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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图案 形象 意义

* 三面迎风向上飘扬的旗帜。
* 三种丰富且鲜明的彩色（黄、红、
   蓝）。
* 英文大写字母“E”的抽象形象。 

* 代表积极、进取、向上、开明、尊重
   及开放的态度。
* 三者代表多义。不同的颜色组合，象
   征多元精神及民主活力。
* 代表新纪元(NEW ERA)中ERA的涵
   义。

* 英文大写字母“N”的抽象形象。
* 由三块面组成的“N”，作为三面旗
   帜的支撑点。

* 代表新纪元(NEW ERA)中NEW的涵
   义。
* 结合“N” (NEW)及“E” (ERA)，成
   为纪元学院(NEW ERA) N.E的缩写。
* 三块面代表：
   新精神 - 自由精神
   新思想 - 独立思想
   新时代 - 多元时代

标志说明

新纪元大学学院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多年来
创办民办高等教育的成果。1998年创校以后，
新纪元历经多年奋斗，终于在2016年12月29日
获得高等教育部批准由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迎
来更大的发展格局。

5个院与10个科系。5个院为文学与社会科
学院、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媒体与艺术学院、
研究生院，以及国际教育学院。10各科系则是中
国语言文学系、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教育系、
东南亚学系、商学系、金融与会计系、电脑科学

与资讯工艺系、媒体研究系、美术与设计，以及
戏剧与影像系。除了学士和专业文凭课程，新纪
元大学学院也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

2015年，新纪元大学学院成立陈六使研究
所，进一步强化本校的华人研究，以此出发，放
眼东南亚华文教育，与世界接轨。我们期盼有朝
一日做到“起步新纪元、立足东南亚、放眼全世
界”的目标，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基础上，办好
一所大学。





2019年大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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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教200推介仪式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若以1819年五福书院设
立为开端的话，今年适逢华人在本地办教育的两
百周年了。这两百年一路走来，举步艰辛，马来
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然而我们所看到的
是，华人办教育办得特别辛苦，在殖民地开始是
这样，独立后更是如此，因此华教能够延绵不
断，持续到今天，实属不易，他靠的就是每一个
时代华人的努力不懈，义无反顾的那份坚持。

配合华教200周年，本校策划了系列华教
200年纪念活动，主要包括：世界华文教育论
坛、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天行健中文

大奖、起飞音乐创作专辑、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
运动研讨会等。这些活动项目整合了文教议题研
讨、尊师重道、文化表演、艺术创作等元素，形
式多样，严肃活泼兼有。

1月23日，新纪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华
教200推介仪式，仪式还特别邀请到首相对华特
使YB陈国伟先生的莅临，为整个活动主持推介。
推介礼的仪式中，也邀请到育华中学醒狮团、本
校爱艺鼓以及IDO音乐社及中文传播基础课程的
同学进行演出。

华教200系列活动推介仪式

华教200系列活动推介仪式 世界华文教育论坛



40

（二）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系列义演
华教200 系列活动之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

“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响应新纪元大
学学院筹募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的号召，成
功邀请到中国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莅马举办5场
义演。5场义演分别于加影（6月14日）、巴生
（6月15日）、劳勿（6月18日）、怡保（6月
20日）及槟城（6月22日）相继展开，场场皆获
好评，载誉而归。

中国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是天津市滨海艺术
培训学校组建的业余综合艺术团体，曾三度受邀
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交流、义演。团员们多年坚
持排练、演出，活跃于各类公益舞台。他们当中
不乏声名远播，获奖无数的艺术家。

本次义演团队成员共41位，阵容浩大，他
们在边瑞卿团长的带领下，为马来西亚民众带来
各类精湛的演出，演出类型包括：华乐、戏曲、
舞蹈、声乐、武术等。

突破目标，首炮筹获70万

6月14日假加影斐翠大酒家举办的首站义
演，在一众华教人士的热心推动下，获得加影社
区众多民众的支持与响应。这场文化飨宴，成功
取得了漂亮的成果，筵开95席，共为新纪元筹获
了RM 703,676.00的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大大突破了马币50万的原定筹款目标。

当晚的出席嘉宾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馆文化处
主任冯军、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行动党双溪比
力州议员刘天球、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代表丘钦

瀚、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新
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
团长边瑞卿、艺术团顾问罗伯良及董教总教育中
心董事部顾问丹斯里吴德芳等。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团长边瑞卿与艺术总监
刘祥清，被我国华人办教育的热情所感动，即席
捐助人民币5000元。

购置新校舍，可容纳三千人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致词
时透露，新纪元自升格以后，每个学期的学生人
数逐步上升，课程也更加多样化，目前的空间已
经难以应付办学所需。有鉴于此，董事部已利用
所筹获的款项，及时购置加影中环商业区的4座3
层楼单位作为新纪元第二校园的一部分。新纪元
原有的校园空间与设施，加上这四座单位，共可
容纳三千名学生，预计足以应付新纪元这两年迫
在眉睫的需求。

巴生场次筹获RM176,100.00

6月15日，巴生滨海老友联谊会配合该会成
立10周年纪念庆典，特别报效出16桌餐席以助
新纪元筹募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该会主席
陈精明特别感谢华校生协会、巴生联络委员会
的陈金平、陈纹达、林淑佑和一批热心人士的支
持，让该会顺利筹得RM170,100.00的善款，充
分体现了巴生人热爱华教的精神。

筹委会同仁与表演嘉宾谢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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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勿成功筹获20万

6月18日，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的第三场义
演于彭亨劳勿举行。此次义演由劳勿县发展华
小工委会、彭亨老友联谊会、彭亨州果农公会、
双溪兰观音庙管理委员会、双溪兰华小校友会、
双溪吉流华小校友会与都赖百年拿督公祠联合主
办，共为新纪元筹获了RM 200,000.00的建设与
发展基金。

大会开幕人——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副
部长兼劳勿区国会议员东姑祖布里代表钟绍安在
开幕致词中对于捍卫华文母语教育发展人士的坚
持表示衷心感谢，并深信华教同道们秉持的坚定
理念和使命感，必让华文教育与文化在马来西亚
继续发扬光大。

大会主席暨劳勿县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卢宇
廷在会上表示，希望新纪元大学学院能够越办越
好，华文教育能继续在这块土地上茁壮成长。

当晚出席嘉宾包括彭亨州都赖区州议员邹
宇晖、美律区州议员李政贤、直凉区州议员梁耀
雯、晚宴筹委会主席徐忠善、劳勿中华商会主席
拿督斯里蔡兆生等。

黄亚珠：新纪元办学成绩骄人，可告慰已故
潘斯里李梁琬清

6月20日，第四场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义演
在霹雳育才独立中学盛大开演。此次义演由我国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主持开幕，成功为新纪元筹
获近10万令吉建设与发展基金。

大会主席黄亚珠高度赞扬这些年新纪元的办
学成果，他说，新纪元近期所交出的骄人成绩，
足以告慰已故潘斯里李梁琬清。他同时也呼请更
多社会贤达响应大会号召，在各地展开各种筹款
活动，齐心支持新纪元的发展。

槟州9个团体一条心，筹获20万令吉

槟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于6月22日举办第五
场，即最后一场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义演。在槟
州九大社团一条心的通力合作下，成功为新纪元
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筹获RM200,000.00。

义演协办团体包括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槟
州热爱华教团体工委会、槟州爱华联委会、凤凰
友好联谊会槟州联委会、21世纪槟吉玻联谊会、
槟威老友联谊会、纪念崔耀才教育基金会及槟城
锺灵独中。

当晚出席嘉宾包括槟州首长曹观友代表、
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魏子森、工委会主席傅振
造、财政杨福源、锺灵独中校长吴维城等。州
首长与魏议员在会上分别宣布拨出RM10,000及
RM2000支持本次义演。

综上所述，今年六月份的五场“天津滨海浪
花艺术团义演”，共为新纪元第二校园建设与发
展基金筹获近140万令吉的善款。

6月13日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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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站钟灵独中礼堂义演盛况。每一场都座无虚席。花样太极拳：《水墨兰亭》

众嘉宾为加影站文化汇演主持开幕仪式，左起为钱锦发、李
清文、拿督谢诗坚强、丹斯里彭茂燊、刘祥清、边瑞卿、丘
钦瀚、叶新田、许来贤、丹斯里吴德芳、罗伯良、冯军、莫

顺宗、叶观生、

霹雳育才独中董事长黄亚珠（左二）赠送水果篮予开幕嘉宾
副卫生部长李文材医生（中），左为叶新田博士；右起为莫

顺宗校长及筹委会主席黄仲贤。

劳勿站 槟城站

混声小合唱：《今夜无眠》 蒙古舞：《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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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纪元起飞了，同学起飞了

新纪元大学学院自1998年创校至今已然20 
周年，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皆源自社会，故此
新纪元一直秉持“成人成才，多元开放”的教育
理念培养学生。在多年来的奋斗及莫顺宗校长的
带领下，新纪元学院终于在 2016年12月30日获
得高等教育部批准由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迎来
更大的发展格局。校长期望不止在硬体设施上扩
充发展，也希望从内打造一座具艺术创意、活力
上进的有温度的校园，塑造与培养大学生积极、
有为、开朗、活泼的内在素质。新纪元已经准备
好了，要把校园的正能量，校园的好声音，满满
地传递出去。 

新纪元学生素来爱唱歌，这20年来，有为
自己写的歌，有为系做的歌，有为活动写的歌，
也有为社团创作的歌曲。校内虽然没有音乐系，
但有 I DO 音乐社，凝聚歌唱爱好者，常主办歌
唱大赛及歌唱表演。这些歌，代表了新纪元年轻
人的声音，也是一所校园最值得留住的初声，最
感动、最真心、最纯粹。 

2018年8月1日，校长在I DO音乐社内部交
流赛时，信誓旦旦宣布要为学生出一张音乐专
辑。于是定下了前988DJ邓丽思任监制、国际著
名音乐制作人彭学斌为我们学生制作专辑，并由
郑诗傧助理教授任统筹，启动“起飞运动”。这
个运动结合了新纪元师生及彭学斌团队共100人
参与制作，词曲创作人、演唱人、CD封面设计、
插画、MV故事人、导演等，全由新纪元学生创
作，这是一项横跨科系的联合制作。

校长希望透过这个运动能留住学生们大学
时光里最宝贵的，最纯粹的，青春的悸动，留住
那些未被社会柴米油盐酱醋茶所带走的童心与才
华。我们希望学生乘在新纪元的羽翼上，随风高
飞九万里，和着梦想的声音，扬长呼啸于空中，
飞落在每一座有梦的校园里，开启每个学子的心
扉。

经过一年艰辛的筹备，新纪元大学学院在籍
生与校友的原创作品终得以面世。《起飞》专辑
推介礼暨听歌会于10月8日上午开始，此会吸引
了不少商界与文教界人士莅临以共襄盛举，如多
美集团创办人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马来西亚
联合产权交易所创始人兼董事主席何义锋、八度
空间华语新闻主播陈嘉荣、988电台DJ王彪民等
等。现场总共来了780人，坐满整个大礼堂。听
歌会首先播放了回顾短片，紧接着邀请了专辑推
手莫校长及制作人彭学斌上台致辞，并插播了前
电台人卓卉勤与988电台DJ美云（Chloe）的受
访心得。

莫顺宗校长受访时感动地说，我们正式起飞
了。他说，推出这张校园专辑的过程虽然辛苦，
然而透过此次特别的机会将同学们的才艺放上大
舞台，他认为是值得的，而专辑的顺利诞生也证
明他们是做得到的。他鼓励同学们继续勇敢地梦
想，且在机会来到前需好好地装备自己，不间断
地耕耘，毕竟机会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

《起飞》校园民歌专辑共收录了十一首歌曲
（包括新院校歌），有《乐园》《用青春的长度

记马来西亚乐坛史上第一张由校方全力资助的校园民歌专辑——《起飞》

出品人：莫顺宗 制作人：彭学斌

监    制：邓丽思 统    筹：郑诗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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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一首歌》《相思豆》《嘿！老歌》《蝴蝶》
《我要我们在一起》《聚》《追风》《苏幕遮·
七夕月夜》《却倒影着我的样子》《中文人·中
文梦》。词曲创作及演唱人有梁馨元、李育濨、
陈祖泉、郑明慧、陈宇衡、谢惠媛、吴雪幸、许
炽鼎、叶姵吟、杨正豪、林凯珺、蔡子菘、吴宝
怡、柯伟伦、林千惠、廖学哲、范明诗、林碧
金、郑捷励、郑惠琦、刘泀嗪、陈建发、吴丽
萍、刘苡伶和陈欣子。

推介会后，邓丽思老师、郑诗傧老师也经常
给我们的歌手及词曲创作人培训，让他们能更有
自信地上电台宣传。在9月7日，《起飞》统筹
郑诗傧率领词曲创作及演唱人谢惠媛、郑惠琦及
MV导演莫尔到吉隆坡坤成中学出席《起飞》同
乐会，并分享制作《起飞》专辑的过程以及原创
曲的一些背景及故事。

这段日子，我们走访了许多电台与学校。如

从9月1日至12月31日共到访4家电台，分别是
988、ai FM、City PLUS及Melody FM电台，同
时《起飞》制作人彭学斌、监制邓丽思、统筹郑
诗傧、词曲创作及演唱人李育濨、郑惠琦、许炽
鼎、廖学哲、林凯珺、谢惠媛、陈宇衡及MV导
演莫尔成为电台嘉宾接受电台主持人专访。接着
从10月22日至今共拜访86所独中/国民型中学，
分别是吉隆坡循人独立中学、吉隆坡坤成独立中
学、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吉隆坡中华独立中
学、吉隆坡中华国民型中学、吉隆坡尊孔国民型
中学、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巴生滨华独立中学、
巴生兴华独立中学、巴生中华独立中学、巴生中
华国民型中学、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加影育华
国民型中学、新山宽柔独立中学、宽柔独立中学
古来分校、霹雳育才独立中学、马六甲培风独立
中学、沙巴崇正中学及亚庇建国中学等，进行宣
传及赠送《起飞》专辑。 

来年，我们继续起飞。

《起飞》统筹郑诗傧博士、词曲创作人及演唱人谢惠媛、郑
惠琦及mv导演兼故事人莫尔一起分享他们制作此专辑的过

程及原创曲的一些背景故事。

新纪元学生现场演唱新纪元校歌。

新纪元孩子们的梦想与歌声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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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届中华研究及东盟研究硕博课程开课

随着长久经营下设备、师资的渐臻充实，本
校自2016岁杪升格为大学学院后，当即展开了
设立研究所、开办硕博班的筹备与申请，并喜于
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先后获准开设
中华研究及东盟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基
础学制为硕班2年，博班3年。

9月21日，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首届研究生开
课典礼上，迎来了36位攻读中华研究及东盟研究
的硕博生，昭示着本校的科研教育自此起飞。这
同时也是作为一所高等学府的重要里程碑。这些
研究生们，既有应届的本科毕业生，亦不乏已在
业界卓有成就但仍秉持深造精进之心的学人。

隶属中文系的中华研究硕博课程，其专业内
容主要涵盖传统汉学及汉文化区域的种种相关课
题，并又以东南亚华人研究、马华文学和文化见
长。本届录取的硕士生有12位，博士生17位，
受委导师共9位。

隶属东南亚学系的东盟研究硕博课程，其专
业内容则以区域组织——东盟为主轴，并关注其
内部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以及文化层面相
关的议题。本届录取的硕士生有3位，博士生4
位，受委导师共3位。

9月份第一学期的研究方法课，由众导师联
合讲授各专题，充分体现本校多元共进的培养理
念。

我们期待为社会培养出在相应领域中具有厚
实、广博、系统、前沿的专业知识与开阔的文化
视野及襟怀，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与专
业教学工作，且胸怀理想、学养涵厚、品格端方
并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研究型、应用型、复
合型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胜任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出版机构、文化机构等单位的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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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浓情厚意献华教” 世界总统葡萄酒外交筹款活动

由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主办，
世界总统联谊会协办的“浓情厚意献华教”世界
总统葡萄酒酒外交筹款活动，于2019年6月正式
展开。该活动旨在推动华教事业，为我国华教机
构筹款，新纪元大学学院为受惠单位之一。

主办单位于6月21日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公
布活动详情。凡捐献受惠单位RM2000者，将获
赠世界总统佳酿葡萄酒一瓶，以此类推；捐献
RM30,000或以上者，除受赠相应数量的葡萄酒
外，也受邀出席10月31日晚间于华总大厦举办
的 “浓情厚意献华教” 世界总统葡萄酒外交筹
款晚宴，与世界名人齐聚一堂。

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盛情赞助的1.5公
升独特限量版世界总统佳酿葡萄酒，原价为人民
币8,488。此批葡萄酒分别以智利、保加利亚、

德国与南非四国的五名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  
（智利）、彼得斯托扬诺夫（保加利亚）、霍斯
特科勒（德国）、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和卡莱马
莫特兰蒂（南非）命名，弥足珍贵。其中智利前
总统爱德华多弗雷与保加利亚前总统彼得斯托扬
诺夫更应邀访马，造访部分受惠单位，并出席10
月31日的晚宴。本校中文系学生丘凯文、李育
濨、莫尔、冯维宣亦于晚宴上呈献诗歌朗诵——
《在新纪元的台阶上》，向海内外来宾叙述我国
华教的历史发展，颇受好评。

这场在马来西亚华教史上史无前例的筹款活
动，成功为董总、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大学学
院及关丹中华中学筹获马币500万令吉善款，而
巴生光华独立中、林连玉基金与吉兰丹中华独立
中学也分别筹得马币350万及马币300万令吉。

华总、完美集团和世界总统联谊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品世界总统佳酿葡萄酒”之名为华教筹款2500万令吉详
情。左起为郑懿铭、詹耀辉 、莫顺宗、陈进源、罗志昌、
钟来福、陈志勇、方天兴、姆朗嘉、陈南谕、谭志江、蔡世

才、叶翃瑚及吴建成

本校中文系学生（左起）冯维宣、莫尔、李育濨、丘凯文于
晚宴上呈献诗歌朗诵——《在新纪元的台阶上》，向海内外

来宾叙述我国华教的历史发展，颇受好评。

大会移交模拟支票予受惠单位。左
起为叶新田、丹斯里吴添泉、丹斯
里方天兴、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
弗雷、保加利亚前总统彼得·斯托
扬诺夫、陈南谕及莫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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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何灵慧导演音乐剧20周年慈善演唱晚宴

我国知名舞台音乐剧制作公司--亚洲音乐剧
制作，配合成立20周年纪念，与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于11月7日在吉隆坡好想吃
宴会厅联合举办“何灵慧导演音乐剧二十周年慈
善演唱晚宴”，晚宴成功筵开116席，为我校筹
获RM231,500的第二校园发展与建设基金。雪
隆潮州会馆、雪隆茶阳会馆、雪隆嘉应会馆、八
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和甲洞讲堂为本次慈善晚宴
协办单位。

由导演何灵慧创办的“亚洲音乐剧制作”，
是马来西亚原创音乐剧制作团队中的佼佼者，从
1999年的《释迦牟尼佛传》音乐剧开始，亚洲音
乐剧制作在20年间创作了多部让观众难忘的高水
平音乐剧，包括《天心月圆》、《雪域上的光芒：
文成公主》、《圆满的生命》、《KITA》、《花

啦啦歌舞团》、《四籍家话》、《遇见观音》及 
《药师如来》等。

当晚，由38位曾经参演以上音乐剧的艺
人，包括周博华、杨伟汉、黎升铭、友弟、林文
荪、杜君宁、沈诗芳、李怡霖、刘俊毅、尤俊
霖、龙纪翰和王明丽等聚首一堂，再次为观众呈
献音乐剧中的经典片段，带领观众回顾团队20年
来心路历程，展现出他们对舞台表演艺术的热爱
与坚持。

亚洲音乐剧制作团队在创作与推广舞台音乐
剧这条路上所经历的艰辛，堪比我国华文教育，
何灵慧导演透过20周年晚宴为我校筹款，是对我
校办学的支持与肯定，亦是对我国华文教育的感
恩与回馈。

精彩剧照 精彩剧照

何灵慧导演（左一）移交模拟支票于叶新田博士（右一）。
左二为雪隆潮州会馆会长兼大会主席林家光；右二为新纪元

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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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影响都与
海外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东南亚华人的文
化思想养成更是影响深远。今年适逢新文化运动
一百周年，作为东南亚最重要的华人民办高等学
府，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订于12月7日至8
日举办“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国际学术研讨
会”，藉此反思、发扬五四精神，故特邀世界各
地专家学者前来参与此次学术盛会。

这项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发表
论文，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
授、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中
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兆鹏教授、香
港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陈万雄、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副校长朱文斌教授、香港公开大学罗乐然
讲师。本地学者则有拉曼大学陈中和助理教授、
拉曼大学潘筱倩助理教授、马来亚大学陈湘琳高
级讲师、南方大学学院詹杭伦教授，以及本校莫
顺宗校长、伍燕翎副教授、廖文辉副教授、郑诗
傧助理教授以及廖朝骥高级讲师。其中，中国人
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授也是五四文人杨
度和梁启超的后人。

本次会议共安排了四个专题讲座，分别为杨
念群教授的〈五四“运动前后”个人主义“兴衰
史——兼论其”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
、王兆鹏教授的〈时空—体化——唐宋文学编年
地图平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意义〉、许纪霖教授
的〈两种启蒙：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
陈万雄名誉馆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百年文
化的发展——兼论东南亚华人文化发展的关系〉
。除专题讲座外，大会也安排了三个研讨会的场
次：“东南亚华文与记忆”、“传承、革新与在
地化”以及”国族认同与建构“。

配合这次研讨会，校方也规划了其他的周边
活动，像是 “民国出版五四名家作品特藏展”，
展示了本校陈六使图书馆的五四绝版特藏；“北
风南传：新文化运动与南来文化名人特展”则利
用了扩增实镜（AR）将南来文人的故事呈现在世
人眼中。现场也有中文系以及文运书坊的书展，
精选了与文化、历史和社会科学相关的书籍。研
讨会发表结束后，莫顺宗校长上台致闭幕词，为
此国际学术研讨会拉下帷幕。

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