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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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处

1.1 教职员报告

1.2 培训

截至12月31日，学校共有全职及合约教职员
194位，其中全职及合约学术人员共有87位，行政
人员107位；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的全职与合约教

职员有149位，约占教职员总人数76.8%。

截至12月31日，校内具博士资格的全职学术
人员共有19位，占学术人员总数的22%。

为了提升学术人员对于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所要提呈
审核文书的格式、内容等有更深入的了解，人事
处在2019年一共举办了4场MQA课程培训。第

1场是在4月10日至11日进行了“Workshop on 
Learning Outcomes (Module 1 & 2)” 内部培
训，一共有21位教职员参与此培训。

“Workshop on Learning Outcomes (Module 1 & 2)”上
课一景。

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人事处在4月15日为学术人员安排了第2场内部培训“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 
(GPD): Curriculum Design & Delivery (CDD)”，一共有35位教职员参与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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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on COPPA and Evaluation Instrument”
上课一景。

学员进行分组讨论。

第3场的MQA内部培训则是在4月30日进行，培训课程为：“Advisory Clinic for Preparation of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Document” ，有49位教职员参与此培训。

“Advisory Clinic for Preparation of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Document”上课一景。

人事处在7月2日为学术人员举办第4场的内部培训，培训课程为“Workshop on Accreditation of 
Prior Experiential Learning (Apel) Credit Award” ，共有10位教职员参与培训。

上课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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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内部培训分成两组进行，第一组在11
月23日以中文为媒介语进行，参与的教职员有
13位，第二组则在12月7日进行，以英文为媒介
语，一共有8位职员参与培训。讲员通过讲解、

分组讨论、游戏和经验分享等，让职员对客户服
务的态度及应对客户的能力等等有进一步的认
识，也希望通过此培训能提升教职员的客户服务
素质。

上课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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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部培训课程，人事处也安排教职员参与多项外部培训。

以下为2019年教职员参与的各类培训课程详情：

学员进行分组讨论。

为了让教职员能够更加认识及了解新纪元大
学学院的历史背景，人事处于12月16日为教职
员安排「新」故事研习班，共17位教职员参与。
此研习班的主讲者是本校校长莫顺宗博士，通过
莫校长讲述新纪元大学学院故事及观赏20周年校

庆晚宴的短片，新同事对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历史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除此之外，同事们在研习班
中也积极地参与讨论及互相交流想法，并将讨论
的成果呈现出来，希望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可以提
供建设性的意见。

学员分组讨论及呈现。

序 日期 课程名称 内部/外部培训 人数
1 1月14日-18日 Implementing & Managing Windows 10 外部 1
2 1月19日 3D Design, Scanning & Printing 外部 2
3 1月26日 Advanced Arduino 外部 2
4 2月22日 Arduino Lilypad Wearable Training 外部 1
5 3月11日-12日 Practical Accounting Principles & Practices Series 外部 1
6 3月14日-15日 Import and Export Procedures and Documentation 外部 1
7 4月10日-11日 Workshop on Learning Outcomes (Module 1 & 2) 内部 21



143

在这些内部及外部培训之中，学校向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取回共约马币七万六千令吉的培训基
金。

8 4月15日 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 (GPD): 
Curriculum Design & Delivery (CDD)

内部 35

9 4月17日-18日 Effective Multi-Tasking & Time Management for 
Maximum Performance

外部 1

10 4月22日-23日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 Managerial 
Competencies 

外部 1

11 4月30日 Advisory Clinic for Preparation of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Document

内部 49

12 5月3日-5日及
8月23日-25日

Solution-Focused Therapy 外部 2

13 5月23日-24日 Malaysian Customs Procedures 外部 1
14 5月27日-28日 Managing  Shipping Procedures with Incoterms & 

Trade Payment
外部 1

15 6月20日-21日 Effective Inventory and Warehouse Management 
Techniques

外部 1

16 7月2日 Workshop on Accreditation of Prior Experiential 
Learning (Apel) Credit Award

内部 10

17 7月8日-12日 Managing Modern Desktops(MD-101 Series) 外部 1
18 7月13日-14日 The Key in the Practice of Art Therapy-Art Therapy 

Activity Desig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t Media
外部 3

19 8月3日 Civic Education in KSPK 外部 1
20 8月23日-25日 Solution-Focused Therapy(Module 2) 外部 1
21 8月26日-30日 Train The Trainer 外部 2
22 9月30日-10月

4日
Rocheston Certified Cybersecurity Engineer (RCCE) 外部 2

23 10月2日-3日 Kursus Berkesanan Komunikasi Petugas Kaunter 外部 1
24 10月5日 National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Week 

2019 Conference on Bring Out Scientist in Young 
Children

外部 1

25 10月19日 2019 Conference of Taiwan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ssociation

外部 1

26 10月21日-22日 ICETIA 19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外部 4

27 10月24日-28日 Train The Trainer 外部 1
28 10月26日 Setup Prfessional Business Website Using WordPress 外部 2
29 11月23日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Mandarin)
内部 13

30 12月4日-5日 Creative Leadership Competencies for Excellence 外部 1
31 12月4日-5日 Virtual Reality for Architecture Visualisations with 

Unreal Engine
外部 1

32 12月7日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English) 内部 8
33 12月16日 「新」故事研习班 内部 17
34 12月20日 Augmented Reality (AR) Mobile App Development 外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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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沈丽燕
高级执行员：万婕甯
执行员：文美凤
执行员：陈培臻
执行员：黄慧欣
助理：郑素蓉

财务处

院长：李锦兴教授
副院长：李泉氚助理教授

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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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系

系主任/讲师：谢福强
讲师：蔡来宝
讲师：陆美霞
讲师：林逸俊

金融与会计系

助理：何燕妮

AMC工作小组

系主任/高级讲师：庄正伟
讲师：Widura Binti Abd Kadir
讲师：Nurul Ainaa Binti   
           Muhamad Shaari
讲师：Wan Nur Eliana Binti Wan 
           Mohd Ludin
合约讲师：庄发辉
合约讲师：胡纵展
合约讲师：郑荣丰
合约讲师：Rozlinda Binti Radzali
合约讲师：Muhamad Sufri Bin 
                  Muhammad
执行员：张雪儿

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

主任：宋美兰
助理高级执行员：戴惠萍
执行员：曾伟妮
接待员：蒋丽莲

人事处

副校长：文平强教授

学术与研究

校长：莫顺宗
副校长（学术与研究）：文平强教授
副校长（企业发展）：李锦兴教授
秘书：叶淑雯、苏逸云 、Nanthini
研究助理：林国安

校长室

系主任/副教授：伍燕翎
副教授：廖文辉
助理教授：郭思韵
助理教授：白伟权
高级讲师：林素卉
合约讲师：黄薇诗
执行员：林嘉莹

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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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

系主任/高级讲师：郭富美
助理教授：蔡苔芬
讲师：黄玲玲
讲师：侯雯荔
讲师：骆惠旋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主任：廖文辉副教授
执行员：陈建发

东南亚学系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院长：文平强教授

媒体与艺术学院
院长：Azizan Bin Othman助理教授
副院长/高级讲师：廖朝骥

系主任/高级讲师：贺世平
讲师：梁友瑄
合约讲师：黄丽珍
执行员：黎淑群

戏剧与影像系

代主任/高级讲师：廖朝骥
讲师：黄招勤
讲师：高佩瑶
讲师：陈惠诗
讲师：蔡莉玫
执行员：区翊雯
广播室管理员：林琇晶

媒体研究系

美术与设计系

系主任/高级讲师：陈心瑜
高级讲师：Raha Binti Ja’afar
高级讲师：Ambrose Poh Teik  
    Huat
讲师：利南兴
合约讲师：Syahrul Bin Razali
合约讲师：刘挺壮
合约讲师：彭诗晴
合约讲师：Nor Aqilah Binti  
     Mohd Arshad
合约讲师：谢易伸
合约讲师：Amir Shariffudin bin  
     Zakaria
合约讲师：Athira Binti Azmi
合约讲师：Kamarul Shah Bin  
    Bakar
合约讲师：Suhairi Marlina Binti  
    Shamsudin
合约讲师：Ana Baidza Binti Abu  
    Bakar
陶艺工作室管理员：
Nur Syahirah binti Abdullah
执行员：宋晓芬

新纪元大学学院人事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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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副主任：邓珮君
高级执行员：萧玉仪
执行员：萧嘉美

注册组

副主任：伍燕翎副教授 
助理主任：白伟权助理教授
助理主任（考试中心）：
郭思韵助理教授 
高级执行员：蔡淑芳 
执行员：陈姵瑾 
助理：何信强 
助理：刘秋慧 
讲师兼协调员：Hafatin 

教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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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事务处

主任：
Azizan Bin Othman
助理教授

注册处

副校长：李锦兴教授

企业发展

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助理教授：郑诗傧
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执行员：蔡惠欣
执行员：吴咏芩
执行员：梁若晖
执行员：黄义斌

研究生院
院长：黄永宝教授
协调员：Thenmoly A/P 
Sathasivam
执行员：张爱荃
执行员：刘成善
研究助理：曾珮桦

陈六使研究所
所长：莫顺宗
执行员：叶淑仪

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
主任：廖文辉副教授

语言中心

英文部
主任：林玉珠
讲师：陈玉意
讲师：Ong Ee Seng
讲师：李施晓
助理：温京玫

主任：吴振声
执行员：戴源斌

公关处

主任：庄璐瑜
高级馆员：戴婷婷 
助理高级馆员：
曾佩思
馆员：朱丽儿
馆员：林美慧
馆员：叶宏楠
馆员：翁敦铭
助理：林文琪

图书馆

主任：郭富美
咨商师：黄章健
咨商师：何均燕

辅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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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事务处

主任兼讲师：杨靖耀
执行员：上官蕴涵
助理：李定权

文化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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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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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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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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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教育学院

2.1  前言

2.2 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19年4月1日创立国际
教育学院，是直属于校长辖下、院长领导的学术
单位，兼有行政性质。原有的国际学生事务处及
国际交流处并入国际教育学院，以期能重新整合
现有的资源，统一对外窗口，集中发展。国际教
育学院下另设教学与科研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及
留学生服务中心（招生与管理），负责一切国际
间的学术与行政交流业务与项目扩展及面向留学
生的服务与管理。

2.1.1 教学与科研中心

具体负责业务：

（1）合作办学

· 建设专业学点联合办学

· 开发、设计课程

· 扩大双学士学位课程类型

（2）联合研究与出版

2.1.2 国际交流中心

具体负责业务：

（1）负责处理一切国际互访与交流事务；

（2）聘请外国学者担任客座或讲学；

（3）境外学习，如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学习项目、马港文化交流；

（4）师生互换/短期交流；

（5）游学体验；

（6）国际研讨会；

（7）与教学与科研中心合作处理国际合作
办学事项。

2.1.3 留学生服务中心

具体负责业务：

（1）国际招生及业务的宣传工作；

（2）协助办理国际生来马一切手续（出入
境管理、签证办理等一切入学手续）；

（3）负责管理留学生在马来西亚事务；

（4）掌握留学生在我校的学习进度、成绩
报告、生活与心理状态；

（5）策划国际文化节、文化考察、语言伙
伴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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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本校已和128所国、内外大专院校及
教育机构缔结为姐妹校，包括以文化交流、客
座教授、讲学、短期师生交流、双联学制、联办
3+0学位课程，以及联办硕士学位课程等方式进
行。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大学交流合作，除
了与已缔约姐妹校进行实质交流及强化合作关系
外，本校亦积极主动参访或联络国外大学、参与
国际研讨会，开拓更多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机会。

本校于2019年与10所大学及教育机构缔约
为姐妹校，分别是中国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中国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北京宽
高教育（中国科学院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中
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中国阳光学院、中国黑龙
江工业学院、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中国
山东协和学院、中国山东建筑大学及中国泰山学
院。这不仅提供本校毕业生在未来升学规划或实
习有更多的选择，也将引来更多国际学生，同时
为全校师生创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环境。

2.2.1 国际联系

新纪元大学学院长期与国内、外高等院校、
学术机构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致力促进多元、多
途径教育体系的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
会。以下为2019年本校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签
订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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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大学/机构 事项
【中国】

1月11日 中国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学术交流协议书
1月28日 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马来西亚海外分院的战略合作协议
2月28日 中国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群建设和培训中心建设专项合作备忘录
4月6日 中国北京宽高教育（中国科学院大学基

础教育研究院）
合作协议

4月26日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合作备忘录
5月15日 中国阳光学院 合作备忘录
5月23日 中国黑龙江工业学院 联合培养秘书学专业本科人才协议
7月15日 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汉语教育合作协议书
8月13日 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学院、马来西亚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 框架协议

10月18日 中国山东协和学院 合作备忘录
11月22日 中国海口经济学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书
12月16日 中国山东建筑大学 合作备忘录
12月21日 中国泰山学院 合作备忘录

【英国】
3月4日 英国西伦敦大学 谅解备忘录

【马来西亚】
1月14日 马来西亚美佳教育机构有限公司 国际发展协议

截至12月31日，新纪元与128所姐妹校缔结学术联系：

东亚 东南亚 欧洲（西欧） 大洋洲（南部）
中国大陆 60所 新加坡 2所 英国 4所 澳洲 1所
中国台湾 51所 印度尼西亚 2所 爱尔兰 1所 纽西兰 2所
中国香港 1所 马来西亚 3所

日本 1所

2.3 接待国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代表

本院接待来自国外所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代表团莅临本院参访，促进本校与国外学术机构的教育与
学术之交流合作，详情如下：

来访日期： 1月11日
来访单位： 中国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来访人员： 副校长曾宗、影视艺术系副主任肖澎、教务处副主任孟仁振、创意园区副主任吴昉、外

事办秘书沈逸鲲
接待人员： 公关与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骥、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

组）副主任伍燕翎、中文系副主任郑诗傧、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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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1月22日-25日
来访单位： 中国中山大学
来访人员： 范若兰教授
接待人员： 副校长文平强、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骥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1月28日
来访单位： 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来访人员： 院长李继延、副院长杨明亮、教师李立勇及教师曾洋、教师惠普科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公关与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国际交

流处副主任廖朝骥、进阶技能教育系副主任颜建翔、进阶技能教育系助理高级执行员张
丽梅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1月28日
来访单位：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来访人员： 执行副会长与秘书长王建华、中国国际大学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刘宏利、《中国科技产

业》杂志社国际交流部主任张虹、中国创新创业新校区联盟副秘书长刘英
接待人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义务财政刘庆祺、中文系主

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3月7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潘淑满、东亚学系主任江柏炜、华语文教学系教授曾金金、东

亚学系副教授郑怡庭、东亚学系副教授林昌平、欧洲文化与观光研究所副教授赖嘉玲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

燕翎、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郭富美、中文系副教授廖文辉、中文系助理教授白伟
权、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3月22日
来访单位：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 教务副处长罗一帆、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张奕华、外文学院副院长徐曼菲、研究生院专业

学位办负责人董怀宏、国际交流合作处科长沈丽玲
接待人员： 公关与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中文系

副主任郑诗傧、国际交流处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国际交流处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4月29日
来访单位：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郑道明、管理学院院长李素箱、国际暨两岸合作处专案经理黄显雯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合作办学、硕/博双学位
来访日期： 5月23日
来访单位： 中国黑龙江工业学院
来访人员： 副校长杨永清、校长助理兼人文社科系主任王长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科长侯荣新、翻

译梁诺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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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合作方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主席何义锋、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教
育部经理NoraJiah、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
伍燕翎、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合作办学、协议书签约仪式
来访日期： 6月10日
来访单位： 英国西伦敦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Prof.PeterJohn
接待人员： 副校长文平强、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研究生院院长黄永宝、商学系主任

Dr.Shamuni、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庄正伟、校长室秘书Nanthini、国际教育学院
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合作办学
来访日期： 7月8日
来访单位：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来访人员： 院长石书羽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合作方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主席何义锋、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教

育部经理NoraJiah、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合作办学
来访日期： 7月23日
来访单位： 中国深圳石岩公学
来访人员： 校长李洪滨、办公室副主任闫燕、IB国际部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李秋丰、友好人士孙剑

初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国际教育学院执

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合作办学
来访日期： 8月14日
来访单位： 中国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部
来访人员： 校长曾青生、教务处处长卢致俊、电气工程学学院院长殷侠、船舶工程学院院长高靖、

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郭文星、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窦继涛、唐风国际教育集团职业教育
业务总监庄雷、唐风汉语项目主管陈有权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进阶技能教育系副主任颜建翔、技职与
推广教育学院学术联络官蔡游易、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合作办学、建立两校友好关系
来访日期： 10月18日
来访单位： 中国山东协和学院
来访人员： 党委书记范素华、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邹爱民、工学院副院长马磊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国际教

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马来西亚中国教育发展协会会长张亮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10月18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 国际事务处国际长曾世昌、艺术中心主任郭世谋、国际事务处专员林心怡
接待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美术与设计系主任陈心瑜、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蔡惠欣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建立两校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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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10月23日
来访单位：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启程学院
来访人员： 理事会理事长宋立丹、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董事主席何义锋、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

易所秘书处和理财规划谭晓彤、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教育和项目经理张文雯、学生
宋雨泽及白恩嘉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梁若晖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11月1日
来访单位： 台湾国立屏东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古源光、国际事务处国际长曾耀霆、教育部师资培育、艺术教育司专门委员姜秀

珠、国际事务处专案助理钟祈慧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文系讲师林素卉、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建立两校友好关系
来访日期： 11月4日
来访单位： 中国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来访人员： 副主任黄侃、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科员武晔、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副院长张耀嵩、

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中文系主任

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进阶技能教育系副主任颜建翔、技职教育系高级技
术培训导师兼系主任李应伦、与推广教育学院学术联络官蔡游易、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
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建立两校友好关系

 
 中国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访新纪元大学学院·加强中马教育合作。

来访日期： 11月19日
来访单位： 中国山东工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及武汉市宇翼教育培训学校
来访人员： 中国山东工商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张雅军、山东工商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院长朱智林、山东工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培强、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
院副院长白千文、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际学生招生管理薛佳佳、华中科技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学籍事务管理张可、武汉市宇翼教育培训学校国际部主管马威

接待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主任庄正伟、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
执行员夏敏惠、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前总执行长李碧富、马来西亚美佳教育机构总联
络张宝福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签署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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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12月5日
来访单位： 中华海外联谊会
来访人员： 副会长谭天星、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许光任、中华海外联谊会海外事务部二级巡视员别

林业、中华海外联谊会海外联络部二级巡视员刘敬师、中华海外联谊会海联络务部一级
调研员庄元元、中华海外联谊会干部张康、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侨处参赞刘东源、中国驻
马大使馆一等秘书王志民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国际教
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

 
来访日期： 12月13日
来访单位： 台湾东海大学
来访人员： 校长王茂骏、就业辅导暨校友联络室主任蔡清欉、就业辅导暨校友联络室副主任蔡家

幸、马来西亚留台东海大学校友会顾问姚迪刚、马来西亚留台东海大学校友会会长倪汉
忠、南加州东海大学校友会会长沈晓白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12月16日
来访单位： 中国山东建筑大学
来访人员： 副校长宋涛、国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李潇、学生工作处处长黄居源、商学院院长胡宁、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韩启峰

中华海外联谊会代表团莅校参访交流。来
访人员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侨处参赞刘
东源（右一）。

12月13日台湾东海大学代表团莅校参访
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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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马来西亚中国教
育发展协会会长张亮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签署合作备忘录

来访日期： 12月19日
来访单位：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来访人员： 科研管理与国际交流处外事办主任宫照敏教授、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刘萍教授、启程学院

院长石书羽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电脑中心主任梁帏雄、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

执行员夏敏惠、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董事主席何义锋、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助
理杨慧眉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 12月21日
来访单位： 中国泰山学院
来访人员： 副院长王雷亭、发展规划处处长孟华、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张首宏、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张立柱、招生就业处处长宋涛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国际教育学院执

行员梁若晖、马来西亚中国教育发展协会会长张亮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国山东建筑大学代表团莅校参观陈六使
图书馆。

中国泰山学院与新纪元大学学院签署合作
备忘录仪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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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今年安排院领导、学术和行政主管赴
国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进行参访交流，致力于
保持良好的联系与合作，展望扩大交流，积极开

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推动学术交
流、人员互访、合作研究等合作项目，以期打造
具备宏观国际视野的高等学府。

2.4 出访国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

出访日期： 4月25日-28日
出访单位：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拜访与洽谈合作项目
出访日期： 5月2日-6日
出访单位： 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出访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拜访与洽谈合作项目
出访日期： 10月4日
出访单位： 中州科技大学副校长谢清隆
出访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拜访与洽谈合作项目
出访日期： 11月20日-28日
出访单位： 中国海口经济学院、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泰山学院、淮南师范学院、黄山学院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
交流事项： 拜访与洽谈合作项目、签署合作协议书

出访中国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进行拜访与洽
谈合作项目及签署合作协议书。

出访中国海口经济学院，进行拜访与洽谈合作项目及
签署合作协议书。

出访日期： 11月20日-28日
出访单位： 中国海口经济学院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起飞》歌手谢惠媛、歌手廖学哲、歌手陈宇

衡、MV导演莫尔
交流事项： 参与第20届海南欢乐节之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文化交流
出访日期： 12月6日-10日
出访单位：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出访人员： 电脑中心主任梁帷雄、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
交流事项： 带领10名学生参加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研修计划，主要是了解BIM土建建筑模型的构建流

程相关专业课程，了解中国历史，并且体验中国文化；洽谈国际合作项目及鲁班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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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 12月21日-23日
出访单位： 中国苏州大学
出访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

行员夏敏惠、CALIBREEDUCATION总执行长魏文地
交流事项： 硕博培养、游学计划、设新纪元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基地及东盟研究基地

本院于今年安排院领导、学术和行政主管赴
国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等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
关系，针对规定的课题，由相关专业的研究者、

学习者参加，为了交流知识、经验、成果，共同
分析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进行的探讨、论
证、研究活动。

2.5 国外学术交流

出访日期： 5月25日-27日
出访单位： 中国山东省潍坊中马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会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学术交流
出访日期： 11月13日-17日
出访单位： 中国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
交流事项： 出席“东南亚论坛”第三届国际会议：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的互

动发展

出访中国苏州大学，进行洽谈硕博培养、
游学计划、 设新纪元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基地及东盟研究基地交流等。

2.6 国内外文化交流

本院因学生对音乐的热爱，推出了新纪元校
园音乐专辑，名为《起飞》，目的是凝聚不同专
业的学生参与其中，打造学生的梦想平台。也借
此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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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起飞》专辑，本校学生受
邀电台进行专访及宣传活动。

（一）校内文化活动宣传与推广

（1）【听歌会】

8月1日晚上8时，在新纪元大学学院B500 
大礼堂成功举行《起飞》校园音乐专辑听歌会。
此会吸引了数百人前来欣赏由学生自编自唱的十
一首歌曲，当中还穿插了几部音乐MV、专辑筹
备过程的短片，从当初的采集、甄选、录音至
MV制作，无一不展现了策划团队与学生们的创
意和用心。（8月1日）

2.6.1 国内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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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 《起飞》听歌会

（2）【同乐会】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郑诗傧率领吴咏芩、庶
务处助理谭子辉、《起飞》歌手谢惠媛、莫尔及

歌手郑惠琦前往吉隆坡坤成中学举办新纪元大学
学院原创歌曲集《起飞》同乐会，分享制作《起
飞》专辑的过程以及原创曲的一些背景及故事。
（9月7日）

（3）【推介礼暨听歌会】

10月8日上午10时，在新纪元大学学院B500 
大礼堂成功举行原创歌曲集《起飞》推介礼暨听
歌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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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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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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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感谢1700名坤成校学生的热情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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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拜访与宣传】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郑诗傧、吴咏芩、        
《起飞》监制邓丽思拜访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爱
FM总经理黄玲玲小姐，宣传《起飞》歌曲及访
问项目。（10月21日）

（5）【988电台访问】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郑诗傧、吴咏芩及邓丽
思出席988电台王彪民主持的《今晚最Night听》
节目单元进行访问。（10月21日）

988电台访问

（6）【派送《起飞》专辑】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夏敏惠、吴咏芩、梁若
晖及黄义斌前往雪隆区、巴生区及霹雳州拜访各
所独中/国民型中学，进行宣传及赠送《起飞》
专辑。（10月22日至25日）

（7）【拜访与宣传】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郑诗傧、吴咏芩、邓丽

思拜访ONE FM音乐总监Ms Shirley Chew，宣传
《起飞》歌曲及访问项目。（10月23日）

（8）【拜访与宣传】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郑诗傧、吴咏芩、邓丽
思拜访环球直通CITY PLUS 电台音乐总监包若芹
小姐，宣传《起飞》歌曲及访问项目。（10月
23日）

（9）【988电台访问】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吴咏芩率领《起飞》歌
手李育濨、莫尔、郑惠琦、歌手许炽鼎出席988
电台Alsen冠贤主持的《周末不累》之“Super大
学生”节目单元进行访问。（11月2日）

（10）【ai FM电台访问】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郑诗傧、吴咏芩、邓
丽思出席ai FM电台廖朝骥博士主持的《博士来
聊》节目单元进行访问。（11月9日）

ai FM电台访问

约800名来自教育界、音乐界和艺文界的人士与学生，出席见证新纪元大学学院
原创歌曲集《起飞》推介礼暨听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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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ity PLUS电台访问】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吴咏芩与邓丽思率领廖
学哲、李育濨、歌手林凯珺出席City PLUS电台
邬锦家主持的《中场休息，来点音乐》节目单元
进行访问。（12月3日）

City PLUS电台访问

（12）【ai FM电台访问】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邓丽思率领谢惠媛、郑
惠琦出席ai FM电台陈国俊主持的《我们的排行
榜》节目单元进行访问。（12月8日）

（13）【ai FM电台访问】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黄义斌率领廖学哲、陈
宇衡、莫尔出席ai FM电台林卿柔主持的《小小
梦想，大大天空》节目单元进行访问。（12月
21日）

（14）【Melody FM电台访问】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郑诗傧与吴咏芩率领谢
惠媛及廖学哲出席Melody FM电台大宝和阿晨主
持的《I love you 早晨》之《So Cool》节目单元
进行访问。（12月27日）

Melody FM电台访问

（二）校外文化活动

本院因校外文化团体及姐妹校邀请出席文化交流活动，从中欣赏、学习和交流，增进彼此之间艺术
文化交流的深厚友谊。

出访日期： 5月18日
出访单位： 华夏（马来西亚）艺术文化发展协会
出访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
交流事项： 出席马来西亚与中国艺术品暨“中马建交45周年”面塑作品展
出访日期： 8月6日
出访单位：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出访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
交流事项： 出席《师大之夜》
出访日期： 8月13日
出访单位：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国际教育学院执

行员黄义斌
交流事项： 出席《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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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顺宗（前排左起）、黄瑞庆、于乐，在纪永辉（后
排左起）、陈广才及冯军的见证下，完成“汉字书法

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合作协议书的签署仪式。

揭牌仪式后，手持“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的
书法作品与出席嘉宾合影。

出访日期： 11月8日
出访单位： 中国文化中心（吉隆坡）、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出访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黄义斌
交流事项： 出席山水·心境——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艺术展开幕礼
出访日期： 11月30日
出访单位：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出访人员： 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吴咏芩
交流事项： 出席《丝路心迹》——刘灿铭书法海外行 （马来西亚站）书法展开幕礼

2.6.2 国外文化交流活动

为了开拓学生视野，加强学生对国外的了
解，提供一个学生自我锻炼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以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提升学生的各项能
力。本院借此外国文化交流团出访及交换生项
目，让学生自我锻炼和施展才华的平台，以丰富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提升学生的各项能力。

（一）游学与交流

（1）【2019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
流之旅】

新纪元大学学院获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林顺
忠先生赞助邀请，连同马来西亚其他两所民办高
校南方大学学院和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参与“第四
届2019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
此文化交流之旅汇集44位来自两地4所大专院校
的学生，为期14天，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马
来西亚各地区进行跨学科、跨院校及地域的文化
交流。本校参与的学生有来自中文系林欣慈、马
俊泓、莫尔、张淑钧、美术系蔡建盛、媒体系梁

郡倪及黄彩丽。本院吴咏芩及蔡惠欣作为此文化
交流之旅统筹协调员相关工作。（6月2日至15
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的7位学生马俊泓、林欣慈、莫尔、黄
彩丽、张淑钧、梁郡倪及蔡建盛（左到右）准备出发到香港

前在机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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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学员与林顺忠先生（前二排右四）、活动顾问饶美蛟教
授（前二排左四）及其友人合影留念。前排我校获遴选的7

位学生。

电车文化考察之旅

（2）【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11位学生到访新纪元
大学学院，进行为期20天的英语密集课程以及文
化交流之旅。本院夏敏惠作为此文化交流之旅统
筹协调员相关工作。（8月18日至9月6日）

（3）【马中青年互访游学交流团】

中国政府单位青年领导官员携20位学生到
访新纪元大学学院进行简单交流及校园导览，与
郑诗傧及夏敏惠洽谈国际合作项目，建立两校友
好关系。（10月10日）

（4）【中国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游学团】

中国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代表李敬伟老师及孙
兴亭先生携16位学生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并进
行12小时英语学习、1堂语言与文化户外教学及
2堂文化体验课程等。本院黄义斌作为此次游学
团统筹协调员负责此项目工作。（11月3日至9
日）

（二）研修计划

（1）【JASSO 优秀生奖学金-日本北九州市
立大学研修计划】

为新纪元在校生海外学习的机会，促进学生
的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我校共4位优秀
生通过远程面试，成功获得JASSO 优秀生奖学
金到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进行一学期或一学年的
研修。4位学生分别是来自美术系的曾慧欣和郑
捷励、来自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的李家慧以及来

自中国语文学系的梁馨元。学生在日本学习日语
课，同时选修国际商贸、美国研究、社会学、跨
文化交际、旅游管理、经济学及英语语言学有关
的课程。本院夏敏惠作为此研修计划统筹协调员
负责此项目工作。（2019年9月18日至2020年
8月8日）

4位JASSO奖学金生，曾慧欣、李家慧、梁馨元和郑捷励 （
左到右）准备出发到日本北九州前在机场合影。

（2）【新纪元大学学院师生辽宁建筑职业
学院研修计划】

新纪元师生到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参加为期7
天的研修。此研修计划是让新纪元学生了解BIM
土建建筑模型的构建流程相关专业课程，了解中
国历史，并且体验中国文化。此研修计划由新纪
元代表梁帏雄、夏敏惠及吴咏芩老师携10位学生
飞往中国参加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研修计划。本院
夏敏惠及吴咏芩作为此研修计划统筹协调员负责
此项目工作。（12月6日至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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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3位老师与10位同学飞往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进行为期7天的研修计
划，也是启程学院第一期国际交流访学精英研习班。

学习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操作的入门知识，通过数字信
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制作简单的BIM模

型。

师生们完成了陶艺作品，并合影留念。

（三）文化考察

（1）【山东企业家暨学生考察团】

为加深中马两地的文化见解，促进中马两国
在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中国山东企业
家带领28位师生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进行为期3
天的文化体验交流活动。本院夏敏惠作为此次考
察团统筹协调员相关工作。（7月22日至24日）

（2）【2019年马来西亚民办高校高层人员
访港考察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马来西亚其他两所民办高
校南方大学学院和韩江传媒大学学院获香港南洋
大学校友会林顺忠先生赞助邀请，进行为期4天
的马来西亚民办高校高层人员访港考察活动。此
考察团汇集8位来自3所大专院校的高层人员，主
要考察的香港高校是香港中文大学及恒生大学，
借此考察行程提高马来西亚民办大学相关部门的
行政水平。新纪元3位代表是莫顺宗、伍燕翎及
庄正伟。本院吴咏芩作为此考察团统筹协调员负
责此项目工作。（12月9日至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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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3所大专院校的高层人员访香港中文大学及恒生大学，
借此考察行程提高马来西亚民办大学相关部门的行政水平。

获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林顺忠先生（左二）赞助邀请，新纪
元3位代表是莫顺宗、伍燕翎及庄正伟（左到右）。

（四）文化活动

（1）【马来西亚沙爹&马来棕制作工作坊】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吴咏芩与梁若晖率领来自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11位学生到加影沙爹王子体验
马来西亚沙爹与马来棕制作工作坊。（9月5日）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11位学生体验串马来西亚沙爹。 学生也学习马来粽子的制作法。

学生还能够体验现烤沙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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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秋月饼制作工作坊】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吴咏芩与黄义斌率领
来自中国、印尼及老挝8位国际生到马来西亚雪
隆姑苏慎忠行餐饮业公会体验中秋月饼制作工作
坊，并亲手制作冰皮月饼上海斑斓莲蓉月饼及广
式豆沙月饼。（9月24日）

师傅细心为国际生讲解冰皮月饼的制作过程后，大家也都用
心制作起来。

结束后，国际生与师傅合照留念。

（五）实习项目

（1）【澳门科技大学实习计划】

澳门科技大学2位实习生王若愚与罗晨阳到
新纪元大学学院，进行为期28天的实习，本校安

排李璘博士为他们实习导师。此实习主要目的是
让实习生将课堂知识运用于实际教学中，提高实
习生的教学技巧与水平。本院夏敏惠及蔡惠欣作
为此实习项目统筹协调员负责此项目工作。（10
月13日至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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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处

· 招生处于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举办或
参与的招生活动包括谷中城Sureworks大型教育
展（4场）、光华日报技职教育展（2场）、FSI 
Roadshow（18场；东海岸、吉隆坡、北马和南
马站）、中国高等教育展（槟城）和 学校教育展
（177场）；

· 招生处于2018年推出的PTPTN优惠配套
（结合学费和75%PTPTN贷学金），得到了学生
和家长的好评与关注，于是乎在校方的同意下，
继续于2019年推广有关配套，减轻父母亲和学
生的升学负担；

· 配合全年的招生，招生处和注册处把
2018年12月3日至2019年1月13日（1月份学
期）、2月18日至5月26日（3月份和5月份学
期）、以及7月15日至9月29日（9月份学期）列
为资讯月，于午休时间、公共假日和周末周日延
迟课程咨询服务时间予来访的学生及家长；

· 招生处将4月13日-14日，以及8月17
日-18日列为大型校园开放日，邀请学生和家长
走入校园参观，并参与一系列的科系工作坊和模
拟课堂教学；

· 招生处于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多次受
邀到学校提供讲座/说明会或接待学校来访团，
共计有47场，大大超越了2018年的工作坊及来
访团数量，其中包括居銮中华中学“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讲座、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中国语言
文学”讲座、波德申中华中学“健康的两性交
往”讲座、全国华中干部培训营等。与2018年
比较，2019年的讲座在“考前激励”、“机械
人操作”、“青年领袖/干部培训”等主题较为
受学生喜爱；

· 配合社交网络的广泛使用，招生处除了维
持一贯的面子书图文宣传外，也积极尝试短片录
制，邀请各系讲师加入“说书人”系列短片的摄
录，与学生和家长分享各科系的热门话题；

· 在“你办活动，我辅助”校园辅助计划的
推动下，2019年迎来了更多中学与新纪元展开
活动和硬体设备赞助的合作关系，让新纪元与学
校有更多实质性的互动，例如关丹中华中学电梯
美化计划、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校园看板美化计
划、槟城圣心国民型中学辅导室整修计划等；

· 配合校方在IOI City Mall大型商场举办
的“2019新纪元新春文化汇演”，招生处于1月
21日-27日安排同事轮班到商城执勤，以推广新
纪元办学特色；

· 3月14日为SPM放榜日，招生处于当天安
排了19支由招生处教育专员和讲师组成的团队，
到19所友好国中和华中参与“Hari Kejayaan”
，第一时间接触刚领取到SPM成绩的应届毕业
生；

· 为强化现场报名的效果及人数，招生处
于3月16日-17日、3月23日-24日、以及4月13
日-14日的谷中城大型教育展和开放日，特别赠
送与报读科系相关之特色赠品给现场报名的学
生，例如戏剧与影像系的剧场工具箱、辅导与咨
商心理学系Dixit心理测试卡组等；

· 为与华中校长维系良好的合作关系，新纪
元参与于4月23日举办的“2019年华中校长理事
会会议”，地点在亚庇，李泉氚助理教授在会议
上分享了“新纪元迈向工业4.0”的主题演讲；

· 招生处于5月25日-26日，与FSI升学情
报联合举办“大专体验营”，让应届高中毕业生
到校园切身体验大专的学习生活。由于是首次与
FSI开办体验营，所以仅录取了40位高中毕业生
参与，主题以媒体与表演艺术为主；

· 招生处陈锦松资深主任于8月18日至24
日，启程拜访森美兰、马六甲以及柔佛州所有华
文独立中学，鼓励独中教职员到新纪元进修硕博
课程之余，也鼓励校长和辅导老师推荐毕业生到
新纪元学习，其中包括学费优惠的商业行政和金
融与会计马来西亚-英国双文凭学士课程；

· 招生处和美术与设计系系于10月5日受邀
前往峇株华仁中学，担任“2019年高三服装与
设计班成果评鉴”的评鉴专员；

· 在中文系系主任伍燕翎副教授的带领下，
于10月26日-29日，启程前往诗巫古晋进行巡回
讲座，推广“我爱中文，我考中文”的办学理
念。此外，中文系也安排与古晋区4所独中、督
学和文学团体 -- 星座诗社进行交流；

· 招生处应沙巴中华大会堂的邀请，于10
月29日至11月1日，到亚庇及邻近地区拜访9所
华文独立中学以及国民型中学，加强新纪元与东
马学校的互动与联系，随团人员包括招生处陈锦
松资深主任和朱文彬教育专员；

· 11月16日，新纪元接待沙巴吧巴中学徐
满和董事长、卓玉昭校长、温慧慈老师、10位
高三应届毕业生和1位初三生，到加影邻近社区
发动劝捐活动，为沙巴吧巴中学筹募宿舍建设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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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新纪元与巴生中华独立中学之实质
互动与联系，招生处于11月20日安排文平强副
校长等到学校与戴庆义校长签署“教育资源回馈
计划”，分享文化与教育资源，以期承先启后，
造福更多学生；

· 招生处继续强化大型招生广告，与巴士广
告供应商续签了6个月的广告，时间是2019年1
月至6月。同时，巴士流动的地点提升至10个，
皆以招生专区为考量，包括了吉隆坡、沙登、蕉
赖、芙蓉、马六甲、怡保、巴生、文德甲、关
丹、峇株等地；

· 为贴近学生和老师，招生处通过供应
商在5所雪隆区学校里设立广告看板，日期是
2019年2月至12月。这5所学校皆以华人学
生比例较多，分别是SMK Seri Sentosa、SMK 
Jinjang、SMK Taman Connaught、SMK Taman 
Bukit Maluri和SMK Coch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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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关处

4.1 公关事务

公关处主要负责校内活动之推广，以及与校
外机关、社团、学校、媒体、捐献人之联系与沟
通，以助校方建立与维持重要的公众关系。公关
处亦负责学校的筹募活动、捐款处理作业、参与
校刊《新光》杂志的编辑与寄发，以及新春文化
汇演、年度嘉年华、捐血运动和新闻发布会等活
动。此外，公关处收集与学校相关的媒体报道并
分享到官方网站，2019年与新纪元有关的线上
新闻共234则，报章新闻为372则。

2019年，除了例常活动外，我们亦在各方
热心人士的协助下展开了多场筹款活动，以筹
募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包括：2月23日
的槟城油条义卖、3月21日的默迪卡广场柚子义

卖、4月20日的蕉赖大同板面酿豆腐专卖店新张
义卖、5月31日的甲洞17华团千人宴、11月7
日的何灵慧导演音乐剧20周年慈善晚宴，以及6
月份的5场的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此
外，本校亦是由华总主办、完美集团所赞助的 “
浓情厚意献华教” 世界总统葡萄酒筹款活动的受
惠单位之一。

在与校外单位的合作方面，本校受邀与吴德
芳基金及世界企业家基金联办“2019年第五届
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亦协助槟州华校校友
会联合总会主办的“2019全国华教杯华教常识
问答比赛”批阅工作。

4.1.1 接待来访单位

本处于2019年接待以下来访单位，促进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并共商未来之合作：

来访日期： 1月12日
来访单位： 霹雳中华罗汉团
接待人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吴

咏芩
交流事项： 拜访与交流，了解新纪元发展概况，参观校园。
来访日期： 7月22日
来访单位： 云南新华书店集团
接待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戴源斌
交流事项： 商讨新华书店于校园内或加影社区设立。
来访日期： 8月1日
来访单位： 新加坡《怡和世纪》编委团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东南亚学系主任廖文辉、

媒体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廖朝骥、招生处资深主任陈锦松、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
行员戴源斌

交流事项： 《怡和世纪》于马来西亚的传播与推广。
来访日期： 8月21日
来访单位： 富贵集团人事部
接待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学生事务处主任林天来
交流事项： 富贵集团人才招聘事宜。
来访日期： 10月1日
来访单位：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人力资源组代表团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拿督杨健雄、公关处主任吴振声、进阶

技能教育系主任颜建翔、技职教育系副主任李应伦、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学术联
络官蔡游易、叶夏贵

交流事项： 中总与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未来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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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出访与交流

（一）拜访捐献人、社团组织与社会贤达

本处2019年安排多次出访，与各界保持良好联系与互动，以加强双方良好关系，并开创更多资
源：

出访日期： 2月14日
出访单位： 黄迓茱女士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财务处主任沈丽燕、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探访及讨论捐款一事。
出访日期： 3月21日
出访单位：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国际交流处副主任廖朝

骥、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
出访日期： 4月5日
出访单位： 拿督沈世华
出访人员： 董事李清文、士毛月新村村长颜闻昌、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征求捐献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出访日期： 4月10日
出访单位： 校友杨谨华先生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征求支持“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大汇演”。
出访日期： 4月26日
出访单位： 陈链升先生
出访人员： 董事李清文、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征求支持“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大汇演”。
出访日期： 5月2日
出访单位： 文冬区国会议员YB黄德与州议员YB李政贤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拜访与交流，勘察可发展之校地地段，征求支持“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大汇演”。
出访日期： 7月20日
出访单位： 冯时能先生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董事刘耀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答谢捐款并致赠感谢状及总统红酒。
出访日期： 8月13日
出访单位： 余君安先生
出访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戴源斌、招生处执行员曾振荣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征求支持“艺心艺意”嘉年华。
出访日期： 8月21日
出访单位： 拿督林国璋局绅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

翎、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戴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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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邀请拿督前往永春推介《马新慈善家》以及征求赞助《起飞》校园音乐
专辑。

出访日期： 9月3日
出访单位： 张九妹女士
出访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戴源斌、招生处执行员曾振荣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征求支持“艺心艺意”嘉年华。
出访日期： 9月5日
出访单位： 余君安先生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征求捐款予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出访日期： 9月18日
出访单位： 关东村村长林天赐、热心人士李良赞夫妇
出访人员： 公关处主任吳振声、公关处执行员戴源斌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征求支持“艺心艺意”嘉年华。
出访日期： 9月19日
出访单位： 锡米山新村村委会
出访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戴源斌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征求支持“艺心艺意”嘉年华。
出访日期： 10月28日
出访单位： 黄迓茱女士
出访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出访目的： 探访并汇报办学近况
出访日期： 11月28日-29日
出访单位： 丹斯里黄荣盛、槟榔屿南大校友会、槟州校友联、威北甲抛峇底培育校友会
出访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庶务处执行员徐亦克
出访目的： 汇报办学近况、颁赠感谢状及总统葡萄酒、征求2020年常年捐献人与接领支票。

（二）出席活动

本校2019年受邀出席多场活动，领取捐款以及与各界交流。

活动日期： 1月25日
活动名称： 第一届星洲教育奖
出席人员： 校长莫顺宗
主要内容： 本校荣获星洲教育奖—卓越教育机构奖
活动日期： 3月2日
活动名称： “如莲华在水”谢忝宋《法华经》创作展
出席人员： 校长莫顺宗（开幕嘉宾）、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主要内容： 莫顺宗校长致词并主持开幕
活动日期： 3月13日
活动名称： 八打灵再也国际狮子会第13届盲人慈善义走（Blind Leading the Blind）及捐款

RM 200,000.00予新纪元大学学院建设与发展基金仪式
出席人员： 副校长文平强、学生事务处主任林天来、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主要内容： 接领RM200,000.00捐款模拟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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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期： 7月23日
活动名称： 《维权律师~林碧颜与她的时代》拿汀巴杜卡周美芬新书推介礼
出席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主要内容： 接领赠书
活动日期： 8月14日
活动名称： 完美集团研讨会晚宴
出席人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新田、校长莫顺宗、董事谭志江、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助理教授

蔡苔芬、招生处资深主任陈锦松、财务处主任沈丽燕、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
氚、研究生院院长黄永宝、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林兰、公关
处主任吴振声、公关处执行员戴源斌

主要内容： 接领RM5,000,000捐款模拟支票
活动日期： 8月18日
活动名称： 威北甲抛峇底培育校友会成立60周年庆晚宴
出席人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新田、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主要内容： 汇报办学近况，接领RM80,888（实际捐款额为RM80,880）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捐款模拟支票。
活动日期： 10月27日
活动名称：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155周年庆
出席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主要内容： 接领RM10,000捐款支票
活动日期： 12月8日
活动名称： 吉隆坡广东义山法会捐款颁发仪式
出席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主要内容： 接领RM5,000捐款支票
活动日期： 12月15日
活动名称： 甲洞华小校友会《40周年会庆暨会所落成典礼纪念特刊》推介礼
出席人员： 校长莫顺宗、研究生院院长黄永宝、中文系主任兼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公

关处执行员戴源斌
主要内容： 校长莫顺宗(贵宾代表)致词，接领赠书。

4.1.3 媒体发布会

日期 事项
1月23日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200周年系列活动推介礼
3月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SOLS课程签署合作意向书仪式
4月12日 2019年“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晚宴筹募新纪元大学学院第二校园建设与发

展基金新闻发布会
6月11日 “2019世界华文教育论坛”新闻发布会
7月23日 世界华文教育论坛新闻发布会
8月1日 新加坡《怡和世纪40》编者、作者、读者交流会
9月12日 何灵慧导演音乐剧二十周年慈善演唱晚宴新闻发布会
10月18日 沈慕羽杯全国书法精英赛新闻发布会
11月6日 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研讨会新闻发布会
12月3日 2019年度华教先贤纪念日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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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聚沙成塔

（一）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1月1日至12月31日，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共筹获RM 8,272,820.02。

序 日期 捐款人/筹款活动 数额 (RM)
1 01月11日 马来西亚财政部拨款 2,000,000.00
2 02月23日 槟城油条义卖 21,888.00
3 03月21日 甲洞社区柚子大义卖 33,338.00
4 04月20日 蕉赖大同辣椒板面酿豆腐专卖店新张义卖 8,400.00
5 05月25日 槟城侨南校友会暨槟威老友联谊会联办筹募新纪元大学学院发展

基金
17,500.00

6 05月31日 甲洞社区华团“万众一心·发展华教”千人宴 434,188.00
7 06月11日 陈冠勋州议员 10,000.00
8 06月14日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加影) 640,375.00
9 06月15日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巴生) 172,600.00
10 06月18日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彭亨) 200,000.00
11 06月20日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霹雳) 92,080.70
12 06月22日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槟城) 150,000.00
13 07月01日 爱我中华促进会 41,760.00
14 07月01日 循人中学高中第三届(1966)毕业班同学 55.00
15 07月02日 谭少鸿 2,000.00
16 07月16日 叶新田 2,500.00
17 07月16日 邓百根 2,000.00
18 07月17日 林崇生 7,000.00
19 07月22日 广州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赁有限公司 45,617.32
20 07月22日 林翠芳 2,000.00
21 08月14日 丹斯里皇室拿督古润金太平局绅 4,000,000.00
22 08月15日 雪隆派报同业公会 2,000.00
23 08月18日 威北甲抛峇底培育校友会成立60周年庆晚宴 80,880.00
24 08月28日 十方寺 5,000.00
25 09月15日 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成立55周年会庆午宴 60,000.00
26 10月24日 NG HAN CHUAN 2,000.00
27 11月07日 何灵慧导演音乐剧20周年慈善演唱晚宴 225,500.00
28 11月16日 LIM CHEE KON 2,000.00
29 11月16日 黄振昌P.P.N. 2,000.00
30 11月25日 已故李雪梨 5,000.00
31 11月30日 第十二届全国老友大聚会晚宴 40,000.00
32 12月02日 郭家栋、家镖、家伦昆仲(纪念拿督郭全强教授) 500.00
33 12月18日 李胜国 5,000.00

共计 8,272,820.02

* 相关征信录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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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纪元建设与发展基金、校务发展基金、清寒工读暨学生活动基金

序 捐献类别 捐献金额(RM)
1 建设与发展基金(ZC) 54,008.00
2 校务发展基金(JX) 9,178.58
3 清寒工读暨学生活动基金 42,365.45

共计 105,552.03
* 相关征信录见附录。

4.1.5 宣传、联办与筹募活动

（一）捐血运动

2019年，本校与国家血库中心分别于1月9
日和5月29日，在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了2次捐
血运动。1月9日的捐血运动共获得59位师生响
应，成功筹获42包血液；5月29日的捐血运动则
共有115位师生参与，成功筹获95包血浆。

（二）财政部移交拨款仪式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右三）代表新纪元
大学学院从财政部长林冠英（中）手中接领RM2,000,000
拨款。左起为黄思汉、杨巧双、张念群；右起为莫顺宗与

叶观生。

我国政府在“2019年财政预算案”中首度
列入1,200万令吉的华文独中拨款，同时也个别
拨款200万令吉予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大学学
院及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三所民办高等学府，财政
部长林冠英与副教育部长张念群在1月11日于新
纪元大学学院大礼堂举行的“全国华文独立中学
和新纪元大学学院拨款移交仪式”上，正式移交
拨款模拟支票予各校代表，并宣布所有拨款均已
于当天上午汇入各校户口。

本次拨款移交仪式由财政部部长办公室主
催，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主办，出席拨款移交仪
式的嘉宾包括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董总主席陈大锦、署理主
席陈友信、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丹斯里戴
良业、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会主
席叶新田、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叶观生、
大马社会爱心基金会主席丹斯里彭茂燊及新纪元
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等。

（三） IOI City Mall新春展览

1月21日-27日，本校受邀参与IOI City Mall
新春展览活动。活动期间，本校教育系、美术与
设计系及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准备了吹梅、3D
剪纸、Henna印度彩绘、咖啡工作坊、彩妆工作
坊等让民众参与，媒体研究系则将空中之城City 
On Air录音室搬到了现场，让民众体验当DJ的乐
趣。此外。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更设计了聚宝
车 (Treasure Car) 和猎财AR（Treasure hunt）
，让民众体验利用机械（Robotic）与扩增实境
（Augmented Reality）创造科技与文化结合创
作出来互动游戏，深获好评。

此外，本校戏剧与影像系、I-Do音乐社和舞
法舞天舞团也于广场舞台呈献表演，为活动增添
热闹气氛。

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的聚宝车 (Treasure Car)成功吸引各
族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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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DJ体验现场录音的乐趣。

民众争相与表演者合影留念。

（四）槟城油条义卖

油条义卖获得民众大力支持，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

自2018年宣布开展筹募第二校园建设与发
展基金后，筹款活动在全国各地再次掀起热潮，

各地华社纷纷响应号召，发动各种筹款方式为新
纪元募捐。除了于2018年率先拉开序幕的巴生
肉骨茶义卖以及劳勿榴莲义卖之外，槟州华校校
友联合会、槟城凤凰友好联谊会、槟吉玻21世纪
联谊会、槟城崔耀才教育基金会及槟州爱华联谊
会以及吴丁福与儿子吴制峰也携手于2月23日在
才能园巴刹举办油条义卖。吴制峰是新纪元的校
友，2004年商学系毕业，他热爱母校，毅然响
应号召为母校筹款。义卖活动由上午7时开始至
上午11时结束，共筹获RM21,888.00。

（五）甲洞社区柚子大义卖 

3月21日下午，配合吉隆坡中华三校于默迪
卡体育馆举办的“辉煌中华”同欢晚会，甲洞社
区17华团同时举办柚子义卖，以为新纪元筹募
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筹委会主席赖庆源先
生总共报效了1万粒来自福建漳州红肉蜜柚供义
卖，在多位热心人士和新纪元师生的努力下，成
功筹获了RM33,338.00善款。

董事赖庆源热心报效1万粒柚子，以2粒RM30义卖。

莫顺宗校长到场给大家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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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热心人士与新纪元师生齐为柚子义卖献力。

（六）槟城侨南校友会暨槟威老友联谊会联
办筹募新纪元大学学院发展基金晚宴

槟城侨南校友会暨槟威老友联谊会于5月25
日晚上，在三星巷玉宫楼联办筹募新纪元大学
学院发展基金晚宴，晚宴工委会主席为余万祥，
主讲人包括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沈志强、槟州

行政议员杨顺兴、阿依淡区州议员黄顺祥、全
国老友联谊会主席谭亦驹及全国老友联谊会总
秘书王瑞国。晚会成功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筹获
RM17,500.00的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华教200霹雳州工委会总务王瑞国（右二）代表新纪元大
学学院从工委会主席余万祥（左一）手中领取RM17,500支

票。

（七）甲洞社区华团“万众一心，发展华
教”千人晚宴

甲洞地区、增江新村、士拉央、斯里白沙罗
一带以华裔居民为多，对华文教育大小课题皆密
切关注。本着爱护华教精神，甲洞社区17华团继
3月21日为新纪元举办柚子大义卖之后，再度于 

5月31日携手联办 “万众一心，发展华教” 千人
宴，当晚筵开159席，千余名华教人士相聚甲洞
翠华楼观赏新纪元学生的精彩演出。

甲洞社区华团举办的柚子大义卖与千人晚宴
两项筹款活动，扣除成本开销，成功为我校筹获
RM429,293.58。

“万众一心，发展华教” 千人宴鸣锣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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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筵开159席，场面热闹欢愉。

大会主席陈春发（右三）在甲洞区国会议员YB林立迎（右
五）的见证下，移交模拟支票予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义务
财政刘庆祺（左四）。左起为莫顺宗、筹委会署理主席兼
总协调萧海金、叶新田、叶观生、士拉央国会议员 YB梁自

坚、筹委会主席赖庆源及筹委会财政梁发。

联办单位不忘为高龄90的华教斗士陆庭谕老师庆生。

（八）大同辣椒板面酿豆腐专卖店新店开张
义卖

4月20日，在吉隆坡南区发展华小工委会的
穿针引线下，蕉赖大同辣椒板面酿豆腐专卖店业
主刘志强先生与徐健棠先生配合新店开张，特举
办义卖为新纪元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筹款，

身体力行回馈华教。义卖当天吸引不少热心人士
慕名而来，有者甚至在筹款箱内投入一千令吉来
吃一碗面，其爱护华教之心，不言而喻，画面感
人。当天的开张仪式由马来西亚对华特使兼蕉赖
区国会议员YB陈国伟主持，截至下午3时，共为
我校筹获RM8,400.00。

蕉赖大同辣椒板面酿豆腐专卖店欢庆新店开张的同时也为新
纪元筹款，回馈华教。征求人暨吉隆坡南区发展华小工委会
主席蔡新贵（后排左三）、业主徐健棠及刘志强与一众志工

合影。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右二）率先支持义卖，
右五为蕉赖区国会议员YB陈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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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威北甲抛峇底培育校友会成立60周
年庆晚宴

威北甲抛峇底培育校友会于8月18日在培育
华小礼堂举办成立60周年庆暨为新纪元大学学院
筹募第二校园建设基金晚宴，成功为新纪元筹获
RM80,880。

大会主席林廷光及工委会主席陈顺利现场
移交捐款模拟支票，由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
新田博士接领。这是该校友会继早前为新纪元
学院建设C座饮水思源宿舍大楼发展计划募得
RM50,000之后的再一项献捐新纪元的壮举。 大会主席暨威北甲抛峇底培育校友会主席林廷光（左）及工

委会主席陈顺利（右）联合移交模型支票给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部主席叶新田（中）接领。

（十）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成立55周年
会庆午宴

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理事会于9月15日举
行“庆祝成立55周年及筹募新纪元大学学院第二
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午餐宴会”，宴会在三星巷
玉宫楼海鲜饭厅举行。

该午宴共为新纪元第二校园筹得RM60,000
的建设与发展基金（包括由纪念11.14学潮60周
年活动工委会筹获的RM8,000），槟榔屿南大校

友会会长蔡亚汉当天移交模拟支票予新纪元大学
学院校长莫顺宗。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委
会暨霹雳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席周增禧、槟榔屿南
洋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邓俊涛、槟州华校校友联合
会会长傅振造、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主席拿督杜
乾焕、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拿督许廷炎、纪念
11.14学潮60周年活动工委会主席拿督骆保林、
纪念11.14学潮60周年活动工委会财政梁综文、
午宴筹委会副主席连和胜等。

拿督骆保林（右二）移交由纪念11.14学潮60周年活动工委
会筹获的RM8,000予新纪元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由
校长莫顺宗（左二）代表接领。左一为蔡亚汉；右一为邓

俊涛。

蔡亚汉（右二）移交RM60,000.00捐款予莫顺宗（左二），
左一是邓俊涛，右一是叶新田。

（十一）2019年第五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
师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已连续5年参与吴德芳杰出
华文教师奖筹办，本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由
吴德芳基金、世界企业家基金联办，马来西亚华
文报刊编辑人协会协办，大会主席为莫顺宗校
长。本校伍燕翎副教授受邀为评审团评委，公关
处主任吴振声受委为筹委会副主席，公关处执行
员吴咏芩与戴源斌为筹委会副秘书。

本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与李子松杰出行
政人员奖颁奖典礼于9月22日，在吉隆坡冼都银
星宴会厅举行，大会恭请了教育部副部长YB张念
群作为开幕嘉宾并给予致词。8位得奖老师及校
长个别获颁奖状、奖座、平板电脑1台以及奖金
RM2,500。大会也在现场颁发荣誉顾问委任状予
尤芳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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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五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得奖名单：

组别 得奖者 学校 职称
华小组 余秀蓉 首邦市力行华文学校 华文教师

蔡田毓 美里中华公学 华文与音乐教师
独立/私立中学组 傅敏倪 吉隆坡坤成中学 华文教师、行政秘书

政府中学组 符爱梅 北加国民中学 华文和道德教师、华文科和道德科主任兼秘书
陆美婷 美罗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华文教师/训导处副主任

2019年第四届李子松杰出行政人员奖得奖名单：

组别 得奖者 学校 职称
小学组 罗月清 槟城协和国民型华文小学 校长

独立/私立中学组 蔡亲炀 森美兰芙蓉中华中学 校长
政府中学组 曾庆玲 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校长

得奖者与众嘉宾及评审合影，左一起为颜振辉、黄劲发、朱
运健、符爱梅、蔡亲炀、罗月清、李子松及莫顺宗，右一起
为陈国源、伍燕翎、尤芳达、傅敏倪、余秀蓉、陆美婷、蔡

田毓、吴德芳及曾庆玲。

第五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众嘉宾与出席者合影。

（十二）2019年新纪元艺心艺意嘉年华

配合每一年毕业典礼而举办的新纪元嘉
年华，已是加影一年一度的盛事，每一年的嘉
年华，校方都征求到各界热心人士前来参与义
卖。2019年嘉年华的目标是筹募马币五万元
（RM50,000）的“新纪元大学学院清寒工读暨
学生活动基金”，以帮助更多家境清寒的学子能
透过清寒工读计划顺利完成学业，并鼓励莘莘学
子在求学期间能够透过举办各种有益的活动，积
累相关经验，提升自我价值，加强并巩固本校与
社区的关系，落实本校“多元开放，成人成才；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2019年嘉年华于10月13日盛大举行，开幕

仪式由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受邀主
持，当天出席人数约有2500人。本届嘉年华以 
“艺心艺意”为主题，目的是召集全国各地的艺
术工作者、文创工作者、手作人等前来参与，提
升加影区的文创风气。本次嘉年华义卖摊位共60
个，其中有12个文创摊位，当中有23个摊位将
当天收入100%捐献予本校。

为展现我国多元文化与民族和谐特色，大会
特别邀请马来鼓队、印度鼓队与我校 “爱艺鼓” 
鼓队联合呈献迎宾鼓演出，并邀请校内外众多单
位呈献武术、舞蹈、演唱等多项精彩的文化表
演。本校首张校园原创音乐专辑《起飞》的歌手
也为来宾现场演唱专辑中的2支歌曲，并呼吁来
宾支持校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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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州议员许来贤（中）为嘉年华主持开幕，右起为雪隆老友联谊会主席杨静来、新纪元理事会主席叶观生、莫顺宗校
长、李锦兴副校长、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及校友杨谨华。

（十三）第12届全国老友大聚会晚宴

第12届全国老友大聚会晚宴于11月30日在
雪州万津盛大举行，晚宴筵开135席，场面热
闹。

联办单位不忘支持教育，筹得4万令吉捐献
本校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大会主席兼雪隆
老友联谊会会长杨静来、筹委会主席黄玉銮及副
主席陈精明当晚移交模拟支票予董事部主席叶新
田博士及校长莫顺宗博士。

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左四）与校长莫顺宗（左三）代表校方
接领RM40,000捐款的模拟支票，前排右起为杨静来、黄玉

銮及陈精明。



177

（五）学生事务处

学生事务处的宗旨是以亲切及和蔼的态度
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让学生觉得信赖。主要工作
为照顾本校学生活动、住宿、课外活动、学生保
险、学生车贴申请等。此外，学生事务处也扮演

着引导学生的角色，是校方与学生之间沟通之桥
梁。

针对各项原有业务，相关工作如下：

5.1 生活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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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学生意外保险

今年本校继续向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保险公司投保学生意外保
险。总投保费为RM 19,874.40, 承保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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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有1位学生因为脚受伤而提出申请。事
后获得赔偿RM 633.00。

5.1.2 工读机会

清寒工读方面，2019年共提供7位经济有
困难的学生，分别分配在中文系、教育系、注册
处、招生处、公关处、宿舍办公室、及陈六使图
书馆。

5.1.3 企业征才

通过“企业征才”系统来帮助毕业生能够获
得更多企业招聘及就业相关资讯。2019年共有
380个就业机会刊登在此网页。

5.1.4 车贴通行贴纸

今年共有409位学生申请车辆通行贴纸并获
得学生事务处批准。

5.1.5 学生意见/建议

今年，学生事务处在学校网站(在籍生页面)
设了意见/建议箱。总共已收到了9项事件。所有
接到的事件经了解后转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并于7
个工作天内解决。

5.1.6 学生纪律事件

学生纪律委员会今年共处理了1宗在校园吹
电子烟的违规事件。事后电子烟被学生事务处没
收直到学生毕业再退还。

5.1.7 户外教学活动外出记录

学院活动多姿多彩，除了课堂上教学，教
师们也会带领学生到户外教学以更能体会当中缘
故。今年总共收到146次外出教学记录。

5.1.8 毕业生动态调查 

2019年1月份共有67位毕业生。其中32位
毕业生正在工作、21位继续升学还有14位为其
他事项。

5.1.9 阳光计划

本校推出阳光计划以帮助家境贫穷的学生提
供优惠价午餐。午餐价格是RM3.00一碟（包含
饭或面、蔬菜、肉类及豆腐）。由于食堂食物价
钱公道，因此许多学生都觉得可负担。因此今年
只有1位学生申请且受益。

5.1.10    失物待领

自添加失物待领服务后，学生事务处共接收
到49件失物，其中有20件更被失主认领。

5.1.11    食堂使用电子钱包付款

为了朝向无现金时代迈进，食堂于2018年
开始采用BOOST电子钱包。今年10月份也引进
Touch n go 及Maybank  QR PAY电子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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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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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部门项目 

本处主办、联办、承办及协办活动：

（一）台湾教育展

本校于4月28日至29日与马来西亚留台校友
联合总会协助台湾高等教育展。地点位于吉隆坡
太子世界贸易中心本校共有90位学生自愿报名参
加成为工读生。

（二）健康生活周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10月1日早上8时至10时
在UG 桥与本校辅导中心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协办《健康生活周》送早餐给学生及教职员。现
代人多数早、午餐并吃，所以学生事务处及辅导
中心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希望通过此活动呼吁
及提醒大家早餐的重要性。当天，共准备150份
免费早餐派给大家。

除此之外，更邀请了加影医院器官捐献医务
人员到现场设立摊位。当天共有32位学生及教职
员自愿成为器官捐献者。

（三）应届毕业生与校长有约之茶会

学生事务处每年将会举办2场应届毕业生与
校长有约之茶会。目的是让学生有机会与校长接
触及互相交流心得。希望学生可以通过茶会得到
校长的鼓励继续升学本校设有的学士、硕士及博
士课程。应届毕业生们也可以反映一些建设性意
见给学校作为参考。今年举办的日期是为8月7日
出席的毕业生人数为36位及12月18日的出席人
数为42位。

应届毕业生与校长茶会交流

（四）各科系学生与校长的茶会

学生事务处于今年举办了第2次的与校长之
茶会。如往年，每个科系(共有8各科系)都有大约
9至11位的各系科学生代表出席。今年共有94位
学生出席。在茶会上学生所提及的问题，学生事
务处在茶会后向有关部门跟进并处理及解决。

（五）与学生会交流

为了与学生有更多的互动及了解，学生事务
处于今年6月19日与学生会进行交流。主要目的
是让学生会干部反映学生目前的状况及所需。出
席会议包括学生会主席、秘书长、监察长及学生
会总务处主任。学生事务处代表为学生事务处主
任及2位执行员。

（六）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讲座

学生事务处于10月9日邀请了Academy of 
Safety and Emergency Care (ASEC) 公司免费到
新纪元大学学院给学生及教职员讲解及示范如何
使用体外心脏去颤器及如何应对紧急状况。当天
共有32位学生及12位教职员出席讲座。

10月9日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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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休息区设备

为了让学生有一个更好的休息及学习空间，
学生事务处获得指示于4月及5月期间更换B栋1
、2、3及4楼的桌椅，并添加了吊灯以增添阅读
气氛。

（八）吉隆玻市政局“Big Walk”Campaign 
（无车日）

学生事务处于4月7日带领了8位学生参加
由吉隆坡市政局举办的“Big Walk Campaign”
游走吉隆坡3公里，鼓励大家以步代车，健康生
活，同时享受无车日。

（九）盲人义走活动

学生事务处于3月17日带领了76位学生参加
由八打灵再也狮子会与郭胡仙翁国家眼科医院所
联办的第13届“盲人义走”。主要的目的是让学
生体会失明人士生活在黑暗中的感受及无助。

（十）加影市区打扫除

为了提高学生对爱护环境的意识，学生事
务处带领了15位学生参与了由加影市政局于4月
21日举办的“Gotong Royong Perdana Bandar 
Kajang”。学生根据当局的分配，负责加影医院
后面的打扫工作及清理垃圾。

（十一）餐车安排

今年6月25日至7月6日期间，学校食堂关闭
进行维修工作。期间学生事务处引进餐车在学校
空的空间停放，让学生及教职员购买食物，暂时
解决膳食问题。

（十二）BOOST电子钱包宣传 

为了提高学生对电子钱包的使用知识，学生
事务处安排了BOOST电子钱包公司于7月31日及
8月1日，到学校进行宣传。除了教导学生如何使
用BOOST电子钱包，更以优惠的方式鼓励学生下
载及使用。 

（十三）加影市政局全球城市绿化计划

学生事务处带领了5位学生参加了由加影市
政局于11月2日举办了全球城市绿化计划。主要
的活动是帮忙种植小树木以达到绿化作用。

5.2.2 学社活动

学生会主办、联办及协办活动。 

（一）迎新营

由学生会主办、迎新小组筹办的迎新营在5
月10日-12日及9月12日-14日举办，参与人数分
别为147位学生及50位学生。迎新营开放给所有
新生参与，目的在于让新生能够更快地适应校园
及大专生活。

（二）学生社团开放日 

为了鼓励及推动学生积极参与社团并培养
兴趣，本校学生会每年都会举办社团开放日。今
年的社团活动开放日在5月13日-14日及9月17
日-18日。

（三）羽球校内比赛

学校羽毛球社共派出18位学生参加厦门大
学羽球交流赛，从而开创了双方的第一次交流。

（四）排球校内比赛

排球社于11月4日及8日举办校内排球比
赛，吸引了15位学生组成3队参与，从而建立团
队精神。

（五）K Street K-pop Dance校外比赛

本校舞法舞天社团成员于7月13日参加了在
Citta Mall举行的K Street K-pop Dance比赛，并
荣获冠军。

（六）舞法舞天第二届内部比赛

舞法舞天学生社团于6月24日举办了内部比
赛。主要的目的是促进会员之间的关系及舞蹈交
流以从中学习舞蹈的知识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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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舞法舞天第二届内部交流会

（七）X Infinity Kpop Mini Concert 

为了带出舞蹈的多变化，舞法舞天社团于7
月2日举办了Mini Concert 以“四季”为主题，
跳出代表每个季节的舞蹈，更引来了300多位观
众。

7月2日X Infinity Kpop Mini Concert

（八）“吃鸡“大赛

为了减轻课业上的压力，学生会于10月23
日举行了“吃鸡”大赛。“吃鸡”大赛的游戏规
则是互相夺取敌人的“武器”。吸引了10位学生
参加，最后幸存者将成为全场冠军。

（九）学生会交接典礼 

学生会在本校已成立22载。学生会在本校
扮演重要角色，以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沟通的桥

梁，第22届学生会于12月4日举行交接典礼。

第22届学生会交接典礼

（十）古鼓交“乱”之演奏会

学生会为了帮助柔佛州的HOPE希望护生园
筹款 (协助流浪狗得到更好福利)，于12月4日举
办了古鼓交“乱”之演奏会。

（十一）篮球校内比赛

为了增加校园运动风气及学生之间的切磋，
学校篮球队于7月17日-19日举办了校内赛，共
吸引38位学生参加。

（十二）篮球校外比赛

为了提升球技，学校篮球社派出12位队员
参加分别于7月10日与国立台北商业大学的友谊
赛及11月19日-22日由乌鲁冷岳区所举办的钟道
昌杯篮球公开赛。

（十三）圣诞派对

为了让全校学生同庆圣诞节，本校基督飞
扬团契社团于12月17日提早举办了主题为《夏
雪》的圣诞派对，此活动共吸引了110位学生参
加。

（十四）辩论社

日期 地点 比赛名称 人数

7月27日-
28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第二届“美华
杯”辩论赛

18位

11月6日-
20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薪传十八，
奇葩汇聚》校
内辩论赛

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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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20日《薪传十八，奇葩汇聚》校内辩论赛

（十五）I-DO音乐社

日期 地点 比赛名称 人数
4月10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天空漂流记
校园巡回

75位

7月10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内部交流赛 55位

10月16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聚离·十字
路口音乐剧

107位

4月10日天空漂流记校园巡回

7月10日I-Do音乐社第二届内部交流赛

10月16日聚离·十字路口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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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宿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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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美华校区宿舍

美华校区宿舍“饮水思源楼”学生宿舍提供
学术课程及技职课程女生住宿，至今已投入使用
进入第17年。

（一）住宿人数

配合2019年招生办理新生入宿：

1）2019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4位；

2）2019年3月新生入宿人数为36位；

3）2019年5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57位；

4）2019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80位。

新生入宿人数为397位，新生入住率占宿舍
总床位的54.83%。

（二）宿舍活动

（1）防火讲座

宿舍办公室于9月25日邀请防火专家到本校
举办防火讲座，目的是为了让新生住宿生了解防
火的知识，掌握宿舍逃生路线以防患于未然。防
火讲座顺利举行，共有230位新生住舍生及职员
出席。

（2）配合美华校区防火演习

在9月27日与自治会配合庶务处举办的美华
校区预警式防火演习，校方也藉此机会对住宿
大楼的防火设备及器材进行试用及检测，以策安
全。

（三）续住申请及遴选办法

（1）续住申请

为更有效管理续住收费制，仅开放一整年的
住宿期限提供申请；今年仍使用网路申请方式，
共录取217位宿舍生。

（四）宿舍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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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宿舍设备维修、钥匙和临时智能卡管
理

（1）宿舍设备维修

为了提供设备齐全和拥有舒适环境的宿舍，
因此有效提高维修的进度，宿舍办公室分类维修
事项，并征询在寝室无人时进行维修的同意，确
保不拖延维修投报，共完成了414宗维修工作。

（2）钥匙和临时智能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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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宿舍生纪律、投诉和抵劳处理

宿舍生投报有宿舍设备问题、室友纷争、物
品失窃、遭别人恶作剧等。共处理了180宗宿舍
生纪律违规问题，其中有夜归、擅自带领非宿舍
生进入宿舍、偷窃、不配合行政作业、缺席防火
讲座等。

（七）宿舍管理会议

（1）宿舍管理委员会

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由学生事务处主任、庶
务处主任、辅导中心主任、生活导师及宿舍自治
会代表组成。此管委会在每个新学期开学后召开
一次会议探讨宿舍事宜。

（2）宿舍夜间助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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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学生宿舍自治会

（1）马六甲一日游

学生事务处与宿舍自治会于11月2日联办马
六甲一日游。让没去过马六甲的宿舍生到马六甲
了解历史及游玩，共有35位学生报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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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中环校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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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住宿人数

2019年1月新生入宿人数为28位，旧生住
宿20位，住宿率达53.33%；2019年5月新生
入宿人数为32位，旧生住宿37位，住宿率达
76.67%；

2019年9月新生入宿人数为16位，旧生住
宿 40位，住宿率达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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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脑中心

6.1 课室与电脑器材规划

6.2 教职员电脑设备

6.1.1 美华校区

（一）B105B课室转换为电脑室

B105B课室被转换为电脑课室以提供更多的
电脑操作环境。目前设置了35台电脑，配备为
Intel Core i5处理器，8GB的内存，240GB的固
态硬盘及GIGABYTE GTX 1050Ti 4GB DDR5的
显示卡。同时此电脑课室设有Adobe CC的软体以
供设计排版课使用。

（二） B103网络软体工程电脑实验室设置

B103课室里的电脑原有都是旧式的，需要
提升以应付学士课程的需求。同时也符合高教
部的教课基本需求。添购新电脑以供上课用途。
目前设置了35台电脑，配备为Intel Core i5处理
器，8GB的内存及240GB的固态硬盘。

2019年电脑中心的电脑课室电脑分配如
下：

电脑课室 2019数量
B101 32 + 1

B102 (Mac Lab) 30 + 1
B103 25 + 1
B104A 32 + 1
B105A 32 + 1
B105B 35 + 1
B106 50 + 1

（三）电脑课室操作系统提升至Windows 
10

2020年微软正式停止支援Win7，必须逐步
提升操作系统及硬体设备，以确保电脑在安全的
环境下操作。尚未更新操作系统的电脑课室主要
是硬体设备的限制，尤其复原卡不支援新的操作
系统版本。2020年将逐步更换及提升相关的硬
体。

电脑课室 目前操作系统
B101 Windows 7

B102 (Mac Lab) MacOS X

B103 Windows 10
B104A Windows 7
B105A Windows 10
B105B Windows 10
B106 Windows 7

（四）提升电脑资料存取速度

美华校区的2楼及3楼普通课室，目前都安
装了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rive）以提升电脑
的操作性能，同时也将更新其复原卡以准备安装
Windows 10操作系统。

位于图书馆公共区域的电脑区，共27台的
电脑也更换了固态硬碟。

6.1.2 中环校区

（一）提升电脑资料存取速度

TKS101的电脑提升记忆体至8GB，以提供
更有效率的操作性能。

（二）TKS103电脑室空间实用性提升

课室内的4台旧款C2D电脑已被更换至新In-
tel Core i5 的处理器，以统一所有电脑配备供上
课用途。

（三）电脑课室/普通课室维护

目前电脑课室的电脑数量分配及操作系统版
本如下：

电脑课室 2019数量 目前操作系统
101 24 + 1 Windows 7
103 16 +１ Windows 10
104 25 + 1 Windows 7
106 21 + 1 Windows 7
107 35 + 1 Windows 7
108 50 + 1 Windows 10
207 30 + 1 Windows 10
307 30 + 1 Windows 10

持续更换职员电脑至少Core 2 Duo配套，这
可让教职员使用较新颖的电脑，同时也更新操作

系统至Windows7以及加入学校验证区域 (Active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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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网络及设备

6.4 软体

配合一卡通，统一打印系统，同事打印、复
印及扫描文件必须先拍卡进行身份认证。目前备
有一卡通打印机的地点有美华校区的图书馆、行

政办公室、中文系、美术系、4楼办公室以及中
环校区的办公室。

6.3.1 美华校区宿舍网络翻新

宿舍6楼将依据各房间的最大入住量分配网
络端口至住宿生的书桌，以提供更完善及安全的
上网服务于住宿生。

6.3.2 新伺服器机房维护

位于美华校区教学楼1楼，饮水思源楼1楼
及5楼的伺服器机房进行维护，确保机房在良好
的环境下操作。

6.3.3 无线网络

2019年在美华校区及中环校区增设了新的
无线网络热点，接收器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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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华校区宿舍楼层 接收器数量
食堂 1 台

彩虹走廊 1 台

戏剧系黑箱 1 台
UG天桥 1 台

黄迓茱活动中心 1 台
美术系楼层 3 台

教育系/中文系/辅咨系/学生会所 3 台

中环校区楼层 接收器数量
G 楼办公室 1 台

1楼 3台
2楼 2台
3楼 2台

MKH校区楼层 接收器数量
研究生院 1 台

国际教育学院 1 台

6.3.4 互联网服务

配套 地点 提升后配套
necfiber1 美华校区 网速800mbps
necfiber2 美华校区 网速800mbps
necfiber3 美华校区 网速800mbps
necfiber4 MKH校区 网速800mbps
necfiber5 中环校区 网速800mbps

6.4.1 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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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Adobe CC

目前是Adobe CC Tier 4 客户，共拥有138个
执照，分别安装在不同的地点，详细如下：

美华校区 安装数量
B102 31
B105A 33
B105B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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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S207 31
戏剧与影像系 1

美术系办公室及课室 2

图书馆开放式电脑区 1
媒体公关行动室 2

资讯科技系 1

6.5 服务系统

6.5.2 e缴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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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财务处可以直接登入此系统的后台，
检查各项缴费活动的情况。

6.5.4  学校管理系统 (Campus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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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官网

以各院、各系及各部门为设计重点，进行
网页改版。主要以现代化为元素，应用和校景相
关的大型图案及专属颜色设计。同时淘汰陈旧的
源码，以更符合现代的需求，尤其在移动设备上

浏览学校网页。同时也更新及删除过于陈旧的资
料。整体提升网页美观度、实用度、准确度及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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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电脑中心

电脑中心进行内部小型装修与设计，以提供教职员及学生更舒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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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庶务处

1. MKH Boulevard研究生院及国际
教育学院新办公室装修

配合学校发展将研究生院及国际教育学院迁
至MKH Boulevard新办公室。

2. 提升全校饮用水水质

为改善全校的饮用水的水质，将全校的饮水
机更换成Coway水机。

3. 美华校区防火证书（FC）更新

消防局官员已于6月下旬到来巡视本校消防
设备，并更新本校区的防火证书。

4. 黄迓茱活动中心更换节能灯泡

为响应环保及节省能源本处已将黄迓茱活动
中心的普通灯泡更换成LED节能灯泡。今年，本
处也成功向雪兰莪州政府申请到雪州绿色能源基
金马币1万元，以补贴更换工程的费用。

5. 美华校区学生宿舍翻新工程

为改善学生宿舍环境，庶务处计划逐步整
修学生宿舍。目前，学生宿舍6楼已完成翻新工
程，涉及120个床位。

6. 饮水思源楼水压问题

更换饮水思源楼4部已耗损的水泵，以解决
该建筑高楼层的水压问题。

7. 完美教学楼专属车位

本处向加影市议会租用4个专属停车，以供
完美教学楼访客使用。

8. 美华校区及完美教学楼防火演习

为了让学生及同事们熟悉逃生路线及提高防
火意识，在完美教学楼及美华校区进行了校园防
火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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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陈六使图书馆

8.1 简介

图书馆位于教学楼底层，共三个楼层，占
地约3万平方公尺，提供380个阅览座位。本馆
藏书丰富，除收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共
1,500册，也设置了“南洋大学史料中心”、“
方修文库”、“李业霖书库”及“李锦宗文学史
料馆”。

3月31日，陈六使图书馆举行“杨进发书
库”揭幕礼。杨进发博士早年以研究马新战前
华人社会著称，此外，他也从事关于马新华侨领
袖、马新政治史及陈嘉庚的研究，1986年出版
的《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成为东南亚华人领袖
研究的经典著作。

《杨进发书库》主要收藏了杨进发博士毕生
的研究材料，包括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如《华人
事务月刊》、《马来亚政治情报简报》、殖民地
行政会议文件、解密档案等，加上毕生收藏的4
千余册中英文书籍，成为研究马来亚新加坡华人
社会与政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史料。

馆舍其他设置包括：阅报区、参考区、期刊
杂志区、讨论室、电脑区及阅览区。全馆均可无
线上网。除了图书流通服务，图书馆也提供自助
影印、扫描服务、线上预约及续借服务。

8.2.1 图书册数 

购入图书共1,314册；获赠8,717册。

·中文馆藏 ：193,811册
·英文馆藏 ：49,002册
·巫文馆藏 ：2,674册
    馆藏总数 ：245,487册

8.2.2 订阅电子数据库如下:

（一）ProQuest (ABI/INFORM Collection &
            Business Market Research Collection)
（二）中国知网（文学/历史/哲学及教育与 

        社会学）
（三）华艺线上图书馆（人文类及社会科学类）
（四） Jstor Asia Collection

8.2.3 订阅期刊学报

订阅期刊学报95种；获赠84种。

8.2.4 订阅报章

订阅报章10种。

8.2 馆藏

馆舍正门

馆舍一楼

馆舍二楼

馆舍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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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赠书单位及册数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1 Booksmart Book Services 10
2 Dr. James Ng 4
3 Dr. Stephen Leong 92
4 Dr. Too Wei Keong 4
5 Madam Ng Poh Tip 34
6 Miss Catherine Loh 12
7 Miss Chan Jing Yee 21
8 Miss Chun Siew Chan 3
9 Miss Lai Ngan Yin 2
10 Miss Lau Lee Bung 45
11 Miss Lee Min Rou 11
12 Miss Teoh Poh Hong 1
13 Miss Vivi Gan 4
14 Mr. Hendry Pang 2
15 Mr. Tung Chee Leong 2
16 Mr. Wong Teck Sing 9
17 Peng Yong Solutions 2
18 SOLS Smart 4
19 安焕然教授 3
20 白伟权博士 2
21 笨珍培群独中 2
22 陈大为教授 2
23 陈利群小姐 23
24 陈美颐小姐 20
25 陈妙华女士 3
26 陈苏女基金 6
27 陈万雄博士 2
28 陈忠登博士 2
29 董总出版局 8
30 杜国俊先生 8
31 方刚博士 6
32 冯时能先生 2
33 冯学良先生 3
34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6
35 辅导中心 1
36 高嘉谦教授 22
37 郭诗玲小姐 2
38 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 1
39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1
40 韩昕余小姐 3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41 郝金铃博士 11
42 侯紫裔小姐 2
43 华社研究中心 2
44 黄大志博士 4
45 黄凯琳小姐 6
46 黄明恭先生 2
47 黄雅幼小姐 114
48 黄迓茱女士 1
49 暨南大学图书馆 22
50 加影育华小学 2
51 教育系 2
52 教总 9
53 居銮中华中学 2
54 看看先生 2
55 柯木林先生 1
56 峇株吧辖华仁中学 1
57 赖观福先生 1
58 赖芓妘小姐 5
59 黎煜才先生 3
60 黎运栋先生 1
61 李国梁先生 1
62 李海丰先生 1
63 李佳仪小姐 9
64 李锦宗家属 57
65 李丽燕小姐 8
66 李树枝先生 1
67 李王晶莹女士 2
68 李欣祥先生 1
69 李岳骏先生 8
70 梁铨滔先生 2
71 廖文辉博士 9
72 林方馨小姐 2
73 林怀龙先生 1
74 林顺忠先生 1
75 刘崇汉先生 2
76 刘海莲博士 2
77 刘加妤小姐 2
78 刘崑岗先生 49
79 刘雍先生 1
80 卢秀菊教授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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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赠书单位 册数
81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1
82 马来西亚河婆文化基金会 3
83 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 2
84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2
85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38
86 甯小珊小姐 10
87 潘漪铃小姐 2
88 邱淑玲小姐 3
89 邱永泰先生 2
90 全德平先生 7
91 饶兆斌博士 144
92 厦门大学 2
93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4
94 沈国明博士 1
95 石之瑜教授 66
96 首都师范大学 21
97 孙希先生 2
98 台湾国家图书馆 47
99 汤翔兰老师 3
100 王怡苹副教授 1
101 无名氏 118
102 湘子先生 4
103 校长室 13
104 谢洁旎小姐 101
105 谢有吉先生 1
106 辛羽先生 2
107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1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108 新山中华公会辖下西北区联络委

员会
1

109 徐帆先生 2
110 雪兰莪暨联邦直辖区中山同乡会 2
111 颜明珠小姐 55
112 杨进发博士 1709
113 杨燊雄先生 26
114 姚守穰先生 44
115 叶金辉先生 8
116 叶清润先生 2
117 一介先生 2
118 余璟盛先生 29
119 雨石先生 1
120 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11
121 张吉安先生 2
122 张锦忠教授 5
123 郑良树教授 2016
124 郑田靖先生 2
125 郑月里老师 1
126 中国华侨大学 21
127 中国语言文学系 71
128 钟怡雯教授 1
129 周粲先生 4
130 周昌隆教授和张寿安教授 3246
131 周美芬小姐 1
132 周其辉先生 38
133 祝家丰博士 4

杨进发书库揭幕礼 追忆杨进发博士文献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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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辅导中心

9.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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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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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辅导咨商为收费服务，服务的方式除了个别辅导，也有夫妻、亲子或全家人来面谈。今年共有
20组（个人，夫妻，亲子，家庭）前来寻求辅导服务，全年达39人次。

9.2 个别辅导咨商与团体辅导活动、个别咨询

个别咨商人数：80人，总人次：321人次。

个别咨询服务共107人次，其中2人由其他部门/系的同事转介过来咨询升学状况。

9.3 社区辅导咨商服务

9.4 校内外辅导讲座、培训及活动

序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1 1月3日 心旅驿栈 探参访辅导机构（心旅驿栈） 郭富美、黄章健、

黄玲玲、何均燕
2 1月9日 辅导中心 电影bar：COCO 黄章健、何均燕
3 1月16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辅硕论文口试 何均燕
4 1月30日 Hospital Kajang 参访OSCC, Hospital Kajang 郭富美、何均燕
5 2月27日 SMK Seri Kembangan 生涯规划讲座（支援招生处） 郭富美、侯雯荔
6 2月22日-23日 董总 董总新手老师培训 郭富美
7 3月9日 霹雳深斋中学 霹雳深斋中学演讲 郭富美
8 3月11日 Ai FM 《如何谈恋爱1》 黄章健
9 3月14日 SMJK尊孔 SPM放榜-教育咨询（支援招生

处）
黄章健

10 3月16日 Mid Valley Exhibition 
Hall

教育博览会 黄章健

11 3月16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学教师辅导工作坊 郭富美、何均燕、
侯雯荔

12 3月17日-21日 台北大学 台北大学社工系国际研讨会 郭富美
13 3月17日 Mid Valley Exhibition 

Hall
教育博览会 何均燕

14 3月18日 Ai FM 《如何谈恋爱2》 黄章健
15 3月23日 Mid Valley Exhibition 

Hall
教育博览会 黄章健、何均燕

16 3月24日 Mid Valley Exhibition 
Hall

教育博览会 何均燕

17 3月25日 霹雳江沙中学 辅导营讲座（支援招生处） 黄章健
18 3月25日-29日 怡保 怡保教专课程 郭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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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月6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社区心理健康日（英语） 郭富美、黄章健、
何均燕

20 4月9日 兴华中学 兴华中学生涯讲座 郭富美、侯雯荔
21 4月1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社区心理健康日（中文） 郭富美、黄章健、

何均燕
22 4月19日 育华中学 育华中学讲座 黄章健
23 4月25日 滨华中学 滨华生涯讲座（招生处） 黄章健
24 5月13日 辅导中心 电影bar 黄章健
25 5月14日 坤成中学 坤成中学辅导社团讲座

（招生处）
何均燕

26 5月2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辅硕论文口试 何均燕
27 6月13日 辅导中心 电影bar：Mirai 何均燕
28 6月26日 戏剧系 戏剧系演讲 郭富美
29 6月29日-3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家庭咨商工作坊 郭富美、黄章健、

何均燕
30 7月6日-7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自我觉察督导模式工作坊 郭富美、黄章健、

何均燕
31 7月10日 辅导中心 辅导中心及辅咨系内部督导

（陈金燕教授）
郭富美、黄章健、
何均燕、黄玲玲、
侯雯荔

32 8月5日 Ai FM 《爱应该无私奉献吗？》 黄章健
33 9月19日 辅导中心 电影bar：Shutter Island 何均燕
34 10月1日-2日，

10月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心理健康周 郭富美、黄章健、

何均燕
35 10月4日-5日 日新独中 日新独中讲座 郭富美
36 10月11日 育华国中 育华国中讲座（招生处） 黄章健
37 10月18日-23日 台湾 台湾辅导咨商学会研讨会 郭富美
38 11月8日 Ai FM 《中学生的性教育，要怎麼教？》 郭富美
39 11月15日 Ai FM 《保护自己是女生的责任吗？》 郭富美
40 12月4日 雪隆檀香 《第十三届华社辅导研讨会》汇

报会
郭富美、黄章健

9.4.1 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自200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全国中学生同侪
辅导培训营以来，辅导中心暨辅咨系今年已是第
十三度举办此营。同侪营的目标为培养中学生对
助人的兴趣；提升中学生同侪辅导义工助人知识
和技巧，推广校园同侪辅导，协助学校建立同侪
辅导团队。

今年同侪营于5月25日-27日在新纪元大学
学院举办，参与的营员人数为101位。营员来自
全马19所中学，连同6位领队老师，筹委主要是
辅咨系学生与辅导义工团共39位，齐聚一堂共

襄盛举。今年同侪辅导培训营的主题为“与你同
行”，内容围绕在基本的辅导技巧。每当身边还
有人难过或伤心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有人陪
伴，在校园中的同侪辅导员，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发挥自己的热诚，去帮助及安慰身边的人。同侪
辅导员在面对朋友难过及伤心的时候往往不知所
措，所以辅导中心透过短短3天2夜的同侪辅导
营，让营员们透过课程与活动，从认识同侪辅导
开始，学习同理及倾听，基本辅导技巧等，并透
过基本技巧训练及与演练，将所学应用在模拟情
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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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营会课程主题及主讲人如下：
1. 课程1 故事里没有你⋯⋯ 刘健顺讲师
2. 课程2 一路有你！ 刘健顺讲师
3. 课程3 我想成为⋯⋯?（生

涯规划）
侯雯荔讲师

4. 课程4 有你别无所求？ 刘健顺讲师
5. 课程5 与你同行 刘健顺讲师 

2019年第十三届同侪辅导培训营-郭富美博士致开幕词

2019年第十三届同侪辅导
培训营大合照

9.4.2 社区心理健康日

辅导中心分别于4月6日及12日在校内举办
了中英两场的社区心理健康讲座。英文的场次邀
请到Befriender KL团体的负责人Mr. Kenny Lim
及临床心理师Dr. Alvin Ng与本院学生及社区人
士分享自杀防治、忧郁症及心理健康的课题。此
次讲座共有65人出席。4月12日的中文场次邀请
到蔡钊发注册咨商心理师与120位学生及社区大
众分享《说话艺术与人际关系》的课题。

9.4.3 家庭咨商工作坊

辅导中心于6月29日-30日举办家庭咨商工
作坊。本次工作坊邀请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郭丽安教授主讲。郭教授透过理论讲授、实际案
例分享及现场演练来讲解家庭咨商。学员收益良
多，希望未来可以有进阶的课程。共有47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辅导老师及心理师参与。比预期的报
名人数还要多，因此可以看得出中小学老师及心
理师在实务工作中对于家庭咨商的需求。

家庭咨商工作坊-团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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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自我觉察督导模式工作坊

辅导中心于7月6日-7日举办自我觉察督导模
式工作坊。此次工作坊邀请到台湾国立彰化师范
大学陈金燕教授主讲。工作坊主要通过实际演练
让学员掌握此督导模式，以便在接案时能更加觉
察自己的状态。共有24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辅导老
师及心理咨商师参与。小班制的学习较适于此类
型的工作坊，学员较有机会参与演练及做深入的
讨论。

9.4.5 学生心理健康评估

（一）新生入学心理健康检测

辅导中心从2018年开始进行全校性新生入
学心理健康检测，刚入学的新生可以透过手机或
纸本来填写简式心理健康量表，进而了解新生普
遍的心理健康状态。经过自我评量，学生对自己
的心理健康状态更为了解，透过现场的解说，新
生也能够自我评估是否需要专业的协助。此外，
辅导中心掌握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会邀请面
临困扰的学生前来会谈，达到早期介入的效果。

9.5 校内心理健康及成长活动

9.5.1《健康周》

辅导中心于10月1日、2日及9日举办《健
康周》。这项活动的宗旨是向学生、教职员以及
公众人士宣导提升健康生活的方式。这次的活动
包括健康检查与饮食咨询服务、派送健康早餐、
心理讲座、器官捐赠资讯展及心肺复苏急救术培
训。活动细节如下：

1. 10月1日：健康检查与饮食咨询服务（饮
食治疗师：林爱玲、彭静谊）、派送健康早餐、
器官捐赠资讯展

2. 10月2日：<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做：谈自
杀防治>讲座（孝恩集团辅导与咨商部门郭思彬
咨商师）

3. 10月9日：心肺复苏急救术培训 (Academy 
of Safety and Emergency Care)

健康周 -饮食咨询

9.6 学生辅导义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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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学生辅导义工团理事名单：

团长 ：罗佩嘉
秘书 ：彭歆儿
财政 ：杨紫萦

副财政 ：刘艾欣
活动组组长 ：胡永康、方美云
活动组组员 ：叶美幼、梁佩莹
团康组组长 ：布征嬑
团康组组员 ：叶慧亮、苏紫卿、许和友
公关组 ：林思敏、梁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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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辅导义工团基本助人培训课程及活动

2019年辅导义工团基本助人培训课程内容
包括自我探索，以及助人概念与技巧。

第一学期
5月13日-14日 社团开放日 

5月29日 录取新成员面试
6月18日 宿舍探访
6月19日 迎新

6月12日-8月14日 第一阶段培训课程
7月10日 “打破尴尬”校园活动
7月31日 ALL PASS活动

第二学期
9月17日-18日 社团开放日
9月25日-26日 新成员见面会

10月8日 宿舍探访
10月9日-12月18日 第二阶段培训课程
11月15日-17日 辅导义工培训营（户外培

训）
12月24日 冬至圣诞联谊会

9.6.2 守新护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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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 义工培训营

中心于11月15日-17日在Pulau Pangkor举
办3天2夜的学生辅导义工团培训营。透过活动，
促进新旧义工之间的联系，分享交流与学习，并
提升团员之间的凝聚力，增加义工对辅导义工团
的归属感，提升团队精神。培训营中除了团康活
动外，分别由三位老师主讲课程，即：

1. 团队建设与合作（侯雯荔老师）

2. 自我关照（何均燕老师）

3. 团队向心力（黄章健老师）

义工培训营团体照

9.6.4 冬至圣诞联谊会

义工团于今年12月24日举办冬至圣诞联谊
会。团员们一起搓汤圆、交换圣诞礼物，大家彼
此分享聚会的心情，欢庆冬至与圣诞节。

冬至圣诞联谊会团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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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辅导人员培训

校内培训课程:
何均燕 The Attitude of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11月23日

郭富美、
何均燕

Workshop on 
Learning Outcomes 
Module 1 & 2

4月10日-11日

郭富美、
黄章健、
何均燕

Advisory Clinic 
for Preparation 
of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Document

4月30日

家庭咨商工作坊 6月29日-30日
自我觉察模式督导
工作坊

7月6日-7日

校外培训课程：
何均燕 艺术治疗实务工作

的KEY — 活动设计
与媒材应用

7月13日-14日

黄章健 2019 Healthy 
Living Symposium 
by TIMA

2月24日

初阶焦点治疗工作
坊

3月17日

进阶焦点治疗工作
坊1&2

5月3日-5日；
8月23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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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化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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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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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SPM华文/中国文学讲座

10.1 推动华文教育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在2019
年期间受邀到各地去担任SPM华文及SPM中国文
学讲座主讲人以鼓励学生报考华文及协助应届考

生能够在华文及中国文学科考取好成绩。以下是
杨老师担任讲座主讲人的日期与地点：

日期 讲座 学校/地点 参与人数
6月12日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60
7月1日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吉隆坡坤成中学 400
7月2日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芙蓉中华独立中学 100
7月27日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新纪元大学学院黄迓茱活动中心 500
8月22日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Cheras Perdana 150
8月23日 SPM中国文学作答技巧讲座 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200
8月27日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Taman Seraya 200
8月29日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Bandar Baru Sungai Long 300
8月30日 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SMK Cheras Jaya 40
9月3日 吉兰丹州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吉兰丹中华国民型中学 500
9月3日 吉兰丹州SPM华文作答技巧讲座 吉兰丹中正国民型中学 500

10.1.2   第七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

第七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一日营于4
月20日在本校举行，吸引多达500位中学生及老
师参与。这项活动是由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
文学系及文化推广中心主办，雪州教育厅、“爱

华文”工委会及希望阅读联办，星洲日报《活力
副刊》及《学海》周刊为宣传媒体。其活动主要
是推广华文教育，藉此希望能够鼓励更多华裔子
弟选修及报考华文、提升中学生的华文水平。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和王忠伟督学及莫顺宗校长与出席的嘉
宾在开幕仪式上的合影。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和王忠伟督学及莫顺宗校长与出席的嘉
宾和师生们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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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雪隆中小学华文教师培训营

由雪兰莪州教育厅（JPS）及吉隆坡教育厅
（JPWPKL）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
心主办、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及加影育华国
民型华文小学联办，于5月11日在新纪元大学学
院举办雪隆中小学华文教师培训营，约500位来
自雪隆各区的老师参加此项培训活动。其宗旨是
提升华文老师的教学水平、让华文老师互相交流
以交换教学心得、推广华文教育、维护民族语言

及传承中华文化。

此外，本中心于6月14日与巴生县中学华文
科科委会一起在本校举办了一场中学华文教师提
升营，主题为“从灰太郎到喜洋洋——华文课堂
管理的艺术”。此活动邀请到本校教育系助理教
授王睿欣博士担任主讲嘉宾，为来自巴生县中学
的35位华文老师主讲了一场培训课程。

杨靖耀老师与出席“2019年雪隆中小学华文教师培训营”的嘉宾及老师们
的大合照。

10.1.4   SPM华文加油站（SPM华文科应考讲座）

SPM华文加油站于7月27日在本校举办。此
讲座由本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安邦班丹美华国
中资深华文教师张宝云老师及雪州加影茉莉花花
园国中2校华文科主任江美年老师主讲。其宗旨
是为了鼓励华裔子弟读华文及报考SPM 华文，提
升学生的华文水平及加强考生的作答技巧；同时
也指导学生们如何快乐地学习华文及珍惜先辈为
我们争取学习母语的机会。

参与的师生人数多达40 0位，学员来
自43所雪隆区的学校，其中包括：SMJK 
Yu Hua Kajang、SMK Jalan Bukit、SMK 
Tinggi Kajang、SMK Engku Hussain、SMK 
Sungai Ramal、SMK Convert Kajang、SMK  
Desa  Serdang、SMK Telok Datok、SMK 
Bandar Banting、SMK Methodist Telok 
Datok、SMK Telok Panglima Garang、SMK 
Jugra、SMK Bandar Baru Sungai Long、SMK 
Perimbun、SMK Cheras Jaya、SMK Cheras 
Perdana、Bandar Tun Hussein Onn、SMK 
Seremban、Chung Hua High School、SMK 

Dusun Nanding、SMJK Katholik, PJ、SMK 
Taman Seraya、SMK Sri Damansara、SMK 
Damansara Utama、SMK Seri Semantan、SMK 
Raja Muda Musa、SMK Taman Desa 2、SMK 
Darul Ehsan、Bandar Kinrara、SMK Puchong 
Batu 14、SMK Pusat Bandar Puchong、SMK 
Puchong Jaya、芙蓉美华中学、坤城中学、吉隆
坡中华独中等。

杨靖耀老师和另外2位主讲老师及老师与70位出席者大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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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推广中华文化 

10.2.1   担任诗歌朗诵比赛评审

杨靖耀老师受邀到各地去担任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审，详情如下：

日期 比赛 学校/地点
6月20日 2019年第十六届乌鲁冷岳县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雪州康乐二校
6月21日 2019年鹅麦县华小诗歌朗诵比赛 帝沙再也华小
6月22日 2019年第16届吉隆坡华小文华杯华语诗歌朗诵州赛 吉隆坡启智华小

6月27日-28日 2019年全彭中小学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立卑中华国民型中学
7月3日 2019年雪兰莪州中学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杨靖耀老师与其他评审及“2019年第十六届乌鲁冷岳县华
语诗歌朗诵比赛”的得奖学生和老师们的大合照。

杨靖耀老师和王睿欣博士在“2019年雪兰莪州中学华语诗
歌朗诵比赛”与参与比赛的师生们大合照。

10.2.2   2019己亥“千人揮春”比賽

由马来西亚教育部主催，富贵集团全场赞
助，新纪元大学学院、星洲日报及马来西亚书
艺协会为联办单位，于2月16日在士毛月富贵集
团中华人文碑林举行一场的2019己亥“千人揮
春”比賽。此挥春比赛主要促进文化传承、提升
书艺水平及增添春节气息。

此活动的参与人数反应热烈，吸引了近
2000位来自各区不同学校的学生及社会人士参

与，其中也吸引了友族同胞一同前来参与，体现
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互相学习和尊重的精神。
比赛共分成四个组别，即小学组、中学组、公开
组及家庭组。各个组别设有冠军、亚军、季军1
名，以及优秀奖10名。所有的参赛者被分配到中
华人文碑林里的各个角落写春联，场面充满浓浓
的文化气息，碑林里优美的环境让人仿佛置身于
世外桃源。

近2000位参赛者在中华人文碑林集体挥春，一笔一画薪火
相传。

莫顺宗校长及杨靖耀老师和出席嘉宾们与参赛者们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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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第16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第16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是由雪兰莪
州教育局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
办，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华文学会及
台湾高雄树德科技大学联办，由富贵爱心基金
会、中华人文碑林、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益新
印务有限公司及阿水影音制作公司赞助，并获得
亚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蕉赖翠岭镇国中、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
九零笑匠、炬乐 Legit Studio以及Jay Yew’s 
Production的支持。《星洲日报·活力副刊》及
《学海》周刊为活动指定媒体。中华文化营于3
月27日至30日（4天3夜）在本校举行。

近几年来，中华文化营的规模已走向国际化
并邀请了邻国的在籍中学生一同参与，希望提供
互相交流心得的平台，建立合作奠定稳固基础，
让马来西亚以及外国的青少年，透过中华文化认
识自己并自我提升及提倡优质生活。此届的中华
文化营以“梦回华夏·无悔的邂逅”为主题，
多达300位来自马来西亚及国外的中学生参与，
主要的目的是要带领现今的青少年更了解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其活动内容包括“三个小孩”
戏剧、汉服、武术、书艺、二十四节令鼓、中国
结、团康带动舞以及跑站活动等。今年文化营最
大的亮点便是带领着营员走读茨厂街及探索中华
人文碑林。

文平强副校长、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黄瑞庆与台湾树德科
技大学郭洪国雄博士及杨靖耀老师和嘉宾们在开幕仪式上

的合照。 李凯万老师正在为营员叙述碑文上的含义。

文化特工队的队员与营员们一起学习武术。 为期4天3夜的第16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已圆满落幕，
来张全体大合照。

10.2.4   第六届文化特工队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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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于7月5日至7日在Broga Excel Training 
& Country Resort举办了3天2夜的培训活动，共有
60位文化特工队员参与。透过一系列的室内以及
户外活动让团员们更了解彼此以加强团队的默契与
合作精神；并借此机会让团员们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并增加他们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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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工队队员在汉服文化讲座大合照。 杨靖耀老师与营员们大合照。

10.2.5   2019年第三届“新纪元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赛暨交流会

由雪州教育厅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办，星洲日报
协办，于7月13日在本校举办了2019年第三届“
新纪元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赛暨交流会，以
培养学生对华语的兴趣及文学鉴赏能力，提高学
生的华语朗诵技巧及水平。比赛的评审包括来自

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华文教师蔡春梅老师、
冠军队导师幸立雄、冠军队导师李鈜沬、大马著
名诗人周若涛、大马著名诗人周若鹏、大马著名
诗人黄建华、语音工作者徐曉芬、语音工作者李
进文、语音工作者李璘、语音工作者刘元元、语
音工作者丘淑霖及语音工作者黄英威。

杨靖耀老师与评审团主任曾翎龍及12位评审合照。  杨靖耀老师与评审们及得奖者和特工队工委在活动后的合
照。

10.2.6   沈慕羽106岁冥诞暨逝世十周年纪念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于7月14日在士毛
月富贵山庄世外桃源中华人文碑林举办“沈慕羽
106岁冥诞暨逝世十周年纪念”，林连玉基金及
富贵山庄联办，并获加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
盟及马六甲孔教会大力支持协办。

另一方面，主办单位也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沈慕羽语录中小学生书法比赛”和“中学
生华教歌曲创作比赛”，希望透过是项活动来宣
扬与传承华教和沈慕羽精神，培养华教生力军，
以及提升和推动学生对书法、中文创作与热爱母
语的兴趣。本校文化特工队有幸参与并在活动上
提供人力协助。

杨靖耀老师和李凯万老师及陈芷珊老师与文化特工队在活动
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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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雪州华语诗歌朗诵集训营

由雪州教育厅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
广中心联办之“雪州华语诗歌朗诵集训营”于8
月15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B座5楼大礼堂举办。
此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华语朗诵技巧与水平之
余，也能培养学生鉴赏文学能力以及集训学生为
即将来临的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赛做准备。此活
动共邀请了雪州中、小学的老师及学生参与。

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初中组的学生在台上练习朗诵
诗歌。

10.2.8   2019年士毛月中秋园游会暨欢庆马来西亚日

士毛月关爱社区协会于9月15日在士毛月大
草场举办“中秋园游会暨欢庆马来西亚日”，此
活动由雪州活跃关注俱乐部、士毛月新村乡村及
治安委员会和武来岸新村联办，并获加影市议会
大力支持协办；星洲日报《大都会》也是这项活
动的媒体伙伴。委员会主席拿督博俊麒也邀请加
影市议员哈纳菲莅临与其盛。

此活动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任
杨靖耀老师担任节目组主任，也获得士毛月新民
华小王天文校长、士毛月新村华小的姜丽娟校长
及加影育华华小黄西利校长的支持与配合。另一
方面，主办单位也呼吁当地居民和孩子一起参于
环保灯笼制作比赛。

士毛月新村乡村及治安委员会和加影市议员哈纳菲及杨靖耀
老师一起合影。

杨靖耀老师与文化特工队在活动开始前合影。

10.2.9   “马来西亚日·老街走月2019”   

为了配合中秋节和马来西亚日举行的“马
来西亚日·老街走月2019”是由武吉免登区国
会议员办公室主催，主办单位包括武吉免登区居
民代表理事会、隆雪华堂妇女组、吉隆坡陈氏书
院、吉隆坡关帝庙、新纪元大学学院、雪隆广肇
会馆、茨厂街乡音及汉寿堂，于9月15日盛大举
行。。此活动除了向各界人士推广华人乡音文化
之余，也以借此见识到多项跨民族文化的表演。
本校文化特工队有幸参与并在活动上提供人力协
助。

文化特工队在“马来西亚日·老街走月”活动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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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第六届爱艺鼓培训营

爱艺鼓创立于2014年4月23日，由一群热
爱鼓艺的新纪元学生组成，并抱着要把优良中华
文化发扬光大的理念，而爱艺鼓也是本中心旗下
的一个表演艺术团体。

由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催，爱艺鼓队主办，
于10月4日至6日在本校举办了第六届的爱艺鼓

培训营，主题为“乾坤并济·鼓韵长流”，由爱
艺鼓全体队员参与。此培训营的宗旨培养团队默
契与精神，加强鼓手们对廿四节令鼓的认识及训
练全体队员的体能、敲击、肢体及乐理的基础。
队员们在此培训营中除了学习新的鼓艺知识及技
巧之外，也参与了团体建设活动、体能训练以及
武术锻炼。

爱艺鼓学员们正在练鼓。 杨靖耀老师与爱艺鼓学员们的合照。

10.2.11   《春风啜茗时》茶艺一日营

由本中心主办，紫藤集团联办的《春风啜
茗时》茶艺一日营于10月23日在新纪元大学学
院黄迓茱活动中心举办。其宗旨为藉了解茶道
艺术，学习及体会泡茶流程、提升对茶具的认识
以及了解喝茶的意义，也藉此推广及传承中华文
化。此活动的主要导师为紫藤茶艺学习中心黄淑
仪老师，共有60位学生参与。

杨靖耀老师与紫藤茶艺学习中心的导师和学员们的大合照。
10.2.12   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

此活动是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
办，富贵爱心基金会及中华人文碑林联办，于10
月26日在士毛月富贵山庄世外桃源的中华人文碑
林举行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参与的学生人数多
达80位。

此活动主题为“点燃一脉香火，传承中华文
化”，其宗旨是为了提升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
识，透过碑林导览活动让青少年认识汉字的演变
及欣赏古人所留下的文物遗产。活动组被分为四
组，以花来命名。分别是以“梅”、“兰”、“
竹”以及“菊”。营会活动内容丰富包括中华碑
林导览、中国结、书艺、茶艺以及华族舞。除了
能让营员了解华教先贤的故事与贡献之外，也能
中华文化所留下来的民俗艺术。

杨靖耀老师与张卿萍老师和参与中华人文碑林一日营的营员
及工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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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   2019年雪州中学生文学创作比赛颁奖典礼

由雪州教育厅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
推广中心协办，马来西亚中国齐鲁文化促进会赞
助，于11月2日在本校举办了2019年雪州中学
生文学创作比赛颁奖典礼，其宗旨是培养学生创
作的兴趣、提升学生文学创作的水平以及激发学
生学习华文的兴趣。文学创作比赛共分成两个组
别，即初中组及高中组。各个组别各分为小说、
散文和诗歌的参赛类别，各设有特优奖5名以及
优秀奖10名。今年雪州文学创作比赛的总评是来
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主任伍燕翎博士。此
活动参与人数多达300位。

王忠伟督学、杨靖耀老师、伍燕翎博士及出席嘉宾们与得奖
学生和老师们大合影。

10.2.14   2019年跨族群生活营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及马来西亚伊
斯兰青年运动（ABIM）于12月13日至15日（3
天2夜）在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Islam 
ABIM Sungai Ramal举办“2019年跨族群生活
营”，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则是这个活
动的协办单位之一。其活动主要是推广多元文化
于青少年群体、透过生活营提供族群之间互相尊
重与包容的平台以及撇除族群之间的刻板印象。
此活动共邀请了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及关丹中
华中学、私立宗教学校及国民与国民型中学的学
生参与。营会活动内容丰富包括代表中华文化的
二十四节令鼓、书艺以及华族舞等。

文化特工队及爱艺鼓的队员们在“2019年跨族群生活营”
活动前合照。

10.3 关爱社区活动 

10.3.1   尼泊尔义工行 4.0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兼讲师杨靖耀老师
于8月1日至8日带领了7位学生，组成了八人团
队展开了跨国界的尼泊尔义工行，前往加德满
都（Kathmandu)，到当地做义工，为尼泊尔孤
儿送温暖、献爱心，去寻找“幸福密码”。此尼
泊尔义工行主题为“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其宗
旨为透过社区服务，提升个人成长，促进社区参
与，发挥互助互爱的共融精神，提倡爱心社会。

今年这支义工团队一共到了3个地点，
那就是Possible Nepal 孤儿院、Gyan Bhumi 
Secondary School及Shivapuri Higher Secondary 
School帮助一群年龄介于5岁至15岁的孤儿，为
他们带来关怀及爱心并为孤儿们精心准备的一

系列活动。其活动内容包括团康带动舞、吹梅活
动、书法、汉语教学、幼儿教育教学、走读古
迹、电影导读、音乐敲击活动、唱游活动、制作
愿望卡、进行小游戏及陪伴孩子们一起去上学。

尼泊尔义工团团员在Shivapuri Higher Secondary School进
行团康带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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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就是杨靖耀老师及义工们坚持下去的动
力。

杨靖耀老师与尼泊尔义工团团员及孩子们走读古迹的合照。

10.3.2   《月下·老人 庆中秋》6.0  - 社区服务活动

《月下·老人 庆中秋》社区服务活动已持续
举办了六年。文化特工队于本校成立的这六年里
头，每年都会在中秋佳节期间举办《月下·老人 
庆中秋》，到访老人院去陪伴老人一起过中秋。

此活动的宗旨是希望透过庆节日把温馨和快
乐带给老人，并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在大专生的
群体里培养关爱老人，尊敬老人的意识，缔造一
个爱心社会。

文化特工队队员们于9月14日到位于蕉赖皇
冠城的爱心安老院和老人一起庆祝中秋。活动
当天除了有专业理发师为老人提供头发义剪服务
外，文化特工队队员们也陪伴老人闲聊和按摩，
同时也准备了精彩的歌唱及舞蹈表演供老人们欣
赏，一起品茶、吃月饼及提灯笼，场面一片温
馨。

此外，今年的社区服务活动和往年有些不一
样，便是文化特工队队员们当天也到了爱心安老
院附近的乐善儿童残障福利中心与孤儿们一同庆
祝中秋节。

杨靖耀老师与爱心安老院的院长及理发师们和文化特工队的
大合照。

10.3.3   1102育华情义嘉年华会

由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小学主办，星洲日报
联办，于11月2日在加影育华华小举办了“1102
育华情义嘉年华会”，其活动主要是筹募办公室
及行政室的装修费用。嘉年华现场设有超过100
个各式各样的档口售卖食物、饮料、日常用品及
衣服等，另外还有游戏区以及幸运抽奖等活动。
此活动吸引了多达3000位学生及家长参与。本
校文化特工队有幸参与并在活动上提供人力协
助。

身穿汉服的文化特工队队员作为嘉年华的人文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