达到无须带钱包出门也能消费的观念。为了

响应中央银行推广及鼓励使用无现金付款，学生
事务处与食堂营业者于10月18日正式推出与市
场通用的BOOST电子钱包，将无现金付款项目推
荐给学生及学校行政人员，让大家也可以方便使
用手机应用程序来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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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部门项目

本处主办、联办、承办及协办活动：

（一）台湾教育展

本校于2018年7月27日至28日与马来西亚
留台校友联合总会协助台湾高等教育展。地点位
于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本校共有100名同学
自愿报名参加成为工读生。

（二）健康生活周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7月26日早上8时至10时
在UG 桥与本校辅导中心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协办《健康生活周》之动手做早餐环节。故现代
人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所以学生事务处及辅导
中心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希望通过此活动呼吁
及提醒大家早餐的重要性。

当天，共准备250份免费早餐供大家亲手制
作。

（三）应届毕业生与校长有约

学生事务处每年将会举办2场应届毕业生与
校长有约的茶会。目的是让学生有机会与校长接
触及互相交流心得。希望学生可以通过茶会得到
校长的勉励，让即将投身社会的同学有个了解。

应届毕业生们也可以反映一些建设性意见给
学校作为参考。今年举办的日期是为8月1日出席
的毕业生人数为42人及11月14日的出席人数为
39人。

1.8.18 五月份应届毕业生与校长之茶会交流。

（四）《高效人士的7个习惯》培训

2018年10月20日学生事务处举办了《高
效人士的7个习惯讲座》，目的是让本校同学参
加，让同学们通过讲座得知投身社会工作应该要
有的态度及习惯及如何成为一个领导者。学生事
务处邀请到在商业界富有经验的培训师到校与学
生互动及给予培训当天共有42位同学出席讲座。

20.10.18 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培训。

（五）学生领袖培训

今年学生事务处分别在7月21日邀请到商业
界资深的培训员举办了学生领袖培训1.0。主要
目的是让同学们了解自己的个性及如何去改变及
与不同性格的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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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应热烈，因此学生事务处在同年11
月3日举办了学生领袖培训2.0。2场讲座共吸引
了将近95位同学出席讲座。

（六）各科系学生与校长的茶会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举办了第2次的与校长之
茶会。如往年，每个科系(共有8各科系)都会有大
约9至11位的各系科学生代表出席。今年共有85
位同学出席。

（七）与学生会交流

为了与学生有更多的互动及了解,学生事务处
于今年起每年的长学期都会举办2次与学生会的
交流。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会干部反映学生目前的
状况及所需。第一次的交流于10月24日与4位学
生会干部顺利完成。

4.2.2 学社活动

学生会主办、联办及协办活动：

（一）迎新营

由学生会主办、迎新小组筹办的迎新营已
在5月4日至6日及9月6日至7日举办，参与人数
分别为117人及71人。迎新营开放给所有新生参
与，目的在于让新生能够更快地适应校园及大专
生活。

（二）I-DO音乐社内部交流赛

I-Do音乐社于8月1日举办内部交流赛。主要
目的是让委员们勇于表演、累计舞台经验。当天
共有35位同学参与交流赛，157位观众观看。

01.08.19 I-Do音乐社第一届内部交流会

（三）“嘿！老歌”音乐会

I-Do音乐社与2018年5月30日举办了“嘿！
老歌” 音乐会，让参赛者们以经典名曲作为参赛
歌曲，更以乐团方式进行。将现场气氛推至最高
高峰。当晚出席人数高达157人，共有51位表演
者。

30.05.18 I-DO音乐社所举办的“嘿，老歌”音乐会

（四）学生社团开放日

为了鼓励及推动学生积极参与社团并培养兴
趣，本校学生会每年都会举办社团开放日。让学
生可自由选择，参与兴趣的社团活动。今年的社
团活动开放日在9月12日及13日。

（五）“Back to 90’s” 大型演出

本校舞法舞天及舞限可能社团于今年10月
11日联办“Back to 90s ’”舞蹈演出。通过舞
蹈及演出方式带参赛者们回到1990年至2000年
的回忆。当晚共有大约212人出席。

（六）舞法舞天第一届内部交流比赛

舞法舞天于今年7月9日举办了第一届内部
交流比赛。主要目的是让各学员交流舞蹈知识，
从中学习舞蹈的知识与心得。共有35位参赛者。

（七）红叶日研村

2018年5月19及20日本校ACCG日研社举办
了红叶日研村，目的是要宣传日本御宅族的文化
及改善外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由于日本文化向
来受到年轻一派的喜爱所以迎来将近1000人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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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饥饿30

本校学生于7月21至22日举办饥饿30，参
与的营员共有53人而志工则有12人。

（九）羽球校内比赛

新纪元羽球社每年都会举办校内比赛。今年
的校内比赛与往年一样在学校对面的Holy Family
羽球场进行。今年的举办日期是12月8日，共有
24位同学参。奖品分为冠、亚、季军。

（十）彩虹兵团

本校彩虹兵团是一个致力于关怀中小型独
中、提升独中办学士气及提高大专生对母语教育
关心的非营利学生社团。每年，彩虹兵团都会到
不同州属的学校举办激励营。当然今年也不例
外。本校彩虹兵团今年到亚罗士打新民独中举办
了6.0激励营。共有12位来自新纪元大学学院的
学生筹委及53位亚罗士打新民独中的中学生参
与。

（十一）学生会交接典礼

学生会在本校已成立21载。学生会在本
校扮演重要角色，是学生代表与校方沟通的桥
梁。2018年12月12日学生会举办交接典礼是现
任学生第21届学生会主席卸任，由下届第22届
主席代之。当日共有90余参与。学生会很荣幸邀
请新纪元校长莫顺宗博士及学生事务处主任出席
见证。

（十二）校内运动会

新纪元今年举办校内运动会。其目的是要让
学生发掘其运动潜能及发挥所长。运动会的举办
日期为2018年5月30日开始到6月24日结束。共
有143位参赛分别参与运动会的项目——篮球、
羽球、乒乓、排球、合球、田径赛、跳远、标
枪、铅球、拔河等运动项目。

（十三） 辩论社

序 日期 地点 比赛名称 会员
参与
人数

1 6月22至
24日

新纪元大
学学院

《改辩自己
3.0》全国辩
论培训营

40位

2 11月12至
19日

新纪元大
学学院

《薪传十
七，奇葩汇
聚》校内辩
论赛

20位

3 9月12至
16日

国油大学 北马大专华
语辩论赛

6位

4 10月4至
7日

南方大学
学院 新
山中华
公会

第十一届亚
太区大专华
语辩论赛(中
华杯)

6位

5 12月1至
2日

马来西亚
理科大学

世界华语辩
论锦标赛(东
南亚赛区)

7位

4.3 宿舍事务

学生宿舍以照顾本院新生与女生为主，提供
予居住在外地的莘莘学子有个舒适的居住及学习
环境。

4.3.1  美华校区宿舍

美华校区宿舍“饮水思源楼”学生宿舍提供
学术课程及技职课程女生住宿，至今已投入使用
进入第16年。

（一）住宿人数

配合2018年招生办理新生入宿：

1）2018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8名；
2）2018年3月新生入宿人数为32名；

3）2018年5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81名；
4）2018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89名。

新生入宿人数为410名，新生入住率占宿舍
总床位的56.63%。

（二）宿舍活动

（1）防火讲座

宿舍办公室于11月21日邀请防火专家到本
校举办防火讲座，目的是为了让新生住宿生了解
防火的知识，掌握宿舍逃生路线以防患于未然。
防火讲座顺利举行，共有229位新生住舍生及职
员出席，参与率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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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美华校区防火演习

在12月7日与自治会配合庶务处举办的美华
校区预警式防火演习，校方也藉此机会对住宿
大楼的防火设备及器材进行试用及检测，以策安
全。

（三） 续住申请及遴选办法

（1）续住申请

因更有效管理续住收费制，仅开放一整年的
住宿期限提供申请；今年仍使用网路申请方式，
共录取253人。

（2）遴选办法

学生宿舍管委会于9月份即公布《旧生住宿
遴选办法》，尽量开放让申请者皆可获得床位。

（四）宿舍费管理

因分学期收取宿舍费，宿舍办公室于每学期
开课前一个月将在系统输入宿舍费；在学期开课
后两个星期逐一检查宿舍生的缴费记录，以确保
所有宿舍生都有缴费；在宿舍生退宿后也处理退
费手续。

（五）宿舍设备维修、钥匙和临时智能卡管理

（1）宿舍设备维修

为了提供设备齐全和拥有舒适环境的宿舍，
因此有效提高维修的进度，宿舍办公室分类维修
事项，并征询在寝室无人时进行维修的同意，确
保不拖延维修投报，共完成了329宗维修工作。

（2）钥匙和临时智能卡管理

宿舍办公室定时检查钥匙和临时智能卡；新
学期前确保有足够的备份钥    匙和智能卡使用，
开学后全数回收。

（六）宿舍生纪律、投诉和抵劳处理

宿舍生投报有宿舍设备问题、室友纷争、物
品失窃、遭别人恶作剧等。共处理了186宗宿舍
生纪律违规问题，其中有夜归、擅自带领非宿舍
生进入宿舍、偷窃、不配合行政作业、缺席防火
讲座的等。

（七）宿舍管理会议

（1）宿舍管理委员会

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由学生事务处主任、庶
务处主任、辅导中心主任、生活导师及宿舍自治
会代表组成。此管委会在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探讨宿舍事宜。

（2）宿舍夜间助理会

宿舍夜间助理会定期召开会议，报告与宿舍
有关事宜、夜间执行的任务及互相交流意见。

4.3.2 中环校区宿舍

中环校区宿舍（Block K）仅供技职课程男
生住宿，共有90个床位；地点在完美教学楼后
面，步行抵达只需2分钟；宿舍楼下亦有24小时
警卫驻守，较于便利与安全。此外，有安排一位
夜间助理住在Block K宿舍，以便协助管理宿舍
及照顾宿舍生的福利。

（一） 住宿人数

2018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31名，旧生住
宿22名，住宿率达58.88%；2018年5月新生入
宿人数为35名，旧生住宿28名，住宿率达70%
；2018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7名，旧生住宿
41名，住宿率达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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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脑中心

5.1 课室与电脑器材规划

5.2 教职员电脑设备

5.1.1 美华校区

（一）电脑课室B105A提升

B105A电脑课室可容纳32台电脑，目前只
设有26台电脑的配备。为充分利用电脑课室的空
间，今年增设多6台电脑，同时也可被安排更大
班的电脑课。此电脑课室也设有Adobe CC的软体
以供设计排版课使用。

（二）还原美华校区一楼电脑课室

为让现有的电脑课室恢复最大的可使用空
间，依据最大的容量，重新设立电脑课室的电脑
数量。目前电脑课室的电脑数量分配如下：

电脑课室 2017数量 2018数量
B101 32 + 1 32 + 1
B102 (Mac Lab) 24 + 1 30 + 1
B104A 26 +１ 32 + 1
B105A 25 + 1 32 + 1
B106 45 + 1 50 + 1

（三）提升电脑资料存取速度

其中B102, B104 及B105A都设有固态硬盘
（Solid State Drive）以提升电脑的操作性能。同
时，B104A也提升记忆体至8GB，以提供更有效
率的操作环境供剪接课使用。

美华校区电脑课室的电脑都备有复原卡，
以及最新版本的复原卡软体，以让操作系统更稳
定，提升电脑操作速度。同时也进行不定时的检
查，以确保电脑可以正常操作。电脑的电源线路
整理，确保老师同学安全使用。

5.1.2 中环校区

（一）增设307电脑课室

增设新电脑课室307共31台电脑，以应对在
该年更大的使用量。电脑配备都是Intel i5 及4GB
的记忆体。

（二）增设108电脑课室

增设新电脑课室108共51台电脑，以供技职
新课程-电子游戏设计与制作的课堂使用。电脑配
备都是Intel i5 及8GB的记忆体。

（三）提升电脑资料存取速度

TKS207及TKS307的电脑也提升记忆体至
8GB，以提供更有效率的操作性能。

（四）电脑课室/普通课室维护

目前电脑课室的电脑数量分配如下：

电脑课室 2017数量 2018数量
101 24 + 1 24 + 1
103 12 + 1 16 +１
104 25 + 1 25 + 1
106 21 + 1 21 + 1
107 35 + 1 35 + 1
108 0 50 + 1
207 30 + 1 30 + 1
307 0 30 + 1

7.2持续更换职员电脑至少Core 2 Duo配套，这
可让教职员使用较新颖的电脑，同时也更新操作
系统至Windows7以及加入学校验证区域 (Active 
Directory)。

同时配合一卡通，统一打印系统，届时同
事打印、复印及扫描文件必须先拍卡进行身份认
证。目前备有一卡通打印机的地点有美华校区的
图书馆、行政办公室、中文系、美术系、4楼办
公室以及中环校区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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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网络及设备

5.4 软体

5.3.1 WSUS系统补丁更新伺服器

新增伺服器以提供内部网络的微软操作系统
补丁更新，节省对外宽频的使用。伺服器先向微
软官方下载需要的补丁更新，再向客户端电脑及
其他伺服器进行强制性更新。

5.3.2 无线网络

2018年在美华校区及中环校区增设了新的
Ruckus无线网络热点，接收器分布如下：

美华校区教学楼层 接收器数量
图书馆 4 台
G楼 2 台
1楼 1台
2楼 2台
3楼 2台
4 楼 1台

美华校区宿舍楼层 接收器数量
食堂 1 台
彩虹走廊 1 台

黄迓茱活动中心 1 台

中环校区楼层 接收器数量
G 楼办公室 1 台
1楼 3台
2楼 2台
3楼 2台

  
5.3.3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配合希盟政府的号召，TM供应商重新调整
他们的配套，学校也有幸的享用了新的互联网服
务配套，详细如下：

配套 原有配套 提升后配套
necfiber1 RM599，网速

100mbps
RM699，网速
800mbps

necfiber2 RM699，网速
100mbps

RM699，网速
800mbps

necfiber3 RM699，网速
100mbps

RM379，网速
800mbps

necfiber5 RM399，网速
100mbps

RM399，网速
800mbps

5.4.1 微软

延用现有供应商以更新2018-2019年的微
软校园软体(Open Values Subscription Education 
Solutions)执照。同时也增加了Microsoft Imagine 
Academy的微软执照，以供中环校区教课使用。
同时，也提供免费版本的Microsoft Office 365 予
教职员及学生。

5.4.2 Adobe CC

目前是Adobe CC Tier 4 客户，共拥有103个
执照，分别安装在不同的地点，详细如下：

美华校区 安装数量
B102 31
B104A 33
B105A 33

戏剧与影像系 1
美术系课室 1

图书馆开放式电脑区 1
视觉传达小组 1
媒体公关行动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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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服务系统

5.5.1 官网

以各院、各系及各部门为设计重点，进行
网页改版。主要以现代化为元素，应用和校景相
关的大型图案及专属颜色设计。同时淘汰陈旧的

源码，以更符合现代的需求，尤其在移动设备上
浏览学校网页。同时也更新及删除过于陈旧的资
料。整体提升网页美观度、实用度、准确度及速
度。

5.5.2 e缴费服务

和马来西亚PayNet合作，开发连接本地各大
银行通用的FPX服务，以提供网上交费服务于新
纪元学生。当学生收到学校开出的缴费单，学生
可以通过他们的e账号登入此系统，进行缴交学
杂费用的动作。此系统将通过FPX服务，依据缴
费单的数目直接扣除学生们户口再转账至新纪元
的户头。

同时，财务处可以直接登入此系统的后台，
检查各项缴费活动的情况。

5.5.4 学校管理系统 (UCMS)

筹划及开发研究生院信息系统，从报名、录
取、注册、研究进度追踪及各院各系所需要的表
格及报表。此系统将以PHP开放源码进行开发，
后台资料库将与原有的UCMS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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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庶务处

（1）完美教学楼B3单位新办公室装修

配合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的发展将完美教学
楼B3单位G楼的空间装修成办公室以增加20个办
公座位。

（2）完美教学楼美容教学教室

配合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开设美容课程将原
有完美教学楼203及204普通课室改装成美容教
学课室。

（3）完美教学楼108电脑教室

随着技职与教育学院的学生人数增长及电脑
教室需求提升。因此，将原有完美教学楼B1单位
1楼改装成可以容纳50人的电脑课室。

（4）陈六使图书馆更换节能灯泡

为响应环保及节省能源本处分阶段将图书馆

的普通灯泡更换成LED节能灯泡，并在今年完成
图书馆更换成LED灯管的工作。今年，本处也成
功向雪兰莪州政府申请到雪州绿色能源基金马币
1万元，以补贴更换工程的费用。

（5）美华校区学生宿舍翻新工程

为改善学生宿舍环境，庶务处计划逐步整
修学生宿舍。目前，学生宿舍5楼已完成翻新工
程，涉及床位达120。

（6）美华校区教学楼内部粉刷

由于，教学楼内部已多年没有粉刷导致整体
显得残旧，因此在今年进行内部粉刷工程。

（7）美华校区及完美教学楼防火演习

为了让学生及同事们熟悉逃生路线及提高防
火意识，本处分别在7月及12月在完美教学楼及
美华校区进行了校园防火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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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陈六使图书馆

7.1 简介

图书馆位于教学楼底层，共三个楼层，占地
约3万平方公尺，提供380个阅览座位。本馆藏
书丰富，除收藏《四库全书》1,500册，尚设置
了“南洋大学史料中心”、“方修文库”及“李
业霖书库”。

承蒙李锦宗家属慷慨捐赠，李锦宗先生毕生
所收集的文学书籍、杂志、珍贵的作家手稿、书
信、文献和剪报等资料，全数赠予本馆。陈六使

图书馆设立了“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于12
月8日进行揭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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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图书册数 

2018购入图书共1,290册；获赠17,643
册。

·中文馆藏 ：186,759册
·英文馆藏 ：46,063册
·巫文馆藏 ：2,634册
    馆藏总数 ：235,456册

7.2.2 订阅电子数据库如下:

（一）ProQuest: ABI/INFORM Complete   
        & Business Market Research Collection
（二）中国知网(CNKI)
（三）华艺线上图书馆

7.2.3 订阅期刊学报

订阅期刊学报136种；获赠51种。

7.2.4 订阅报章

订阅报章10种。

7.2 馆藏

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

杂志区-2 三楼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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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赠书单位及册数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1 ASLI 2
2 Ms. Cindy Wong 12
3 Ms. Heng Huey Lin 18
4 Ms. Lim Seow Ting 16
5 Ms. Lum Lai Fun 15
6 Ms. Ng Yin Yee 12
7 Ms. Ruby Koh 4
8 Ms. Tan Sheau Tian 9
9 Ms. Tan Soo Shing 66
10 Ms. Teh Lee Xian 24
11 Ms. Teo Swee Leng 80
12 Ms. Wong Siew Hui 8
13 Ms. Yap Pei Sze 25
14 Yayasan Pahang 1
15 白伟权博士 3
16 白幼珮小姐 2
17 北京语言大学 83
18 蔡颖英先生 1
19 陈宝成先生 2
20 陈川波先生 4
21 陈传国先生 257
22 陈汉梅小姐 3
23 陈怀严先生 3
24 陈六使研究所 2
25 陈美颐小姐 10
26 陈苏女基金 2
27 陈欣宁小姐 30
28 陈正锦先生 1
29 陈志宏先生 1
30 丹斯里黄荣盛 10
31 董教总教育中心 2
32 董总 2
33 福智佛教基金会 4
34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8
35 傅瑞贤先生 67
36 富贵集团 6
37 甘德政先生 79
38 高嘉谦教授 30
39 官嘉蕙小姐 7
40 郭思韵博士 2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41 国立台北商业大学 2
42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42
43 海鸥基金 14
44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2
45 何玉万小姐 16
46 洪天赐先生 4
47 中国华侨大学 2
48 黄汉伟先生 2
49 黄敏诗小姐 2
50 黄招勤先生 5
51 吉隆坡中国学校 1
52 暨南大学图书馆 3
53 加影育华学校 1
54 江沙华人大会堂 1
55 教育系 14
56 教总 2
57 居明正堂 1
58 柯木林先生 70
59 李锦宗家属 8,161
60 李淑银小姐 15
61 李伟民先生 2
62 李选楼先生 6
63 李云溪校长 11
64 廖朝骥博士 1
65 廖文辉博士 5
66 林道湿先生 2
67 林顺发先生 2
68 林顺忠先生 4,691
69 罗惠群小姐 5
70 绿芽帮 3
71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5
72 南方大学学院 1
73 欧阳捍华先生 2
74 彭士驎家族 1
75 霹雳州非伊斯兰事务局 1
76 饶兆斌先生 7
77 三三出版社 1
78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1
79 厦门大学 2
80 深圳市文汇中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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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赠书单位 册数
81 沈国明先生 4
82 史习斌博士 2
83 水木作坊出版社 2
84 苏淑娟教授 1
85 孙浩鑫先生 11
86 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马来西亚 2
87 台湾国家图书馆 40
88 王忆慧小姐 1
89 文化推广中心 1
90 文平强博士 4
91 无名氏 15
92 吴海凉先生 1
93 吴洁莹小姐 2
94 吴瑞玲女士 2
95 吴绍宁小姐 1
96 戏剧与影像系 1
97 香港中文大学 22
98 萧子慧小姐 9
99 校长室 39
100 谢伯校先生 2
101 谢洁旎小姐 214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102 新山中华公会 2
103 许友彬先生 141
104 学而出版社 2
105 雪隆海南会馆 3
106 颜清煌教授 1
107 杨进发博士 2,496
108 杨燊雄先生 13
109 杨诒芳小姐 2
110 叶勇森先生 34
111 壹间出版社 1
112 余裕忠先生 4
113 张金泉先生 2
114 张维嘉小姐 66
115 张夏帏先生 189
116 张业隆校长 135
117 赵金钟教授 1
118 郑汶浓先生 12
119 中国语言文学系 58
120 钟恩光先生 77
121 钟明燕小姐 1
122 邹晓莹小姐 1

图书馆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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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辅导中心

8.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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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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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辅导咨商为收费服务，服务的方式除了个别辅导，也有夫妻、亲子或全家人来面谈。今年共有
13组（个人，夫妻，亲子，家庭）前来寻求辅导服务，全年达32人次。

8.2 个别辅导咨商与团体辅导活动、个别咨询

个别咨商人数：75人，总人次：246人次。

个别咨询服务共110人次，其中进行生涯职业兴趣或人格测验者有2人。

8.3 社区辅导咨商服务

8.4 校内外辅导讲座、培训及活动

序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1 5/1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生说明会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2 5/1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生心理健康检查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3 24/1 新纪元大学学院 义工培训 黄章健、郑佳美
4 2/3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生心理健康检查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5 9/3 辅导中心 桌游活动 辅导义工团
6 30/3 Ai FM 爱要性福 中年夫妻的性与爱 郭富美
7 6/4 Ai FM 爱要性福 中年夫妻的性与爱2.0 郭富美
8 13/4 新纪元大学学院 同侪营小队辅培训说明 黄章健
9 17/4 辅导中心 学生升学培训 黄章健
10 18/4 华仁中学 中国升学展 黄章健、郑佳美
11 20/4 巴生滨华中学 中国升学展 黄章健
12 4/5 B500大礼堂 新生心理健康检查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13 19/5-20/5 新纪元大学学院 同侪营筹委培训 黄玲玲、黄凯琳
14 9/6-11/6 新纪元大学学院 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黄玲玲、黄凯琳
15 13/6 B204 读书技巧分享会 黄章健、精英大学实习生
16 20/6 辅导中心 桌游fun 辅导义工团
17 25/6 辅导中心 高危追踪培训 郑佳美
18 2/7 生命线 参访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 生命线行政主任
19 6/7 Ai FM 爱要性福 家事分工与性协调 郭富美
20 13/7 Ai FM爱要性福 家事分工与性协调2.0 郭富美
21 23/7-27/7 黄迓茱活动中心 心理健康周 林爱玲、彭静谊
22 2/8 孝恩园 参访孝恩园辅导中心 孝恩园辅导中心
23 28/8 金宝培元 生涯讲座（支援招生处） 黄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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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7/9 B500大礼堂 新生说明会 黄章健
25 8/9 黄迓茱活动中心 新生讲座 黄章健
26 20/9 Ai FM 爱要性福 解开母女情结，善待我们的

女儿
郭富美

27 25/9 B309 电影bar之一：与神同行 郑佳美
28 29/9 新纪元大学学院 毕业典礼及美食嘉年华 黄章健
29 5/10 B309 电影bar之一：亲爱的初恋 黄章健
30 26/10-28/10 新纪元大学学院 第十二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

研讨会
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黄玲玲、黄凯琳

31 8/11 Ai FM 爱要性福 解开母女情结，善待我们的
女儿2.0

郭富美

32 13/11 巴生滨华中学 生涯讲座（支援招生处） 黄章健
33 24/12 Ai FM 网路交友 黄章健

自200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全国中学生同侪
辅导培训营以来，辅导中心暨辅咨系今年已是第
十二度举办此营。同侪营的目标为培养中学生对
助人的兴趣；提升中学生同侪辅导义工助人知识
和技巧，推广校园同侪辅导，协助学校建立同侪
辅导团队。

今年同侪营于6月9日至6月11日在新纪元大
学学院举办，参与人数为64人。来自全马13所
中学的营员，连同8位领队老师，筹委主要是辅
咨系学生与辅导义工团共43人，齐聚一堂共襄盛
举。今年同侪辅导培训营的主题为“做个Z世代
助人高手”，内容围绕在基本的辅导技巧。每当
身边还有人难过或伤心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有
人陪伴，在校园中的同侪辅导员，就是在这样的
时候发挥自己的热诚，去帮助及安慰身边的人。
同侪辅导员在面对朋友难过及伤心的时候往往不

知所措，所以辅导中心透过短短3天2夜的同侪辅
导营，让营员们透过课程与活动，从认识同侪辅
导开始，学习同理及倾听，基本辅导技巧等，并
透过基本技巧训练及与演练，将所学应用在模拟
情景上。

本次营会课程主题及主讲人如下：

1. 课程1 — “你”所为而来：林明申讲师
2. 课程2 — 用七句话成为他人生命的贵人：

林明申讲师
3. 课程3 — 人生最重要的事~认识你自己：

林明申讲师
4. 课程4 — Z时代青少年不得不知道的事：

林明申讲师
5. 课程5 — 缘来缘逝圆人生：黄玲玲

2018年第十二届同侪辅导培训营大合照

8.4.1 2018年第十二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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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中心于今年10月26日至10月28日于新
纪元大学学院承办第十二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研
讨会，协办单位为辅咨系。本届研讨会主题为“
扎根本土，深耕多元”，目的为提供华社辅导工
作者交流分享的平台，强化本土华社辅导工作根
基，加强辅导实务与研究工作，提升辅导人员的
专业成长。

本届研讨会报名人数达167人，加上主讲
人、发表人、工作人员共超过220人，也有台湾
及新加坡远道而来的老师与参与者。研讨会内
容包括主题演讲、主题论坛、口头发表、壁报发
表及四场工作坊。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杨巧双副部长前来主持开幕，让她
认识及了解多年来华社辅导人员及机构所做的努
力及面对的困境。另外，这次的研讨会也顺利
申请成为马来西亚辅导局的专业继续发展课程
（CPD）认证（6学分），标志着我们华社辅导
界与国家辅导专业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2018年第十二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研讨会开幕 

2018年第十二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研讨会大合照

8.4.3 学生心理健康评估

（一）新生入学心理健康检测

辅导中心从今年开始进行全校性新生入学心
理健康检测，刚入学的新生可以透过手机或纸本
来填写简式心理健康量表，进而了解新生普遍的
心理健康状态。经过自我评量，学生对自己的心

理健康状态更为了解，透过现场的解说，新生也
能够自我评估是否需要专业的协助。此外，辅导
中心掌握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会邀请面临困
扰的学生前来会谈，达到早期介入的效果。

8.4.2 第十二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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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校内心理健康及成长活动

8.5.1 《健康周》

 辅导中心于7月23日至7月27日举办《健康
周》。这项活动的宗旨是向学生、教职员以及公
众人士宣导提升健康生活的方式。这次的活动包
括健康检查与饮食咨询服务、派送健康早餐、心
理讲座、电影分享及海报展。活动细节如下：

1. 7月25日：《我和我心里的忧忧-认识忧
郁情绪与忧郁症》讲座、海报展

2. 7月26日：健康检查与饮食咨询服务（饮
食治疗师：林爱玲、彭静谊）、派送健康早餐、
海报展、《解忧杂货店》电影分享

健康周-饮食咨询

8.6 学生辅导义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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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学生辅导义工团理事名单：

团长 ：叶慧亮
秘书 ：胡永康
理事 ：布姃嬑
副团长 ：罗佩嘉
财政 ：杨紫萦
理事 ：方美云

8.6.1 辅导义工团基本助人培训  
 课程及活动

2018年辅导义工团基本助人培训课程内容
包括自我探索，以及助人概念与技巧。

第一学期
21/5/2018 宿舍探访 
23/5/2018 团课
30/5/2018 新生迎新
06/6/2018 团课
27/6/2018 团课
04/7/2018 电影日
11/7/2018 团课
26/7/2018 心理健康周

第二学期
19/9/2018 宿舍探访
26/9/2018 义工团迎新暨会员大会
03/10/2018 中秋晚会
10/10/2018 团课
24/10/2018 桌游
01/11/2018 电影日（万圣节特备）
14/11/2018 电影日（情人节特备）
24-25/11/2018 辅导义工培训营

8.6.2  守新护心行动

守新护心活动是在5月及9月开学初举办，
辅导义工透过拜访新进宿舍生，了解新进宿舍生
在校园里的适应状况，向新生表达关怀与提供协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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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机构探访

辅导义工团在2月7日拜访了慈怀残障之
家，团员们准备了一系列与住民互动的活动，如
唱歌跳舞，也为那里的住民按摩。在带给住民欢
乐的同时，义工团的成员也体验到帮助他人的喜
悦。

机构探访大合照

8.6.4 义工培训营

中心于11月24至25日在HARSIKA VILLA 
Port Dickson举办2天1夜的学生辅导义工团培训
营。透过活动，促进新旧义工之间的联系, 分享
交流与学习，并提升团员之间的凝聚力, 增加义
工对辅导义工团的归属感，提升团队精神。培训
营中除了团康活动外，分别由两位老师主讲课
程，即：

1. 团队建设（黄凯琳老师）
2. 助人者及求助者的关系（黄章健老师）
3. 团队合作（黄章健老师）

8.6.5 中秋晚会

义工团于今年10月3日举办中秋晚会。团员
们透过聆听中秋的故事、吃月饼，以及畅谈儿时
回忆，欢庆中秋。

8.7.1 校内培训课程

（1）郭富美、黄章健、郑佳美

1. 第十二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研讨会  
（26-28/10/2018）

（2）黄章健

1. 新纪元大学院硕博士课程研讨会议

（3）郭富美

1. Train the trainer (26-30/4/2018)
2. Workshop on COPPA 2.0 and evaluation 
    instrument(30/7/2018)
3.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15-16/11/2018)

8.7.3 校外培训课程

（1）何均燕

1. 个案概念化工作坊：佛教心理学的应用 
（台湾赵祥和老师）（11/12/2018）

（2）郭富美

1. Konvensyen Kaunseling : Perkhimatan 
Kaunseling Professional Pemangkin Kesejahteraan 
Masyarakat(KPWKM)(1/10/2018)

8.7 辅导人员培训



188

（九）文化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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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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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SPM华文/中国文学讲座

9.1 推动华文教育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在2018年期间受邀到各地去担任SPM华文及SPM中国文学讲座
主讲人以鼓励学生报考华文及协助应届考生能够在华文及中国文学科考取好成绩。以下是杨老师担任讲
座主讲人的日期与地点：

日期 讲座 学校/地点 参与人数
10/03/18 吉兰丹州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吉兰丹中华国民型中学 300
11/03/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吉兰丹中华国民型中学 200
30/06/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民都鲁中华商会礼堂 300
01/07/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JK Yok Bin, Melaka 300
14/07/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Tun Aminah, Batu Pahat 100
16/07/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Cheras Jaya, Cheras 50
21/07/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JK Perempuan Perak 300
22/07/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JK Chung Ling, Butterworth 300
25/07/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Taman Seraya, Ampang 200
27/07/18 瓜冷县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瓜拉冷岳福建会馆 300
11/08/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JK(C) Foon Yew (1), Johor Bahru 500
15/08/18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SMJK Yu Hua, Kajang 300
17/08/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 Shan Tao, Kota Kinabalu 500
18/08/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 Yu Yuan, Sandakan 500
02/09/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Air Putih, Kuantan 400
08/09/18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 Pei Chun, Pontian 300
20/09/18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Chung Hua High School Seremban / 

Chung Hua High School Port Dickson
60

06/10/18 彭亨州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彭亨州劳勿高州会馆 300
09/10/18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SM Persendirian Chong Hwa Kuala 

Lumpur
50

杨靖耀老师与师生们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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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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4月21日在本校举
行，吸引多达500名中学生及老师参与。这项活
动是由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及文化推
广中心主办，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雪州国中华
文教师联谊会、“爱华文”工委会、希望阅读及
艺青出版社联办，星洲日报《活力副刊》及《学
海》周刊为宣传媒体。其活动主要是推广华文教
育，藉此希望能够鼓励更多华裔子弟选修及报考
华文、提升中学生的华文水平。

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有由马来西亚国家级羽
毛球运动员主讲的“真人图书馆系列5”讲座；
由荣获首奖的教师与学生分享“我与中文”的故
事；到了活动尾声，本校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博士
与师生们分享心得及做出总结。

莫顺宗校长与出席的嘉宾在开幕仪式后的合影。

SPM华文加油站于2018年8月4日在本校举
办。此讲座由本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安邦班丹
美华国中资深华文教师张宝云老师及雪州加影茉
莉花花园国中2校华文科主任江美年老师主讲。
其宗旨是为了鼓励华裔子弟读华文及报考SPM 
华文，提升学生的华文水平及加强考生的作答技
巧；同时也指导学生们如何快乐地学习华文及珍
惜先辈为我们争取学习母语的机会。

参与的师生人数多达30 0人，学员来
自43所雪隆区的学校，其中包括：SMJK 
Yu Hua Kajang、SMK Taman Seraya、SMK 
Perimbun、SMK Jalan Bukit、SMK Selayang 
Bharu、SMK Engku Husain、SMK Cheras 
Perdana、SMK Desa Serdang、SMK Bandar Tun 
Hussein Onn 2、SMK Telok Datok、SMK Bandar 
Banting、SMK Jugra Banting、SMK Bandar 
Baru Sg.Long、SMK Cheras Jaya、SMK Sungai 
Ramal、SMK Taman Jasmin 2、SMK USJ 8、SMK 
Seri Garing、SMK Bandar Damai Perdana、SMK 

Bukit Jalil、SMK Convent (M) Kajang、SMK 
Tasek Permai、Asia Pacific Smart Scholl、SMK 
Agaseh、SMK Aminuddin Baki、SMK Bandar 
Sri Damansara (2)、SMK Dusun Nanding、SMK 
Kota Kemuning、SMK Orkid Desa、SMK 
Seri Kundang、SMK Seri Mutiara、SMK Seri 
Kembangan等。

杨靖耀老师与嘉宾们在开幕典礼及颁发纪念品后合影。

9.1.2 SPM华文加油站（作答技巧讲座）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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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雪兰莪州教育厅（JPS）及吉隆坡教育厅
（JPWPKL）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
心主办、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联办，于2018年
5月12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举办雪隆中小学华文
教师培训营，约400位来自雪隆各区的老师参加
此项培训活动。其宗旨是提升华文老师的教学水
平、让老师互相交流以交换教学心得、推广华文
教育、维护民族语言及传承中华文化。

此外，本中心于2018年9月7日与巴生县中
学华文科科委会一起在本校举办了一场中学华文
教师提升营。此活动邀请到本校中国语言文学系
副教授兼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辉博士
及本校辅导与咨商心理系高级讲师兼辅导中心主
任郭富美博士担任主讲嘉宾，为来自巴生县中学
的35位华文老师主讲了一场培训课程。

9.1.4 雪隆中小学华文教师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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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顺宗校长和杨靖耀老师及王淑慧博士与出席培训课程的老师们一起合影。

9.2.1 担任诗歌朗诵比赛及演讲比赛评审

杨靖耀老师受邀到各地去担任诗歌朗诵比赛及演讲比赛的评审，详情如下：

9.2 推广中华文化

日期 比赛 学校/地点
14/04/18 第34届吉隆坡华小学生华语演讲比赛（A区） 坤成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
26/04/18 第34届乌鲁冷岳县华文学校华语演讲比赛 安邦国民型华文小学
28/05/18 乌鲁冷岳县第15届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双溪龙国民型华文学校
31/05/18 鹅麦县华文学校第15届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轰埠国民型华文学校
29/06/18 雪州乌冷县中学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11/07/18 2018年全彭中小学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关丹中箐华文小学，关丹丹那布爹中学
02/08/18 雪州中学华语即席演讲比赛 巴生福建会馆
06/10/18 彭亨州2018年《敏才斗智之约》即席演讲比赛 彭亨劳勿高州会馆

杨靖耀老师与其他评审及出席第34届乌鲁冷岳县华文学校华语演讲比赛的老师们
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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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华人乡音文化季”活动

为了延续“乡音母语传播计划”，由馬潮
聯會、华总妇女部，东盟文化传艺推广基金会主
催，新纪元大学学院、茨厂街·乡音馆、雪隆潮
州会馆、隆雪华堂妇女组及马来西亚顺德商会联
办，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办公室全力支持的【华
人乡音文化季】，日期为2018年9月8日至9月
23日。此活动除了需筹募“乡音母语传播计划”
经费之余，也以借此向各界人士推广华人乡音文
化。

本校文化特工队有幸参与并在其中三项活动
上提供人力协助。“一带一路·国际华人乡音与
民俗文化研讨会”与2018年9月15日在隆雪华堂
举办，单位邀请了13位学者到场发表与在地华人
文化相关的学术研究。同日更在傍晚6时同庆 “
马来西亚日·老街走月”。本校爱艺鼓鼓队更在
此活动中与15个来自不同民族的民间艺术团体在
敦李孝式街(Jalan Tun H.S.Lee)进行表演，场面
极为盛大。第二天的“月光汇演”则在梳邦培才
华小举行，除了庆祝中秋节之外，亦有相声,粤剧
大戏，籍贯童谣演出等。 

文化特工队与爱艺鼓鼓队在“马来西亚日·老街走月”活动
后大合照。

爱艺鼓鼓队正在“马来西亚日·老街走月”活动上进行表
演。

9.2.3 2018戊戌“千人揮春”比賽

由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主催，富贵集团全
场赞助，新纪元大学学院及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为
联办单位，星洲日报为宣传媒体，于2018年2月
3日在士毛月富贵集团中华人文碑林举行一场的
2018戊戌“千人揮春”比賽。此挥春比赛主要
促进文化传承、提升书艺水平及增添春节气息。

此活动的参与人数反应热烈，多达1800位
来自各区不同学校的学生及社会人士，其中也吸
引了友族同胞一同前来参与，体现了马来西亚多
元文化互相学习和尊重的精神。比赛共分成四个
组别，即小学组、中学组、公开组及家庭组。各
个组别设有冠军、亚军、季军1名，以及优秀奖
10名。所有的参赛者被分配到中华人文碑林里的
各个角落写春联，场面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碑
林里优美的环境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非华裔学生也一同前来参与比赛。 杨靖耀老师和出席嘉宾们与小学组参赛者们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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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及北
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联合主办之

《丝路翰风——百位中国书法博士作品邀请
展》，于2018年10月14日至10月18日在新纪
元大学学院C座UG楼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此活
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示中华文化
的软实力，对外展示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成果，
为书法艺术国际传播创造契机，响应一带一路的
提倡，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国际友谊。此活动共
邀请127名书法博士参展，他们是从300多名书
法博士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专才，每人提供3幅作
品，1幅在《丝路翰风——百位中国书法博士作
品邀请展》参展，另两幅则结集成册。这项巡回
展览活动，马来西亚非常有幸成为首站，此活动
盛况空前，连中国从未举办过参展者学术水平如
此高的书法展。

在2018年10月15日的开幕典礼，共有43位
书法博士参展作者及60余位本地书法家出席。开
幕典礼上邀请了马来西亚对华特使YB陈国伟、
工委会主席拿督斯里纪永辉、新纪元大学学院
校长莫顺宗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教授李洪
智博士及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王雅老师上台致
辞。当天有由大马资深舞蹈家马金泉编舞、由共
享空间专业舞团呈现的“墨韵”舞蹈表演；荣获
2018年雪隆校际舞蹈观摩赛精英奖的加影育华
国民型小学舞蹈组呈现“向阳”迎宾舞；大马才
艺兄弟朱嘉鑫及朱嘉成演奏印尼著名传统乐器昂
格隆(Angklung)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
爱艺鼓呈现二十四节令鼓表演。除此之外，开幕
典礼上还进行了马中书法家挥毫交流，两国书法
同人挥毫泼墨，共志友谊。

莫顺宗校长于开幕典礼上颁赠纪念品《马新慈善家》予北京
师范大学启功书院副院长于乐博士。

嘉宾们在开幕典礼礼成后大合照。 

(左起)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王雅老师、工委会主席拿督斯
里纪永辉、马来西亚对华特使YB陈国伟、新纪元大学学院
校长莫顺宗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副院长于乐博士及
印尼书艺协会主席陶璧如女士在开幕典礼上擂鼓。

9.2.4 丝路翰风——百位中国书法博士作品邀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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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第五届文化特工队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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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于2018年6月1日至6月3日在新纪元
大学学院举办了3天2夜的培训活动，共有43位
文化特工队员参与。除了在校园内进行活动外，
此培训营还带领了团员们到中华人文碑林及马来
西亚华人博物馆参观。透过一系列的室内以及户
外活动让团员们更了解彼此以加强团队的默契与
合作精神；并借此机会让团员们更了解自己的文
化并增加他们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文化特工队队员学习制作中国结。

文化特工队队员学习拓碑。

杨靖耀老师与营员们大合照。

9.2.6 第五届爱艺鼓培训营

爱艺鼓创立于2014年4月23日，由一群热
爱鼓艺的新院生组成，并抱着要把优良中华文化
发扬光大的理念，而爱艺鼓也是本中心旗下的一
个表演艺术团体。

由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催，爱艺鼓队主办,于
2018年10月5日至7日在本校举办了第五届的爱
艺鼓培训营，主题为“艺气地鸣·鼓震云霄”，
由爱艺鼓全体队员参与。此培训营的宗旨培养团
队默契与精神，加强鼓手们对廿四节令鼓的认识
及训练全体队员的体能、敲击、肢体及乐理的基
础。队员们在此培训营中除了学习新的鼓艺知识
及技巧之外，也参与了团体建设活动、体能训练
以及武术锻炼。

爱艺鼓学员们正在练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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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是由雪州教
育厅中学华文科课程委员会主催，新纪元大学学
院文化推广中心主办，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华文
学会联办，由富贵爱心基金会、典范集团、艺青
出版社有限公司、益新印务有限公司及阿水影
音制作公司赞助，并获得蕉赖翠岭镇国中、马来
西亚书艺协会、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澄怀
堂艺术中心、艺言堂文化与教育中心、鄉音考古
及约锭团康的支持。《星洲日报·活力副刊》
及《学海》周刊为活动指定媒体。中华文化营
于2018年3月21日至24日（4天3夜）在本校举
行。

近几年来，中华文化营的规模已走向国际化
并邀请了邻国的在籍中学生一同参与，希望提供
互相交流心得的平台，建立合作奠定稳固基础，
让马来西亚以及外国的青少年，透过中华文化认
识自己并自我提升及提倡优质生活。此届的中华
文化营以“寻根究底·我是谁？”为主题，多达

300位来自马来西亚及国外的中学生参与，主要
的目的是要带领现今的青少年更了解自己，成为
更好的自己。其活动内容包括乡音考古 - 乡音（
歌谣）及方言（大戏）、大马华人籍贯 – 饮食
史、水墨画、相声、捏面人、阿公阿嫲讲故事、
电影导读会、武术、中华人文碑林导览/拓碑体
验、团康带动舞、寻宝游戏、跑站活动等。

由苏小燕老师带领的书法课，营员们拿着自己的作品来张全
体大合照。

嘉宾们与全体营员在开幕仪式上来张大合照。

为期4天3夜的第15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已圆满落幕，来张全体大合照。

9.2.8 第15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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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
此活动是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

主办，富贵山庄联办，于2018年5月5日在士毛
月富贵山庄世外桃源的中华人文碑林举行了一项
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参与的学生人数多达120
余人，来自柔佛的五所国中，包括SMK DATO 
SYED ESA, SMK TUN MAMAT, SMK PERMATA 
JAYA, SMK TUN AMINAH以及SMK TUN 
SARDON。

此活动主题为“点燃一脉香火，传承中华

文化”，其宗旨是为了提升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
认识，透过碑林导览活动让青少年认识汉字的演
变及欣赏古人所留下的文物遗产。活动组被分
为六组，以华教先贤命名。分别是以“林连玉”
，“沈慕羽”，“陈嘉庚”，“陈六使”，“林
晃昇”以及“李光前”。营会活动内容丰富包括
中华碑林导览，华教故事，汉服推广，书艺，拓
碑，武术，廿四节令鼓，以及中国结。除了能让
营员了解华教先贤的故事与贡献之外，也能中华
文化所留下来的民俗艺术。

陈芷珊老师为学生们做碑林导览。 参与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的全体师生与工委大合照。

9.2.10 2018年第二届“新纪元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赛暨交流会

由雪州教育厅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办，星洲日报
及星洲日报《学海》周刊协办，于2018年7月7
在本校举办了2018年第二届“新纪元杯”全国
华语诗歌朗诵比赛暨交流会，以培养学生对华语
的兴趣及文学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华语朗诵技
巧及水平。比赛的评审包括来自本校教育系高级

讲师王睿欣博士、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华文教师
蔡春梅老师、冠军队导师幸立雄、冠军队导师李
鈜沬、大马著名诗人周若涛、大马著名诗人周若
鹏、语音工作者徐曉芬、语音工作者李进文、语
音工作者李璘、语音工作者刘元元、语音工作者
李姝娴及文学工作者黄建华。

杨靖耀老师与评审团主任曾翎龍及12位评审合照。  三位活泼可爱的友族小学生在台上朗诵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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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关爱社区活动

9.3.1 《月下·老人·庆中秋》5.0—社区服务活动

《月下·老人·庆中秋》社区服务活动已持
续举办了五年。文化特工队于本校成立的这五年
里头，每年都会在中秋佳节期间举办《月下·老
人·庆中秋》，到访老人院去陪伴老人一起过中
秋。其宗旨是希望透过庆节日把温馨和快乐带给
老人，并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在大专生的群体里
培养关爱老人，尊敬老人的意识，缔造一个爱心
社会。

文化特工队队员们于2018年9月23日到位
于蕉赖皇冠城的爱心安老院和老人一起庆祝中
秋。今年，育华中学华文学会会员们也一并参与
并筹备这次的活动。活动当天除了有专业理发师
为老人提供头发义剪服务外，文化特工队队员们
也带领着育中华文学会会员们陪伴老人闲聊和按
摩，同时也准备了精彩的歌唱及舞蹈表演供老人
们欣赏，一起吃月饼提灯笼，场面一片温馨。

理发师在帮婆婆修剪头发。 文化特工队队员赠送中国结给长辈们当纪念品。

文化特工队队员带领华文学会会员陪伴长辈们闲聊。 文化特工队，育中华文学会与爱心安老院的长辈们的大合
照。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兼讲师杨靖耀老师于
2018年6月10日至6月17日带领了八名学生，
组成了九人团队展开了跨国界的尼泊尔义工行，
前往加德满都（Kathmandu)，到当地做义工，
为尼泊尔孤儿送温暖、献爱心，去寻找“幸福密
码”。此尼泊尔义工行主题为“有了爱就有了一
切”。其宗旨为透过社区服务，提升个人成长，
促进社区参与，发挥互助互爱的共融精神，提倡
爱心社会。

有别于往年，今年这支义工团队一共到了
3个地点，那就是Possible Nepal 孤儿院、Gyan 
Bhumi Secondary School及Lord Buddha Sec-
ondary School帮助一群年龄介于5至13岁的儿
童，为他们带来关怀及爱心并为孤儿们精心准备
的一系列活动。其活动内容包括团康带动舞、民
俗体育、汉语教学、亲手制作中国结、女生心理
与卫生辅导、走读古迹、电影导读、制作愿望
卡、及陪伴孩子们一起去上学。

9.3.2 尼泊尔义工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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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耀老师正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杨靖耀老师及义工团队队员和尼泊尔学校的学生合照。

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就是杨靖耀老师及义工们坚持下去的动
力。

尼泊尔义工团团员教导孩子们吹梅，大家开心地举起完成好
的作品拍照。

尼泊尔义工团队与Possible Nepal的孤儿们在离别之前的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