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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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校长（学术与研究）

配合本校大学的发展格局与方向，各院系
的学术与研究事务由文平强副校长负责统筹与管
理。

为配合各院系的学术规划与发展，本校自
2017年8月起成立了文学与社会科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文平强教授自
2017年8月起受委为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负
责管理其架构下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教育系、辅
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东南亚学系及英文部的学术
与研究事务。

1.1 学术事务

1.1.1 落实未来三年的大学发展蓝图

配合本校设定的长短期大学发展方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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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国际联系与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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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各院系、注册处、研究生院及其它部
门的工作流程，我们也适时提供学术意见，同时
统筹、协调与协助制定各作业与流程。 

1.1.2 统筹、协调与制定各院系的学术 
 与研究事务

配合本校的发展方向，不定期统筹与协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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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院系处理MQA事务上，适时跟进各文
件与资料的完善及监督其素质保证。在各院系委
任或聘请学术人员、客座教授、访问学者、研究
员及其它相关的学术与研究工作事务上，我们适
时提供意见，并协助草拟相关委任之规章、聘书
或执行政策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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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委员会包括质量保证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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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各课程的学术素质，各院系所开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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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系已委任课程协调员，质量保证委员会
也在系、院及大学学院层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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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提升各院系的学术与研究发展

我们鼓励各院系开办与发展更多全新的学术
课程，同时积极筹办各类学术活动，以丰富教学
与学习成果。为完善大学机制的建立，协助拟定
与学术事务有关的规章。

各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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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术人员提供有关研究与出版的意见，包
括筹划新的学术期刊之出版。

我们鼓励本校的学术人员积极提升研究成
果，包括论文发表、执行研究计划与出版项目，
同时积极参加国内外研讨会并发表论文。各学术
人员一年至少需发表一篇论文或两篇书评，其
研究成果也可以出版为专书或发表于本校出版
的两本中文期刊及一本英文期刊，即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马来西亚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报》及《教育与教学研究》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每年不定期主办专题讲座，为各学术人员提
供一个平台发表其研究成果。

为符合教育部和MQA之要求，各院系讲师
也受促进修硕博课程，以达本校师资具备硕士与
博士学位比例的要求。

1.1.4 规划硕博课程的发展模式

配合本校未来三年的大学发展计划与方向，
我们与各院系及研究生院配合，共同商讨各院系
所开办的硕博课程之规划与发展模式。

我们于2017年起向教育部提呈申请“东盟
研究”（ASEAN Studies）硕博课程（研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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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办准证，东盟研究硕博课程分别于2018年
及2019年获得开办准证。本校是国内第一所以
东盟华人研究为硕博课程主题研究的私立高等学
府。为提呈大学评议会通过成立新的系所，我们
协助草拟成立东南亚学系的计划书，包含其成立
宗旨及职务范围。东南亚学系于2019年2月正式
成立，其主要功能为根据MQA要求执行东盟研究
硕博课程的行政与学术事务。

目前，本校仅有文学与社会科学院（文学
院）的中文系与东南亚学系于2019年9月开办
第一届硕博课程，其它院系也受促在未来三年内
尽快规划硕博课程的开办。中文系所开办的硕博
课程名称为中华研究硕士课程与中华研究博士课
程，而东南亚学系所开办的硕博课程名称为东盟
研究硕士课程与东盟研究博士课程。

1.1.5 提升学术人员的评估制度

为改进学 术 人 员 的 绩 效 指 标 （ K e y 
Performance Index, KPI ）之评估项目，以达公
平与精确地对教职员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我们
逐步设计与改进评估项目、制度与流程。

在处理两年一度的学术人员晋升机制，文平
强副校长协助设计晋升者所需具备的条件及为被
评估者受委为教授和副教授提供意见、完善化晋
升流程的标准作业程序（SOP）并参与被评估者
的面谈。

1.1.6 提升学术会议的质量

为提高本校学术事务的管理机制，文平强副
校长负责设立与主持“学术质量委员会（Quality 
Assurance Committee）”。为符合MQA对大学
层面的学术要求，原有的学术委员会（Academic 
Committee）改以新设立的委员会加以完善其学
术管理机制。自2019年7月开始，原有的学术会
议（Academic Meeting）改为学术质量委员会会
议（Academic Quality Assurance Meeting）。
本会议不定期召开，视各院系需要而召开。各院
系的院长与系主任、注册处主任/副主任受邀出
席会议，共同讨论各院系的学术事务包括课程开
办、MQA事务、考试事务、招生与国际合作等。

1.1.7 国际合作与交流

文平强副校长参与本校和西方国家大学
领导层及其他国外大专院校的国际合作讨论
与交流，如英国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校
长、Hull University 副校长，讨论议题包括学
术合作计划、教师交换计划与其他形式的合作
计划等。文平强副校长与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
系系主任庄正伟于11月30日至12月4日参访澳
洲墨尔本大学，为即将于2020年开办的新课程
（Cybersecurity）作国际合作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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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处

2.1 注册处（教务组）业务

2.1.1 行政业务

本部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院内现有商学系、
金融与会计系、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中国语
言文学系、媒体研究系、美术与设计系、戏剧与
影像系、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教育系和英文部
等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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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开始考试评议会下
放由各院系安排处理，教务处作最终审核，成绩
在大学评议会议通过后呈注册处（学籍组）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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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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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内及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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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士课程开班

第一届硕博士课程正式在本年9月21日举办
开课礼，并在10月5日正式上课。学生人数分别
为（1）中华研究硕士课程，7位；（2）东盟研
究硕士学位课程，2位；（3）中华研究硕士课程 
(在职)，5位；（4）东盟研究硕士学位课程 (在
职)，1位；（5）东盟研究博士学位课程，2位；
（6）中华研究博士课程，13位；（7）中华研
究博士课程 (在职)，2位

（6）学术质量委员会及课程发展与管理小组

为了提高各科系的学术品质及质量监控，
自今年6月开始学术质量委员会议（Academic 
Quality Assurance Committee）取代学术会议
（Academic Meeting）。同月，也成立课程发
展与管理小组（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主要职责负责发展和
监督教学标准作业流程（SOP），各院系教程相
关事宜，及教材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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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9 年各类奖学金发放总额为 R M     
2,297,235.00，受惠学生332人。

（8） 院级与校级优秀生评选业务

2019年开始注册处（教务组）开始建立校
级优秀生和院级优秀生评选业务，以鼓励本校学
业优秀的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校级优秀
生和院级优秀生评选后，即举办颁奖典礼。

2019年6月12号院级与校级优秀生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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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客座教授及访问学人

为提升本校学术发展与学术联系，同时为
学生拓展更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及学习视野，注册
处教务组新增了“访问学人”和“客座教授”
的申请办法，供国内外优秀学者申请至本校进
行访问研究。访问学人即（1）Mr. Hng Hung 
Yong；(2) Mr. Cheah Kwet Hiong, Jeffrey。客
座教授即（1）柯木林先生；（2）谢爱萍博士；
（3）Datuk Dr. Chiam Heng Keng；（4）黄健
教授；（5）王兆鹏教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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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me，简称IEP），让
学生逐步适应大专院校的英语学习环境。我们希
望通过此项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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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CEP学生人
数共为38位。

CEP学生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日游（Malaysia Chinese 
Museum one da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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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与开课礼、学籍管理事务
及举办毕业典礼。

2.2.1 新生报名及遴选

本部的主要工作目标为及时处理新生报名及
遴选，并定时在院内公布录取人数与相关资料，
以供各系与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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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发通知与资
料。

2.2.2 新旧生注册事务

为确保学生办妥注册手续，本部及时更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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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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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梯次注册日 1月3日
第二梯次注册日 2月28日
第三梯次注册日 5月9日
第四梯次注册日 9月11日

2.2.4 学籍管理事务

学籍管理的事务很繁杂，其中包括在报名、
入学阶段，确定学生资料完整及正确，将学生在
校期间的学习成绩、表现等建立档案，还有网
上公布学生成绩、邮寄学生成绩单、知会家长和
各系学生学习动态。为有效管理学籍的事务，本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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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本部的常年
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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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毕业典礼

今年主办2次毕业典礼，是为第二十届（春季）与第二十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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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系 第二十届（春季）毕业人数
（日期：3月24日）

第二十届（秋季）毕业人数
（日期：10月13日）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无 5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无 11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无 17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无 5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 无 10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2+2） 8 12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无 2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无 6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4 13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5 21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14 47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6 23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5 17
网站研发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7 6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0 26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1 27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无 5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7 26
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 森美兰 无 34
· 槟城 无 43
商业行政技术专业课程 17 无
电脑系统与软件工程专业课程 28 无
数码网络专业课程 11 无
多媒体与商业设计专业课程 24 无
创意彩妆与造型设计专业课程 10 无
商业行政技能专业课程 15 无
商业技能与办公室行政课程 8 29
互联网基础建设与网络课程 6 20
软件工程与移动应用程式开发课程 18 56
多媒体与商业设计课程 4 43
创意彩妆与造型设计课程 8 16
电子商务(网络零售与数码营销)课程 无 23
英国专业美容护理课程 7 4
中餐烹饪技职专业文凭课程 无 10
共计 223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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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院

3.1 前言

3.3 研究生院首次招生(2019年9月） 

3.2 国家学术资格鉴定机构之课程核准进度 

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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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筹备许久，终於在4月15至7月
31日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并于9月21日举办
研究生迎新日，将新纪元大学学院底下的4个研
究生课程导入正轨。

研究生院的行政规模也从2017年的1位发展
至2019年的5位，务求更全面地规划及实行研究
生院内及研究生的运营与细则。本院亦在2019
年与电脑中心合作建立研究生院网站及线上报名
系统，前者可让外界更了解本院的相关资讯、本
院活动及招生详情，后者更是对外提供更便利的
报名方式，使本院招生程序趋向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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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中华研究（CS）硕博士班、东
盟研究（AS）硕博士班、教育系（Ed）硕博士
班。商学系报告性双学位硕士课程则隶属于商学
系直接管辖。

其中，中华研究硕士课程于2018年11月21
日完成MQA的审核程序（Approval），东盟研
究博士课程于2019年2月12日完成MQA的审核
程序（Approval），东盟研究硕士课程于2019
年4月9日完成MQA的审核程序（Approval）

，而中华研究博士课程于2019年4月10日完成
MQA的审核程序（Approval）；以上所述之4项
课程皆在上述日期取得MQA正式核准通知信，得
以开办课程。

教育系硕博士课程已完成二次提审阶段
（Resubmission），并于2019年11月获知完
成MQA的审核程序（Approval），等待MQA
正式核准通知信；商学系报告型双学位硕士
课程已于2019年11月18日完成二次提审阶段
（Resubmission），等待MQA最终审核。硕博
课程申请时程如表一所示：

表一　新纪元大学学院对MQA申请开办研究型硕博课程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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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言文
学系

MA (CS) 26/1/17 6/7/17 6/9/17 21/11/18
PhD (CS) 13/3/17 26/9/18 10/4/19

东南亚学系
MA (AS) 20/3/17 7/9/18 8/11/18 9/4/19
PhD (AS) 31/5/17 7/6/18 12/2/19

教育学系
MEd 21/11/17 28/2/19 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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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18
29/8/18 已通过

商学系／计
算机科学与
信息工艺系

MBA End 
August Oct 2019 12/11/19

PhD (BS) Jan 
2020 18/11/19

美术与设计
学系 MFA

本院自4月15日至7月31日首次开放招生，
报名时间历时3个月半。此次招生共有33位本地
学生报名，最后成功注册学籍的学生达33位。国
际学生招生入学则由国际教育学院（IIE）直接管
辖。

在人数方面，中华研究硕士班共有12位学
生、中华研究博士班共有15位学生；东盟研究硕
士班共有3位学生、东盟研究博士课程共有3位学
生。2019年9月硕博课程入学人数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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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生院手册 

3.5 学生管理标准操作程序

3.6 学术管理 

No 课程简称
2019年9月招生

本地学生 国际学生 报名人数
1 MCS 12 1 13
2 MAS 3 - 3
3 PDCS 15 1 16
4 PDAS 3 1 4
总和 33 3 36

表二    2019年9月硕博课程入学人数

本院在修订研究生管理程序方面费时费力，
并将所有标准操作程序和必要的文件纳入研究生
院手册，以作为本校与学生在研究生管理程序上
的准则和指标。简化版研究生院手册已在9月21
日研究生迎新日当天发放于所有研究生，而完整
版研究生院手册则将在2020年9月前送印出版，
并将在9月开课日分发给所有研究生及相关人
员。完整版研究生院手册目录如下：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  简介
    1.  本校简介
    2.  本院简介
    3. 本院人员联系列表
II. 新纪元大学学院硕博课程相关资讯
    1. 本校硕博课程报名资讯
    2. 硕博课程简介

    3. 师资阵容
    4. 硕博课程行事历
    5. 学费折扣与津贴
    6. 陈凯希奖学金
III.  程序指导步骤文件
    1. 线上报名指导方法
    2. 学籍注册指导方法
    3. 论文的准备准则
IV.  程序指导方针文件
    1. 程序指导文件及流程（学生）
    2. 程序指导文件及流程（各科系）
    3. 程序指导文件及流程（研究生院与研究 
        生管理委员会）
V. 政策文件
    1. 学术政策管理
    2. 学术规则与条例
VI.  大学方位及本院地图

本院为了实施标准操作程序，而建立了一套
文件管理系统，并大多以列表和图表的方式鸟瞰
研究生管理操作程序。此系统包括：一、硕博学
生、各科系、本院与研究生管理委员会（GSC）

所有的程序指导方针；二、研究生线上系统（图
表），包括本院管理系统、学生及指导老师；
三、研究生程序管理文件列表（表格与书信）；
四、研究生管理流程（图表）。

本院于9月21日顺利进行迎新日，热烈欢迎
首批成功报名的硕博士生。当日活动主要侧重于
向硕博学生介绍本校硕博课程开办的心路历程与

特点，并通过讲座强调硕博士生对学术专业应有
的学习态度。

本院秉持优质教学与塑造良好的研究生体系
为信念，以主导研究生学术委员会（GSAC）及
研究生管理委员会（GSC）汇报与提呈所有关于
研究生标准操作程序上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相关

课题的决策，并同时于大学评议会议（Senate）
上呈报，以作为最终审核。另外，本院亦经常与
相关部门（注册处、电脑中心及国际教育学院）
开会，以协调及商讨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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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乔迁至新办公室 

3.8 陈凯希奖学金 

本院于9月18日乔迁至位于MKH Boulevard
的新办公室，乔迁后的首个活动即为9月21日进
行的研究生迎新日。当日莫顺宗校长、文平强副
校长、李锦兴副校长、黄永宝院长、各系主任及
讲师和部门代表等于本院办公室出席简单而隆重

的盛会，活动主要侧重于向硕博学生介绍本校硕
博课程开办的心路历程与特点，并通过讲座强调
硕博士生对学术专业应有的学习态度。本院首个
研究生迎新日行程表如下：

表三    研究生迎新日行程表

09:30am – 10:00am 报道及早点
10:00am – 10:20am 欢迎辞 校长  莫顺宗博士
10:20am – 10:40am 介绍辞 本院院长  黄永宝教授
10:40am – 10:50am 本校教职员介绍 副校长  文平强教授
10:50am – 11:10am 研究生介绍 中文系系主任  伍燕翎博士
11:10am – 11:20pm 茶叙
11:20am – 12:00pm 讲座“我的博士之旅” 商学系讲师 Dr Izwan Harith
12:00pm – 02:00pm 午餐 本校彩虹走廊
02:00pm – 02:20pm 学生校内系统导览 电脑中心主任  梁帏雄
02:20pm – 03:00pm 图书馆导览 陈六使图书馆馆长  庄璐瑜
03:00pm – 04:00pm 各系导览 中文系及东南亚学系

本院为秉持优质教学与塑造良好的学术环
境为信念，特于1月22日发函陈凯希基金会提出
建立“陈凯希奖学金”，以褒奖表现优异的研究
生。本院于12月11日取得陈凯希基金会书信通
知，承诺将捐赠10万令吉（RM100,000.00）
予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以资助从事马来西
亚本土研究和东盟研究的学生之学费。此奖学金
正式命名为“陈凯希奖学金”，陈凯希及其受益
人，未来可在本院的建议下，自行决定是否需增
加捐款数额。

“陈凯希奖学金”将全用于支付优异学生的
学费，若该年没有研究生获得此奖学金，则该款
项将保留给来年符合资格的研究生。陈凯希基金
会在12月19日举办陈凯希奖学金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公布此项合作及介绍此奖学金之特点，当
天莫顺宗校长、黄永宝院长、伍燕翎主任、白伟
权博士及本院行政人员受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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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简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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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科技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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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南大史料科
展等。在条件许可下，收集与整理相关专题研
究书刊。

4.1.1 专题讲座

（1）系列专题讲座（18）

日期     ： 1月28日
题目     ： 华人社会的法律与文化
主讲人 ： 王冠玺教授（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

研究所教授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系列专题讲座（19）

日期     ： 1月28日
题目     ： 感情变得平淡，关系是否要继续？
主讲人 ： 游国龙教授（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

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

（3）系列专题讲座（20）

日期     ： 3月30日
题目     ： 《吧城公馆：从印尼华人历史文献

的典范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开发 》

主讲人 ： 戴渊博士（荷兰皇家东南亚暨加勒
比研究所研究员）

（4）系列专题讲座（21）

日期      ： 6月26日
题目      ： 中国崛起的主因和外因
主讲人  ： 罗伯良教授（中国天津师范大学教

授）

（5） 系列专题讲座（22）

日期     ： 11月5日
题目     ： 新加坡开埠两百年纪念与《新加坡

华人通史》
主讲人 ： 柯木林教授（新马知名历史学者）

（6） 系列专题讲座（23）

日期      ： 11月15日
题目      ： 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与中华文化的

海外发展
主讲人  ： 曾玲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

（7）系列专题讲座（24）

日期      ： 12月6日
题目      ： 数字人文时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可视

化与智能化
主讲人  ： 王兆鹏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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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旧报翻阅计划

主要翻阅内部的旧报纸收藏，以资研究参
考。建立陈六使研究所的参考资料，设立陈六使
史料档案柜。此项计划的进行主要因为没有史料
文献就没有历史，收集与汇整1950年代始各中
文报章有关南大与陈六使的课题报道，是为铺陈
历史的基本工作。

4.1.3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座谈会

日期： 1月29日
主题： 心理文化学慕课系列：华人研究微专业

议题（一）：微专业介绍
解读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人的行为奥妙
（1）心理文化学基础
（2）华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
（3）华人的两性心理文化
（4）华人社会的法律、政治与文化
（5）华人社会的教育与文化
议题（二）：心理文化慕课系列合作方案
主讲嘉宾：
（1）王冠玺教授（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研究所教授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游国龙教授（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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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语言文学系

5.1.1 中文学士课程通过国家学术鉴定机构 
 全面鉴定

2018年11月22日至23日由教育部属
下的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alaysia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对本系中文学士
课程作出进一步评鉴，并于今年5月28日正式获
得MQA的全面鉴定（Full Accreditation）。这也
意味着中文学士课程符合马来西亚学术资格架构
（Malays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MQF），

其学术资格获得国家教育部的认可和肯定。 

5.1.2 第一批中文系本科毕业生

随着新纪元升格为大学学院，中文学士课程
亦获MQA全年鉴定后，我系于10月13日迎来第
一批本科毕业生，共16位。根据新纪元大学学院
规章，中文系学生符合120毕业学分，完成三年
学士课程，获颁毕业证书。陈建发和李毓琪同学
获一等荣誉学位。

5.1 中文系课程/学务/教务 

5.2 学术成果 

5.2.1 中文系主办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沙龙

（1）“2019年1月闽南语专题研究海外集
中上课”的课程

为了加强本土闽南研究及与海外学府的交

流，中文系与台湾屏东大学中文系于于1月18日
至24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举办“2019年1月闽南
语专题研究海外集中上课”的课程。此项目由廖
文辉老师与黄文车老师共同策划。屏大师生包括
教师2位、学生12位，共计14位于1月18至24日
到我校学习和调研。

(一）论文发表

5.2.2 讲师参与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沙龙：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廖文辉 雪隆河婆同乡会

新村团拜讲座
马来西亚华人的
姓氏和堂号

2月10日 雪隆河婆
同乡会馆

雪隆河婆同乡会

廖文辉 华团会馆史研究
的回顾与前瞻暨
吴华逝世一周年
纪念研讨会

<血缘组织研究之
回顾与前瞻>

4月27日 南方大学
学院

南方大学学院

廖文辉 2019民俗与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传
统行业概论>

5月3日-4日 台湾南华
大学

台湾南华大学

郭思韵 第十届中国古文
献与传统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

建武时期经、
谶合流考

10月12日 香港理工
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
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古籍所

伍燕翎 东南亚华人与新
文化运动国际学
术研讨会

新旧交会互放的
光芒：南洋大学
中文系的文学姿
态和精神传递

12月7日-8日 新纪元大
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二）课题主讲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白伟权 Nusantara南方人

文沙龙
从半熟蛋文化看马
来半岛华人地域社
会的划分与形成

3月19日 国立成功大学 国立成功大学台湾
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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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 Nusantara南方人
文沙龙

从半熟蛋文化看马
来半岛华人地域社
会的划分与形成

3月20日 国立东华大学 台湾文化学系暨
研究所

白伟权 Nusantara南方人
文沙龙

国家·经济与华人
移民社会：十九世
纪至二十世纪初台
湾与马来西亚的跨
域比较

3月21日 国立台湾大学 国立台湾大学中
文系

郑诗傧 文案人工作坊 -- 4月13日-1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马港文化交流专

题讲座
华教你在东南亚的
名字与身份？

6月1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南方大学学院、
韩江大学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

白伟权 生命经理师
研习会

从义山看早期本地
华人的生死观

6月13日 双威酒店 富贵集团

伍燕翎 大山脚武吉文学
营《山脚酝文》

谈散文创作 7月6日-7日 大山脚日新独中 大山脚日新独立
中学

白伟权 安徽师范大学移
地教学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的整体认识殖民经
济、区域划分、族
群关系

8月7日 马来亚大学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郑诗傧 星洲记者营 古代文学的美和学
习古文的窍门

8月16日 SMK Taman 
Bukit Maluri

新纪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史地交响乐工作
坊：教师班

-半熟蛋中的马来西
亚华人区域地理
-会党告诉你的大
历史

9月14日 大山脚日新独中 大山脚日新独中、
新纪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史地交响乐工作
坊：学生班

-半熟蛋中的马来西
亚华人区域地理
-会党告诉你的大
历史

9月15日 大山脚日新独中 大山脚日新独中、
新纪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导游学院 拿律战争 9月24日 导游学院 导游学院
白伟权 客家与族群研究

学术联盟计划/东
南亚客家研究理
论与方法工作坊

理论与实务：地理
学观点下的东南亚
华人研究

10月3日 国立交通大学 国立交通大学客家
文化学院

白伟权 客家与族群研究
学术联盟计划/东
南亚客家研究理
论与方法工作坊

地理资讯系统与马
来西亚数位人文
研究

10月5日 国立交通大学 客国立交通大学家
文化学院

白伟权 客籍锡矿家及锡
矿业历史工作坊

从胡子春到胡曰
皆：谈霹雳华人矿
家家族的在地发展
故事

10月26日 金宝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
中心主办，近打锡
矿工业博物馆、
务边历史文物馆、
金宝历史文物馆、
金宝增龙会馆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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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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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文辉 《淙淙巴冬河——巴冬

华人社会发展史》推介
礼讲话

推介嘉宾 1月12日 麻坡巴冬
永春会馆

麻坡巴冬永春会馆

白伟权 《淙淙巴冬河：巴冬华
人社会发展史》新书
推介礼

主持 1月12日 麻坡巴冬
永春会馆

麻坡巴冬永春会馆

白伟权 华夷风起:槟城文史研
习营

田野导师 7月8日-13日 槟城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
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
会以及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
研究院联合主办

伍燕翎 第五届新曦中文学坛 场次点评 7月22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

郭思韵 第五届新曦中文学坛 场次点评 7月22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

伍燕翎 第三届马来西亚华人民
俗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场次点评 9月14日 林连玉
基金会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

白伟权 客家与族群研究技艺
工作坊

评论人 10月4日 国立交通
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伍燕翎 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
动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持 12月7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郑诗傧 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
动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持 12月7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第五届锡矿节“
锡日好风光”名
家开讲

拉律战争时期的那
些人那些事

10月27日 金宝 近打锡矿工业博
物馆

白伟权 中央大学客家语
文暨社会科学学
系移地教学

鸡蛋与马来西亚华
人族群的地理空间

10月29日 马来亚大学 马来亚大学语言
学院

郑诗傧 《一技之长，迈
向未来》技职生
活体验营

听从内心的声音 12月1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5.2.3 讲师学术著作出版

（一）专著/编著

· 廖文辉著：《马来西亚：多元共生的赤道
过度》，台湾：联经出版社，2019年。

· 廖文辉编：《2019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论文集》，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
元大学学院，2019年。

· 白伟权、莫家浩、庄仁杰主编（2019）
，《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港主与地
方社会》，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 白伟权、黄燕仪、苏美红责任编辑（2019）
《高中地理教科书：自然地理》，加影：董教总华文
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委员会。

· 郑诗傧主编：《中文人》（总第19期）
，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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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论文

· 伍燕翎：《华语第一语言教学在马来西
亚私立和国际学校的实践》，载《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3期，2019年5月，
页 7-14。

· 郭思韵：《宇宙图式关联思维的文学意义
及其对文化意象构筑的隐性引导与衍化》，[马
来西亚]《韩江学刊》，第1期，2019年2月，页
123-155。

· 郭思韵：《谶纬文献中的“图谶史”建
构及孔子与“河洛图书”之关系递变》，[台湾]
《淡江中文学报》，第40期，2019年6月，页
45-76。

· 林素卉：《方言的接触与相互交叠—试
论新山地区的闽南语》，《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
刊》，2019年第22期，第157-178页。

· 白伟权、韦烟灶、徐胜一（2019），   
〈陆丰客家下南洋的故事：「渡台悲歌」续篇〉
，页1-36，《台湾文献》。（THCI）

· 郑诗傧：《〈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子部文
言小说著录来源考》，《学文》，2019年第16
期，待刊。

· TEY Shi Bin：Suicide Prevention: A 
Discussion on the Implications of Pre-Qin 
Dynasty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Modern 
Society，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ume 8, No 1, 2019. (forthcoming)

· 郑诗傧：《永春人与柔佛东甲布业》，载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8
卷第2期，页59-66。

（三）析出文献

· 廖文辉著：<马来西亚华人饮食史略论>
，廖文辉编：《2019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论文
集》，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出
版，2019年，第313页。

· 白伟权、黄燕仪：〈经典译注：新加坡
义兴公司的崛起与没落〉，《208新山华族历史
文物馆年刊·港主与地方社会》，2019年，第
131-156页。

· 郑诗傧：《私人藏书家之用藏与舍精
神——兼谈陈六使图书馆私人藏书库》，载《中

文人》，2019年第19期， 第64-66页。

· 郑诗傧：《论国民中学新版华文教材
（KSSM）的编纂情况》，张禹东、庄国土主
编：《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七辑），上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4-71页。

· 郑诗傧：《论台湾电视歌仔戏的发展及其
马新观众研究》，廖文辉主编：《2019年马来
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八打灵再也：策略
资讯研究中心；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9
年，第159-190页。

· 黄薇诗：《净选盟运动中的华裔政治认同
研究》，詹缘端、范若兰主编：《比较视野下的
东南亚华人研究：2018年第四届马来西亚华人
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
心，第167-188页。

· 伍燕翎：《马来西亚汉语传播的发展》，
杨绪明、吴英成主编：《“一带一路”背景下东
盟汉语传播研究》，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页
120-135。（待出版）

（四）其他

· 伍燕翎：〈分水岭上新纪元〉，《新光》
第九期，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2019年6
月，页22-25。

· 伍燕翎：〈文学史外的江湖事——曾翎
龙《吃时间》，载《星洲日报·副刊·马华独立
国》，2019年1月22日。

· 伍燕翎：〈当代的力量：《野芒果：马
华当代小说选（2013-2016）》〉，载《星洲日
报·副刊·马华独立国》，2019年2月25日。

· 伍燕翎：〈马华潮籍作家的光圈〉，载 
《星洲日报·副刊·马华独立国》，2019年4月
1日。

· 伍燕翎：〈狂奔向自由的文学旷野——方
路《半岛歌手》、《火蛋糕》和《白蹄狗》〉，载
《星洲日报·副刊·马华独立国》，2019年4月
22日。

· 伍燕翎：〈南大遗子的魂魄与风骨——李
业霖学人随笔〉，载《星洲日报·副刊·马华独
立国》，2019年6月3日。

· 伍燕翎：〈民间视角的我方历史——廖文
辉《马来西亚——多元共生的赤道国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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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副刊·马华独立国》，2019年7月
22日。

· 伍燕翎：〈梦境、边境还是绝境——薇达
小说《边境》〉，载《星洲日报·副刊·马华独
立国》，2019年8月19日。

· 伍燕翎：〈马来西亚华人史上的黑日——
《彼南劫灰录》〉，2019年9月17日。

· 伍燕翎：〈林离、星座诗社和马华现代
诗——读林离《此后文字》〉，载《星洲日报·
副刊·马华独立国》，2019年11月18日。

· 伍燕翎：〈大时代下的女性身影——萧思
莲的民族斗争〉，载《星洲日报·副刊·马华独
立国》，2019年12月13日。

· 廖文辉著：《淙淙巴冬河——巴冬华人社
会发展史》（柔佛：麻坡巴冬永春会馆，2019
）序文。

· 廖文辉著：《史海拾贝》（雪兰莪：大将
出版社，2019）序文。

· 白伟权（2019年1月20日），〈被遗忘
的《邦咯副约》：纪念拿律终战145周年〉，   
《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 460945。

· 白伟权（2019年3月18日），〈看得见
的拿律女性：英治前夕一场妇女营救行动〉， 
《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 467068。

· 白伟权（2019年6月28日），〈威震
南邦：拿律战争与锡克人的扎根〉，《当今
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
umns/481596。

· 白伟权（2019年10月16日），〈锡
矿产业链中的拿律—槟城福建商人〉，《当
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496144。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邱
菽园》（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OPwtvFeUN7M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黄

遵宪》（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qG0-SQLWHQw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丘
逢甲》（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RtqEzEgWjDg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康
有为》（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jmTRFl56aNw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老舍》
（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9
年。https://youtu.be/F0O6bhrsIcc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郁
达夫》（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xcc7tkdJT-o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胡
愈之》（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HXFXQblR5Y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刘
以鬯》（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tPLDYxOHnsg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凌
叔华》（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bvII9NwdJhk

· 白伟权企划：《一分钟南来文人：苏
雪林》（影像文献），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2019年。https://youtu.be/gaTlgbhTIRE

 5.2.4 中文系出版品

· 郑诗傧主编：《中文人》（总第19期）
，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9年12月。

· 曾荣盛编：《学译》新纪元中文系翻译课
作业集2018，吉隆坡：馨艺苑，2019年7月。

5.2.5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一）国外大专中文系到访

· 台湾国立屏东大学到访，11月1日。

· 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到访交流，12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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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中文系赠送纪念品给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

伍燕翎主任及白伟权老师带领辅仁大学师生参观陈六使图
书馆。

（二）本系造访各单位

· 拜访吉隆坡台湾学校，11月1日。

· 拜访古晋四所独中：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古晋中华第四中学、石角民
立中学，10月28日。

（三）国内外实习合作

· 台湾国立屏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四学生
到我系实习，7月18日至29日。 

（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陈展纲要

· 中文系荣幸获丹斯里吴德芳博士邀约参与
第二期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陈展纲要的撰写。撰
写成员有本系的伍燕翎、廖文辉、郑诗傧、白伟
权和媒体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廖朝骥。

5.2.6 专业实习

· 本系三月份学期共有18位同学进行为期
12周的专业实习，包括：2位大三续读生，即戴
钰良、纪林蔚。15位大二生，即黄嘉琪、叶美
怡、张薇琪、邱媛雁、林恩彤、沈彤芯、林茵
茹、张诗敏、黄思敏、余焯颖、许愫庭、黎慧
盈、周文骞、李沚暄、梁瑄倪。2位大一生，即
丘文洁、何子昂。

5.2.7 论文写作指导

（一）本科学位论文

· 本系5月份学期共有12位大三同学进入
毕业论文撰写阶段，分别是林恩彤、黎慧盈、黄
嘉琪、张薇琪、许愫庭、张诗敏、黄思敏、邱媛
雁、沈彤芯、叶美怡、林茵茹、余焯颖，并依据
课题研究方向由系上伍燕翎副教授、廖文辉副教
授、郑诗傧助理教授、郭思韵助理教授及黄薇诗
讲师就任论文导师。

学生 题目 指导老师
林恩彤 论吕后之功与过 郑诗傧师
黎慧盈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

园》的隐晦书写及其张力
体现

郑诗傧师

黄嘉琪 从“女”部字看其属性问题 郭思韵师
张薇琪 论靖康之变对李清照作品

的影响
郭思韵师

许愫庭 狭邪小说接受史研究 郭思韵师
张诗敏 论金庸作品中侠义观的内

涵流变及其再诠释
郭思韵师

黄思敏 柳永及其歌妓词研究 黄薇诗师
邱媛雁 汉代酷吏初探 黄薇诗师
沈彤芯 马来西亚华人的诞生礼仪 廖文辉师
叶美怡 从张爱玲的小团圆看其对

父亲形象的书写
伍燕翎师

林茵茹 从戴小华长篇小说《忽如
归》看其个人家族史的建构

伍燕翎师

余焯颖 论马华文学典律的形成 伍燕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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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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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校外专访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郑诗傧 新纪元大学学院全

国中学生大专体
验营

文案力 1月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雪隆森史地科研习
分享会

历史与地理的结
合：从半熟蛋看马
来亚华人地域空间
的形成

4月20日 芙蓉中华中学 芙蓉中华中学

白伟权 巴生四独中柔佛海
岸考察

马来半岛南部沿线 5月18日-20日 巴生兴华中学 巴生兴华中学

黄薇诗 尊孔华中华文讲座 学习文言文并不难 8月10日 尊孔华中 尊孔华中中文组
伍燕翎 星座诗社50周年

社庆系列活动
文学教育的爱与愁 10月26日 古晋中华第一

中学
砂拉越教育厅、
砂拉越星座诗社

黄薇诗 尊孔华中华文讲座 学习文言文并不难 8月10日 尊孔华中 尊孔华中中文组

受访人 主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采访人
白伟权 为何会叫义山？本土华人墓碑的

故事，你了解吗？
4月1日 AI FM 爱FM：画龙点睛节目

白伟权 十分钟一本书 10月29日 CITYPlus FM CITYPlus FM：十分钟一本书
白伟权 从早期义山看大马华人的生死观 11月6日 CITYPlus FM CITYPlus FM：下班忙什么？
伍燕翎 五四运动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12月8日 AI FM AI FM：博士来聊

5.5 活动

5.5.1 第7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

中文系与文化推广中心于4月20日联合主
办第7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人数
达600人左右。本次活动也获得希望阅读、爱华
文，以及星洲日报、活力副刊、学海等媒体作为
协办单位。一日营邀请了许多文字工作者前来提
供讲座，讲题如下表：

主讲人 讲题
苏润云 中文与写作
林世玲 中文与艺术
林韦佳 中文与文创
林韦地 中文与出版
陈颖惠 中文与医生
王修捷 中文与音乐
吴鑫霖 中文与编辑
李璘 中文与广播
陈建发 中文系人

主讲人分享他们与中文的故事

座谈会主讲人分享中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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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全体大合照

5.5.2 第14届文学周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于7月21日至24日，
在新纪元大学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第14届文
学周，主题为“光影之间”。本次文学周也举办
了“之间”摄影比赛（7月17日截止）与手写征
文比赛（7月20日截止），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
23日，所有得奖作品都在文学周期间展示于黄迓
茱活动中心。 

· 7月21日拉开本届文学周序幕的，是由
汉巫翻译前辈曾荣盛及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
出版组组长廖丽珊副教授主讲的翻译文学座谈会 
“马中文化：文学间译界交流”，接下来有马

华作家龚万辉及潘舜怡的“画里有话：我想对你
说”，谈游走于绘画与文学之间的心得。

· 7月23日，有方言田调工作者张吉安的 
“悠悠时光：听憨人，说吉光片羽”民间文学真
人图书馆座谈、伍燕翎及张荣钦的“千里之行：
字里行间的美景”重游文学座谈，以及梁文聪及
郭朝河的“影像世界：跨越时空的交流”电影分
享会与工作坊。 

· 7月24日的压轴活动有我国新闻主播王
菁忆与大家分享“动静之间：镜头前后的文静与
冒险”。王菁忆同时也将是本届文学周的闭幕嘉
宾。

第14届文学周开幕仪式 马华作家龚万辉及潘舜怡在“画里有话：我想对你说”讲
座，谈游走于绘画与文学之间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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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第5届新曦中文学坛

中文系系办主催、系会主办的青年学者论
坛——新曦中文学坛，为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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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领域的青年学子
搭建一个交流学术、沟通思想、砥砺共进的对话

平台；鼓励学生关注学术动态，积极探索创新、
拓展视野，共同建设学术大业；以及为传承汉
学、弘扬文明添砖加瓦。

第五届新曦中文学坛于7月22日举办，由本
系丘凯文同学任主席，郭思韵博士任顾问，系上
老师参与论文指导、书面评阅及讲评工作。与会
发表情况如下：

荣誉 姓名 单位年级 题目
优秀 陈建发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学士 论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陈氏家族会在马来西亚的重

建与发展
优良 黄义斌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学士 论霹雳坝罗大伯公古庙信仰的形成与祭祀仪式
优良 苏琬婷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大二 汉英味觉词“甜”和“sweet”对比
优良 丘凯文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大一 论李碧华改编电影中香港意识的承袭与消解：以

《胭脂扣》与《霸王别姬》为例
优良 郑田靖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大三 雨林中的凝视：论《大河尽头》想象的视觉性
优良 徐岁岁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大三 马来西亚华语声调的实验测量
嘉勉 莫尔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大一 追逐与拉扯——论《追风筝的人》中的风筝意象
嘉勉 叶明丽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二 贺铸词水性意象的情感基调
嘉勉 林洁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士 《家》的解构阅读
嘉勉 李慈谦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硕二 [知行]与[天道]——以《论语》、〈中庸〉文本为

讨论中心
嘉勉 陈菀清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硕二 《韩非子》按断复句研究——以〈说林上〉篇为例
嘉勉 陈敬鸿 国立台湾清华大学华文所硕一 写作与追寻——论董启章《双身》与黎紫书《告别

的年代》的创作意图与追寻意识
嘉勉 杜姁芸 国立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大三 虚构、符号与历史的辩证——论董启章《地图集》

的地方书写技法与内涵

第五届新曦中文学坛海报 新曦学坛场次点评老师针对论文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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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曦中文学坛优秀、优良论文发表人及大会总结人合影

5.5.4 第2届“天行健中文大奖”

第2届“天行健中文大奖”于7月21日在新
纪元大学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举行。这项活动是
由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主办，雪隆太平华联校
友、“爱华文”工委会、希望阅读计划，以及星
洲日报联办，并吸引超过150人参与其盛事。其
宗旨是为配合马来西亚华教200周年纪念、鼓励
马来西亚各源流中学推广与发扬华文教育、对优
秀中文教师和学生给予认可与推崇，以及培育爱
护华文的新生代。

第2届天行健中文大奖得奖名单：
年度最佳华文学会/文创社大奖

首奖：钟舒慧（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
评审奖：张行健（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评审奖：郭文杰（尊孔独立中学）

评审奖：林俐俐（直落拿督美以美国中）

年度杰出青年华文教师大奖
首奖：翁柳洁（巴生兴华中学）
评审奖：洪顺吉（太平华联中学）
评审奖：黄伟明（适耕庄育群华中）

年度学生最佳华文表现奖
首奖：杨柏恒（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评审奖：白湘怡（新山宽柔中学）

优秀奖：赖威竣（太平华联国民型中学）
优秀奖：邹津辉（万津美以美国中）
优秀奖：莫尔（新纪元大学学院）
年度大专中文系生杰出表现奖

首奖：丘凯文（新纪元大学学院）
评审奖：梁馨元（新纪元大学学院）
评审奖：刘恺璇（南方大学学院）

天行健评审代表为本届中文大奖成绩做总评发言天行健年度大专中文系生杰出表现奖得奖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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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届天行健中文大奖得奖者大合照

5.5.5 F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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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32位学生于11月
30日至12月2日到森美兰州波德申进行三天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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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最后一
天，学生也登上了Tanjung Tuan森林保留地山峰
的灯塔，缅怀曾经寓居于此的南来文人康有为，
并欣赏马六甲海峡的波澜壮阔。间中，导师也讲
解了当地的历史与自然环境。

FCC户外教学团康游大合照

FCC户外教学同学成功登顶 

5.5.6 北风南传：新文化运动与南来文化名 
 人特展智慧AR书签

跨领域是掌握未来竞争力的所在，12月7日
至8日，趁着“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国际学
术研讨会”，我们做了一项新尝试，就是将文史
融入AR技术，因此促成中文系和电脑科学与工
艺学系一起合作，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尝试
将南来文人数位化，让影片和人像能在一张小小
的明信片书签中显现出来。当读者扫描明信片正
面的照片时，手机便会出现介绍该文人的视频，
该视频由学生录制讲解。当读者以手机扫描明信
片背面的QR码时，便会出现该位文人的立体图
像，供人合照。本计划由白伟权负责，幕后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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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生的参与，包含统筹赖苾君，人物故事统
整丘凯文、解说与拍摄的冯维宣、苏婉婷、李育
濨、姚凯雄、莫尔，图片设计的梁馨元、影片后
制的何致豪，以及展览设计的王歆溋、曾馨仪、
钟晓莹同学。

北风南传：新文化运动与南来文化名人特展智慧AR书签

5.6 活动评审及其他

姓名 性质 事项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伍燕翎 评审 2019年雪州中学生华文文学

创作比赛州级赛
- 新纪元 教育局主催

伍燕翎 评审 第15届花踪文学奖新秀奖
（小说组）

- 星洲日报 星洲日报

伍燕翎 评审 第二届天行健中文大奖 - 新纪元 新纪元中文系
伍燕翎 评审 2019年度第五届吴德芳杰出

华文教师奖
- 留台联总 吴德芳基金、留台联总、

新纪元大学学院、世界企
业家基金会

伍燕翎 评审 2019年第一届“瑞玉杯”忆
良师散文奖（青少年组）

- 星洲日报 星洲日报及《学海》周刊

伍燕翎 评审 2019年第九届新雨文学奖 - 中华独立中学 中华独中华文创作学会
伍燕翎 评审 2019年全国“孝亲敬老”

征文赛
- - 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伍燕翎 评审 《一带一路·恩路之旅》全
国华文文学征文比赛

- -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文
化基金

郑诗傧 评审 雪州中学华语即席演讲比赛 7月31日 巴生福建会馆 巴生福建会馆

5.7 荣誉 

5.7.1  在籍生表现

获得者 项目；荣誉/表现 作品（如有） 日期
李毓琪 新纪元大学学院第20届（秋季）毕业典礼：全

人教育奖
-- 10月13日

李毓琪 新纪元大学学院第20届（秋季）毕业典礼：一
等荣誉学位

-- 10月13日

陈建发 新纪元大学学院第20届（秋季）毕业典礼：全
人教育奖

-- 10月13日

陈建发 新纪元大学学院第20届（秋季）毕业典礼：一
等荣誉学位

-- 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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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发 第五届新曦国际中文学坛优秀论文 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陈氏家族会
在马来西亚的重建与发展

7月22日

黄义斌 第五届新曦国际中文学坛优良论文 论霹雳坝罗大伯公古庙信仰的形
成与祭祀仪式

7月22日

苏琬婷 第五届新曦国际中文学坛优良论文 汉英味觉词“甜”和“sweet”
对比

7月22日

丘凯文 第五届新曦国际中文学坛优良论文 论李碧华改编电影中香港意识的
承袭与消解：以《胭脂扣》与《
霸王别姬》为例

7月22日

莫尔 第五届新曦国际中文学坛嘉勉论文 追逐与拉扯——论《追风筝的
人》中的风筝意象

7月22日

丘凯文 第二届海鸥青年文学奖：评审奖 《忘情谷》 3月16日
丘凯文 第二届天行健中文大奖：首奖  -- 7月21日
丘凯文 《给天空的诗》诗歌创作比赛：入围奖 《伤城》 7月8日
梁馨元 花踪新秀文学奖新诗组：首奖 《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 8月4日
梁馨元 花踪新秀文学奖散文组：入围决审 -- 8月4日
梁馨元 瑞玉杯忆良师散文奖：首奖 《方格宇宙》 9月
梁馨元 双溪龙拉曼大学2019已亥年挥春比赛：公开

组优秀奖
-- 1月20日

梁馨元 己亥年 Spectrum Shopping Mall 挥春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 1月25日

梁馨元 2019己亥年锡米山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 1月27日
梁馨元 2019己亥千人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 2月16日
梁馨元 双溪威新村2019年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 1月20日
梁馨元 天行健中文系杰出表现奖：优秀奖 -- 7月21日
张佩珊 双溪威新村2019年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 1月20日
张佩珊 2019己亥年锡米山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 1月27日
张佩珊 己亥年 Spectrum Shopping Mall 挥春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 1月25日

张佩珊 2019己亥千人挥春比赛：家庭组冠军 -- 2月16日
张佩珊 1 Shamelin Mall 2019年挥春比赛: 公开组鼓励

奖
-- 2月17日

张佩珊 天后宫己亥年全国挥春比赛: 大专组入选奖 -- 2月24日
张佩珊 第20届潮青全国学艺比赛: 公开组对联 优秀奖 -- 4月28日
张佩珊 第20届潮青全国学艺比赛: 公开组硬笔 优秀奖 -- 4月28日
张佩珊 第28届全国潮青华文硬笔书法比赛: 公开组优

秀奖
-- 4月28日

张佩珊 大智图书馆佛诞书法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 4月21日
张佩珊 陈金火杯全国书法公开赛: 安慰奖 -- 7月14日
张佩珊 Atria Shopping Gallery中华书艺大赛: 公开组

小楷 优秀奖
-- 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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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新纪元校级与院级优秀生

·荣获2018年校级优秀生特别奖：丘凯
文同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2018年学年度
中，学习态度认真，自创校以来以全A+成绩结
业（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表现优异，荣获
2018年校级优秀生特别奖。特颁发现金奖马币
1000元和证书，以资鼓励。

·荣获2019年5月校级优秀生4位：丘凯
文、冯维宣、苏琬婷、林千惠。

·荣获2019年5月院级优秀生15位：李沚
暄、林恩彤、许愫庭、黄诗茵、陈慧欣、梁馨

元、莫尔、姚凯雄、廖珂盈、林欣慈、马俊泓、
张淑钧、范明诗、叶荣添、丘芷绮。

5.7.2 在籍生奖助学金受惠

奖助学金
名称

颁发单位/
赞助方

受惠者 受惠金额

太平华联助
学金

雪隆太平华
联校友会

张嘉文、
陈慧欣、
朱慧心、
梁瑄倪

RM5000

优秀贫困生
爱心捐赠

马来西亚苏
商总会

-- RM8800

5.8 新闻报道题录

5.8.1  涉系办者

日期/时间/版次等 媒体 主题/事项
3月11日 星洲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班3月报名
3月26日/全国/华社 星洲 新院中文系 · 博士课程接受报名
7月16日/全国/华社 星洲 新纪元中文系· 21日起办文学周
7月22日/地方/大都会 星洲 天行健最佳华文学会与文创社奖蒲种国中一校获首奖
8月16日/全国/华社 星洲 富贵集团新纪元联办讲座·14堂课推行生命教育
8月27日/市场动态 光华 富贵集团与新纪元大学学院推动 9月份14堂“生命教育学堂”讲座
11月8日/全国/华社 星洲 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 新纪元12月7日办研讨会
10月23日/地方/年轻人 星洲 天行健中文大奖颁奖礼·自强不息 推广华文
12月19日/全国/华社 星洲 供新纪元硕博生申请· 陈凯希基金设10万奖学金

5.9 筹获款项

· Mr Eddie以已故拿督林志城的名义捐献马
币3万予2019年天行健中文大奖。

· 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捐献马币1万予2019
年天行健中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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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系

6.1 教育系大事记

6.1.1 “应用华语教育”易名为“汉语国际 
 教育”

以“立足本土，放眼国际”为课程建构出发
点，实现课程国际化的目的，原“应用华语教育
专业”于11月正式易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课程的新名称，寓意着“将汉语的语言教学推
广为国际普及的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于2010年开
办，这开创了马来西亚本土培养汉语国际教育教
师的先河。目前开办的课程有“汉语国际教育学
士课程(BEDU-TCSL) ”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文凭课程 (TCSL) ”。

6.1.2 教育与教学国际研讨会 暨第三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于10月19日至20日在
本校黄迓茱活动中心主办了“教育与教学国际研讨
会暨第三届“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
会”。本次研讨会主要分为四个方向进行探讨，分
别是华语文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研究、华语文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研究、教育理论探讨，及教学实践研
究，以进一步推动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为
目的，促进马来西亚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在教育、教
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本次会议邀请了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郭熙
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研中心符传丰
院长、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部教授暨
研究生院朴宰雨院长、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教
育研究所王智弘副教授及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
代语言传播学院洪丽芬副教授担任专题演讲主讲
人。此外，本次的会议共邀请了14位学者担任会
议主持人，共45位学者发表论文，并分成6个专
题演讲，9个专题进行。

同时，在研讨会的开幕礼上邀请了学刊顾问 
郭熙教授主持《教育与教学研究》推介礼。

嘉宾们在研讨会的开幕礼主持《教育与教学研究》新书推
介礼

6.1.3 老挝教育志工团

继2018年与Lao My Home Foundation的
合作经验，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再次应邀组织
教育志工团到老挝进行教育服务。本次共招募了
18位来自“幼儿教育专业”及“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课程的师生参团，于8月29日至9月5日出发
前往老挝展开为其8天的志工服务，成员包括：
张伟隆、李璘、李淑仪、邬玉媚、张万霖、蔡春
美、黄敏诗、黄永乐、刘镁仪、陈矜妤、黄秀
雯、蔡廖依恬、吴宇萱、林彩雪、符芳慧、黄念
慈、何心洁、林恩如。

在服务的8天里，职工团到了1所幼儿
园、10所小学、3所孤儿院及1所语言中心投入
服务。其中，在语言中心展开了15场汉语工作
坊，让超过100位老挝的中学生学习商务汉语，
以增加日后的工作机会；在幼儿园里，职工团通
过游戏教导孩子们学习英文，让幼儿通过游戏活
动获得正向情感。此外，职工团在小学及孤儿院
教授汉语、传播中华文化、教导学生制作卫生棉
等活动。

这次的教育志工活动，让随团的师生获益良
多，践行了新纪元校训“源自社会、回馈社会”
的精神。

老挝教育志工团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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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学术成果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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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发表

（已刊）
《华文学刊
（CSSCI）》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语
教师专业素养调查与
研究—以吉隆坡冼都区
为例

2019年7月，页
22-41

新加坡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Its Programme 
Struc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Malaysia

2019, 1(1):47-
60

Malaysia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Forthcoming Malaysia

论文发表
（研讨会）

2019年清华教育
学国际论坛

从生存到可持续发展：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
嬗变

5月17日 台湾：国立清
华大学

2019年世界华文
教育论坛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马来
西亚华文教育的影响

7月26日-27日 加影：新纪元
大学学院

教育与教学国际研
讨会暨第三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研讨会

客家族群与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华文学校案例探析

10月19日-20日 雪兰莪：新纪
元大学学院

新中国成立70年与
华侨华人的家国情
怀国际学术研讨会

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
体与华文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

12月21日-22日 中国：浙江丽
水学院

王睿欣 论文发表
（已刊）

《华文学刊
（CSSCI）》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语
教师专业素养调查与
研究—以吉隆坡冼都区
为例

2019年第1期，
页22-41

新加坡

《汉语应用语言学
研究》

多语言背景下汉语在马
来西亚传播的特点与
动因

2019年第8辑，
页183-192。

中国

《教育与教学研
究》

马来西亚华语教学发展
的思考

2019年第2期，
页63-69。

马来西亚

《廊坊师范学院学
报》

马来西亚汉语教学专业
境外实践教学初探

2019年第1期，
页125-128。

中国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The Subjectiv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Forthcoming Malaysia

论文发表
（研讨会）

世界华文教育论坛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教师
专业发展的实践哲学
思考

7月26日-27日 雪兰莪：新纪
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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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海外华人
与中国侨乡文化”
国际研讨会

“一带一路”视域下马
来西亚华人的主体性
探究

10 月11日-14 日 中国：广西桂
林旅游学院

教育与教学国际研
讨会暨第三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研讨会

华文教育哲学研究的重
要性

10月19日-20日 雪兰莪：新纪
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华语论坛 马来西亚华语传播的新
趋势

10月21日 厦门大学马来
西亚分校

张伟隆 论文发表
（已刊）

《华文学刊
（CSSCI）》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语
教师专业素养调查与
研究—以吉隆坡冼都区
为例

2019年7月，页
22-41

新加坡

教育与教学 马来西亚“第二届华语
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9年（第1
卷第1期），页
81-85

雪兰莪：新纪
元大学学院

已刊文章 《新光杂志》 老挝教育志工行 06.2019 第9
期，53页

新纪元大学
学院

论文发表
（研讨会）

第三届马来西亚华
人民俗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

王爷信仰研究：以马六
甲“六圣府王爷”为例

9月14日-15日 雪兰莪：新纪
元大学学院

教育与教学国际研
讨会暨第三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研讨会

客家族群与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华文学校案例探析

10月19日-20日 雪兰莪：新纪
元大学学院

新中国成立70年与
华侨华人的家国情
怀国际学术研讨会

信仰与传播：马来西
亚“六圣府王爷”的
探析

12月21日-22日 中国：浙江丽
水学院

李韵欣 论文发表 第三届“华语文教
学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研讨会

思维图表在阅读教学中
的应用——以马来西亚
华小二年级华文课程
为例

10月19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汤翔兰 已刊文章 《新光杂志》 马来西亚华文幼儿教师
福建学习之旅

06.2019 第9
期，52页

新纪元大学
学院

论文发表 教育与教学国际研
讨会暨第三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视觉艺术在促进幼儿语
言发展中的作用

10月19日-20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参与专题
演讲

Civic Education in 
KSPK 2019

8月3日 SEGi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参与论坛 “全球探索·全人
教育·创新分享”

9月7日 拉曼大学，双
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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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研讨会 Bringing out 
the Scientist in 
Young Children 
– Conference on 
STEM

10月5日 Pusat Sains, 
KL.

连瑞盈 已刊论文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Its Programme 
Struc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Malaysia

Malaysia 2019, 1(1):47-
60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参与研讨会 第十二届中国-东
盟教育交流周：
中国-东盟大数据应
用与经济人才培养
研讨会

Environmental 
friendly fun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7月22日-24日 中国贵阳 

参与研讨会 教育与教学国际研
讨会暨第三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国际学术研
讨会

10月19日-20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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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互鉴、共

生：中国-东盟教
育与文化传承”国
际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的可持续发
展—基于构建马
来西亚全民共同
体视角

11月14日-15日 中国：广西民族大学

论坛主讲人 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论坛

留华同学看中国
70年的沧桑巨变

10月30日 槟城：Bayview Hotel

教育部交流
会主讲人

全国华文学校与华
文课程督学交流会

教育与教学领导 11月19日-20日 Avenue Garden 
Hotel，Bangi

会议主持 2019年世界客家
论坛

会议（一） 7月20日 吉隆坡：马来西亚客
家公会联合会

2019年教育与教
学国际研讨会暨第
三届华语文教学的
理论与实践国际研
讨会

主题演讲（一） 10月19日-20日 加影：新纪元大学
学院

课程 校本培训 教师的基本功与
领导力

1月19日 芙蓉中华中学

校本培训 教师的基本功与
领导力

2月15日-16日 吉隆坡中华独中

校本培训 教学设计与团队
营建

3月 8日-9日 诗巫公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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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培训 新手教师 3月15日-16日 吉隆坡尊孔独中
校本培训 班导师的团队与

领导
3月23日 吉隆坡尊孔独中

校本培训 与AI时代的孩子
一起成长

12月18日 永平中学

评审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2018年度教师教
案设计比赛

6月28日 古来：宽柔中学古来
分校

王睿欣 会议主持 2019年教育与教
学国际研讨会暨第
三届华语文教学的
理论与实践国际研
讨会

主题演讲（三） 10月19日-20日 加影：新纪元大学
学院

课程主讲 校本培训 教育心理学 4月20日 砂拉越美里师范学院
校本培训 Z世代的教育心

理学
6月10日 古晋中华第一独立

中学
巴生国民型中学华
文科教师培训

课堂管理的艺术 6月14日 加影：新纪元大学
学院

评审 2nd Mandarin 
Summit: 
Intervarstiy 
Mandarin 
Camp[IMC] for 
Non-Chinese 
University/
College Students

1月25日                                                                                                        UiTM, SHAH ALAM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2018年度教师教
案设计比赛

6月28日 古来：宽柔中学古来
分校

雪兰莪州中学生华
语诗歌朗诵比赛
评审

7月3日 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

张伟隆 会议主持 2019年教育与教
学国际研讨会暨第
三届华语文教学的
理论与实践国际研
讨会

主题演讲（四） 10月19日-20日 加影：新纪元大学
学院

比赛主持 第五届中学生陈嘉
庚常识比赛

7月6日-7日 新山：五福城商场

评审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2018年度教师教
案设计比赛

6月28日 古来：宽柔中学古来
分校

评审 2019年“汉语
桥”中文比赛印尼
赛区日惹特区选
拔赛

2月10日 印尼日
惹：HARTONO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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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韵欣 评审 第3届新纪元杯全
国诗歌朗诵比赛 
（海选）

6月2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汤翔兰 交流会 ChengDu for 
International 
Preschool 
Exchanging 
Meeting

1. 幼儿视觉艺术
教学技巧与发展
2. 幼儿英语之学
习与应用

7月27日-28日 中国成都

参与工作坊 AMOS statistic 
workshop

1月14日 University Malaya, 
KL

参与工作坊 MQA in-house 
training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

4月15日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参与工作坊 APEL C 
Workshop

7月2日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参与工作坊 Zentangle Art 10月14日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参与专题
演讲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supervision

12月3日 University Malaya, 
KL

主讲 教师培训工作坊 Des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young learner.

2月28日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主讲 教师培训工作坊 没有考试，我们
可以怎么做？

7月6日 Tadika Sri Puncak, 
Country Height, 
Kajang.

主讲 第十二届中国-东
盟教育交流周：
中国-东盟大数据
应用与经济人才培
养研讨会

Environmental 
friendly fun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7月22日-24日 中国贵阳 

主讲 家长教育实践工
作坊

慈济幼儿园《优
质陪伴·让爱流
动》：色彩小密
訣！

9月28日 Tadika Suci Ria, 
Kepong

主讲 教师培训 怎样才能当一个
好的幼儿园老师
呢？

12月1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比赛评审 第二届教育系绘本
讲故事比赛

6月1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比赛评判 吉兰丹州幼儿园儿
童填色比赛

6月21日 吉兰丹培植国民型华
文小学附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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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者 Validate 
instrument

Memberi 
pandangan & 
komen untuk 
tujuan validasi 
instrument 
kajian 
pelaksanaan 
Kurikulum 
Standard 
Prasekolah 
Kebangsaan 
(Semakan 
2017)

5月16日 Through Email

参与会议草
拟课程内容
大纲

2023 KSPK 
Bahru

Sesi 
perbincangan 
Kurikulum 
Prasekolah 
Kebangsaan 
2023 sebagai 
persediaan 
membangunkan 
kurikum bahru

10月17日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Putrajaya

参与会议 Laporan Kajian Makmal Fasa 
2 Laporan 
Kajian Dasar 
Pendidikan 
Negara 2019 
bagi tujuan 
penambahkan 
dasar 
Pendidikan 
Negara.

11月27日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Putrajaya

参与课程 桌游的特质元素、
语文桌游设计与
带动

3月3日 Kiddie Point Care 
Centre, Seremban

连瑞盈 交流会 ChengDu for 
International 
Preschool 
Exchanging 
Meeting

1. 幼儿视觉艺术
教学技巧与发展
2. 幼儿英语之学
习与应用

7月27日-28日 中国成都

主讲 教师培训工作坊 Des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young learner

2月28日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主讲 教师培训工作坊 没有考试，我们
可以怎么做？

7月6日 绿野蒙特梭利幼儿园 
Tadika Sri Puncak, 
Country Height, 
Ka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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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 家长教育实践工
作坊

慈济幼儿园《优
质陪伴·让爱流
动》：幼儿音乐
与律动，不仅是
玩玩那么简单

9月28日 Tadika Suci Ria, 
Kepong

参与工作坊 APEL C 
Workshop

7月2日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6.2.3 出版专著、学术专著

主编 书名 出版地点 ISSN/ISBN
主编：王淑慧、王睿欣
执行编辑：汤翔兰、
张伟隆、连瑞盈

教育与教学研究
第1卷第1期

新纪元大学学院 ISSN :2682-9185

主编：王淑慧、王睿欣
执行编辑：汤翔兰、
张伟隆、连瑞盈

教育与教学研究
第1卷第2期

新纪元大学学院 ISSN :2682-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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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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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教育系在籍学生人数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课程 人数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 73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Degree） 46
应用华语文教学文凭课程（Diploma） 39
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Degree） 13

TOTAL 171

6.3.3 2019年教育系毕业生人数

课程 毕业月份 人数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3月 16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0月

16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5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5
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 10

TOTAL 52

6.3.1 新生人数

课程
人数

3月份 5月份 9月份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 9 18 2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Degree，Y1和Y2） 5 8 4
汉语国际教育文凭课程（Diploma） 1 11 7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Degree，Y1和Y2） 4 3 4
总数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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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户外教学

序 日期 户外教学地点 科目编号
1 6月1日 国家科学中心 幼儿科学与科技
2 6月26日 华德福幼儿园 幼儿教育概论
3 6月19日 黎明幼儿园 幼儿园课程设计
4 6月17日 Tadika On Pang 国家学期教育课程
5 6月12日 Kidermusic Centre 幼儿表现艺术
6 6月19日 黎明幼儿园 班级经营与行为管理
7 7月20日 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8 6月27日 Polaris Preschool 幼儿学习环境设计
9 7月2日 Pasar Seni 多元文化教育
10 7月24日 户外教学 幼儿发展与保育
11 7月20日 华社研究中心（户外教学） 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
12 7月23日-24日 Aristo Sport Arena 幼儿体能
13 8月27日 Petaling Street 多元文化教育
14 10月25日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教师专业成长
15 10月9日 PDK Semenyih (Degree)特殊教育与学习障碍
16 10月9日 PDK Semenyih (Diploma)特殊教育与学习障碍
17 10月12日 Mutiara Damansara 幼儿创造力与培养
18 10月30日 Qdees，Hillpark 2 幼儿园行政与管理
19 10月26日 Petaling Street 多元文化教育
20 10月31日 Amal Jireh,Broga Early Mathematics
21 11月7日 Amal Jireh,Broga Early Mathematics
22 11月26日 奕阳幼儿园Tadika Kembang Ria 幼儿观察与评量
23 11月23日 长颈鹿图书馆 学校与社会关系、儿童文学
24 11月14日 失恋博物馆 语法教学、写作教学
25 11月30日 陈嘉庚纪念馆、华社研究中心 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
26 12月14日 茨场街 华人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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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活动/讲座/拜访/说明会/比赛/其它

序 类型 日期 地点 主题、目的
1 活动 1月21日-27日 IOI CITY MALL 活动主题：2019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举办吹梅

画画&贺岁卡片制作

2019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本系学生与参会者完成作品共同
合照留影

2 3月16日-17日,
3月23日-24日

Mid Valley 活动主题：2019年3月份Sureworks大型教育展

3 4月13日-1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活动主题：新纪元开放日
工作坊：TCSL：汉字拼对；ECE：巧手动一动

4 6月-8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走廊

活动主题：绘画壁画，是由43位同学共分为10个
小组一起完成 （ECEC107 Art & Craft for young 
children）

5 7月16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空的空间

活动主题：防范虐待儿童觉醒运动，透过展览向
公众防范虐待儿童

6 7月18日 富贵山庄 活动主题：沈慕羽106岁冥诞暨逝世10周年公祭纪
念活动:“向沈老学习：中小学生与中华文化活动”

学生参与沈慕羽106岁冥诞暨逝世10周年公祭纪念活动后共同
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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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月26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B500

活动主题   ：2019年5月份学期应届毕业生学习
成果展“放肆的年华”

师生们共同参与2019年5月份应届毕业生学习成果展

8 8月3日 SEGi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活动主题   ：2019 Implementation of Civic 
Education in National Preschool Curriculum 
Standard (NPCS). 22 students of ABEIN1143 
Implementation of NPCS participated in this 
workshop. 

9 8月3日-4日 Mid Valley 活动主题   ：2019年8月份Sureworks大型教育展
10 8月17日-1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活动主题 ：新纪元开放日

工作坊 ：TCSL：汉字拼对；ECE：巧手动一动
11 9月29日 SJK(C) Choong 

Wen Air-Con 
Hall

活动主题   ：社区服务- ABESS2223 幼儿社会教
材教法参与加影绿禾田华德福实践学校主办的绿
禾田市集；当天共有15位学生在游戏区带动幼儿
进行玩游戏。

 
学生在新纪元开放日向嘉宾们做课程说明

12 10月1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活动主题   ：2019年“艺心艺意”新纪元大学学
院嘉年华-教育系活动“艺·童乐”

13 11月21日 绿芽学堂
锡米山

活动主题   ：ABESS2223 幼儿社会教材教材：
到绿芽学堂跟幼儿进行手操实践活动，题目有
椰子、鸡蛋、香蕉、木薯和甘蔗共五组。透过活
动， 让幼儿从中了解日常生活食物的文化、用途
等，进而促进幼儿社会技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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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月22日 吉隆坡尊孔国民
型中学

活动主题    ：支援本校的“华人与社会文”讲座
以及工作坊予140位高中生，提供了“吹梅&线条
拓印”工作坊予该校高中生。

15 11月19日-2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B500

活动主题    ：2019年9月份学期应届毕业生学习
成果展：传新

学生在2019年9月份学期应届毕业生学习成果展：传新 
共同合照

16 11月30日-12月
1日

17 Broga 
Semenyih

活动主题    ：2019年9月份学期教育系系游

教育系学生参与2019年教育系系游时共同合照留影

17 12月7日-8日 Mid Valley 活动主题    ：2019年12月份Sureworks大型教育展

18 讲座 7月6日 绿野蒙特梭利幼
儿园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教育趋势与幼儿多元评“没有考 
    试，我们可以怎么做？” 
：幼儿园老师
：台北市立大学何希慧教授
：讲述如何在没有考试的制度下，如
    何向学生做评量

何希慧教授与参会者共同合作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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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月8日 芙蓉中华中学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家庭和亲子关系建立之关键与应用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
：台北市立大学何希慧教授
：讲述家庭和亲子关系建立之关键与
    应用的重要性

20 7月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班级经营
：教育系应用华语教学大学生
：台北市立大学何希慧教授
：讲师如何有效的进行班级管理和经营

21 7月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教育趋势与幼儿多元评量
：教育系幼儿教育大学生
：台北市立大学何希慧教授
：如何对幼儿进行多元评量和了解最
   新的教育趋势

22 7月1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C207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华德福教育理念
：教育系幼儿教育大学生
：加影绿禾田华德福实践学校家长教  
    师会前主席宋欣词
：分享华德福教育理念和带动学生进
   行2项活动：手编和木枝编， 从中
   了解孩子的学习和发展。

23 7月1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独轮车的介绍
：教育系学生
：马来西亚独轮车协会主席兼独轮车
    教练李会治先生
：介绍了益智运动——独轮车的由来
   和学习独轮车的好处，也以此了解
   到目前雪兰莪州共9所华小已纳入了
   独轮车为课外活动项目之一。李教
   练安排了独轮车花式现场表演，并
   提供机会让同学们在本校篮球场上
   试骑独轮车。

马来西亚独轮车协会主席兼独轮车教练李会治先生向本系学
生介绍关于独论车的历史和使用方式

24 8月2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 桌游与教学初体验
： 教育系学生
： 陈毅杰先生
： 桌游和教学两者如何结合与实施，
     同时大伙儿还进行了一系列桌游教
     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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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月1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模拟真人娃娃保育演练
：ECE和BECE的学生 
：CERT academy 导师
：讲述模拟真人娃娃进行保育演练，
   以便学生了解0～3岁幼儿的生存
   与发展，去创设有利的环境和物质条
   件，并给予他们精心的照顾和养育，
   帮幼儿身体机能得到良好的发育，以
   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一门课。

26 10月2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黄迓茱活动中心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华文教育与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工作者和学生
：暨南大学郭熙教授
：讲述目前华文教育与教学的可持续
    发展

27 11月2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认识急救，危机处理
：BECE学生
：马六甲新民华小兼马六甲普罗士邦
   区圣约翰救伤队队官 李晓婷老师
：分享校园内常见的意外受伤事件、
   基本的急救步骤和处理

师生共同参与“认识急救，危机处理”讲座并合照留影

28 12月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黄迓茱活动中心

讲座题目
参与对象 
主讲人 
内容

：幼儿营养膳食讲座
：ECE和BECE的学生
：中医营养师 林子发
：讲述如何采用五行五色食品之原
   理，并运用到幼儿的营养与膳食当中

师生参与“幼儿营养膳食讲座”共同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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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拜访/
来访团

1月18日-20日 新加坡 拜访对象：筹募“2019年教育与教学国际研讨
会”经费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研中心进
行专访与学术交流。

30 3月13日 黎明幼儿园 拜访对象：黎明幼儿园，双方谈到如何加强两校
的交流，共同携手推动马来西亚华文幼儿教育的
发展。

本系同仁前往黎明幼儿园进行交流并合照留影

31 7月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会议室

来访团    ：新加坡的Eton Hou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及E-Bridge Pre-School进行交流

本系老师和新加坡的Eton Hou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及E-Bridge Pre-School代表团合照留影

32 7月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来访团   ：与来自韩国的汉语学习者&印尼的中学
生进行汉语交流/教学活动之情形。

与来自韩国的汉语学习者进行汉语交流教学活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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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7月21日-29日 中国贵州的贵阳
市及四川的成
都市

拜访对象：参与《2019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论
坛》参与参展及交流活动

本系讲师参与《2019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论坛与当地的
老师合照留影

34 8月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来访团：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吴应辉教授及博士
生（也是中国各大学的教授）进行专业交流。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吴应辉教授，及吴教授门下一众博士门
生（也是中国各大学的教授）与本系代表进行专业交流

35 12月4日 马六甲 拜访对象：本系教育专业培训顾问 邓日才校长，
祝贺他荣膺DPSM勋衔

本系同仁拜访本系教育专业培训顾问 邓日才校长，祝贺他荣
膺DPSM勋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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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2月16日 中国辽宁 拜访对象    ：本系6位TCSL学生参与“新纪元大
学学院师生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研修计划”

37 8月2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来访团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到访本校，为
促进两校情谊，便安排了本系应用华语教育学士
课程的同学们与之进行交流与互动。

38 比赛 6月1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比赛
比赛目的

得奖者

：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1) 培养学生对绘本的兴趣
    (2) 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
    (3) 提高学生的华语讲故事表达技巧
         与水平
：冠军 - 林玉婉同学
   亚军 - 郑淑玲同学
   季军 - 马锦钰同学

39 7月1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黄迓茱活动中心

比赛
比赛目的

：新纪元杯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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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与水平

得奖者
小学组

冠军：叶可嗪（雪兰莪八打灵育才华文小学 ）
亚军：林嘉淇（雪兰莪首邦市力行华文小学 ）
季军：曹玮锜（雪兰莪康乐二校华文小学 ）

小学组-优秀奖
黄皓仪（霹雳江沙崇华华文小学）
蔡丞亿（马六甲圣母华文小学）
曾子晴（马六甲晋巷华文小学）

黄歆倪 （雪兰莪康乐二校华文小学）
汤舒卉（雪兰莪康乐二校华文小学）

中学组
冠军：龙沁（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亚军：陈俊耀（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季军：赖钰萱（马六甲培风中学）
中学组-优秀奖

黄悦霓（森美兰芙蓉振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余恩琦（马六甲培风中学）

萧愉璇（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新纪元杯华语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审团共同合照留影

吴嘉雯（吉隆坡坤成中学）
张铭劼（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大专组
冠军：梁郡倪（新纪元大学学院）
亚军：龙譞（大同韩新学院）

季军：赖佳萱（吉隆坡蕉赖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大专组-优秀奖

林雯欣（新纪元大学学院）
林嘉宏（新纪元大学学院）

林子信（苏丹阿都阿兹中六学院）
陈武兴（玻璃市大学预科班）
张佩铃（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花靖盈（双溪龙拉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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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其它 7月6日 988广播
室，Petaling 
Jaya

主题：学生上988节目 
内容：本系对外汉语蔡依恬学生，于2019年7月6
           日， 5pm 上988的节目，第70期《Super
           大学生》，谈“教育系-对外汉语”学什么
           和分享开店经验。

41 6月1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主题：教育系学生获得院级成绩表现优异奖
得奖名单如下：
王玮麟、叶桂婷、陈晓慧、宋莹莹、叶柔斈、
黄詠诗、辜燕锫、郭乙霓、郑晓雯、廖丝意、
杨紫萦、刘镁仪、陈苛君&林洁莹。

本系学生获得院级成绩表现优异奖，并于学校高层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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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教学实习

负责讲师 视察次数 视察对象
汤翔兰 14 BECE ,ECE 学生
连瑞盈 7 BECE ,ECE 学生
张溧芳 15 ECE 学生
邓毓雯 16 ECE 学生
黎秀娟 7 ECE 学生
陈汉梅 4 ECE 学生
孙爱云 7 ECE 学生
王睿欣 7 BTCSL，TCSL学生
张伟隆 8 BTCSL，TCSL，BECE学生
TOTAL 85次

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生在印尼实习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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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本系最初於2002年开办咨商与辅导专业文
凭课程（黄昏成人进修班），至2006年提升为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2+2学士课程，从培养辅导
义工转至培养辅导专业人员。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简称辅咨系）学生在本院修读2年的课程
后，可申请进入台湾姐妹大学继续完成大三与大
四的课程，修满毕业学分者即可获得台湾姐妹校
所颁发的学士学位资格。至2018年，共有160位
学生修毕新纪元两年学分转移课程，其中109位
校友继续到台湾完成大学课程并获颁学士学位。    

2017年本校正式升格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同
年本系于5月开办第一届“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
课程” (Bachelor of Art (Honours)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y, BCP，开办准证MQA/PA4734, 
KPT/N/726/6/0026)，成为国内第一所私立大
学获准开办四年制咨商与心理学学士课程，毕
业学生符合资格申请马来西亚辅导局/咨商师局
（Lembaga Kaunselor Malaysia，LKM）。新纪
元辅咨系成为培训国内华社专业辅导咨商人员主
要的大专院校。

7.1 前言

7.2 重要事项报告

7.3 教学活动：工作坊、讲座、户外教学

7.2.1 学生人数及师资阵容

 2019年咨商与心理学士课程进入第三年，
其中大三学生16位，大二学生23位，大一学生
12位。在这之前没有到台湾继续就读的学分转移
课程毕业生，有10位返校继续就读大三及大四课
程，所以今年大三学生共有26位。全系总学生人
数为61位。

今年度本系共有5位全职讲师，5位兼任讲
师，其中6位具有马来西亚注册辅导员/咨商师证
照 (Kaunselor Berdaftar)。师资阵容如下：

全职讲师：郭富美博士、蔡苔芬博士、黄玲
玲硕士、侯雯荔硕士、骆惠旋硕士

兼任讲师：黄凯琳硕士、何均燕硕士、钟康
盈硕士、谢秋芳硕士、谢成硕士

7.2.2 课程规划与发展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BCP）在
2017年获准开办时，教育部亦要求课程内容必
须符合马来西亚辅导局/咨商师局的课程标准，
除了理论的学习之外，更是强调辅导实务工作能
力的培养。于是系上经过多次课程会议，讨论如
何将BCP课程的科目、教学方法、评估方式不断
加以改进，以更符合辅导局的课程标准，也增加
本课程与其他大专的竞争力。修改后课程将于
2020年3月份学期实施，并于5月份学期进行教

育部及马来西亚辅导局/咨商师局的审查。

今年是首次开办大三课程，其中最具挑战
性的是要准备学生在九月份学期进入咨商实务
（Counselling Practicum）。根据咨商师局的
要求，学生必须在学期内完成252小时的实务工
作，其中96小时是面对面辅导个案，包括个人咨
商及团体咨商。大三学生需在校园内主动出击，
邀请校内同学当个案，实际演练咨商技巧，并定
期接受督导。面对咨商室的不足，全校各处室也
给予最大的协助借出空间，让同学顺利完成校内
实习。

7.2.3 学术顾问、 校外考委及业界顾问

依据教育部规定，本系委任以下学者为咨
商与心理学学士学位课程（BCP）顾问，任期两
年，由2019年10月至2021年9月。

学术顾问(Academic Advisor)：
Dr. Norzihan binti Ayub 
Ms. Patricia Joseph Kimong
校外考委(External Examiner)：

陈如湘博士
业界顾问(Industrial Advisor)：

李志祥博士

本系黄玲玲讲师为本课程的课程主任（Pro-
gram Coordinator）。

7.3.1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研修班

本系18位学生在导师黄玲玲及黄凯琳的带领之下，于2月27日至5月11日到北京劳保学院参加“老
人护理”课程，为期2个半月。同学们都反映北京劳保学院的导师们都非常热情接待与照顾他们，让他
们的学习生活忙碌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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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劳保学院导师到机场热情迎接新元师生

辅系学生在北京劳保学院学习如何照顾老人 北京劳保学院国际研修班结业典礼

7.3.2 课程活动

配合课程的需求，本系安排与课程相关的主题课程或工作坊，让学生能够接受更多元的课程讯息，
同时安排户外教学活动，与外界机构进行交流，拓展视野增加见闻。

日期/地点 课程主题/主讲人 相关课程 参与学生
1月30日 加影中央医院 One Stop Crisis Centre /Dr. 

Hazwah
危机处理与咨商 辅三生

6月10日 Biological Psychology /谢成讲师 普通心理学 辅一生
6月29日-30日 家族治疗工作坊 /台湾郭丽安教授 亲密关系与咨商 辅二、辅三生
7月8日 多元文化咨商讲座 /台湾陈金燕教授 咨商伦理、咨商理论 辅系生
7月10日 事半功倍说英语：谈跨文化沟通/台湾叶德

兰教授
咨商伦理、多元文化
咨商

辅二、辅三生

7月12日 孝恩园及孝恩馆参访：一堂不一Young的生
命教育课 /导览人：温霜琴校友

生命教育 辅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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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 国家人口与家庭发展局（LPPKN）辅导单位
参访

生涯发展与规划 辅系生

10月14日 牌卡的原理与使用方法 /李志祥博士 表达性治疗 辅三生
10月26日 心理剧（psychodrama） /骆惠旋讲师 表达性治疗 辅三生
11月8日 音乐治疗 （Music Therapy）/林佳仪音乐

治疗师
表达性治疗 辅系生

12月9日及16日 艺术治疗（Art Therapy）/侯雯荔讲师 表达性治疗 辅三生

孝恩馆参访 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参访

7.3.4 学生作业海报展

今年的辅咨系学生作业海报展览于7月16日
举行，共呈现两大主题：《停止对精神障碍症
的污名化》以及《生涯管理》。此次的展览目的
是要提升大众有关精神障碍症的认识与解除其迷
思，宣导大众如何让自己在繁忙的生活中达到身
心健康。

本展览由两个班级的学生呈现。在《停止对
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的主题下共有五个次主题：
《自闭症》、《双向情绪障碍症》、《妄想症》
、《强迫症》、《阿兹海默症》，由辅三生所负
责。辅一生的《生涯管理》的主题下有四个次主
题，分别是《压力管理》、《挫折管理》、《时
间管理》、《情绪管理》。

辅一生海报展览 辅三生海报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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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全国中学生第十三届同侪辅导培训营 

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营是由辅咨系协办、
辅导中心主办的年度重要活动，今年进入第十三
届，主题为“与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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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是辅导工作者刘健顺讲师，以及系上黄玲玲
讲师。 

全国中学生第十三届同侪辅导营PRS

7.4 教师研究与发表、进修活动`

为提升讲师的教学、实务与研究活动，系上讲师积极参与研究发表、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培训课程，
主讲专题讲座等。

7.4.1 教师参与的培训课程

日期 课程名称 参与讲师 地点
4月15日 MQA- 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s: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livery
郭富美、
侯雯荔、
骆惠旋

新纪元大学学院

4月30日 MQA- Advisory clinic for preparation of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document

郭富美、
侯雯荔、
骆惠旋

新纪元大学学院

7月2日 Workshop on Accreditation of Prior 
Experiential Learning (APEL) Credit 
Award (APEL C)

郭富美 新纪元大学学院

7月13日-14日 艺术治疗实务工作的Key-活动设计与媒材
应用

侯雯荔 博爱辅导中心

7月18日-19日 Counselling Within The Justice System 
Seminar

侯雯荔 Faculty Syariah and 
Undang-undang, Universiti 
Sains Islam Malaysia

9月23日-24日 Seminar Kaunseling Lembaga Kaunselor 
2019(Inovasi & Keberkesanan 
menangani Isu Kepelbagaian Budaya)

郭富美、
侯雯荔、
黄玲玲

Institut Sosial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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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主讲专题讲座、参与学术研讨会

日期 讲题 主讲人 主办单位/地点
2月22日-23日 独中新手教师培训课程：学生问题行为与辅

导
郭富美 董总

2月27日 生涯探索讲座与活动 侯雯荔、
郭富美

本校招生处安排 / SMK 
Seri Kembangan, Serdang

3月9日 如何推广学校辅导行政工作 郭富美 霹雳九独中联办第三届教师
专业在职培训怡保深斎中学

3月16日 全国中学辅导教师工作坊：中学生的性与性
别教育

郭富美 本校黄迓茱活动中心

3月18日 International Forum on Family Assessment 
Feminist Counseling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Malaysian 
Context

郭富美 台湾台北大学

3月25日-29日 董总与台湾高雄师大联办独中教育专业课
程：学校辅导工作

郭富美 怡保深斎中学

4月9日 中学生生涯讲座心理学与辅导咨商课程介绍 侯雯荔、
郭富美

巴生兴华中学

5月25日-27日 第十三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营讲座：属于
你独一无二的生涯

侯雯荔 本校 / 黄迓茱活动中心

5月7日 中学生人际关系讲座：Bengkel 
Perhubungan Sosial Remaja

骆惠旋 SMK Seri Kembangan

6月28日 大专生性别教育讲座：当喜欢变成骚扰：谈
界限、性与爱

郭富美 本校戏剧系主办 / 黑箱剧场

8月5日 爱FM电台“爱生活”节目嘉宾青少年问题与
处理

侯雯荔 RTM Angkasapuri

9月13日 新纪元学术生迎新营讲座：大学怎么活？ 骆惠旋 本校黄迓茱活动中心
10月5日 日新独中教师培训课程：化压力为助力，当

情绪的主人
郭富美 大山脚日新独中

10月18日 台湾辅导咨商学会会暨学术研讨会主题论
坛：性污名：台湾与马来西亚的跨文化观察

郭富美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11月1日 全国华文独中升学辅导教师交流会独中辅导
教师培养与注册咨商师认证的规划

郭富美 董总

11月4日 中学生的两性交往讲座 蔡苔芬 本校招生处安排 / 波德申中
华中学

11月8日 爱FM电台“爱要性福”节目：中学生性教
育，要怎么教？

郭富美 Angkasapuri RTM

11月12日 高中生生涯辅导讲座 ：心事向谁说之我是咨
商师          

侯雯荔 巴生中华独中

11月15日 新纪元辅导义工团培训：团队建设 侯雯荔 辅导中心 / 邦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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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东南亚学系

8.1 东南亚课程/学务/教务 

8.2 学术成果 

·本系今年9月份学期开始接受硕博班报读，共有5位学生注册，分别为2位博士生：潘俐妤、潘荣
德；3位硕士生：吴振声、陈智坤及Raha Binti Jaafar。

8.2.1 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沙龙

（一）论文发表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廖文辉 华团会馆史研究的

回顾与前瞻暨吴华
逝世一周年纪念研
讨会

<血缘组织研究之回
顾与前瞻>

4月27日 南方大学学院 南方大学学院

廖文辉 2019民俗与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华人传统
行业概论>

5月3日-4日 台湾南华大学

廖文辉 世界客属第30届
恳亲大会客家论坛

<马来西亚客家地缘
会馆之统计分析>。

7月20日 马来西亚客家
联合会会所

马来西亚客家联合
会

廖文辉 东南亚华人文化国
际论坛

马新华人文化圈的
形成与发展

11月1日-2日 台湾政治大学 华人文化主体性研
究中心

廖文辉 跨界华人：海外移
民与文化中华的散
播"国际学术研讨
会

<19世纪以前东西方
文献中的马来亚华
人>

11月29日-30
日

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

中华民国海外华人
研究学会、国立台
湾师范大学东亚学
系

廖文辉 闽南文化研究国际
学术合作工作坊

<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12月2日 台湾云林科技
大学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
汉学应用研究所

廖文辉 东南亚华人与新文
化运动国际学术研
讨会

<文化启蒙，百年激
荡：马来西亚华人
文字下乡及其传承
方式>

12月7日-8日 新纪元大学学
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二）课题主讲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廖文辉 书展和郑良树书

画展
许云樵的治学精神 4月27日 士古来创价学会

廖文辉 吉隆坡伊纪国书
屋签书会

“你所不知道的马来
西亚马来西亚”

6月1日 吉隆坡伊纪国书屋

廖文辉 印度化时期的马来亚 6 月15日 甲洞小绿洲图书馆
廖文辉 马来西亚华人的饮食

和民间信仰
7月 2日 吉隆坡导游学院

廖文辉 中国近代史课程 8月20日 吉隆坡导游学院
廖文辉 中国近代史课程 11月14日 吉隆坡导游学院
廖文辉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11月20日 华夏私立学校
白伟权 Nusantara南方

人文沙龙
从半熟蛋文化看马来
半岛华人地域社会的
划分与形成

3月19日 国立成功
大学

台湾文学系



100

白伟权 Nusantara南方
人文沙龙

从半熟蛋文化看马来
半岛华人地域社会的
划分与形成

3月20日 国立东华
大学

台湾文化学系暨研究所

白伟权 Nusantara南方
人文沙龙

国家·经济与华人移
民社会：十九世纪至
二十世纪初台湾与马
来西亚的跨域比较

3月21日 国立台湾
大学

中文系

白伟权 雪隆森史地科研
习分享会

历史与地理的结合：
从半熟蛋看马来亚华
人地域空间的形成

4月20日 芙蓉中华
中学

芙蓉中华中学

白伟权 巴生四独中柔佛
海岸考察

马来西亚半岛南部沿
线

5月18
日-20日

巴生兴华
中学

巴生兴华中学

白伟权 马港文化交流专
题讲座

华教你在东南亚的名
字与身份？

6月11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
大学学院、韩江大学学
院、香港中文大学

白伟权 生命经理师研
习会

从义山看早期本地华
人的生死观

6月13日 双威酒店 富贵集团

白伟权 安徽师范大学移
地教学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
整体认识殖民经济、
区域划分、族群关系

8月7日 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

白伟权 史地交响乐工作
坊：教师班

-半熟蛋中的马来西亚
华人区域地理
-会党告诉你的大历史

9月14日 大山脚日新
独中

大山脚日新独中、新纪
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史地交响乐工作
坊：学生班

-半熟蛋中的马来西亚
华人区域地理
-会党告诉你的大历史

9月15日 大山脚日新
独中

大山脚日新独中、新纪
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导游学院 拿律战争 9月24日 导游学院 导游学院
白伟权 客家与族群研究

学术联盟计划/
东南亚客家研
究理论与方法工
作坊

理论与实务：地理学
观点下的东南亚华人
研究

10月3日 国立交通
大学

客家文化学院

白伟权 客家与族群研究
学术联盟计划/
东南亚客家研
究理论与方法工
作坊

地理资讯系统与马来
西亚数位人文研究

10月5日 国立交通
大学

客家文化学院

白伟权 客籍锡矿家及锡
矿业历史工作坊

从胡子春到胡曰皆：
谈霹雳华人矿家家族
的在地发展故事

10月26日 金宝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主办，近打锡矿工业博
物馆、务边历史文物
馆、金宝历史文物馆、
金宝增龙会馆联办

白伟权 第五届锡矿节“
锡日好风光”名
家开讲

拉律战争时期的那些
人那些事

10月27日 金宝 近打锡矿工业博物馆

白伟权 中央大学客家语
文暨社会科学学
系移地教学

鸡蛋与马来西亚华人
族群的地理空间

10月29日 马来亚大学 语言学院



101

（三）主持、与谈、点评、总结人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专场/性质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廖文辉 “如何活化老街” 座谈主持人 4月19日 隆雪华堂
廖文辉 第三届马来西亚华

人民俗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

主持第一场次
研讨并进行大
会总结

9月14日-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 《淙淙巴冬河：巴
冬华人社会发展
史》新书推介礼

全程主持 1月12日 麻坡巴冬
永春会馆

麻坡巴冬永春会馆

白伟权 客家与族群研究技
艺工作坊

评论人 10月4日 国立交通
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白伟权 华夷风起：槟城文
史研习营

田野导师 7月8日-13日 槟城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
系、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
系、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
流基金会以及马来西亚拉曼
大学中华研究院联合主办

8.2.2 讲师学术著作出版

（一）专著/编著

· 廖文辉著：《马来西亚：多元共生的赤道
过度》，台湾：联经出版社，2019年。

· 廖文辉编：《2019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论文集》，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
元大学学院，2019年。

· 白伟权、莫家浩、庄仁杰主编（2019）
，《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港主与地
方社会》，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 白伟权、黄燕仪、苏美红责任编辑
（2019）《高中地理教科书：自然地理》，加
影：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委员会。

（二）期刊论文

· 白伟权、韦烟灶、徐胜一（2019），   
〈陆丰客家下南洋的故事：「渡台悲歌」续篇〉
，页1~36，《台湾文献》。（THCI）

（三）析出文献

· 廖文辉著：<近百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史书写刍议>，吴小安、黄子坚编《全球视野下
的马新华人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页53-68。

· 廖文辉著：<马来西亚华人饮食史略论>
，廖文辉编：《2019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论文
集》，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出
版，2019年，313页。

· 白伟权、黄燕仪（2019），〈经典译
注：新加坡义兴公司的崛起与没落〉，页131-
156，《20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港主与
地方社会》。

（四）其他

· 书评：

廖文辉著：评李丰楙<《丛圣教到道教：马
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上层或下层、甲
板远眺或岸上在地的节俗信仰和文化？>，《新
加坡国际华人学报》，2019年6月，第11卷第1
期，页119-127。

· 白伟权（2019年1月20日），〈被遗忘
的《邦咯副约》：纪念拿律终战145周年〉，   
《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 460945。

· 白伟权（2019年3月18日），〈看得见
的拿律女性：英治前夕一场妇女营救行动〉， 
《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 46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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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伟权（2019年6月28日），〈威
震南邦：拿律战争与锡克人的扎根〉，《当
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481596。

· 白伟权（2019年10月16日），〈锡
矿产业链中的拿律—槟城福建商人〉，《当
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496144。

2.2.3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一）国外大专东南亚学系到访Visits by 
Foreign Universities

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于3
月7日到访新纪元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学系及东南
亚学系进行学术交流，商讨硕博合作。

2.2.4 论文写作指导

（一）硕博学位论文 

· 本系9月份学期共有5位硕博生，分别是
潘俐妤、潘荣德、吴振声、陈智坤及 Raha Binti 
Jaafar并依据课题研究方向由系上文平强教授、
廖文辉副教授、及郑诗傧助理教授任论文导师。

8.3 校内外东南亚学系列演讲

8.4 活动

8.3.1 专家莅校系列讲座

主讲人 身份/单位/简介 题目 日期
黄弈端 澳洲大学博士 The Forgotten Nexus of Two Ports Cities: Terengganu 

and Singapo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1850s-1930s.
10月7日

曾玲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海外发展

由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中心及东南亚学系联办的系列
讲座于2019年11月15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进行。当天讲座
主题为《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海外发展》，由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玲博士主讲。

11月15日

8.4.1 第三届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

东南亚学系与陈六使研究中心于9月14日至
15日在林连玉基金联合举办“第三届马来西亚
华人民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活动之宗旨

是提升国人对华人民俗的认识，并藉此促进民俗
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学人、文化工作者之间的联
系、交流与合作。此研讨会得到来自中国、台湾
及本地学者的响应，一共发表了16篇论文。与会
学者及论文题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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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发表人 单位 题目
一、节日民俗

1 李永球 文史田野工作者 做十六岁·七姐会·出花园——马来西亚七夕节
的习俗调查研究

2 程爱勤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从端午习俗的演变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再创造力
3 蔡武晃 世界武財神趙玄壇信仰文化史料文

献研究中心执行长
惊蛰祭白虎仪式在马星华人籍贯与居住地间的信
俗变迁

二、民间文学与乡音
4 徐明月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文化记忆理论视阈下的峇峇配乐班顿诗
5 黄文車 国立屏东大学副教授 如何唱下去的乡音？——马来西亚闽南语乡音传

承与文化记忆
6 潘筱蒨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讲师 雪州蕉赖皇冠城威灵庙关公签诗的思想内涵

三、人生礼俗
7 周云水 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研究员 从吉隆坡广东义山看海外华人文化传承与变迁
8 盘宏达 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华人丧葬习俗： 以霹雳州金宝

一镇为个案研究
9 林汉聪、

王秀娟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班研究生、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传统与现代：谈吉隆坡福建社群丧葬信俗的发展
与变革

10 汤嵋厢 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拉让区中文讲师 砂拉越泗里街广府挽歌习俗文化“哭时文”的多
种功能探究

四、民间信仰
11 魏明宽 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汉传佛教与民间信仰之关系、互动与边界——以

极乐寺僧人角度为主的研究
12 张伟隆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高级讲师 马来西亚“王爷信仰”研究——“六圣府王爷”

的信仰仰与传播
13 谢贵文 台湾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

教授
从国家祀典到民间鸾堂：高雄左营旧城关帝信仰
之发展与变迁

五、社会组织及民俗观察
14 陈志宏、

田源、 
涂小锵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建筑研究评述

15 王秀娟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马来西亚业缘组织研究：以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建
材总商会为例

16 吴小红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马来西亚书院的祭祀民俗传承初探——以吉隆坡
陈氏书院为例

9月14日至15日，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
所及东南亚学系主办，茨厂街乡音馆、吉隆坡关
帝庙及雪隆广肇会馆联办第三届马来西亚华人民
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于林连玉纪念馆举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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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重建林明馆所工委会

为了重建林明民众图书馆及保存林明历史文
物，来自各界的学者、专家及学生组成了重建林
明馆所工委会。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
任廖文辉副教授、东南亚学系讲师白伟权博士皆
为工委之一。

为了重建林明民众图书馆及保存林明历史文物，来自各
界的学者、专家及学生组成了重建林明馆所工委会。新
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廖文辉副教授、东南亚
学系讲师白伟权博士皆为工委之一。

8.5 活动评审及其他 

8.6 校外座谈、专访

8.7 筹获款项

姓名 性质 事项 日期 主办方
廖文辉 顾问 新加坡华裔馆委任为国际顾问团顾问之

一，任期至2022年5月31日
4月1日 新加坡华裔馆

廖文辉 文稿匿名评审 《南洋问题研究》<英国殖民政府对玛利
亚华侨华人政策的演变（1910-1929）

4月10日 厦门大学

廖文辉 审题委员 独中初中统考历史课审题委员 6月20日
廖文辉 外审 硕士论文<比南利电影的华人形象研究> 6月 拉曼大学中文系
廖文辉 担任审题委员、

主持和裁判
“第五届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 7月6日-

7日
陈嘉庚基金主办

廖文辉 文稿匿名评审 论文<变迁社会中的学生运动：马来亚大
学华文学会事件(1971-1974)>。

8月 《南方大学学报》

受访人 主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采访人
廖文辉 “马新汉学的两个支流：

南洋研究与华人研究”
3月29日 台大中文系访谈

廖文辉 “马来西亚历史与文化” 3月29日 News98电台《世界一把抓》访谈
廖文辉 “马来西亚历史” 3月29日 中广电台《新闻大解读》访谈
白伟权 为何会叫义山？本土华人墓

碑的故事，你了解吗？
4月1日 AI FM 爱FM：画龙点经节目

白伟权 十分钟一本书 10月29日 CITYPlus FM CITYPlus FM：十分钟一本书
白伟权 从早期义山看大马华人的生

死观
11月6日 CITYPlus FM CITYPlus FM：下班忙什么？

姓名 详情 数额
廖文辉 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赞助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RM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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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商学系

9.1 学术发展

9.2 商业大讲堂

9.3 学术大讲堂

商学系明年将有新主修课程：国际商务（荣
誉）学士、企业管理硕士、商业博士课程。商学
部目前有全职与晚间课程选项，将来还会开办在
线课程：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市场营销
（荣誉）学士课程、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市场营销专业文凭课程、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
商业与资讯工艺证书课程。

英国The Chartered Management Institute (CMI)代表于10
月10日到访洽谈合作事宜，并与本院代表合影。

·7月11日邀请Eric Chooi Zusern主讲
Career Pathway in Insurance Industry。

·8月8日邀请Ms. Lettah d/o Karunakaran
主讲Taklimat Kepada Bakal Pencarum给学生们
及早接触有关理财的概念。

·10月17日邀请Mr. Teh Gaik Cheong及
Mr.Adrian Tan 主讲The Secret of success in 
starting point让学生了解保险对未来生活的重要
性。

·11月4日邀请Ms. Peggy Lu主讲Managing 
Your Finance让学生了解理财的重要性。

Mr.Teh Gaik Cheong及Mr.Adrian Tan与本院代表合影留念

·Ms . T h e e p a讲师于2月26日到SMK 
Seri Kembangan，7月11日到SMJK Katholik 
Tanjung Malim，11月15日位于本院，给附近中
学SPM生办激励讲座“Change from Within for 
Achievement”。

·10月29日及11月11日，Mr.Navaratnam
与Ms.Theepa讲师以跨课程的方式授课，“The 
Self: Mind, Gender and Body”、“Developing 
High Performance Groups and Teams”
及“Curren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8月1日，Ms. Theepa 给来自社区的学生 Change from Within for Achievement激励讲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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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商业生涯讲座。

·6月19日，王汉国讲师与来自SMJKC 
Scared Heart Penang来访学生分享如何激励自己
为SPM做准备。王汉国讲师也在7月20日给来自
社区各校的应届SPM考生为考试准备的冲刺。

王汉国讲师给SPM考生主讲“SPM Answering Skills”

·Navaratnam讲师4月17日及18日出席
由IPA Training Sdn. Bhd.主办的“Effective 
Multi-Tasking & Time Management for Maxi-
mum Performance” 课程培训。

·Dr.Shamuni4月22日及23日出席由IPA 
Training Sdn. Bhd.主办的“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 Managerial Competencies” 课程
培训。 

·Dr. Izwan Harith高级讲师和王汉国讲
师于8月26日至30日出席由IRS Training主办
的 “Train The Trainer” 课程培训。

·Ms.Theepa于12月4日及5日参与由Ma-
lay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MIM)举办
的“Creative Leadership Competencies for Ex-
cellence” 课程培训。

9.4 职员活动

9.5 学生活动

·本系师生在1月25日在IOI City Mall 
Putrajaya 参与招生活动。

IOI City Mall Putrajaya 参与招生活动

·本系在11月8日由Ms.Theepa讲师及
Dr.Shamuni主任带领商业道德班的同学到适耕庄
参与Beach Cleaning Project。

适耕庄海滩清洁活动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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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及14日在黄迓茱活动中心给中
学生办Enrichment Camp。

Enrichment camp活动师生们留影

·Ms.Theepa在7月31日及8月1日在带领商
学系生办躲避球比赛。

躲避球比赛活动后留影

·7月26日Ms.Theepa带领商学系生到
Broga 石拿督庙打扫清洁活动。

·8月2日Ms.Theepa带领本系学生参与
Universe Tour Treasure Hunt 及One Heart One 
Malaysia Mini Carnival。

 

One Heart One Malaysia Mini Carnival活动

·12月16日商学业与行政专业文凭及大
学基础课程的学生为其课程活动的一部分前往
Beryl’s巧克力工厂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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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金融与会计系

10.1 学术发展

10.2 学术活动/回馈社会活动 

10.3 学生活动

按 照 马 来 西 亚 学 术 资 格 鉴 定 机 构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MQA）
的条规，凡新的课程，在第一届的准毕业生，在
修完课程之前，该课程必需成功获得MQA的课程
鉴定后，学生方可毕业。

有鉴于本系第一届的金融与会计学士文凭
课程（Bachelor of Science（Hons）Finance & 

Accounting）（BFA）学生于2019年末修完他们
的学业，校方按照条例邀请MQA对本系的BFA课
程进行鉴定审核 （Full Accreditation）。

MQA于今年6月到访对课程进行审核，并在
10月的Mesyuarat Jawatankuasa Akreditasi 通
过BFA的课程鉴定。这意味着，本系的第一届
BFA 毕业生正式顺利毕业。

2019年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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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中统考经济学科考试卷审题员

2 陆美霞 在伦理与系统国际期刊发表研究报告
Loke, C., Ismail, S. and Fatima, A. (2019), "Validation of Arnaud’s ethical climate index 
by public sector auditors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and Systems, Vol. 
35 No. 3, pp. 345-358. https://doi.org/10.1108/IJOES-12-2018-0183 

·由系上主催，CIMB Foundation 赞
助，Be$MART理财工作坊于6月15日-16日举
办。这个活动宗旨是让学生学习理财和避免坠入
金钱骗局。此工作坊开放给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在
籍学生，共有77位学生参与。

·12月18日，金融与会计系学生聚会。这
聚会目的是与学生分享系内的新进展和收集回
馈，例如，BFA成功通过MQA的鉴定审核并鼓励
文凭班的学生升学就读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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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

11.1 简介

11.2 崭新的课程

11.3 学生活动

电脑科学是一门包含了各种与电脑计算以及
电脑信息处理相关的综合性科系。学习范围包括
电脑系统、电脑系统组织、数据与信息处理、数
据库建构、人工智能、程序设计与实践、编程语
言、程序设计、人机交互、系统与网络安全等。

此外，此科系也大量学习与数学有关的学科，如
离散数学、数值计算与分析、微积分等。不仅如
此，学生也将探讨、研究及创新电脑程序，让电
脑系统的建构更完善、更智能、更有效率。

今年，本系成功从高教部获得两门新课程
的批准，分别为BACHELOR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YBER SECURITY) WITH 
HONOURS；以及DIPLOMA IN COMPUTER 
SCEINCE。将在2020年3月份开始进行。

讲解新课程所使用的幻灯片

11.3.1 参观马来西亚反贪污局

由于大学生终将踏入社会，并投入职场。因
此为了让同学们对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这门学科
的道德规范有更深入的了解，于4月26日，本系
带领着学生们参观马来西亚反贪污局，让同学们
在未来工作的行为准则上更加警惕。

本系主任、讲师、职员、学生们和MALAYSIAN ANTI-
CORRUPTION COMMISION的官员合影

11.3.2 升学情报生活营工作坊

新纪元大学学院升学情报体验营中，于5月
23日-24日举行，本系的工作坊成为体验营的其
中一个环节。本系以游戏及分享的方式，带领学
生体验增广实境、机器迷宫以及机器跑车的魅
力。许多参与者对与AR精灵宝贝跑拍照倍感兴
趣，不断地尝试与询问其中技巧与奥妙，大家互
相交流与探讨，相互学习。

同学与AR 精灵宝贝一同合影照片

11.3.3 柔佛銮中电脑生活营讲座会

这项讲座举办于6月2日，是柔佛銮中电脑
生活营的其中一个环节。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为系
主任庄正伟及胡纵展讲师，主讲课题为人工智能
以及大数据。现场的同学们都非常踊跃发问，场
面热烈。

本系讲师正在分享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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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International Roboth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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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Eduspec Holdings 
Berhad也诚邀本系的同学们一起联合主办，本系
的学生们将会以评审团出席这项比赛，其公司也
会提供专业培训。这场比赛定于10月26日，大
约35位同学参与。

全体评审与主办单位合影

11.3.5  成果展

为了鼓励与推动同学们的大胆创新与发掘问
题的能力，电脑与资讯工艺系推出第一届创新成
果展。此成果展由讲师WIDURA、杨巧真、胡纵
展、庄发挥、庄正伟主任带领，将同学们在课堂
上所完成的作品成果展现出来。同学们根据自己
的想象与创新能力，制作与设计出属于自己的产
品，其中包括，海报设计、网页设计、电子商务
网页设计等。

在整个展览过程中，同学们不断向参观者呈

现与展示其作品，展现出他们的积极度。同学们
也借此平台，加强自己的自信心，并与讲师及同
学们互动交流，吸取不同的意见、评价，以改善
自身的不足。

讲师颁发文凭予作品优秀的同学

11.3.6  My Drone University Drone Competition 

这项比赛于6月17日，在Futurise，Cyberjaya 
举行。在系主任庄正伟带领同学参与此项比赛，
呈现题目为Iot Flying Courier System。代表新纪
元大学学院的同学有郑嘉友、李佳穅、以及魏骏
汶，虽然没有得奖，但也得到了宝贵的经验，使
视野更加开阔。

本系学生在台上呈现

11.4 2019学术竞赛

11.4.1 AMC澳洲数学比赛（马来西亚赛区）

澳洲数学比赛于1978年首次在澳洲举行，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校际数学竞
赛，如今已迈入第42个年头。由于题型新颖、多
语言试题，因此成为全球数学爱好者共同切磋学
习的平台，让参与者更深刻地认识数学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除了澳洲和纽西兰以外，马来西亚、
中国、新加坡、泰国、汶莱、印尼和菲律宾等超
过40个国家和地区均有举办，并有将近250,000
位学生报名参加。

澳洲数学比赛于1990年首次引入马来西
亚，由澳洲数学基金会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主
办。此届的澳洲数学比赛于8月22日举行，由电
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负责。在系主任庄正伟的领
导下，2019年的参与人数达到6,214位学生，
。此次比赛分为小学组以及中学组，小学组分为
中阶组和高阶组；而中学组则分为初阶组，中阶
组和高阶组三组。题目涵盖算数、数论、排列组
合、几何、测量、代数和概率论。

2019年共有来自381所中小学校参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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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将一律获得证书。此外，参与者也将获得详
尽报告，报告中列有比较性统计数字，显示解答
题目的方式。

学生若能在澳洲数学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
绩，便是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最佳体现。如此国
际级别的数学竞赛，不仅是学生数学能力的有力
证明，也标识着我们的学生正走向国际舞台。另
一方面，这也可提升教师业务的素养，拓展国际
化的教育视野。

颁奖典礼则在11月3日在于新纪元大学学院
5楼大礼堂举行。

小学生正在进行澳洲数学比赛

11.4.2  第九届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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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的马来
西亚“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马来西亚），于
7月14日举行颁奖典礼暨作品展。评审团成员包
括各大专、学术团体、研发机构或实业单位的专
业人员。

这个奖项创立至今，参赛的学校不断增加，
奖项的竞争也日益激烈。2019年的陈嘉庚青少
年发明奖共接获了143份参赛作品，并在157份
中挑选出17份为初中组及17份为高中组，入选
为面试作品。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的宗旨包括：
1. 鼓励青少年运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大胆创新；
2. 激发创意思维，推动马来西亚的科学技术 

 研究；
3. 发掘人才；

4. 鼓励青少年不断思考，用新的视角来解决 
 问题；

5. 培养青少年用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对待学习 
 和生活。

今 届 比 赛 夺 得 初 中 组 银 牌 奖 的 作
品“Potential Diagnosis For Cancerous Cell 
Utilizing Optical Spectroscopy”，由来自槟城
钟灵(独立) 中学的王博胜创作；铜牌奖则由居銮
中华中学的汤放桀、王羽耀、林圣元以作品“三
合一环保清洁神器”夺得；而高中组银牌奖则由
来自巴生兴华中学林佳胜、张慷旭、陈凯扬以
作品“Safe Water Malaysia (Board Game)”获
得；铜牌奖则由曾庆华、林雨禾、陈智匡来自吉
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获奖作品为“The Milkbox 
Indicator”

遗憾的是，今届高中组与初中组的金奖仍然
从缺，期待未来参与者再来挑战，挑战自身的胆
量与思考能力，创造出创意性、可行性、与实用
性三者兼备的佳作。

贵宾左起：郑慈峰博士、萧维深主任、曾飞焕博士、林天来主任、莫顺宗校长、杨
天德博士、丹斯里拿督林源德主席、林忠强博士、潘斯里拿汀斯里魏顺莲女士、赵

燊儒律师、高天威博士、李汶康老师与庄正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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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第34届）

由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与新纪元大学学
院联办的“第34届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
，于7月7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本届比赛由
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负责筹办，吸引了雪隆区
19所学校，其中包括华文独立中学、国民型中
学、国际学校等等。近330位中学生踊跃参赛，
参赛者包括华、巫、印三大民族，反应不俗，大
家在限时两小时内斗智斗力解题，全力以赴、认
真作答以拼出佳绩。

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是以世界上最
具影响力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命名，透过比赛锻

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及测试自己的解题技巧与
速度，藉此加强掌握“数学”这项工具，为学习
其他各门学科和技术打下扎实的基础，达到德、
智、体的全面发展。

在这十余年来，我国中学数学竞赛活动蓬勃
发展，其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学生。身为老
师、家长或是长辈的我们应给予青少年鼓励，多
关注数学教育，激发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
数学问题的能力。这项比赛提供了一个有助于提
升思维能力的管道，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不同
的数学题目，从而了解数学不仅限于日常生活，
更是提升孩子们智商、逻辑思维、分析力及解题
能力的重要元素。

出席嘉宾正在进行开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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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美术与设计系

The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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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of new academic 
programme “Diploma in Digital Media Design” 
for year 2020

·Preparation for Malaysia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 Audit Pematuhan for existing 

diploma programmes to ensure better academic 
quality, including: 1)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DGD), 2)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DID), 3) 
Diploma in Fashion & Textile Design (DFT), 4) 
Diploma in Visual Arts (DVA), & 5) Foundation 
in Art & Design (FAD).

·Preparation for MQA’s Visitation in 
2020 for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BVC) 

·Self-promotion and student enrolment 
efforts

·Enhancement of student life

·Engagement with the community

These goals are detailed out in the sections 
below.

12.1 ACADEMIC MATTERS

12.1.1 DEVELOPMENT OF NEW    
  PROGRAMME 

In order to boost student numbers, the 
department has developed and submitted to 
MQA a new programme, Diploma in Digital 
Media Design (DMD) to cater to the growing 
need for quality digital graphic and visual 
designers. All documents had been submitted to 
MQA, and we hope to open DMD programme in 
May semester 2020.

12.1.2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The department implemented place-
based co-curricular coursework to encourage 
innovative teaching-learning methods. Modules 
from courses which have strong visual outcomes 
such as Computer Graphics, 2-D and 3-D 
Studies, Illustration, Typography, Animation, 
Web Design, Fashion Draping, and Furniture 
Design were encouraged to be involved in this 
experiment. 

Based on what we learned in the past, 
especially 2018 Batu 11 Cheras Community 
Project, coursework has been developed along 
these lines including Graphic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students’ figurative study, live 

sketch work and photography sessions at Batu 
11 Cheras wet market on 25 April. 

Figure studies at Batu 11 Cheras wet market) 

12.1.3  NEW LECTURERS

The Department has appointed contractual 
lecturers Nicsson Chia Chua Hang, Kamarul Shah 
bin Bakar, Amir Shariffuddin bin Zakaria, and 
Ana Baidza binti Abu Bakar to handle graphic 
design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thira binti Azmi to teach DID subjects, and 
Suhairi Marlina binti Shamsudin to take care of 
DF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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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GRADUATION EXHIBITIONS

Art & Design Graduation showcase 2019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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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with each having its own theme. In these 
projects, the final year students showcased their 
talents and creativity by putting up a display in 
one graduation exhibition, together with related 
activities.

(1) RETURN TO ZERO - Art and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2019 (spring) at White 
Room Gallery, 14 - 18 January. 

(2) THE LIVERS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Graduation Showcase 2019 (autumn) 
at Ng Ah Choo Multipurpose Hall, 25 - 29 
September.

12.2 ENHANCEMENT OF STUDENT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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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IN-HOUS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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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3-Dimensional Art, Traditional Lantern 
Workshop Making (2 October)

b) Zentangle Art Workshop – workshop 
speaker: Ms Michelle Lim (14 October) 

c) The Power of Creative Paper – 
Workshop speaker: Mr Wong Fook Choon (31 
October)

d) “Black & White Expressions” Post 
Card booklet (31 December)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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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ed by HoD Ms Hanna Chan and 
lecturer, two BVC students were winners in 
the group competition of 2019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Design Thinking at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in 5 July, as follow: 

a) Hng Sin Huey 方欣慧(Hotel Management 
category); 

b) Phuang Khai Shein 冯凯贤 (Sports and 
Recreation category).

Art & Design students were winners of “2019 
International Design Thinking Group Competition” at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2) BVC student Lim Khai Shien林凯轩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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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SELF-PROMOTION AND STUDENT ENROLMENT DRIVE

been selected as finalist of “My Tiger Values 
Art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Maybank 
Foundation 2019.

12.2.3  FIELD TRIPS

The department arranged numerous 
educational field trips for student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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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 trip to 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for FAD-PR-
101Introduction to Printmaking students (22 
January)

b) Art Gallery Visit to George Town, Penang 
was organ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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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 
July) 

c) Visit to National Art Gallery Malaysia. 
Exploring Media Baharu permanent collections, 

Ahmad Ismail Zain’s Symbolism and 
representation system exploration (8 November)

d) Field trip to UITM Shah Alam for gaining 
Printing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kills (28 
November)

Field trip to UITM Shah Alam, Selangor

Lecturers also regularly organised trips to 
design-related fairs and exhibitions to expose 
students to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trends i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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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 Design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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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ART AND DESIGN DEPARTMENT   
              STRIVING FOR STUDENT ENROLMENT

(1) Briefing for Art & Design diploma 
students to proceed to homegrown degree – In a 

move to boost student numbers, the department 
took the initiative to invite graduating students of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DGD) on 21 August, 
3pm–4pm at room C107, to discuss about their 
progression to BA(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BVC)) after September semester 2019. The 
briefing was conducted by HOD Hanna Chan 
and Deputy Registrar Tang Pui Kwan.

(2) Art & Design Dept. SPM Art Subject 
Workshop projects:

a) FB Live by Lecturer Mr Lie Nam Hing：
说书人系列活动 – “平面设计领域懂多点”( 21 
March)

b) Mural project at SMK Pulau Ketam, 
Pelabuhan Klang (8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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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al art painting for SMK Pulau Ketam, Pelabuhan Klang

c) Art Jamming Workshop, NEUC Open 
Days (May & August semesters) 

Art Jamming Workshop at NEUC Open Days

d) Workshop for Students Preparing For 
UEC Examination (Art Subject), Chung Hua 
Middle School, Klang (16 August) 

UEC Examination (Art) Workshop for students of Chung 
Hua Middle School, Klang

e) Fashion Assessment for Chinese High 
School Batu Pahat Lecturers Suhairi and Head 
of Department Hanna Chan made the journey to 
Batu Pahat as external assessors (5 October)

f) Workshop for Students Preparing For 
SPM (Art Subject), SM Jalan Bukit, Kajang (15 
November) 

SPM workshop (Art subject) for students of SM Jalan 
Bukit, Kajang

(3) Art & Design D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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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rt & Design stair raisers wallpaper next 
to the Black Box Theatre, block C. (September) 
– The ideas originated from student’s own 
experience at NEUC. It revolves around different 
topics such as programs, courses, friendship, 
hostel, foo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acilities, 
environments, etc. Themed “Fun, Vibrant, 
Young, and Active lifestyle”, colours selected 
are from the Colour Studies class, something the 
students have learned before.

b) The Art of Mural Paper Sculpture (29 
October) along the Art & Design Corridor (Next 
to the Photo Studio) – This art form is first of 
its kind in NEUC. Stakeholders could enjoy the 
radiant beauty of art made from light created 
by the Art & Design students. The creative lane 
of light sculptures included cultural heritage of 
Malaysia, Chinese folklore, the dream generator, 
time orbit and more. Recycled materials such as 
paper scraps and cardboard wer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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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al Paper Sculpture

c) Art & Design Cubism Mural at the back 
wall of Ng Ah Choo multipurpose hall, block C 
(20 - 26 November) – Led by lecturer Nicsson 
Chia,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Design Elements 
& Principles of Cubism” mural painting is 
Malaysian national animals. Student artists use 
the design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including 
values and visual textures to transform the wall 
into cubism of black, white and colour.

Art & Design Cubism Mural for NEUC

d)  “Nature of the Universe” Creative 
lanterns at the main entrance/facing the lift (26 
December) – this Artwork Window Display is 
made of 3D artwork of our students. The main 
objective i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hibit 
their ideas and creations. 

Creative lanterns at the main entrance of Art & Design 
Dept.

12.3.2  HOSTING STUDENTS AND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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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ad show to SMJK Kwang Hua, Taman 
Eng Ann, Klang (14 March)

b) Print Making, T- Shirt, Postcard and Tote 
Bag Workshop, White Room Gallery (14 April)

c) Design Elements & Principles Workshop, 
SMJK Sacred Heart, Balik Pulau, Penang  (19 
June)

d) Design Elements & Principles Workshop, 
SMK Pulau Ketam  (5 July)

e) Zentangle Art Workshop, SMK Chung 
Hwa Wei Sin_CF, Kuala Terengganu (1 
November)  

Zentangle Art Workshop

f) Zentangle Postcard Workshop, SMJK 
Chan Wa, Seremban (10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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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COMMUNITY ARTS AND OUTREACH

12.5 WHITE ROOM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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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Kids Art Camp 

 On 16 December, the Art and Design 
Society organised a one-day art camp for kids. 
It aimed to inspire kids to explore and express 
their creativities in a wide variety of media such 
as painting, ceramic and craft-making.

12.4.2  Mural painting 

 The department had conducted mural 
painting at two schools in 2019. This project 
was set to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volving schools and served as publicity for 
NEUC. Two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throughout 
the year; one at Kajang High School in March 

semester, another one which is Photo-realistic 
at SMJK Yu Hua, Kajang in May semester. 

Mural for SMK Tinggi Kajang

12.4.3  The White Elephant 3R Showcase 

The White Elephant 3R Showcase organized 
by the Art and Design Society (27 March)

The department has diversifying the use 
of The White Room Gallery to include hosting 
shorter-term exhibitions featuring students’ 
works, talks and workshops these few years, 
including:

a) Art and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2019 (spring) (14 - 18 January)

b) FAD Portfolio Project Exhibition (29 
April -15 May)

c) Student works exhibition (March semester)

d) Student works exhibition (May semester)

e) Nationwid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Art Teachers Exhibition, Participating artwork: 
70+ pieces  (21 - 23 August) 

Nationwid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Art Teachers 
Exhibition at White Room Gallery, NE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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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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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接触社会、关心社会以及启发人文关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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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影展与公演

13.1.1 第14届影像组毕业生短片巡回影展 ： 
 《XVI/溯录》

本系第14届的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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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溯
录》全马巡回短片影展。和历届影像组毕业生一
样，在指导老师梁友瑄的带领下，他们带着自己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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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I”在罗马数字中是“16”的意思，代
表着16位来自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第
14届影像组的应届毕业生；“溯”代表回想过
去，“录”则是用影像记录。“XVI/溯录”代表
着他们16个灵魂回溯本心的生命记录。　

两年半的学习历程中，从懵懂到迷失，有如
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的过程；创作彷佛是一
面可以回溯过去的镜子，他们决定献上自己最本
真的情怀，记录自己灵魂深处最真诚的每一帧，
将至今对生命的感受，社会的观察化为影像，作
为他们的学习成果。

因此，这16位毕业生结合彼此的力量完成
了四部剧情短片：其中有描绘当代年轻人虚无心
境的《虚妄之徒》、讲述中年妇女面对孤独日常
的《延日》、讲述死亡与友情的《青春路上》及
探讨癌症与母爱的《伴前行》。以下为今年影像
组毕业生巡回的六个场次：

日期 地点
9月15日 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Block B 五楼

大礼堂 
9月18日 槟城-Atas Cafe
9月20日 怡保-培正校友会
9月22日 柔佛-暗房 (Black Room Theatre 

and Illustration)
9月23日 马六甲- YFC (Malaysia Youth For 

Christ)
9月24日 马六甲-育民中学（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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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林丽娟和剪接师苏文泰进行交流和讲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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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组毕业制作

13.1.2  排演一：《淡水小镇》

演出日期：12月28日至12月30日

本系一年级学生在黄丽珍讲师担任导演，
蔡紫滢担任制作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成功制作了  
《淡水小镇》舞台剧演出。这是一部述说平凡生
命中蕴含着很多美好的日子，而爱是其中最重要
的成分。透过一个小镇的日常生活，映照出生命
的流动与无常。导演希望透过戏剧让学生了解让
角色生活在舞台上， 演员和生活的关系，所以学
生们必须做资料收集和阅读，透过演出让学生感
受人类的情感，了解写实表演中最不可或缺的是
对生活的热诚。

演出时间 ：
12月28日 （星期六）3pm, 8pm
12月29日 （星期日）3pm, 8pm
12月30日 （星期一）8pm
演出地点：新纪元黑箱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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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小镇》合照

13.1.3   排演二：《赤鬼》

演出日期：8月15日至18日

《赤鬼》是第15届学生【排演二】的期末
呈现作品，由著名导演罗国文与助教带领位学生
一同合作完成。《赤鬼》是由日本剧作家野田秀
树编创于1996年的作品，奠基于日本民话【赤
鬼】的传说故事。导演把原著里四人扮演多角的
设定舍弃，让更多学生有参与表演的机会。这部
结合偶与面具，及现场配乐的演出令人惊叹!

演出时间 ：
8月15日 （星期四）8pm
8月16日 （星期五）8pm

8月17日 （星期六）3pm & 8pm
8月18日 （星期日）3pm & 8pm
演出地点：新纪元黑箱剧场

《赤鬼》演出剧照

13.1.4  第14届舞台组毕业公演 ：   
《当夜来临》　

演出日期：9月5日至8日

《当夜来临》舞台剧启发自英国已故当代
剧作家萨拉·凯恩之遗作《4·48精神崩溃》。
此剧并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属于意识流戏剧作
品。主要讲述一个精神疾病患者的内心挣扎，他
成日周旋在医护人员身边，过程中他不曾被真正
理解。这是他对世界的真挚告白，以极端的残酷
方式传达对人们的爱。

演出时间：
9月5日 （星期四）8pm
9月6日 （星期五）8pm
9月7日 （星期六）8pm
9月8日 （星期日）8pm
演出地点：KongsiKL

《当夜来临》演出剧照

13.2 活动

13.2.1  抢救百年话剧史料筹款晚宴演出： 
 《百年沧桑话剧运》

本校作为【抢救百年话剧史料】联办单位之
一，于1月5日在吉隆坡乐圣岭天后宫礼堂的筹款
晚宴中，负责当晚的演出。取名《百年沧桑话剧
运》，本系在籍生和毕业生结合戏剧前辈梁志成
先生一同呈现马来西亚中文戏剧一百年来的发展
与流变。演出中也穿插其他表演者，让当晚的演
出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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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话剧运》演出剧照

13.2.2 【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

在1月21日至27日于布城IOI CITY MALL进
行的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本系学生出动向广场
群众祝贺拜年，同时也推出一个别开生面的《街
头卖艺》和《乾隆下南洋》表演。

新纪元ioi新春文化汇演合照

13.2.3 【2019世界戏剧日】庆祝

3月27日，本系响应【世界戏剧日】，在本
院的校园内举行，让全系学生参与的演出活动，
全程长达12小时看戏看不停，从早上十点至晚上
十点，节目非常丰富，包括：戏剧讲堂、肢体绘
画、马华话剧图文史料展、《三个小孩》特别场
演出、美术展、现炒现卖的进行式戏剧排练《多
元共生的赤道国度》，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表演
发生在新纪元的校园内，这一天，新纪元的校园
额外生气勃勃，活力四射。

【2019世界戏剧日】全体照

13.2.4 加盟【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

新纪元大学学院今年正式加盟ATEC【亚洲
戏剧教育研究中心】，与亚洲及世界各地区的戏
剧教育机构共同在戏剧教育、学术研究、舞台实
践等方面增进互相的了解和交流。5月17日至20
日，由贺世平主任代表出席位于北京中央戏剧学
院的第11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

13.2.5《一天》摄影展

10月15日，本系第16届一年级学生在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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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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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绘画老师、小贩、理发师、舞蹈
员、鞋匠、咖啡师、潮剧戏子、庙会主席、教
练、Youtube导演、刺青师、画家、锁匠动物园
园艺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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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被摄者不仅前来观
展，更在剧场外设立摊位摆卖自己的手艺作品，
从照片延伸到现实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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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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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毒道》公益短片拍摄

由马来西亚教育福利基金会和新纪元大学学
院戏剧与影像系联合出品的公益短片《毒道》在
历时两年多的筹备后，终于在9月6日至11日正
式开拍。此公益短片改编自真人真事，描述一瘾
君子少年如何在历尽波折后决定痛改前非，短片
的推出旨在推动社会反毒和提醒青少年拒毒。

这部短片除了由系主任贺世平执导、讲师
梁友瑄担任制作人，业界顾问冯丽芬担任行政制
片、兼任讲师陈衍盛担任摄影师、还邀请多名业
界人士、毕业生与在籍生在影片中担任幕前幕后
的各个主要岗位，可谓是本系历年来动员最多戏
影人的活动，影片预计在2020年中旬公映。

《毒道》公益短片演职员

13.2.7《三个小孩》受邀演出

10月7日在本系支持下，由毕业生林秀霓、
邱蕴能和颜渼潓演出的《三个小孩》被雪兰莪
万津中华小学家教协会邀请到该校为全校师生演
出，共庆教师节。

13.2.8 【小丑密室逃脱】

10月13日，配合【艺心艺意】嘉年华，本
系在黑箱剧场和表演教室推出【小丑密室逃脱】
游戏，让前来的参与者经历一段烧脑的拯救行
动，他们被赋予拯救的任务，需要动用脑力分工
合作解谜，才能救出被小丑囚禁在某处的女子。
此游戏分成几个关卡，途中会遇上各种小丑扮相
的角色， 最后一关也在考验人性，这是一次不简
单的活动。

13.2.9《绿野仙踪》受邀演出

本系去年推出的儿童剧《绿野仙踪》深受好
评，并在今年受邀于士毛月新村华文小学以及宽

柔校友会主办于新山新马寺演出， 赢得现场观众
们不断的掌声与笑声。 

10月17日10am
演出地点：士毛月新村华文小学

11月2日 7pm
演出地点：柔佛新山新马寺

13.2.10【新纪元技职学院新课程推介礼与技 
    职生活营】受邀演出

12月13日，本系第15届学生受邀在5楼大
礼堂为【新纪元技职学院新课程推介礼与技职生
活营】负责推介与开幕仪式表演。学生们以生动
有趣的表演介绍了新纪元技职学院推出的20项新
课程，同时也为技职生活营演出了别开生面的开
幕表演。

【技职新课程推介礼】

13.2.11《导演创作》期末呈献

12月14日及15日，本系第15届舞台组学生
在黑箱剧场举办了《导演创作》公开呈献。此活
动是<导演创作>课的期末作品，以30分钟为限，
一共有8部作品呈献。导演创作作品如下：

 
日期 作品 导演
12月14日 《Signal信号》 林洺媛

《脚底下的人》 纪为元、黄湘禧
《莎乐美与我
SALO(ME)》

王一祥、罗慧怡

《收信快乐》 郑晓彤、朱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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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 《手掌的纹路》 罗妙玲、戴苑琴
《群盲》 叶旨康
《溺爱》 郭思洁
《明日世界》 黄勇敬、陈明杰

13.2.12  户外教学

今年本系多个课程如《影像艺术鉴赏》、  
《导演基础》、《电影史2》、《表演进阶训
练》、《戏剧概论》、《纪录片制作》的负责老
师们皆把户外教学模式融入课纲中，带领学生们
参观美术馆、实地在茨厂街一带探勘走访、参与
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自由电影节、参观电影美

术工厂等方式，透过改变教学现场的方式，让学
生走出课室学习。

13.2.13  《起飞》校园音乐专辑MV拍摄与 
      活动记录

本校于9月下旬推出的《起飞》音乐专辑，
动员了超过百名学生参与专辑台前幕后的制作，
从筹备到发布，耗时超过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
间，本系系主任贺世平担任此专辑的摄影总监，
除了由助教赵芯宁带领戏影系学生参与专辑录
制、演出前后的影像记录工作，也参与其中三首
歌曲《相思豆》、《嘿！老歌》、《我要我们在
一起》MV，由前制到后制的拍摄工作。

13.3 举办系列讲座与工作坊

国外艺术家、电影人与旅外本地艺术家、电影人系列活动：

一直以来，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都致力於
和国外艺术家、电影人以及常年旅外的本地艺术
家、电影人接轨，让他们将在国外的创作经验分
享给学生和公众人士，也让学生了解更多课堂以
外的知识。今年也不例外，来自台湾、中国、香
港、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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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来自海外及回归的艺术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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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日期 题目 讲者
1. 3月5日 加影老街区导览 陈先生
2. 3月13日 剧场实务工作坊 俞云冰（校友）
3. 3月20日 《非常盗》电影分享会 Zahir Omar、郑雄城
4. 3月15日及22日 戏剧台词发声工作坊 黄英威
5. 4月3日 剧场灯光基础 郑美姗、李偲婷（校友）
6. 4月5日 造型的力量 黄商权
7. 4月10日 《异梦》- 大同韩新毕业影展巡回 制作团队
8. 4月11日 剧场音响入门 梁依琳（校友）
9. 4月12日 影视灯光实务 林智远（校友）
10. 4月25日 摄影与身体、空间的关系 张玮（台湾）
11. 5月13日-24日 毕业制作编剧工作坊 沈绍麒
12. 5月22日 舞台制作管理工作坊 Melissa Teoh
13. 6月1日及15日 基础Illustrator绘图工作坊 龚俊仰
14. 6月20日 毕业制作进阶剧本检验工作坊 陈胜吉
15. 6月26日 【当喜欢遇到骚扰：谈界限、爱

和性】讲座
郭富美博士

16. 6月29日 茨厂街社区导览 杨两兴
17. 7月3日 镜头之外-专业拍摄经验分享会 UNI视频制作团队
18. 7月10日 【VLOG海内外高校巡讲】 微博海外、WebTV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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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月24日 大同韩新毕业影展巡回
《续·LIFE》

制作团队

20. 8月2日 动作剧场工作坊 蔡晴丞（台湾）
21. 8月24日-25日 毕业制作剪接工作坊 沈绍麒、陈胜吉、陈衍盛
22. 9月4日 Seashort Film Festival Roadshow

东南亚短片节宣传与反映
制作团队

23. 10月16日 表演嬉戏工作坊 许勇宽
24. 10月17日-20日 偶来陪你玩游戏-偶戏工作坊 林孟寰、周俊鹏（台湾沙盒制作 ）   
25. 10月17日-20日 舞台、影视编剧工作坊 林孟寰（台湾）
26. 10月15日-18日 基础摄影工作坊 伍祖骏（校友）
27. 10月11日及25日 基础收音工作坊 罗静颖（校友）
28. 10月23日及30日 业界剪接流程1 黄凯韵
29. 11月1日及27日 业界剪接流程2 黄凯韵
30. 11月27日, 

12月11日, 18日, 29日
声音表演工作坊  黄英威

31. 12月9日, 19日, 26日 马来传统乐器敲击工作坊 唐勇豪

13.4 招生活动、受邀讲座、主持评审活动

由贺世平主任与梁友瑄讲师带领中学生或公众人士进行的戏剧或影像活动与讲座，同时介绍本系课
程内容。

日期 活动项目 主讲人 / 评审 地点
1月至12月 ADA戏炬奖 评审：贺世平 各演出剧场
3月3日 Are you games ？

《三个小孩》分享会
主讲人：贺世平 五艺中心

3月16日-17日
3月23日-24日

谷中城教育展 贺世平、梁友瑄 谷中城展览厅

4月13日-1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开放日 贺世平、梁友瑄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园
4月-6月 3rd Malaysia Golden Global Awards

Selection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level)

评审：梁友瑄 Jazzy Pictures （M）
Sdn. Bhd.

6月1日-2日 2019崇young亚洲青少年戏剧比赛 评审：贺世平 槟城光大5楼
7月18日 乔治市艺术节：《台湾纪录片20年发

展与前瞻》论坛
主持人：梁友瑄 Wawasan Open 

University, Penang
7月20日-21日 乔治市艺术节：《红盒子》纪录片映

后导演座谈
主持人：梁友瑄 GSC Gurney 

Plaza,Penang
7月13日-14日
7月27日-28日
8月3日

新村乐龄手机摄影班 讲师：梁友瑄 居銮Sri Lalang新村

8月1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开放日 贺世平、梁友瑄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园
11月1日 登嘉楼中华维新国民型华文中学来访-

戏影系讲座
主讲人：梁友瑄 新纪元大学学院

12月7日-8日 谷中城教育展 贺世平、梁友瑄 谷中城展览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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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荣誉榜

13.6 结语

·【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4月20日由戏剧联盟主办，于吉隆坡GMBB
文创园区举行。

1.本系排演三制作《破!案》分别入围以下奖项：
-获奖年度最佳原创剧本（贺世平）

-入围年度最佳造型设计（萧铭乐、陈婷婷）
-入围年度最佳舞台设计

（李杰承、洪梓宗、陈凯宣、刘雪莉、
姚競皓、曾慧愉）

-入围年度最佳女主角（刘雪莉）
-入围年度最佳女新人（罗静颖）

2.本系排演一制作《我要上天的那一晚》：
-获奖年度最佳女新人（黄湘禧）
-获奖年度最佳平面设计（龚俊仰）
-入围年度最佳男新人（王一祥）
-入围年度最佳女新人（陈颽依）
-入围年度最佳造型设计

（黄商权、郑明慧、 罗慧怡）
3.本系毕业制作《谁家老婆上错床》：
-入围年度最佳男主角（李杰承）
-入围年度最佳女配角（杨杏瑶）

4.本系与偶门剧团联合制作《绿野仙踪》：
-入围年度最佳戏剧

-入围年度最佳改编剧本（贺世平/梁依琳）
5.本系第3届毕业生陈忠实凭《尼伯龙根的指

环》获年度最佳男主角

6.本系第6届毕业生陈俊霖凭《开心死了》获年
度最佳灯光设计

·本系第13届影像组毕业生制作，温骏业
同学执导的毕业短片《Block A-2-15》屡屡入围
国内外影展并得奖。以下是入围暨得奖清单：

1. Officially selected in The Inshort Film 
Festival 2018 （Lagos） 

2. Invited to screening in Satellite 2019: 

South East Asian Short Films Screening | Penang

3. Nominated in Shorti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4. Nominated in 9FilmFest (Thailand) 

5. Nominated in 15th Mini Film Festival 
- [MAS] See Films Open category (Malaysia) & 
Must [SEA] category (South East Asia) 

6. Best Film Award [MAS] See Films 
Malaysian Shorts in 15th Mini Film Festival 

7. Included programming in S-Express Sea 
Shorts Film Festival 2019 

8. Officially selected to screening in Non-
competition section in Bengaluru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dia) 

9. Officially selected in Cinema Oasis 
Amazing Stoner Movie Contest & Festival 
(Bangkok) 

10. Nominated in Aash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Nashik 2019 (India) 

11. Officially selected in 38th Uppsala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Sweden)

·本系第13届毕业生傅惠惠与赖育恒作品     
《电话》获首届晓阳双亲节微电影创作竞赛季
军；第14届在籍生陈宏亮短片作品<Botak>则获
优胜奖与网络人气大奖。

·本系第14届应届毕业生陈宏亮短片作品
<Drifting>入围<Save Our Earth, Save Our Future 
>五强。

·本系在籍生与毕业生合力摄制的短片《共
犯》在BuddynotBully.my举办的全国短片比赛脱
颖而出，荣获季军。

·本系第6届毕业生梁家恩荣获《新·新
村》微型纪录片大赛颁奖典礼公开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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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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媒体研究系

理论与行动教学策略是媒体研究系自2001
年创系以来所订下的方向和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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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沿续数码影音元素，传统的“公关”与“新
闻”专业及新增的“数码影音”专业为本系带来
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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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本
系也举办了系列活动，包括：12场不同领域的业
界媒体人讲座分享、“泣海一日体验营”及“重
联”2场公关实务活动、Let’s Go on Air之“你
配吗？”配音比赛，以及参与“Pasar Basah巴
剎天”社区人文纪录展等等。

14.1 三年制《媒体与传播研究学士学位》课程

14.2 出版6份《观察家》社区报

为了培养更多具有批判思维、反思兼行动能
力的媒体暨传播专业及学术人才，以及递补2+2
课程结束之后的空缺，媒体研究系在今年开始规
划学士学位课程，该课程计划朝向数字媒体与媒
介融合的方向发展。顺应此目的，本系已于今年

举办了两场焦点团体访谈，并邀请了校友及专家
学者前来参与，以了解当前业界的实际需求，冀
构建出能够培养具竞争力人才的课程。该访谈分
析正在进行中，预计会在明年完成一共6场的焦
点团体访谈。

配合5月份及9月份两学期的“报章出版实
务”课，修课同学（2018年3月、5月份及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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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印刷1800份，发行
到加影、万宜、蕉赖、士毛月及无拉港等地区。

以社区关怀为定位，每学期同时制作三刊，
各刊聚焦主题作出鲜明区隔，满足不同需求的读
者，包括以社区民众为目标对象的正刊，以新纪
元学生及教职员为关怀对象的校刊，副刊则同时
适合两类读者阅读。

5月份社区正刊专题为“加影万宜打造低碳
城市”，带领读者了解加影市议会最新的低碳城
市政策。副刊主题为“重拾被遗忘的马来传统文
化”，全刊介绍我们过去曾经熟悉、如今却不易
看见的各种马来传统文化及工艺。校刊本学期主
打四个议题：新旧住宿生续住遴选问题、教育部
200万拨款如何使用、校内赛事评选规则及校内
英语风气等。

9月份社区正刊专题为“公共交通疑难杂
症”，记者实地考察了加影地铁站与公车接驳的
流畅度及班次的问题。副刊主题是“多元性别、
打破传统”，全刊针对LGBT议题及性别平等意
识做出深入的报导。校刊则探讨校方如何使用学
生所缴交的杂费、学生如何看待网络霸凌及校园
霸凌的现象、校外周围的安全隐患及学生选择住
宿会考虑些什么因素。

5月份学期《观察家》。 9月份学期《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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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参与“Pasar Basah巴剎天”社区人文纪录展

14.4 制作社区夜市新闻脸书专页

14.5 公关实务

沿续本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精神，并兼顾社
区关怀与衔接数位传播汇流时代，今年5月份学
期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2018年9月份入学
学生）特别与社区非营利组织Where As合作，共
同走进历史悠久的旧巴生路4哩半巴剎，将课堂
所学的采访、新闻摄影、影像制作、新闻写作及
编辑设计等传播技能应用及发挥，为旧巴生路巴
剎历史与人文故事纪录而努力。

此社区人文纪录展结合建筑设计、表演、摄
影及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有志青年，各自透过自
己的专长纪录旧巴生路4哩半巴剎的历史。而本
系学生则以课堂所学的传播专业，完成至少8篇
文字报导、8支影片及数十张照片以手册、网络
新闻、展示设计、游戏及创意活动等成果，与其
他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于8月24日及25日在旧巴
生路4哩半巴剎举行的“‘Pasar Basah巴剎天’
社区人文资料展”展出。而所有文字、照片及
影像报导也都上载至专属网页（网址：https://

pasarokr666.wixsite.com/pasarjlnokr），方便
读者阅读。活动甚至获得《马新社》电视台、
《Astro》〈八点最热报〉及《中国报》的大篇
幅报导。

展览结束后，同学将用心设计的展板转赠给巴剎阿姨。

回应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新闻传播热门网络
工具的最新趋势，9月份学期的“新闻采访与写
作”课（5月份入学学生），首次让学生尝试将
社区议题与人文故事透过社交媒体传播。

本次社区仍以加影为主，唯聚焦在两个著
名的大型夜市──锡米山夜市及流古路夜市。学
生亲自走入夜市探索夜市历史、人文、特色与日
常，并透过脸书专页将文字报导、照片及影片等
呈现夜市的多元精彩样貌。在持续经营脸书专页
的两星期过程中，学生除须坚守内容制作的专业
原则，也必须使用有趣的页面设计与编辑创意，

达到可观触及率、浏览量、点赞率、分享率等。

至学期结束时，学生共完成超过20篇文字
报导、20则影片制作及整百张新闻照片。两个夜
市的脸书专页分别为：

1. 夜锡人生 Pasar Sungai Chua：
https://www.facebook.com/PasarSungaiChua/

2. 新媒市之 Bazaar REKO：
https://www.facebook.com/%E6%96%B0% 

E5%AA%92%E5%B8%82-%E4%B9%8B-Bazaar-
REKO-103461577796925/

公关实务是一门实践课，由媒体研究系专业
文凭班的学生参与及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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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关
系活动及现实生活上。

在5月份学期的公关实务活动中，19名媒体
研究系文凭班的同学与2位老师于6月9日，上午
10时至下午6时于适耕庄热浪沙滩举办“泣海一
日体验营”。此醒觉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
公众对于海洋污染的认识以及提高适耕庄居民，

游客对于保护海洋的意识。在活动之前，学生们
则前往育群华文小学进行造势活动。在造势活动
的当儿，学生们准备了数个小游戏，影片及展览
供小学生观看。通过一系列的互动，小学生们得
以更加了解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体验营当天，我
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此次活动的联办单位-雪兰
莪州政府代表YB黄瑞林来进行开幕仪式。

“泣海”醒觉活动脸书专页：https://www.
facebook.com/listentoocean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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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群华文小学造势活动全体大合照

泣海一日体验营开幕仪式与YB黄瑞林的大合照

工作人员及参与者完成站点游戏的合照

媒体研究系代主任颁发奖牌予参赛者

泣海醒觉活动全体工作人员及媒体研究系老师合照

在9月份学期，61位公共关系实务课学生及
两位老师筹办了一场名为“重联”的醒觉活动。
此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少年对于过度使
用智能手机所带来的影响意识。为了减少智能手
机的使用，学生们精心设计了各种游戏，快闪活
动以及校园宣传活动以宣导此次活动的宗旨。在
此次活动中，我们前往华夏私立中学，育华中学

以及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及
影片分享。

此外，我们也分别在加影地铁站以及书签咖
啡馆进行了快闪活动。通过这快闪活动，我们得
以了解公众对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这个课题的认
知并宣导我们的活动宗旨。值得赞扬的是，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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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面子书专业成功突破1千个赞的大关。希
望借此活动，可以让青少年及公众认知过度使用
智能手机的危害及如何正确的使用智能手机。

“重联”醒觉活动脸书专页：https://www.
facebook.com/disconnect2reconnect1102/

华夏私立中学大合照 育华国民型中学大合照

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大合照

14.6 空中之城开播造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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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学期，广播组及文凭班同学共同策
划了名为 'Another Game' 的造势活动。有别于以
往的是，本次一共有20档的单人及双人节目。其
中还加入了精彩的唱歌及舞蹈表演使整场造势活
动更为热闹。

9月份学期，文凭班的同学则举办了一场   
“天马行空”造势活动。此次活动中，文凭班的
同学将空中之城台歌改编成流行音乐风，并且
加入饶舌的元素。在活动过程中，同学们更以唱
跳的方式来演唱台歌，使当晚的气氛更热烈。此
外，10档节目的DJ们也各别拍摄了各档节目的
宣传影片并在造势活动上震撼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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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份学期 'Another Game' 造势活动，全体大合照 2019年9月份学期 “天马行空”造势活动，全体大合照

14.7 校园广播电台户外直播分享会暨小型毕业展

14.8 “空中之城” 校园广播电台开放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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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研究系最后一批BRT广播组学生及
电视组学生在5月份学期结束前合办了一场户外
成果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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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年，空中之城一共接待了来自各地区的学
校。请参考以下名单：

·崇华国民型华文中学，11月19日
·登嘉楼中华维新国民型华文中学，11月1日
·SMJK Pulau Sebang，6月12日
·升学情报生活营，5月25日
·SMK Tengku Idris Shah，4月11日

在接待访客的过程中，我们会依据人数来安
排行程并希望让来访者可以简单的认识媒体研究
系课程及设施。我们将会向来访者展示广播室的
录音设置，并让他们有机会体验录制个人ID。若
时间允许，我们还会安排来访者录制广告配音以
及让他们体验现场直播的刺激感。由于录音室有
人数的限制，所以我们通常会将学生分成两批。
另一批的同学则去体验剪接室绿屏的设置。

SMJK Pulau Sebang来访团及广播室负责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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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Let’s Go on Air之“你配吗？”配音比赛

14.10  “好声音”广告配音工作坊

SMK Tengku Idris Shah来访团及广播室负责人合照 来访者体验录音后与DJ们的大合照

为响应学校一向推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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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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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组及教职员组
进行比赛。配合这次的配音比赛，本台设置了两
个奖项分别是最佳配音奖的冠军、季军、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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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组。此外，我们还邀
请了3位重量级的评审老师分别有赵志坤老师，
蔡莉玫老师及黄英威老师。为了使非华裔的学生
或者教职员有机会参与此次的配音比赛，我们内
部也准备了英文版本的配音影片供参赛者们选
择。

在5月份学期，广播组的学生邀请到了练声
先生工作室的资深语音老师——黄英威来给学生
们进行一场广告配音的工作坊。此次工作坊是在
录音室里进行，并吸引了约20位媒体研究系文凭
班学生参与。在工作坊中，每位同学将有一份广
告台词并给予时间练习。之后，同学们需要各自
展现自己的语音。过程中英威老师将逐个纠正并
加强学生们的语音以及情感上的表达。

“好声音”广告配音工作坊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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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广播器材简介”及“音效剪接处理”工作坊

14.12  “媒体人实务分享”系列讲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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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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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共举办12场“媒体人实务分享”系列讲座，邀请分布于不同领域的业界媒体人分享工作经
验，各讲座条列如下：

日期 时间 主讲人／职称 讲题
4月29日 16:30~18:30 丘咏欣Melody FM节目策划总监 广播节目制作与主持
6月17日 13:00~15:00 关丽玲《星洲日报》活力副刊副主编 记者与专题的距离
6月24日 13:00~15:00 张汉顺《慈济电视台》制作人、前TV2

前线窗口制作人
从0到有的过程：人物专题怎
么做？

7月10日 09:30~11:30 李诗韵《热辣网》主编 小编开讲啦！
7月24日 15:00~17:00 胡小胡Cyeefoo《Astro》〈小太阳〉节

目企划、音乐执行与制作、Happymove
光盘行动活动策划人

儿童节目不好做

7月24日 09:30~11:30 林波君“椰楼影画”电视制作人 说·纪录片故事
7月31日 15:00~17:00 JC劲程AiFM DJ 现在，还有人要当DJ吗？
11月6日 09:00~11:00 胡小胡Cyeefoo《Astro》〈小太阳〉节

目企划、音乐执行与制作、Happymove
光盘行动活动策划人

儿童节目不好做

11月20日 09:00~11:00 白建明《Astro》网络视频制作人 媒体生态和你的未来
7月12日 09:30~11:30 Chong Jia Hao Online Gaming & E-Sport 

World
11月14日 09:00~11:00 Cookies Jorden Me Media & Digital 

Marketing
7月10日 15:00~17:00 庄迪澎 马来西亚的互联网媒体治理：

从马哈迪到马哈迪

校友胡小胡分享儿童节目和音效制作经验。 JC劲程自2009年从本校毕业后，一直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
DJ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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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媒玩媒了”数码媒体体验营

来自Hotlah的李诗韵主编难得来访，与出席同学合照。

媒体研究系系会在5月4日至5日举办第一届
的 ”媒玩媒了“数码媒体体验营。本营会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发掘中学生对于媒体行业的兴趣以及
排除他们对于媒体行业的刻板印象。随着日渐崛
起的新媒体，我们也想让中学生得知数码媒体在
未来的趋势。在这两天一夜的营会中，成功招收
了60位来自各个地区的营员。此体验营主要想要
让营员体验媒体其中的三大块，这三大块则是新
闻、电视以及广播。为此，我们成功的邀请到了
3位重量级的人物来给予营员工作坊。

这3位重量级的人物包括本系专任讲师黄招
勤博士、知名Youtuber Tim Woo以及现任My 
FM大头 Aki Chan。为配合新闻自由日的主题，
黄招勤博士便分享了关于“新闻自由”这个主
题。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Segi University的大
众传播学生来参与我们的新闻自由日活动。为了
让营员更加了解数码媒体的运作，我们特别准备

了一项功课给予他们在营会里面完成。营员需以
组别的方式用手机拍摄出一部1分钟的小短片。
从剧本，拍摄直到剪辑影片，营员都顺利的完成
了。

廖朝骥博士、招生处代表、顾问以及正副营长开幕仪式

全体营员与讲者Youtuber Tim Woo的大合照 营会结束后，营员与工作人员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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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新纪元IOI 新春文化汇演

14.15  Astro找媒人《玩媒体验》

1月24日至27日的新春佳节前，新纪元大学
学院媒体研究系搭上布城IOI城市广场（IOI City 
Mall Putrajaya）的新春文化汇演便车，特别将广
播室搬到户外，让广场民众“Let’s go on air”！
配合着华人农历新年的到来，媒体系空中之城校
园广播电台特地精心筹备了这场户外录音体验，
并命名为“Let’s go on air”。借由这次的机会，
空中之城特地拉队将整个录音室搬出户外，让民
众体验当DJ的乐趣。在做前期准备时，空中之城
的同学们分工合作构思活动流程，并安排活动时
所需要的所有录音器材进行点算及检查。

在这4天的活动里，空中之城准备了华文、
英文和马来文的新年贺词供民选择。待他们练习
完毕后，就正式进入录音的环节。完成录音后，
空中之城的同学会为每一段录音搭配上合适的新
年歌曲当作背景音乐。后制剪辑结束之后，空中
之城同学就会一一的把音档发送给参与的民众。

本地著名演员张顺源在空中之城同学热情的邀请
下也参与了这场户外录音活动。

本地著名演员张顺源也参与了此次录音活动

媒体研究系讲师陈惠诗老师协助民众进行录音 此次活动也吸引到了马来同胞前来参与

Astro中文电视台、电台、网络首次跨平台
联合招募找“媒”人，号召社会新鲜人、应届
毕业生、想转职，或是待业的青年加入Astro平
台，动手改变媒体生态，重新打造媒体内容。在
Astro在邀约之下，媒体研究系与Astro首次合作
举办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校园巡回讲座。在此次
讲座中，Astro公司特意安排了两位资深媒体人
前来分享了两种主题的讲座。此次校园巡回讲座
得到了同学们热烈的回响，当天大约有100人出
席。

主题1： 《新闻Cooking Show》从采访现场创
作新闻好料

嘉宾：《新闻报报看》电视新闻主播 庄文杰

主题2： 音乐改变的人生轨迹
嘉宾：Melody FM电台主持人 云镁鑫

在7月27日，蔡莉玫老师带领文凭班的50位
学生前往Astro总部参与“找媒人”活动。学生
不但听了由知名新闻主播萧慧敏及颜江瀚给的讲
座，更参与了Astro总部的导览。导览过程中，
我们还有幸进入“新闻报报看”的录制现场，其
中还有同学体验了当主播的感觉。一整天的活动
下来，学生们不但受益良多，也更理解到媒体人
的工作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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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2019 ACA Championship Briefing

庄文杰及云镁鑫正在给予讲座

讲座结束后全体大合照

蔡莉玫老师带领学生参与Astro总部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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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诗老师在2月4日，
带同学参与“ACA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Championship”比赛开题以及在6月13日参
与“SEA Connect The Creative Conv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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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