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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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文平强教授负责统筹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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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院系筹办学士课程与硕博课程的规划过
程中，配合各院系、注册处、研究生院及其它部
门的工作流程，本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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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与制定学术事务

配合本校的大学发展方向，本部门不定期
统筹与协调各院系的学术事务，必要时全力协助
制定学术课程及支援MQA事务。为确保各课程
的学术素质与文件的英文水平，本部门适时为各
院系提供学术方面的意见。同时，文教授也负
责主持学术质量委员会会议（Academic Quality 
Assurance Committee Meeting）与监管各事项
的实行。

在各院系处理MQA事务上，本部门适时跟进
各文件与资料的完善及监督其素质保证。各院系
需依据MQA所规定的COPPA（Code of Practice 
for Programme Accreditation）之要求成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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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系必
须确保各学士或硕博课程所涉及的书面记录（会
议记录、报告及照片等） 完善地保存，且备有英
文版资料。

各院系所开办的各课程必须委任一位课程协
调员（Programme Coordinator）负责相关课程
的MQA事务。各院系已委任各课程协调员，各质
量保证委员会也在系、院及大学学院层面成立。
至于考试事务交由注册处（考试组）负责统筹各
项作业与流程，本部门也适时对考试作业提出意
见。

在各院系委任或聘请客座教授（Adjunct 
Professor）、访问学者（Visiting Fellow）、访问
教授 （Visiting Professor）、学术顾问 （Academic 
Advisor）、校外评委（External Examiner）、业

界顾问（Industrial Advisor）、学术人员与研究员
的事务上，经由AQAC会议讨论或提供意见，并协
助制定对人选、任务与相关委任或聘请之规章、
聘书及流程等文件。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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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负责主持“学术质量委员会”（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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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tee Meeting）。本会议不定期召开，视
各院系需要而召开，今年本委员会共召开了九次
会议，其中以线上进行了八次会议，另一次则是
以面对面进行会议。

学术质量委员会由副校长（学术与研究） 担
任主席一职，成员由副校长（企业发展）、各院
系的院长、副院长、助理院长与主任和注册处主
任与副主任组成。各委员受邀出席会议共同讨论
学术与研究事务包括课程事务、MQA事务、考试
事务、招生与国际合作等议题。

1.1.4 提升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学术与研究水平

学报出版的主要宗旨是打造新纪元大学学院
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机构，不仅提供本校和海内外
学者一个学术出版与交流的重要管道与平台，也
鼓励本校教职员重视学术研究、发表论文与提升
研究水平。

目前，本校已出版三份学报，其中两本是中
文学报，另一本则是英文学报。本校自2012年
起出版了中文与英文学报创刊号，即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及《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报》（Malay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并于2019年出版了《教育与教
学研究》（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创
刊号。各学报以各自的网页提升国际水平与宣传，
并与校方网站挂钩。

本部门也为学术人员提供有关研究与出版的
意见。各院系受促建立学术出版制度，积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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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刊物的出版，出版形式可以个人著作或编著
出版。

本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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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学术人员一个平台发表其
研究成果，本部门每年不定期主办专题讲座。

为完善大学机制的建立，本部门也协助拟
定与学术研究事务相关规章与政策。为使大学
的学术与研究机制趋向制度化，本部门于今年
7月拟定“研究经费政策”（Research Grants 
Policy），同时协助“咨询政策”（Consultancy 
Policy）的制定。

“研究经费政策”为本校的学术人员申请研
究经费提出一份执行指南与作业流程，而“咨询
政策”为本校学术人员受邀为学术事务之咨询提
出一份参考的具体指标。

1.1.5 统筹学报事务

（1）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本校自2012年起出版了英文期刊，即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至今共
出版了16本英文期刊。本期刊每年出版两期，收
录国内外华人的政经文教，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
学课题的研究论文。

至今，英文学报是马来西亚唯一以华人研究
为主题的学报，它更是国内唯一一所大专院校以
英文出版有关华人研究的英文期刊。

本期刊的编辑委员会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自
Vol. 9, No. 1起进行重整且扩大国内外的学者阵
容。为建立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本校邀请多位
资深的国内外研究学者组成顾问委员会提供专业
意见，以期提升论文的审查制度。

本期刊主编于2020年10月邀请了14位国
内外具有丰富学术资历的学者组成顾问委员会，
包括美国（2位）、澳大利亚（1位）、中国（1
位）、台湾（2位）、日本（1位）、菲律宾（1
位）、印度尼西亚（1位）、新加坡（2位）和马
来西亚（3位）。

本期刊的编辑委员会由14位国内外具有学
术资历的学者所组成，其中文平强教授继续担
任主编一职负责编辑工作，连同黄裕端博士与其
他12位联合主编协助执行本期刊的编辑工作。
其他受邀的联合主编分别来自中国（2位）、荷
兰 （1位）、日本（1位）、文莱（1位）、泰国

（1位）、菲律宾（1位）、印度尼西亚 （1位）
、新加坡 （1位） 和马来西亚（3位）。  

今 年 ， 本 校 已 出 版 了 四 本 英 文 期
刊。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8, No. 1及Vol. 8, No. 2于2020年6月出版，两期
刊各收录四篇论文及一篇参考文献。Vol. 9, No. 
1于2020年11月出版，收录四篇论文及一篇书
评；Vol. 9, No. 2于2020年12月出版，收录四篇
论文及两篇书评。

本期刊于2020年6月起正式推介电子版学
报，从Vol. 8, No. 1开始同时以纸本和网络出版，
编委会经于5月向国家图书馆申请国际标准刊号
且获得批准，本期刊的国际标准刊号（e-ISSN） 
为2716-6627。电子版的学报有利于快速与自由
地下载与传播。

为推广期刊论文的网络传播性，本校与台湾
的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Airiti Inc.）于2020年
10月首次合作签订为期一年的“期刊暨研讨会论
文集授权合约书”。

为使期刊论文与国际的规则接轨，本编委
会从第九卷第一期开始为各篇论文与书评注册
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本期刊所获得
的DOI号为10.6993/MJCS。

本编委会与Elsevier Singapore于9月进行线
上会议，为期刊的国际传播性各方面进行讨论。
本校未来计划与其他国家开拓更多的期刊论文的
国际传播性。

配合国际对期刊论文的规则与要求，本编委
会也为本期刊重新设计全新的网页，经于2020
年12月正式推介新的网页。

本编委会于2020年12月底开始准备向政府
单位申请MyJurnal的评鉴文件，并于2021年1月
初提出申请。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全新推介的网页
（https://www.newera.edu.my/publication.php?id=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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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Malay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本校自2012年起出版了中文期刊，即《马
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创刊号，至今共出
版了16本中文期刊。《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报》每年出版两期，收录有关人文与社会科
学，尤其是马来西亚、东南亚及东亚相关的研究
论文。

为建立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本校邀请多位
资深的国外研究学者组成顾问委员会，以期提升论
文的审查制度。受邀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陈志明
教授（中国中山大学）、古鸿廷教授（台湾东海大
学）、黄贤强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塔娜
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许金顶教授（中国华侨大
学）及尹锡玟教授（韩国国立江原大学）。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的编辑委
员会成员包括编辑顾问文平强博士，由廖文辉博
士和伍燕翎博士联合主编，委员由郭思韵博士、
郑诗傧博士和黄薇诗博士组成，执行编辑为陈建
发和林嘉莹。

本期刊自第八卷第一期开始以纸本和网络
同时出版。今年，本校已出版了三本中文期刊。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八卷第二
期） 于2020年1月出版，内容含四篇论文、一篇
民间历史文献示例、一篇活动报告及一篇书评；
第九卷第一期于2020年6月出版，内容含三篇论
文、一篇民间历史文献示例及一篇书评；第九卷
第二期于2020年12月出版，内容含三篇论文及
一篇民间历史文献示例。

为推广期刊论文的国际网络传播性，本校
与台湾的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Airiti Inc.）
于2020年4月首次合作签订为期五年的“期刊
暨研讨会论文集授权合约书”。从第九卷第一
期开始，本编委会开始向华艺注册DO（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本期刊所获得的DOI号为
10.6962/MJHSS。

（3）《教育与教学研究》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有关本期刊的报告，请参阅教育系的工作报
告。

1.1.6 规划硕博课程的发展模式

本部门与各院系及研究生院配合，共同规划

与发展各院系所开办的硕博课程模式。

在各院系开办的硕博课程的过程中，本部门
也适时提供学术意见。目前，本校文学与社会科
学院的中文系、东南亚学系与教育系开办了硕博
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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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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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所开办的硕博课程名称为教
育学硕士课程与教育学博士课程。其它院系也受
促在未来三年内尽快规划硕博课程的开办。

为符合高教部和MQA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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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督导硕博课程研究生

在研究课题与论文撰写方面，文教授为其指
导的国内与国际东盟硕博课程研究生提供学术指
导与意见，也时时督导与跟进其研究生的学习进
度与论文撰写。

配合研究生院安排的开题报告工作流程，文
教授于7月25日受邀参与研究生讨论会（Gradu-
ate Research Seminar），为研究生提供基础的
研究方向与核心课题指导。这场模拟开题讨论
会，为研究生准备开题报告提供一个学习空间。

文教授于8月8日至22日也受邀为研究生开题
报告委员会（Panel of Advisors）的委员之一，为
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提出学术意见与指导。

1.1.8 协助筹备设立“研究管理中心”

为管理大学层面的研究事务，本校需筹备设
立一所“研究管理中心”（Research Management 
Centre，简称RMC）。通过收集本地国立大学的
RMC网站资料，本部门协助规划这所中心的成立
规模与架构。

本部门协助拟定“成立研究管理中心计划
书”，内容含成立宗旨或目标、中心架构与成
员、研究经费、学术活动、研究与出版项目及操
作模式等，以供校方处理申请成立这所中心的前
置工作。

1.1.9 申请大专院校的评分等级

为朝向本校升格为大学的评分标准，本校经
于7月成立SETARA及MyRA工作委员会，两组工
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本校于2019年各学
术与研究相关资料加以汇整与分析数据后，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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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部提出申请大专院校的评分等级。

SETARA及MyRA工作委员会的成员由主
席、联席主席、协调员与委员组成。李锦兴教授
负责主持SETARA工作委员会，文教授则负责主
持MyRA工作委员会并与内部审查小组（Internal 
Audit Team）保持联系与协调工作。

1.1.10处理聘请学术人员与晋升事务  

为改进学术人员的绩效指标/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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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授协助设计与完
善化评估制度的标准作业程序（SOP）。其参与的
工作包括参与各院系的教学人员之面试，定时处
理学术人员的晋升事务、委任校外知名学者评审
申请者的资格与进行各申请晋升人员的面试。

序 日 期 题 目 主讲人 出席人数

 1. 4月25日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etrics: The H-Index

 Mr. Rajennd A/L Muniady
（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讲师） 17位

 2. 5月27日 Malaysian Personal Income 
Tax

陆美霞小姐
（新纪元大学学院金融与会计系讲师） 44位

 3. 6月17日 Money Management during a 
Financial Crisis

吴颂平先生
（新纪元大学学院金融与会计系系主任） 35位

1.2.1  研究项目

文平强：Selected topics related to Southeast 
Asia and Malaysia

1.2.2 论文、书评与短文发表

（1）研讨会论文

（a）The 1910 Manchurian plague and the 
2020 pandemic: A China-ASEAN co-operation 
mode l，新格局下的区域合作与繁荣共享国
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Forum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sperity Sharing under the 
New Regional Order），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
院主办，2020年11月6日。

（b）The Malaysian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Vision and 
reality，第五届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丽水论坛 
（Fif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Overseas Chinese），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侨
务办公室、丽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青田县人民
政府和丽水学院联合主办，华侨学院承办，2020
年12月11日至14日。

（2）书评

Phin-Keong Voon, Chin-Seng Goh: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Resistance and compromise: 
The influence of Malaysia 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on the policy setting of mother language education 
among ethnic Chinese [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
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in Chinese） 
by Chun- Yan Hu [胡春艳],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2）: 
63-65.

（3）短文

文平强，Covid 19 2020: Outbreak and Heart-
break，载《新光杂志》（防疫特别版），加影：
新纪元大学学学院，2020年4月，页12-14。      

1.2.3 筹办线上专题讲座

本部门不定期主办不同主题的专题讲座，通
过邀请国内外学者发表演讲，旨在培养本校职员
与学生和社会人士对研究课题的兴趣，以期提升
校园的研究风气。今年，本部门主办了三场线上
专题讲座，三位校内学术人员受邀发表不同主题
的演讲，详情如表1.1。

表1.1

1.2 研究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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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处(课务组)

2.1 行政业务

2.2 部门业务简报

本组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校内现有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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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务行政与学术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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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课务与排课作业

本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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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状病毒（COVID-19）肆虐，为
了抑制病毒，政府在2020年3月18日全面实施行
动管制令（MCO），教育机构以居家在线学习的
方式取代实体课。在疫情期间使用在线学习，本
组做了以下措施或活动：

（1）为了配合学校改为在线教学，本组为
各系的课程协调老师及系执行员安排了在线作业
说明会。

（2）本组编制 (i)教师指南“居家在线教学
教师手册”；(ii)学生指南“居家在线教学学生手
册为引导老师及学生更顺畅处理在线学习/教学
作业。

（3）为配合全校转为线上模式及整合一切
线上学习资源及资讯，课务组也规划了“教务及
防疫资讯网”，一站式地将各种资讯、指南、操
作方式呈现其中。https://www.newera.edu.my/
Covid-19/

（4）为了在使用教学软件能更得心应手，
本组安排14场的双语ZOOM培训，即(a)学生网上
学习平台操作培训；(b)教师网上教学平台操作培
训。

（5）为顾及网课期间师生线上教学活动的
心理状态，本组也规划了一系列的线上教学公开
座谈 ，详见表2.1。

（6）配合线上开课典礼，本组安排线上教
务说明会给5月学期新生。

（7）规划及执导各个院系“在线教学系
列”。

（8）配合招生，本组与各系共同规划一系
列的在线公开课，详见表2.2。

（9）配合招生，本组规划及执导各院系的
线上教学成果分享。

（10）为了确保学习线上的学习品质，本组
在安排线上教学的同时，也制作了“新纪元大学
学院居家学习实施情形调查表（学生）”以掌握
学生的学习情形。另一方面，也制作了“新纪元
大学学院居家教学实施情形调查表（教师）”，
以掌握教师的教学情形。

（11）了解学生上网课时面对行动数据
（Mobile Data）有限的状况，本组主动联系杨
忠礼基金会（YTL Foundation），并成功获得赞
助本校学生免费的40 GB行动数据SIM卡之“YTL
基金免费网络数据 / Free 40 GB mobile data SIM 
card from YTL Foundation”。

（12）影印费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销。为了方便学生的影印需求，本组与招
生处及电脑中心共同与RiCOH协商，携手特别推
出“学生一卡通影印优惠措施”。自五月学期
起，所有学生凭学生证享有学校提供的一次性
RM 30的优惠储值于证件内。同学们可以使用校
内影印机影印、输出及扫描，住在MKH的学生也
能到楼下的国际教育学院影印资料。

（13）为让讲师对抄袭侦测软件（Turnitin 
System）在操作上更为了解，特与计算机中心合
作于2020年11月11日办理 “抄袭侦测软体培训
工作坊”，并邀请Turnitin Ken Khor讲师现场分
享及解说。本组亦管理Turnitin System的申请与
审批。

No. 日期 主题 主讲者
1 4月29日 《学习与焦虑共处，重寻安定的力量》 郭富美博士

2 5月20日 《Breaking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Online 
Learning》 Dr. Tham Jen Sern

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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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期 主题 单位/主讲者

1 3月26日 《当剑狮遇上嘉鲁达：一位台湾研究生眼中的
Nusantara》

中国语言文学系协调
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研究系硕士生

2 3月31日 《孟加拉超潜入：历史、族群、常民生活》
中国语言文学系协调

孟加拉皮革贸易公司顾问
林久扬

3 4月7日 《暹罗、印度与中国基因：亚洲女儿Carol的生
命故事》

中国语言文学系协调
新纪元媒体研究系学生

杨凯容

4 4月10日
至12日

线上艺术与设计工作坊：
4月10日：禅绕画

4月11日：筑梦小屋
4月12日：与虫私描

美术与设计系
谢易伸老师
李顺荣老师
刘挺壮老师

5 4月13日 电影 Sepet《我爱单眼皮》导读 戏剧与影像系
梁友瑄主任

6 4月14日 《Logo Designing》 商学系王汉国老师

7 4月20日 《1949年后的新中国》 中国语言文学系
黄薇诗主任

8 4月7日 《暹罗、印度与中国基因：亚洲女儿Carol的生
命故事》

中国语言文学系协调
新纪元媒体研究系学生

杨凯容

3 6月3日 《如何协助学生维护心理健康》（华语） 郭富美博士
黄章建老师

4 6月10日 《如何协助学生维护心理健康》（英语） 郭富美博士
何均燕老师

5 6月17日 OX你个MCO！新常态下的教学挑战！ 伍燕翎博士
廖朝骥博士

表2.2

2.2.2 课程评估

本组采取教学人员绩效指标（Key Perfor-
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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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硕博士课程开班

2020年教育学博士课程及教育学硕士课程
取得认证，获准开办，并在10月3日正式上课。
同时2020年也引进第一批外国生就读本校硕博
课程。全校硕博学生人数分别为（1）中华研究
硕士课程，13位；（2）东盟研究硕士学位课
程，3位；（3）中华研究硕士课程 (在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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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6）中华
研究博士课程，11位；（7）中华研究博士课
程 (在职)，2位；（8）教育学硕士课程，8位；
教育学博士课程，4位；中华研究硕士课程（中
国），11位；东盟研究博士学位课程（中国）
，6位；中华研究博士课程（中国），48位。

2.2.4 奖贷学金事务

奖贷学金事务系由本校奖贷学金委员会所
辖，由注册处课务组协助执行。奖贷学金业务分
成 2 大部分，即本校奖贷学金和国家高等教育局
基金会贷学金（后简称“PTPTN”）。在奖贷学
金方面，本组所操办的业务如下：

（1）奖贷学金及学费减免简章、申请资
格、管理办法及申请指南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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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长学期发出申请公告，同时也于疫
情期间制定线上申请办法，以确保居家工作及学
习期间，学生申请流程不受影响。

（3）处理学费减免续领事宜。

（4）处理学费学费减免受惠学生回馈事
宜。

（5）审核申请者资格。

（6）与注册及财务处协调学费减免金额缴
费单事宜。

（7）催收及管理贷学金事宜。

国家高等教育局基金会贷学金，本组所操办
的业务如下：

（1）编订PTPTN申请指南。

（2）辅导学生申请PTPTN。

（3）检查申请资料，并协助学生申请及盖
章。

（4）将学生资料送交国家高等教育局。

在奖贷学金委员会的规划下，本校于2020
年共有四项学费减免方案供学生申请，分别为：
学优生学费减免、新生学费减免、多元文化学费
减免、在籍生/升班生学费减免。2020年，各类
奖学金发放总额为马币2,741,230.00，受惠学生 

371位，实践了“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办校
精神。

2.2.5 院级与校级优秀生评选业务

2020年因疫情关系，注册处课务组首次举
办“2020年新纪元校级与院级优秀生：在线表
扬典礼”，以鼓励本校学业优秀的学生，树立明
确的学习目标。

2020年11月18号校级与院级优秀生颁奖典礼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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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课务组新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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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由於疫情关系本校未有访问
学人，客座教授则有：拿督杜乾焕博士、甄义华
教授、Prof. Kevin Low Lock Teng、黄大志教
授、Mr. Ng Kean Kok、李文通教授。

2020年客座教授/客座副教授、访问学者/访问教授名单

序 姓名 服务单位  任期（期程） 访问单位

客座教授 Adjunct Professor

1. 拿督杜乾焕博士 (Former) Penang 
Institute

1 April 2020-31 March 2021
(one year) 研究生院

2. 甄义华教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1 July 2020-30 June 2022
(two years) 商学系

3. Prof. Kevin Low 
Lock Teng

Management and Science 
University

1 July 2020-30 June 2022
(two years) 金融与会计系

4. 黄大志教授 南方大学学院
1 January 2021-31 December 

2021
(one year)

东南亚学系

客座副教授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1. Mr. Ng Kean Kok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1 July 2020-30 June 2022
(two years) 金融与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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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1. 李文通教授 (Former) Nilai University
1 January 2021-31 December 

2021
(one year)

东南亚学系

2.2.7 新纪元优秀教师评选业务

2019年开始注册处课务组开始建立优秀教
师评选业务，以激励教师在教育教学、教学管理
中做出突出成绩，不断推进学校教学素质的改革
和发展。优秀老师评选后，于2020年即举办颁
奖典礼。2919年度优秀教师评选名单如下：

No. 院系 优秀教师

1. 会计、管理与经
济学院

Navaratnam A/L 
Vejaratnam

2. 电脑科学与资讯
科技学院 庄正伟

3. 文学与社会科
学院 郑诗傧博士

4. 媒体与艺术学院 Raha binti Ja’afar
5. 英文部门 林玉珠
6. 技职与推广教育

学院
李应伦

7. 林美慧

2020年3月4日新纪元优秀教师颁奖典礼

2.2.8 新纪元学院大专英文课程

配合学校共同选修及通识课程的整合，本组
与英语教育机构Just English合作开办大专英文
课程（UCENG）取代原有开办的英文课程。此次
大专英文课程与旧有英文课程最大的不同点，是
本次通过英文能力测试进行组别分班，我们希望
通过这样的组别分班，老师及学生在相等的水平
下，在教学上，老师能更易以掌握学生的学习进
度而给予适当的调整；在学习上，学生能更加快
速提升英文能力，以强化他们使用英语的信心。
这项课程着重训练学生实际说、读、听、写。
在疫情期间，为了确保学习顺畅，我们也与Just 
English协调提供线上学习平台(https://newera.
justenglish.com/)，同时制作操作教学影片，供
学生使用平台进行学习。该平台也提供whatsapp
服务，以解决学生的技术问题。

2.2.9 课程申诉业务

为确保学习品质，本组也倾听及解决学生学
习上所面对的问题，协助改善教师教学品质及促
进师生之间的关系。在2020年里，本组共接到
7宗有关学习情形的反馈，并已协助学生进行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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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处（考试组）

考试组原隶属于注册处教务组，本年6月16
日独立为直属注册处的部门。

考试组每学期负责统筹期末考试作业，主
要业务包括：期中安排考题审查，以提高试卷质
量，让教学与评量能密切配合；试前负责影印考
卷、布置考场、编排考试时间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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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后安排学生补考、重考及处理重审申请；
以及组织考试评议委员会会议，并在成绩通过大
学评议会议后由正式公布。

3月份以来，基于全国各地受到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COVID-19）的肆虐影响，本校遵循国
家防疫指示，长时间处于关闭状态。有鉴于此，
考试组所有业务运作暂皆转至线上，并为此拟定
各项规章。

3.1.1 考题审查

为确保期末考题的学术质量，各科系将依循
考试组拟定的作业流程，进行期末考题审查和修
订，以符合专业的基本标准。试卷经二次审查通
过后，方由系上交予考试组印制。

本年度各学期进行期末考的课程及科目数量
如表3.1：

表3.1

本学年期末考科目数量
学期 CHS FCC FAD CBI FBS 总计
1月份
学期

3 3 7 3 4 20

本校从今年3月份学期开始，在疫情期间调
整了期末考核的进行方式，采用可居家完成的考
核方式来替代面对面期末考。具体调整方案将由
授课老师暨系办商榷决定，授课老师须提前向课
程协调员报备并取得系办同意后，方可实行。某
些考核方式较特别的专业科目，则由系办协商出
相对合适的替换方式进行相关科目考核。

3.1.2 期末考试

本校在每学期期末都会举办大规模的考试，
以考察学生的学习成果。考试周数长学期为2
周，短学期为1周。缺考者的相关科目直接以不
及格论处。

本年度各学期期末考试起讫时限如下表3.2。

其中，3月份学期开始采用可居家完成的考
核方式来替代面对面期末考。此后学期将依据疫
情的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

3.1 注册处（考试组）业务

本学年各课程期末考试 考试周
学期 课程类型 起 迄

1月份学期 大学基础课程及证书课程 2020年9月3日 2020年3月15日

3月份学期
大学基础课程及证书课程 2020年4月27日 2020年5月3日

专业文凭课程及学士学位课程 2020年4月27日 2020年5月3日

5月份学期
大学基础课程及证书课程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9月13日

专业文凭课程及学士学位课程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9月13日

9月份学期
证书课程 2021年1月25日 2021年2月7日

大学基础课程 2021年1月18日 2021年1月31日
专业文凭课程及学士学位课程 2021年1月18日 2021年1月31日

表3.2

3.1.3 分数评定

为确保试卷评阅合理，同时检讨教学成果，
所有科目成绩在学期末均须依次历经系级、院级
的分数会议以及校级的考试委员会（Examina-
tion Board）分数会议评定后，方能提呈大学评
议会通过。其中院级会议乃自2019年9月份学
期增设，以更有效的沟通与监督院内各系课程成
绩；同时校级会议短暂中止，后于2020年9月份

学期恢复。

本年度诸学期各级分数评议会及相关大学评
议会的时间如表3.3。

本校自1月份学期的考试作业从大学评定会
议也开始实行线上考试作业（批阅结束后）的流
程与管理，今年内的3月份学期、5月份学期及9
月份学期也按照考试组所规定的线上考试作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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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学期成绩分数评定相关会议日期
学期 类型 系会议 院会议 通识课会议 考试委员会 大学评议会

1月份学期 常规 2020年
3月19日

2020年3
月20日

2020年
3月23日 无 2020年

3月2日

3月份学期 常规 2020年
5月12日

2020年
5月13日

2020年
5月15日 无 2020年

5月20日

5月份学期

12周上
课制

2020年
8月4日

2020年
8月5日 无 无 2020年

8月10日

常规 2020年
9月18日

2020年
9月21日

2020年
9月18日 无 2020年

9月23日
学期 类型 通识课会议 系会议 院会议 考试委员会 大学评议会

9月份学期
常规 2021年

2月5日
2021年
2月8日

2021年
2月9日

2021年
2月17日

2021年
2月17日

证书课程 2021年
2月17日

2021年
2月18日

2021年
2月19日

2021年
2月24日

2021年
2月24日

表3.3

程全盘如此运作，其中包括科系/部门分数评定
会议、院分数评定会议、考试中心制报表、大学

评议会通过、成绩揭晓与通知、成绩重审及重考
申请的考试作业。

3.1.4 补考、成绩重审及重考

补考：公假、丧假、重病住院不能参加考试
或受伤具有证明不能参加考试，经准假补考者，
得补考一次，按实得分数给分；重审：学生如对
成绩有异议，可申请重审。每科成绩的重审只限
一次；重考：凡科目考核介于30%至 39% (GP 
1.00- 1.33)者，可于当学期申请重考。每学期重
考最多2科，每科只允重考一次。重考卷以100
分出题，有效成绩50%封顶。

9月份学期伊始，重考资格调整为30%至 
49% (GP 1.00- 1.99)者。

本年度各学期补考、重考及重审的人次如下
表：

学期 1月份
学期 3月份学期 5月份

学期
9月份
学期

补考 1

多数科目以考
核作业替代面
对面期末考，
所以没有补考

申请。

重考 0 5 9 待进
行

成绩
重审 0 1 3 待进

行

3.1.5 成绩发布

各学期正式成绩（含补考）、重考成绩、重
审成绩的发布日期皆按照考试作业时间表准时发
布。本学年各学期的成绩公布日期如下表：

本学年各学期成绩发布日期

学期 类型 正式
成绩

重审
成绩

重考
成绩

1月份
学期 常规 2020年

3月26日
2020年
4月14日

2020年
4月24日

3月份
学期 常规 2020年

5月21日
2020年
6月9日

2020年
6月30日

5月份
学期

12周
上课制

2020年
8月11日

2020年
8月21日 无

常规 2020年
9月25日

2020年
2月9日

2020年
2月2日

9月份
学期

常规 2021年
2月19日

2021年
3月5日

2021年
3月30日

证书
课程

2021年
2月26日

2021年
3月12日

2021年
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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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处（注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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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因新冠病毒疫情，在行管令期间，
注册作业部分梯次以云端注册形式进行。鼓励同
学善用FPX缴费方式和线上转账方式完成缴费。

此外，学校也因此于5月与9月份学期，推出
学杂费分期付款计划，经济纾困计划，惠及在籍
生与2020年入学新生。一学期的学杂费分三期缴
付，第一期25%， 第二期45%， 第三期35%。

学期 2020年5月
份学期

2020年9/10月
份学期

申请学费分期
付款人数 614位 632位

学生人数
 （含学术、技
职、硕博班）

2045位 2106位

（资料以2021年1月20日 或以前为准） 

4.1 新生报名及遴选

本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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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新旧生注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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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配合学费分期付款缴费，电脑中心
在注册系统开发分期付款子系统， 本处按比例把
学费、杂费、课程认证费等成3个收费梯次。第
一梯次是学期第一周、第二梯次是学期第六周、
第三梯次是学期第十二周。

为了减轻分期付款缴费期限可能给学生和
家长带来的压力，本处采取最大的宽限期，即使
逾期，只要交完应缴金额，学生可以继续上课学
习。

4.3 注册日

为协助新生与升班生更有效处理注册手续，
更快投入学院生活，本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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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1为2020年，学术与技职课程注册、开
课日期及作业方式。

课程 学术课程 技职课程
注册日 开课日 注册日 开课日

第一次 2020年1月16日 2020年2月20日 2020年1月2日 2020年1月6日

第二次 2020年3月12日
（云端注册） 2020年3月16日 无 无

第三次 2020年5月6日 
（云端注册） 2020年5月11日 2020年5月5日

（云端注册） 2020年5月18日

第四次 2020年9月24日 2020年9月28日 2020年10月8日 2020年10月12日

表4.1

4.4 学籍管理事务

学籍管理的事务庞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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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极力掌握学

生各种资料，并可从学生个人、各系、或整体学
生等角度加以分析，以供各种决策及工作执行之
用。另外，处理同学各类转系、转班、成绩单补
发、退休学等申请，并与家长与各系密切配合协
助学生完成学业，也是本处的常年工作之一。

2 0 2 0 年 4 月 ， 政 府 通 过 P A K E J 
RANGSANGAN EKONOMI PRIHATIN RAKYAT 
(PRIHATIN)，发给RM200（一次性）给符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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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大专生。本处与财务处合作，提供确认符合
资格学生名单及学生银行帐号，把政府转进来的
金额，逐一通过转账方式，发放给学生。

4.5 毕业典礼

今年预计主办2场毕业典礼【第二十一届    
（春季）与（秋季）毕业典礼】，因疫情严峻
而被逼取消，待疫情稳定后，将补办2场毕业典
礼。

由於毕业典礼展延举行，毕业证书与成绩总
表，将以电邮方式发给学生，好让学生可以备齐
相关文件，面试工作或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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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院

5.1 国家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核准的课程

No. 课程 学位(研究型) 核准年份

1. 中国语言文学系
硕士MCS 2018
博士PDCS 2019

2. 东盟研究学系
硕士MAS 2019
博士PDAS 2019

3. 教育学系
硕士MED 2020
博士PHED 2020

4. 商学系 博士 2020

5.2 研究生院招生–2020年9月入学

No 课程简称 2020年9月招生
本地学生 报名人数

1. MCS 11 11
2. MAS 2 2
3. MED 10 10
4. PDCS 4 4
5. PDAS 2  2
6. PHED 5 5

总和 34 34

本院在2020年一共招收34位本地学生 。

本院于2020年10月3日顺利进行迎新日，
热烈欢迎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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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研究生院行政务 

No. 行政工作 执行时间

1. 处理课程询问、筛选
和审核学生申请 5月 — 9月

2. 检阅和修订研究生管
理程序和文件

1月 — 12月
（每周两次会议）

3. 管理和审核标准操作
程序

1月 — 12月
（每周两次会议）

4.

将所有标准操作程序
和必要的文件纳入研
究生院手册（2020-

2021）

7月 — 9月

5.4 学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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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本院亦于大学评议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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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会议项目 日期

1. 研究生学术委员会
（GSAC） 不定期进行

2. 研究生管理委员会
（GSC） 每月进行

3. 大学评议会议（Senate） 每月进行

5.5 学术监督 

5.5.1 专题研讨会

本院在7月25日为4位东盟研究硕博生举办
了专题研讨会。东盟研究硕博生必须参与，因为
研讨会有助于硕博生准备论文开题答辩。专题研
讨会是一个让硕博生分享各自的论文计划书，并
获得反馈的平台。

5.5.2 论文开题答辩

本院在8月8日、15日及22日为12位中华研
究硕士生和1位东盟研究硕士生举办了论文开题
报告。全体硕士生通过开题报告，可继续完成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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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教学和学术研究

5.6.1 教学

No. 执行者 课程 执行日期

1. 黄裕端博士 研究方法
（东盟研究）

9月30日, 
2020年

12月19日

2. 黄永宝教授 研究方法
（东盟研究）

7月11日, 
2020年

11月28日

5.6.2 学术研究

No. 执行者 研究项目 执行日期

1. 黄永宝教授 甲洞华人历史
研究 3年

2. 黄裕端博士

亚洲跨文化视
角下的马来亚
第一代南来佛
门人物群像

2年

5.6.3 学术发表

作者 发表处 种类 发表日期

黄裕端博士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书评 2020年
12月

5.7 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

陈凯希学术评选委员会首次会议于2020年8
月13日成功进行。委员会成员由研究生院代表、
各系主任及陈凯希基金会代表组成。陈凯希学术
评选委员会提议将“陈凯希研究生奖”更名为“
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陈凯希基金会同意
更名的提议。

2020年首届得奖学生总金额为RM 19,000，
陈凯希与陈秀英基金会已将银行支票转入新纪元
大学学院，并于10月将奖金转予各得奖学生。研
究生颁奖典礼于2020年10月3日成功举办，当日
陈凯希先生和杜乾焕博士亦有出席。其得奖者名
单如下：

No. 得奖者 奖学金数额

1.

WAN MOHAMAD 
ISKANDAR BIN HAJI 

HARUN      
万生达（PDCS）

RM 5,000

2. GAN CHIU HAR   
严沛絃（PDCS） RM 5,000

3. SIA SOCK FONG   
谢素凤（MCS） RM 3,000

4. CHONG KEAT AUN   
张吉安（MCS） RM 3,000

5. RAHA BINTI JAAFAR 
（MAS） RM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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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19年报告，预计到
了203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
过15%。当国家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却还
没有一套完善应对乐龄社会的政策，人们对乐龄
认识照护的课题也缺乏讨论。此问题在华社尤其
显著，新生代对孝道与家庭价值观的文化落差，
并对照顾自家高龄长辈的方式避而不谈，衍生出
许多家庭问题。其次，许多商业与住宅设计，社
区环境设施都未符合乐龄人士的起居需求。本地
大部分的养老院素质低落，过度依赖外籍员工，
缺乏专人管理。照护乐龄人士、延迟衰老的医
疗、科技和研究，跟不上国际步伐。更重要的
是，我国严重缺乏专业而普及的养老管理和老人
照护培训课程。

有鉴于以上问题，新纪元大学学院本着“源
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在2020年6月
1日成立《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首创我国民
办高等教育学府针对老龄化社会需求的新学科，
为华社与国家培养专业的照护与管理专才，提升
我国长者照护的水平。

6.1.1  宣传

随着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的成立，本院展
开系列宣传，包括于7月1日推出学院的面子
书，院长胡禄铭博士于9月7日受访Astro讲解乐
龄经济，9月8日在Hotspot面子书讨论乐龄照
护培训。9月18日受访与AiFM讨论关怀乐龄人
士。11月12日受访南洋商报讨论疫情下的乐龄
政策。

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胡禄铭博士于9月7日受访Astro 讲
解乐龄经济。

6.1.2  公众活动

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成立初期面对经费短
缺，因此正积极约见商家以寻求赞助，不过由于
疫情关系而和商家们展延会面。同时本院也举办
一些线上讲座，向公众人士讲解乐龄人士课题。
包括12月9日与CPED联办“化乐龄危机为商机: 
如何管理员工与顾客老化”中英文双语线上讲
座。此外，本院也和全国各地中学建立关系，委
任种子教师以在中学校园推广照护教育，包括提
高中学生对关怀老人与照护教育的意识，鼓励中
学生参加基本的老人照护培训/假期班，推动学
生团体/学会举办关怀老人活动并申请本院的活
动赞助基金，和发掘对照护教育有兴趣的学生以
报读本院的专业照护课程。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
正在设计为期三年的文凭课程并计划在2021年
得到政府批文后招生。

9月11日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率领同事拜访富貴
愛心基金會陈建发，介绍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

6.1.3  学术发展

目前，本院通过其他院系的硕博课程推出和
乐龄课题相关的研究计划，一共有8位海外博士
生在院长指导下进行研究。

本院参与的学术会议包括11月6日的《中国-
东盟经济合作与企业发展国际研讨会》，胡禄铭
院长作为其中一名主持人与主讲人。12月6日的
Silver Age：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胡院长作为其中一
名主讲人。此外，本院也受邀主讲妇女家庭与社
会发展部，卫生部与房屋部将于明年1月18日主
办的《马来西亚高龄化论坛》与香港公开大学将
于明年6月23日举办的《老龄政策与养老房屋国
际论坛》发表演说。

6.1 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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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际教育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19年4月1日创立兼有
学术及行政性质的国际教育学院，由原任中文系
副主任的郑诗傧助理教授担任院长，今一年半的
努力，国际教育学院按部门业务发展设立了国际
学术交流处、国际专业发展与培训学院、语言与
跨文化中心及留学生服务中心。

7.1.1 国际学术交流处

具体负责业务：

（1）国际招生及业务的宣传工作

（2）留学生入学申请与管理

·安排与协调硕博留学生面试、开课与上课
事宜；

·协助办理硕博留学生及本科留学生来马
一切手续（出入境管理、签证办理等一切入学手
续）；

·负责协调与管理留学生课程与学习进度，
掌握学生的成绩报告、学习状态等。

（3）国际交流项目

·游学体验，如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JASSO
优秀生奖学金学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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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互换/短期交流。

（4）承办国际研讨会 

（5）讲学/客座

·引进国际知名学者进行专题演讲或担任客
座讲师

·输出本校学者进行讲学

（6）负责处理一切国际学术互访与交流事务

7.1.2 国际专业发展与培训学院

具体负责业务：

（1）非学历短期培训课程

（2）扩展与培训学生专业与技能发展

7.1.3 语言与跨文化中心

具体负责业务：

（1）开办各种语言课程

·基础汉语班

·英语课程

·其他语言课程

（2）开办语言与跨文化讲座/活动

7.1.4 留学生服务中心

具体负责业务：

（1）全面管理留学生在马来西亚一切安
全、生活与行为；

（2）策划国际文化节、文化考察、语言伙
伴等活动，协助本科留学生尽快融入本地生活，
提升本地生的视野，推动本地生与留学生的相互
学习、交流与切磋。

7.2 大事纪

·于5月14日正式挂上监管网（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于6月16日成立语言与跨文化中心

·于9月16日成立国际专业发展与培训学
院、留学生服务中心及国际学术交流处

·共推出15项专业文凭课程、11项本科课
程及3项硕博士课程

·共招收129位留学生

·累计与138所姐妹校缔结学术联系

·与中国高校及机构共建学院或学术基地

·共4位学生获得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
JASSO优秀生奖学金学习项目

·首次举办线上线下同步“新格局下的区域
合作与繁荣共享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成立国际专业发展与培训学院之后，推
出了全球工商管理硕士课程(GMBA)共招收52位
学生。

7.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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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合作
共建马来西亚鲁班工坊进行揭牌仪式

·首开办第一届【鲁班工坊·建筑数字建
造】免费课程，共招收18位学生。

·中国驻马大使馆拨款6万令吉助新纪元大
学学院20位在籍清寒子弟

·来自4个中国单位/个人捐赠共5万2千个
口罩及1万人民币

7.3 业务发展与成果

7.3.1 国际学术交流处

（1）硕博留学生开班

在2020年这全球疫情肆虐的情况下，首先
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20年5月14日正式获得中
国教育部批准，成为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
息网（监管网）认证的国外优质学府，为马中两
地的教育、文化交流迎来更大的发展格局。国际
教育学院总共推出15门专业文凭课程、11门本

科课程、3门硕博士课程，共招收了129位留学
生，来自中国、老挝、印尼国家的留学生，所有
留学生都是通过面试录取。此外，国际教育学院
特别安排于2020年7月25日以及2020年10月31
举行硕博留学生线上开课礼。

（2）本科留学生

国际教育学院共招收了11位修读本科课程
的留学生，分别了来自8位中国以及3位印尼的留
学生。目前在学校住宿的有4位留学生以及在外
住宿的有3位留学生。

（3）国际学术交流及备忘录签署

新纪元大学学院长期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学
术机构等保持紧密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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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本校人员无法亲临
国外院校进行交流，但本校成员仍努力促成了多
项境外合作。

表7.1为2020年本校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签订
的协议。

日期 大学/机构 事项

【中国】
2020年4月3日 中国福州大学 合作备忘录
2020年4月14日 中国上海言子教育进修学院 合作备忘录
2020年5月18日 中国山东省新泰市紫光实验中学 合作备忘录
2020年6月11日 中国临沂大学 博士联合培养协议书

2020年7月 中国齐鲁师范学院 合作备忘录
2020年7月 中国齐鲁师范学院 学术合作协议书

2020年11月24日 中国泰山学院 共建“国际文旅学院”合作协议书
2020年12月16日 中国山东明科技职业学院 合作备忘录

【韩国】
2020年2月28日 大韩民国国民大学 合作备忘录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新纪元与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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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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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1所

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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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20年持续与国内外高校及机构共建学院或学术基地，开展科研合作，努力促
进中马两国高校间的合作以及国内产学研合作。 

序 合作单位 学院/基地

【中国】
1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马来西亚鲁班工坊
2 中国泰山学院 国际文旅学院
3 中国淮南师范学院 淮河文化研究院

（4）研修计划/研讨会/讲座

（a） 2021年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JASSO优
秀生奖学金学习项目

此项目为新纪元在校生提供海外学习的机
会，并促进学生的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此项目允许本校学生通过面试以获得由独立行政
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所提供的奖学
金，到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UKK）进行为期一
学期或一学年的研修。学生在日本学习日语课及
日本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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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此项目共有两个梯次，第一梯次于
2020年6月开放报名，共有3位学生通过线上面
试，成功获得 JASSO 优秀生奖学金，分别是来
自媒体研究系的戴凯昕、来自美术系的叶瑩浵以
及来自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的蔡建换。原定于
2020年9月份到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进行为期一
学期或一学年的研修，但由于新冠疫情严重，学
生无法于原定时间飞往日本，因而取消此学期的
海外研修。

第二梯次于2020年12月开放报名，共有4

位学生通过线上面试，成功获得JASSO 优秀生奖
学金，4位学生分别是来自商学系的钟家琪、来
自教育系的戴紫莹、以及来自媒体研究系的吴莉
儿和苏燕梅。成功获录的学生将在2021年4月份
飞往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学
年的研修。此次面试国际教育学院请来了本校文
平强副校长、李锦兴副校长连同国际教育学院郑
诗傧院长担任面试官。（2020年6月1日至2022
年2月7日）

（b）新格局下的区域合作与繁荣共享国际
研讨会

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20年11月6日举办线
上线下“新格局下的区域合作与繁荣共享国际学
术研讨会”，其中邀请了13位来自中国、泰国、
菲律宾、汶莱、印尼及马来西亚的专家学者，共
同探讨如何推动区域合作经济增长、社会进步
和文化发展相关议题，并以2020年APEC会议主
题“激发人类潜能，共享繁荣未来”作为研讨会
其中一个子课题，旨在探讨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和繁荣的基本目标。此次研讨会有逾两百位来自
世界各地的专家和教学工作者通过线上方式参加
会议，反响热烈。 (2020年11月6日)

研讨会议程如表7.2。

时间 议程内容 地点
0900–0910 报到 

ZOOM 
MEETING

0910–0930

大会司仪：李素雯； 叶晓优
开幕式：
1.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 / 大会主席 莫顺宗博士 致词
2. 开幕影片
3. 线上大合照

0930–1050

第一场次论文发表（中文场次 ）
发表人：
1. 许利平
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动力、挑战与前景
2. 胡逸山
一带一路与双循环相辅相成促进中国与东盟更紧密的经贸关系

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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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莫顺宗 
新格局下东盟与中国的产学官合作和创新
主持人：郑诗傧

ZOOM 
MEETING

1050-1210

第二场次论文发表 （中英文场次 ）
发表人：
1. 胡禄铭
Japan's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Crisis: Opportunity for China-Malay-
sia Cooperation?
2. 文平强
1910年满洲鼠疫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东盟区域合作与中国治理模式
之探析
3. Sadanu Sukkasame
Collabo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主持人：黄裕端

1210-1310 午餐 

1310-1430

第三场次论文发表（英文场次 ）
发表人：
1. Ellen H. Palanca
Philippines-China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Drivers
2. 李锦兴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vid-19 Context
3. 云昌耀
Responses of the Ethnic Chinese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Brunei
主持人：廖朝骥

1430-1610

第四场次论文发表（中英文场次 ）
发表人：
1. 张淇绰博士、徐小涵女士
China-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2. 黄大志
中国对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
Lucio Blanco Pitlo III
China’s role in Philippin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3. 李健
China-Indonesia Econom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主持人：胡禄铭

1610-1620 闭幕式Closing Ceremony

7.3.2 国际专业发展与培训学院

（1）全球工商管理硕士课程(GMBA)

为建立新纪元的国际学术品牌、提升新纪元
的国际形象以及培养拥有跨文化国际意识的工商
管理硕士专才，新纪元大学学院与中方于2020
年9月签署项目协议书，共同开展全球工商管理
硕士课程（GMBA）。为了满足还有许多境外学
生无法来到马来西亚上学，并考取学历认证，此

次课程也面向中国企业及在职人士。截至2021
年1月份为止，已有52位学生报读我们的课程。
课程将于2021年2月份举行开学仪式，主要分
为三个梯次：1月第一梯次、5月第二梯次、9月
第三梯次，每个梯次为期12至18个月。学生将
在中国上课，无需入境马来西亚，采线上线下模
式进行教学，授课教师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
莫顺宗博士和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
士，讲课主题分别为《东南亚华人企业文化》和
《品牌市场营销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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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班工坊

 “鲁班工坊” 为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与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的合作项目，旨在服务
马来西亚及东盟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增进人
类福祉；同时也联合中国知名企业、在马中资企
业，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输出中国先进装
配式钢结构建筑施工技术、人工智能等方向的技
术服务。

（a）鲁班工坊揭牌仪式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与新纪元大学学院
在马共建首家院校鲁班工坊，并于2020年11月
13日正式揭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第一等秘
书曹建如先生（线上）、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
所主席何义锋先生、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校
长莫顺宗博士（线上）、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
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士（线上）、马来
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院
长庄正伟先生（线上）、中国辽宁省教育厅副厅
长杨为群先生、中国辽宁省教育厅国际合作处处
长刘彤先生、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刘
长新教授、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副校长白俊教
授、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纪委书记王诚勇先生
以及线上线下共80余嘉宾出席了鲁班工坊揭牌仪
式。（2020年11月13日）

鲁班工坊揭牌仪式】马来西亚鲁班工坊揭牌仪式线上大屏
幕展示。

线上出席嘉宾合照留念（一）。

线上出席嘉宾合照留念（二）。

（b）鲁班建筑数字建造课程开班仪式

【鲁班工坊·建筑数字建造】课程采用工程
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EPIP）作为职业技能培
训的核心内容，中方学校与广联达集团公司、启
程德瑞集团共同完成关于建筑信息模型、装配式
建筑施工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课程培训主要
针对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对建筑类课程感兴
趣的同学开设，第一期课程重点培训建筑专业基
础知识，含括《建筑材料》、《工程项目管理模
拟沙盘》、《Revit建模》及《建筑构造与识图》
四门课，总学时大约75学时。

全部课程均为线上教学，为了让新纪元学生
有更好的学习效果，学生将每周于线上集中学习
一门课程，同时学生有疑问时可随时于线上提出
问题，相关课程的老师将给学生答疑。各科的考
核预计将在2021年3月完成，具体时间视疫情实
际情况而定。学生完成培训后，将获得参加考试
的资格，争取相关专业的资格证书。最后学生能
得到一张结业证书及一张职业技能证书。

马来西亚鲁班工坊第一期【鲁班工坊·建筑
数字建造】课程迎来了18位新纪元大学学院在籍
生参加，并于2020年12月14日完满举行线下线
上开班仪式。

出席开班仪式的有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
育学院院长郑诗傧（线上）、国际教育学院国际
学术交流处主任夏敏惠（线上）、国际教育学院
执行员叶晓优（线上）、中国广联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数字教育部辽宁区域经理李鹏元、中国源
助教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教学资源部经理杨
帆、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启程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
丁春静、启程学院院长石书羽、启程学院直属党
支部书记张宁、启程学院办公室主任刘萍、启程
学院办公室干事艾嘉禾以及参与课程的18位学生
（线上）。（202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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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就读科系
1 曾慧欣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2 康诗诗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3 黄诗淳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4 刘恺璇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5 戴凯昕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6 陈佩宁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7 林舒薇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8 陈新儫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9 梁诗敏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序 姓名 就读科系
10 王镇豪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11 李佳穅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12 李浚杰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13 凌添辉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14 刘俊权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15 陈永康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16 郑嘉友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17 马琨铭 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程
18 张雪慧 网站研发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鲁班工坊·建筑数字建造】课程学生名单：

（3）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与新纪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协同合作，发挥三方优势资
源，共建“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共同
推动汉字书法文化的国际传播及跨文化交流。

（a）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发展项目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
博士与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叶晓优到访马来西亚
书艺协会，双方就马来西亚书艺发展的种种规划
交流、洽谈合作。郑诗傧博士也就其专业领域对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的文献保存、整理与出版提出
建议。针对马来西亚书法走入世界汉字书法文化
圈，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有许多想法和理念，希望
能积极发展推动全国书法。会谈后，马来西亚书
法家黄瑞庆会长、会务顾问拿督斯里纪永辉、全
国评审主任黄幼鲸、会员郭明丰医生雅兴大发，
即席挥毫，赠字予郑诗傧院长。（2020年10月
12日）

叶晓优、郭明丰、纪永辉、郑诗傧、黄瑞庆、黄幼鲸（左到
右）合影。黄瑞庆赠字《不忘初心》予郑诗傧。

纪永辉即席挥毫，赠字予郑诗傧。

黄幼鲸即席挥毫，赠字予郑诗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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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丰即席挥毫，赠字予郑诗傧。

（b）书法兴趣班列入MPU课程

为打响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招牌，同
时配合教育部规定的必修科目，新纪元大学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即把书法兴趣班列入本校MPU课程
（教育部规定必修科目），并邀请马来西亚书艺
协会会长黄瑞庆先生担任此课程讲师。

（c）新纪元大学学院与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开办“书法兴趣班”2019年8月13日，为了推
动“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的建设与发
展，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与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联合开办了“书法兴趣班”，并邀请马来西亚
书艺协会会长黄瑞庆先生担任我校书法兴趣班讲
师。“书法兴趣班”在2020年2月开班，上课时
间为每星期二傍晚7时至晚上9时。（2020年2月
4日至9月26日）

“书法兴趣班”正式开班，同学们认真地学习正统书法训
练。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黄瑞庆先生在课堂上教导正统书法训
练，同学们认真地围观学习。

（4）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园音乐专辑《起飞》

起飞在云端，居家听我唱 - 海报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我国实行行动管制令，
人人需在家进行线上工作与学习，难免会有不适
应与不安的情绪。《起飞》团队于是制作一档
名为《起飞在云端，居家听我唱》的线上直播节
目。节目于每个周末进行一小时的直播，邀请了
新纪元莫顺宗校长在每期节目开端致词以及与同
学们进行线上互动。《起飞》校园专辑团队成员
以及I Do音乐社社员一同参加此节目，分享《起
飞》专辑的故事、制作过程、进行线上小游戏，
并进行演唱与乐器演绎等表演。后来，节目也邀
请UCSI House of Talents的学生到节目里作客，
与新纪元校园歌手进行音乐交流。本项目先于“
新纪元大学学院《起飞》校园专辑”的面子书
专页进行直播，而后转于“新纪元大学学院”
面子书专页进行直播，一共进行了25期。本项
目由本院李素雯担任主要节目负责人与主持人。
（2020年3月28日至202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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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系列 档期 主题 日期 嘉宾

《起飞在云端，居
家听我唱》系列

第1期 居家听我唱 3月28日 郑明慧、谢惠媛、李育濨
第2期 居家听我唱 4月4日 郑捷励、许炽鼎、叶佩吟
第3期 居家听我唱 4月11日 廖学哲、刘苡伶、陈宇衡
第4期 居家听我唱 4月18日 李育濨、林凯珺、柯伟伦
第5期 居家听我唱 4月25日 谢惠媛、叶佩吟、刘苡伶

第6期 居家听我唱 5月2日 李婉莹、黄家俊、姚靖延、
杨奕慧、刘庭颢、刘小瑄

第7期 I Do 故事 5月9日 林凯珺、吴茹恩、杨凯容、
郑捷励

第8期 I Do 同起飞 5月16日 刘苡伶、刘庭颢、李育濨、
姚靖延

《起飞在云端，居
家听我唱》之【点

歌寄语】系列

第9期 告白给云知道 5月23日 黄家俊、廖学哲、叶佩吟、
谢惠媛

第10期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主题曲 5月30日 李育濨、叶佩吟、谢惠媛

第11期 点歌寄语3 - 
疗愈你心的那些旋律 6月6日 李育濨、刘庭颢、刘苡伶、

林凯珺

第12期 点歌寄语4 - 
说听就听的旅游歌单 6月13日 刘苡伶、黄家俊、郑捷励

第13期 父爱如山，点一首山歌 6月20日 黄家俊、叶佩吟、姚靖延

点歌寄语：告白给云知道 - 海报 点歌寄语：那些年我们听过的主题曲 -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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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创谈系列 - 海报 起飞同乐会——致敬光之源 - 海报

节目系列 档期 主题 日期 嘉宾

《起飞在云端》之
【起飞创谈】系列

第14期 起飞创谈1 6月27日 刘苡伶、郑惠琦、萧荣健、
林千惠

第15期 起飞创谈2 7月4日 李芷倩、何致豪、钟晓莹
第16期 起飞创谈3 7月11日 赵心宁、莫尔、郑捷励
第17期 起飞创谈4 7月18日 蔡子菘、林碧金、李素雯

第18期 起飞创谈5 7月26日 林凯珺、郑苛柔、吴雪幸、
林倩如、叶佩吟、杨凯容

《起飞》一周年特
备节目 第19期 《起飞同乐会》之

【致敬光之源】 8月2日 莫顺宗校长、邓丽思老师、
彭学斌老师、郑诗傧老师

《起飞在云端》之
【致敬大马创作】

系列

第20期 致敬彭学斌作品 8月9日 廖学哲、郑捷励、柯伟伦
第21期 致敬戴佩妮作品 8月16日 林碧金、叶佩吟、郑惠琦
第22期 致敬管启源作品 8月23日 蔡子菘、黄家俊、杨凯容
第23期 致敬曹格作品 8月30日 刘苡伶、李婉莹

《起飞在云端》之
【与大专音乐社有

约】系列

第24期 I Do音乐社：
创作与梦想的连接 9月6日 I Do音乐社 - 李婉莹、

林千惠、黄家俊、郑捷励

第25期 UCSI House of Talents (HOT)：
与心情对话的创作 9月13日

UCSI House of Talents 
(HOT) – Sherlock Homies 
绝世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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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在云端——致敬大马创作(彭学斌) - 海报 起飞在云端——与大专音乐社有约【UCSI HOT】 - 海报

《起飞在云端，居家听我唱》节目
总回顾影片 QR Code

《起飞在云端，居家听我唱》第二期节目截图，图中包括主持人李素雯、嘉宾郑捷励、叶佩吟以及许炽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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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语言与跨文化中心

（1）语言课程

（a）基础汉语课程

基础汉语课程原属于中文系底下，经重新
规整，于2020年9月份开始归到国际教育学院
底下，专门为学校不谙汉语或汉语非第一语言的
在籍生服务，旨为提升学生对汉语及其文化的认
识，让学生在这个以中文为主的学习环境中可以
使用基本的汉语与同学们交流。

（b）英语课程

留学生到马来西亚留学，除了学历资格外，
还有英语资格的要求。没有满足英语资格要求的
学生需要通过英语资格考试，如雅思或MUET获
得课程所需的英语资格。EIC英语课程是国际教
育学院与英文部门为了协助学生考获所需的英
语成绩进入学历课程，而设立的，后来因英文部
门解散而由国际教育学院与ELS语言中心主办的
CIEP英语课程取代。

（2）国内语言与文化交流活动

（a）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来马学习计划

来自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的14位学生来到
新纪元大学学院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学习计划，
学习英语的同时，体验并了解马来西亚文化。日
方学生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修读马来西亚文化、应
用英文呈现以及英文呈现技巧三堂课，加强学生
对马来西亚文化的了解并提升其英文能力。课堂
中，学生参与了各种马来西亚文化活动，包括学
习“二十四节令鼓”、学习制作马来特色美食（
沙爹）、马日咖喱烹饪与交流、茶艺交流等活
动，学生们都收获满满。（2020年2月16日至
2020年3月7日）

本校爱艺鼓社团与日本学生交流鼓艺，日本学生学习二十四
节令鼓。

日本学生走访加影老社区的烏魯冷岳文物館以及师爷宫，文
物馆负责人李成金老师为日本学生叙述老加影的历史与华人

庙宇文化。

日本学生在《马来西亚文化课》里了解马来西亚本土各民族
文化与节日，并体验印裔传统手绘纹身（Henna）。

日本学生通过《马来西亚文化课》了解并学习中华茶艺。

同学们体验中华茶艺后也与老师交流中华茶艺与日式茶艺的
异同，促进双方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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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生与老师通过现场烹饪与品尝马来西亚及日本两个国
家的特色咖喱，从烹调方式、用料、味道等角度切入，进行

文化对比与交流。

14位日本学生学习制作沙爹，了解并体验这道马来西亚特
色美食。

（b）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与新纪元大学学
院线上交流会

疫情无阻两国的交流，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
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20年11月6日下
午4时正联合举办了一场线上交流会，为北九州
市立大学及新纪元大学学院共17位学生提供了疫
情中珍贵的跨文化交际机会。（2020年11月6
日）

新纪元的参与者如下:

序 姓名 就读科系
1 康詩詩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2 黄诗淳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3 卢海琪 数码多媒体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4 曾慧欣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5 陈琦萱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6 叶佳慧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7 刘慧颖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8 梁渲潼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9 叶俐彤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10 张可甜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1 杨俐彦 人文与社会科学证书课程
12 刘耀宗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c）文化趣谈：伊人来自乌克兰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于2020年12
月30日下午3时正举办《文化趣谈：伊人来自乌
克兰》讲座会。主讲人李娜来自乌克兰，拥有在
中国留学的经历。她为听众介绍了乌克兰这个对
马来西亚人而言充满神秘感的国家，也分享了她
在中国留学、生活及参与各项活动的经历，并由
此对乌克兰、中国及马来西亚这三个国家在文化
及饮食方面做了个比较。

主讲人李娜老师

这线上讲座会的听众人数高达144位。听众
当中有许多为目前正参加新纪元大学学院硕博
课程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正烦恼如何在雅思考试
中考到所需的成绩，因此主讲人李娜也分享了她
学习中文的挣扎与体验，以及一些学习语言的诀
窍，希望能为这些学生带来一点启发。（2020
年12月30日）

线上出席者与主讲人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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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留学生服务中心

留学生服务中心随同国际教育学院，于
2019年4月1日成立，旨在为来新纪元留学的学
生服务，给予留学生关怀，协助留学生适应与面
对马来西亚的留学生活，增进新纪元本地生与留
学生的交流，让留学生尽快融入本地生活。由于

今年3月份开始疫情肆虐，为留学生准备的一系
列户外活动被逼取消。针对留在本校宿舍的留学
生，本中心除了给予留学生膳食、生活用品上的
帮助，还协助有需要的留学生办理回国手续。

7.4 个人成果

7.4.1 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主讲/专访/评审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专场/性质 日期 地点 主办方/采访单位

郑诗傧 星火教育论坛——教育，可以不一
样。

主讲 5月2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南洋学堂

郑诗傧 《 【青年学者论新山】EP07 论廿
四节令鼓对传统鼓乐的继承、创新
与全球传播》

专访 6月22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马蚁学人
Main-Scholars》

郑诗傧 《毕业生遇上疫情 升学vs就业，
你怎么选？》

专访 6月30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中学生》

郑诗傧 《捷报~新纪元大学学院成功挂监
管网了！专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
诗傧博士》

专访 7月17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新光杂志》

郑诗傧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 跨国学习
与交流不辍》

专访 8月11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观察家校刊》

郑诗傧 咸鱼有梦，我的翻身学。 主讲 8月26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SMK Seri Kem-
bangan

黄义斌 博士来聊《怡保兵如港新村的发展
与变迁—新村书写的价值》

电台专访 9月5日 Ai fm Ai fm 博士来聊

郑诗傧 学习的动力 主讲 9月20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育才独中

郑诗傧 2020美丽中国征文比赛决赛评审
（线上评审）

评审 10月15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郑诗傧 古为今用：中华历史哲学的智慧 主讲 10月24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对象：高中生

郑诗傧 《【学习现场】给中学生的升学指
南，适合自己即是最好！ 》

专访 11月3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中国报》

郑诗傧 新格局下的区域合作与繁荣共享国
际学术研讨会

场次主持人 11月6日 新纪元
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郑诗傧 家族与商号：郑明蒲家族及《中兴
栈》在马来西亚柔佛东甲的扎根、
发展与追远。（线上讲座）

主讲 12月7日 ZOOM
云端会议室

中国辽宁建筑职
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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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学术著作出版

（1）专著/编著

·郑诗傧：《〈清史稿·艺文志〉及〈补
编〉、〈拾遗〉之子部小说研究》，台北：花木
兰文化出版社，2020年3月。

（2）单篇论文

·郑诗傧：《扎根本土，面向世界——论
马来西亚二十四节令鼓对传统鼓乐的继承、创新
与全球传播》，载安焕然主编：《新视角、新史
料：青年学者论新山》，2020年，第141-163
页。（更新稿）

（3）文学著作出版

郑诗傧在《中国报·副刊》开设《斜杠女
青》专栏，从2020年6月18日开始撰写了《延迟
享乐》、《下厨这件事》、《开车这件事》、《
你能飞多远就多远》、《打工这件事1.0》、《
姐姐现在过得很好》、《那年考博的路上》、《
你能吃苦吗？》、《桂子山西区冷暖》、《读书
会与门训》。

7.4.3 企业项目合作/顾问

姓名 合作单位 合作性质 / 
顾问类型 日期

郑诗傧
Loka Made 
X Johnnie 
Walker

产品文案
撰写

2020年
10月--

郑诗傧

Pusat 
Tuisyen 
Global 
Intelek

品牌文案
顾问

2020年
11月--

郑诗傧
Tenfly 
Academy Sdn 
Bhd

品牌文案
顾问

2020年
11月--

郑诗傧 P&P Creation 品牌文案
撰写

2020年
12月--

7.5 赞助与拨款

（1）中国大使助学金

2020年疫情肆虐，许多家庭都受到了经济
打击，接而受影响的就是孩子的教育经费。为
此，中国驻马大使馆拨款6万令吉助新纪元大学
学院清寒子弟纾困。一共20位学生通过面试，成
功获得中国大使助学金，每位学生获得3千令吉
的一次性补助。获得中国大使助学金的20位学生
就读于新纪元大学学院内各个专业课程，包括资
讯科技系、媒体研究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咨商
与心理学系、戏剧与影像系及教育系。中国驻马
大使馆的拨款，有如及时雨，让受惠学生及家庭
舒缓了不少经济压力。感谢中国驻马大使馆的倾
情支持与协助。（2020年10月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大使助学金】录取名
单：

序 姓名 就读科系

1 彭安琪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2 林俊孝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3 叶耀龙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4 滕秀怡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5 萧翊彤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6 温瀚新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7 林妤璐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8 苏紫盈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9 刘慧倪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0 陈佳佳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1 梁洺瑄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2 陈悦莉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13 潘海婷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14 陈斌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
荣誉学士课程

15 陈欣宇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16 林欣莹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17 林丽虹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18 黄皓敏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19 陈诗晴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20 何致豪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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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entre For Professional & Executive Development

8.1 New Office Bearers

In an era of rapid globalizing, fast-
pac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 very 
competitive and transformed trading and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it is essential to 
acquire new knowledge and skills.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institutions must therefore be alert 
and able to respond to the dynamic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country and in the world 

In this respect NEUC is poised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preparing its graduates and working 
force out there to embrace the new challenges 
in both the conventional and digital economy. 

For this reason, the new centre is a timely 
move of the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to engage 
in a dynamic and innovative way to support the 
trading, business,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of the country. It would in particular 
work with the SME sector to upgrade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its workers and staff. In turn, the 
centre would be an effective academic conduit 
of industry experience to students of NEUC and 
those attending its professional and executive 
courses.

The Centre will, through the fees collected 
from courses offered, be a major revenue-
generating institution. 

It will also offer seminars, workshops and 
events beneficial to the community as part of 
NEUC’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se 
will be through conventional, blended or online 
modes.

The centre will collaborate with external 

trainers being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to 
offer its seminars, workshops and courses in the 
event of unavailability of internal expertise for 
whatsoever reasons.

The cours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Centre will 
certainly project the image of NEUC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nation as well as enhancing its 
standing.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1. To offer short and medium term 
professional and executive courses that could 
lead to award of certificates, diplomas, or 
degrees, subject to approval of Senate. (Some of 
these could be HRDF fee- claimable) 

2. To offer with other NEUC institutes and 
faculties career-upgrading, re-skilling and up-
skilling courses

3. To offer jointly with partner universities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and 
executive courses

4. To organize workshops and conferences 
in partnership with involving industry,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the academia

5. To offer Micro-credential courses that 
can be used to pursu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t 
NEUC or its consortium partners through credit 
transfers or even as a part of an employer-
mandated training.

6.  To offer post-training support and 
services as requested by training participants.

On September 2020, the centre was 
revamped in order to give it a new lease of 
life.  A whole new team was brought in with 
Assistant Prof Dr.Shamuni Kunjiapu as the new 
director, Dr.Chua Mei Shan as the new deputy 
director and the centre is to be assisted by 
Pn. Intan Sazwani the executive of Faculty of 
Accountancy,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his 
new team will be reporting directly to Professor 
Lee Kam Hing, the Deputy Vice-Chancellor for 
Corporate Development.

8.1.1 Mission & Vision

The centre’s misson and vision statements 
are as follows:

a) Mission: Empower the people to improve 
lives with dynamic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s

b) Vision: Become a leading training 
& development center that cares for the 
community.



79

The Centre has held several online webinars from Nov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0 with the 
intention to benefit students & staff of NEUC and the general public.

8.2 Online Webinars

No Date Webinar Title Duration No of 
Participants Trainer Affiliation

1 12/11/20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Malaysian Practice

 2 hours 23 Mr. Ragesh 
Rajendran

Ex-CFO of The 
Star Media 
Group

2 9/12/20

Silver Lining: 
Managing an 
Ageing Workforce 
& Clientele

3 hours
(1.5 hrs x 
2 sessions)

21 Dr. Foo Loke 
Min

Institute 
of Aging & 
Professional 
Care, NEUC

3 16/12/20

Utilizing Microsoft 
Excel for Reporting 
& Analysis: An 
Introductory 
Session

2 hours 344 Mr. Heng Han 
Kok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 NEUC

4 18/12/20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Techniques

4 hours 83

Assoc. Prof 
Dr.Muhammad 
Muhsin

University 
Malaya & 
UMSC

Dr.Sumithra 
Kukananthan

London College 
of Clinical 
Hypnosis

5 23/12/20

Creating 
Impressive 
Presentations 
using PowerPoint

2 hours 260 Ts.Chng Chern 
Wei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NEUC

8.2.1 Corporate Governance & Malaysian 
Practice

This webinar was hosted for students of 
NEUC to understand better abou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in Malaysia. 

Mr. Ragesh Rajendran the ex-CFO of The Star 
Media Group gave a very informative session for 
the students. Examples from Malaysian scenario 
an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kept this session 
very interesting.

8.2.2 Silver lining: Managing an Ageing 
Workforce and Clientele

Malaysia faces the prospect of a growing 
ageing population. In 2020, it was estimated 
that Malaysians aged 60 and above stand at 
seven per cent. This figure is expected to rise 
significantly in the coming years.  While a few 
of these seniors are still active in workplaces 
others have opted for independent and dignified 
retire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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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se seniors are our nation’s asset 
with a wealth of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hat could benefit workplace and society. 
This webinar outlined strategies that could 
be developed to draw out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seniors and also the measures could be 
introduced, by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to 
extend better care that leads to healthy and 
fulfilling life to the ageing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

8.2.3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Techniques

This webinar was hosted to help students, 
staff members and general public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health for all 
and learn self-care techniques that will be useful 
for you and others under their care. National 
Health and Morbidity Survey (2019) reported 
that close to half a million people in Malaysia 
were found to be experiencing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cluding 424,000 children. 

Covid-19 pandemic and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have made it worse with many 
confined to home for work and studies while 
others experienced loss of income or jobs and 
feared for safety. Unable to cope with this new 
norm, many Malaysians struggle with suicidal 
thoughts and an alarming no of 465 attempted 
suicide cases were recorded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of 2020 by The Health Ministry (M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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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e collaborated with the Klang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holding two training sessions or their member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public.

8.2.4  Utilizing Microsoft Excel for Reporting 
& Analysis

Microsoft Excel is an indispensable business 
tool that is used extensively in every functional 
area of an organization. In this introductory 
session, participants were taught various types 
charts creation, data filtration and conditional 
formatting that ease data presentation, tracking 
and storing. More than 300 participants 
attended this session.

8.2.5 Creating Impressive Presentations 

Using PowerPoint

Microsoft PowerPoint is a presentation 
software that enables users to create engaging 
presentations that consist of individual pages, 
or slides, which may contain text, graphics, 
sound, movies, hyperlinks, and other objects. In 
this engaging session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various tips in creating functional and attractive 
slides, shown the steps of inserting videos and 
audios as well as a very informative sharing 
session. All 260 participants who registered 
benefitted from this session tremendously.

The Centre for Professional and Executive 
Development looks forward to continuing and 
enhancing its value-added services in assisting 
New Era University achieving greater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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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简介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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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ah Resourc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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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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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出版品

书名 ：马来西亚发展论坛 （2019）
主编 ：廖朝骥博士
出版社 ：马来西亚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新纪元大学学院
出版日期 ：2019年12月
定价 ：RM 30.00

《马来西亚发展论坛》（《论坛》）是一部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学术出版品，这是一本
收纳学术及深度评论的学刊。创刊的初衷是推动
马来西亚研究，希望能抛砖引玉，促进学界及知
识界持续关注马来西亚现当代政经文教的发展。

2016年《论坛》首期由基金会委任，中国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林勇博士担
任主编，负责组稿。

《论坛》2019年号，由南大基金会及新纪
元大学学院联合出版。编辑团队将《论坛》重新
定位，向海内外学术社群征求任何有关马来西亚
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有建树及新颖观点
的学术论文及深度评论。

《论坛》也征求任何能够激起公共讨论与
促进对当下局势发展认知的深度研究。相关研究
可以是宏观并聚焦当下社会关注与利益所在的特
定议题。《论坛》也欢迎对文化、教育、经济发
展、社会与政治趋势、国际关系与贸易、区域政
治、城镇发展、人口、族群关系、马中关系与一
带一路等展望的研究。

《论坛》2019年号收录了9篇文章，每一篇
都是资料翔实、论述深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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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语言文学系

10.1.1中华研究硕博课程开课

2020年7月，本系迎来了第一批次国际生
报读中华研究硕博课程，昭示着本校科研教育面
向国际，迈向另一个里程碑。这些研究生大部分
在原来的国家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学术基础扎
实，其中不乏在业界拥有成就，获得国家荣誉奖
项的优秀人才，但仍秉持深造精进之心报读我校
研究生课程。同年10月本系也迎来第二届中华硕
博研究课程（本地生）以及第二批次国际生，壮
大中华研究硕博课程队伍。

10.1.2中文学士课程与中文传播基础课程

2020年共有33位学生报读中文系学士课

程，25位学生报读中文传播于基础课程。在课程
方面，马来西亚学术资格架构（Malaysian Qual-
ification Framework, MQF）已推出最新版本架
构， MQF2.0，目前系上正对两个课程课纲进行
调整，以符合MQF2.0资格要求。此外，2020年
因疫情关系，中文系上所有课程自3月起便转为
线上学习模式。经历十个月磨合与学习，学生与
讲师已接受并适应线上上课这一新常态。

10.1.3第二批中文系本科毕业生

2020年中文系欢送14位，分别是即黄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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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沚暄、梁瑄倪。

10.1 中文系课程/学务/教务 

10.2 学术成果 

10.2.1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沙龙

（1）论文发表Presentation of Paper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白伟权
“近代海外华人、
医学卫生与疾病”
工作坊

疫情即生活：19世
纪的华人、矿工、脚
气病

12月11日 线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廖文辉 《寺庙之美》国际
学术研讨会

《人神共舞狂欢——
谈马来西亚华人民间
信仰的神祇崇奉与人
群移动的关系》

10月25日 线上

财团法人台南市台疆祖庙大
观音亭暨祀典兴济宫、国立
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
心、国立金门大学人文社会
学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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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薇诗

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
媒学院与马来西亚新纪
元大学在线举行学术交
流会

《马来西亚华人政
党政治发展》 7月22日 Zoom 平台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

白伟权

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
媒学院与马来西亚新纪
元大学在线举行学术交
流会

《马来西亚这个国
家的整体认识》 7月22日 Zoom 平台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

伍燕翎 中文大讲堂线上讲座 《生命日常與与马
华在地写作》 7月9日 Zoom 平台 中文系

伍燕翎 生命教育系列 《红楼女子教会我
们的爱情观》 3月7日 Zoom 平台 新纪元大学学院、

富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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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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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伟权 第六届新曦中文学坛 论文场次点评人 11月8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系会

白伟权

《甘蜜再现柔佛》线
上讲座第二讲--《解码
甘蜜：甘蜜树的生长
与栽培》

主持人 12月18
日 新山 新山中华公会 辖

下 西北区联委会

林素卉 读中文系的人分享会 全程主持 5月5日 Zoom 平台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郭思韵 第六届新曦中文学坛 场次点评 11月7日 Zoom 平台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系会

10.2.2讲师学术著作出版

（1）专著/编著

·莫家浩、白伟权、庄仁杰编（2020），
《2019年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柔佛百年
华文教育 》，新山：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廖文辉编《2021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论
文集》（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资讯与策略发
展中心，2020）。

·柯木林、廖文辉编注《三州府文件修集选
编》（加影、新加坡：新纪元大学学院、新加坡
华族文化中心，2020）。

（2）期刊论文

·白伟权、韦烟灶、徐胜一，〈陆丰客家
下南洋的故事：《渡台悲歌》续篇〉，《台湾文
献》，2020年，页1-36。（THCI）

·Pek Wee Chuen (2020) Toponyms of a 
Colonial City: Street Names of George Town, 
Malaysia .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2): 15-31.

·林素卉：〈源与变一古歌部的历时发展〉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
第2期，第43-58页。

·郭思韵：《汉代谶纬界对“河图”“洛
书”概念的重整——兼论“汉无河图”通说中
〈河图赤伏符〉的官方定位》，载[中国]南都学
坛，2020年第3期，页11-18。

·廖文辉、黄义斌：〈马来西亚客属地

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赣南师范大学学
报》2020年2月，第2期，页44-49。

·廖文辉〈马新华人建筑史略〉，《源》，
第3期，2020年6月，页54-57。

·廖文辉〈马新交通发展史略〉,《怡和世
纪》，第43期，2020年6月，页72-74。

·伍燕翎：〈“一带一路”视域下马来西
亚华人文教社团的建设和发展〉，《宁波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 2020年，第42卷，第5
期，页63-72。

（3）析出文献

·白伟权（2020），〈绵裕亭义山的“氵月 
”墓〉，收于安焕然编《新史料·新视角：青年
学者论新山》，页1-24。新山：南方大学学院。

·林素卉：〈语言同化与转移——以柔佛巴
鲁地区老、中、青三代移民的潮州方言为例〉，
收于安焕然编《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
山》，新山：南方大学学院，2020年，第101-
132页。

·廖文辉：〈马来西亚文化发展概论〉，钟
瑜主编《当代马来西亚文化与艺术》（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2020）。

（4）其他

·白伟权（2020），〈社区教育的理念、
发展现况与实践〉，收于黄集初主编《马来西亚
华文独中教育专刊》，页93-95。加影：马来西
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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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主编（2020）《新光杂志第11期》

·白伟权主编（2020）《新光杂志第12期》

·白伟权主编（2020）《新光杂志疫情专号》

·白伟权（2020年1月1日），〈寻找消失
的拿律旧矿区〉，《当今大马》：https://www.
malaysiakini.com/columns/505525。 

·白伟权（2020年3月16日），〈太平
凤山寺碑记：石头上的社会关系图〉，《当
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514874。

·白伟权（2020年5月28日），〈疫情
即生活：19世纪的华人、矿工、脚气病〉，           
《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527636。

· 白 伟 权 （ 2 0 2 0 年 1 0 月 3 0 日 ） ，
〈Muk im，被遗忘的行政区划〉，《当今
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 .com/
columns/548719。

·林素卉：〈马赛华小—数代马西华人
的共同记忆〉，《2019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年刊》，新山中华公会辖下新山华族历史文物
馆，2020年，第85-88页。

10.2.3中文系出版品

·梁馨元主编：《飞行心情》（中文系学生
文集）

10.2.4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1）中文系青年学者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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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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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新曦中文学坛于11月7日及8日举
办，由本系谢癸铨同学任主席，郭思韵博士任顾
问，系上老师参与论文指导及讲评工作。与会发
表情况如下表：

姓名 单位/年级 题目

谢癸铨 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系大二

论太和浮华案对司马
家的影响——以司马
师为核心

马俊泓 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系大二

论先秦两汉时期褒姒
形象的嬗变及其建构
历程

陈洁柔
博特拉大学外
文系中文组硕
三

古代文史作品中“
侠”观念之嬗变

陈欣伊
博特拉大学外
文系中文组大
四

战前马来亚的世界语
学习与推广

林煜炯 韩江大学学院
中文系大三

论晚清士人的心路历
程——以曾国藩为例

王婷婷 马来亚大学中
文系学士

理性的实践：新人文
主义对梁实秋散文的
建构

黄子健 马来亚大学中
文系硕三

散文与小说的虚实结
合：“严歌苓作品中
的新移民处境与人性
书写”

颜家升
苏丹依德里斯
大学中文教育
系大三

中国民族主义在战前
马来亚华侨社会劳动
阶级的散播与接收：
以淡马鲁属华侨社会
为例

戴禹靖 拉曼大学中文
系硕二

马来西亚华人想象共
同体的嬗变——马来
西亚独立中学华文课
本三种版本比较分析
初探

何致豪 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系大一

探析马来西亚龙狮运
动的创新发展及转型
契机——以高桩舞狮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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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专业实习

10.2.6论文写作指导

本系3月份学期共有23位同学进行为时10
周的专业实习，分别是：布征嬑、陈慧欣、冯维
宣、胡永康、黄诗茵、邝竑维、赖苾君、李育

濨、梁馨元、廖静宜、罗佩嘉、罗裕富、丘凯
文、苏琬婷、余芷莹、张嘉文、张金妮、张倩
伶、植美琪、苏秋豪、刘骏维、蔡咏琪、莫尔。

（1）本科学位论文

2020年本系共有23位大三同学进入毕业论
文撰写阶段。系上依据学生研究方向安排系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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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诗博士、林素卉博士就任
论文导师。参与开题与答辩同学，详见下表。另
有3位同学无法如期参与答辩，分别是周文骞、
张倩伶与张金妮。

（a）学位论文开题（论文写作指导I）

学期 学生 题目 导师 开题
情况

9月份
开题日：
2020年
11月4日

丘凯文

魏晋南北
朝冥界观
念演变研
究——以
志怪小说
为中心

郭思韵 通过

冯维宣

论《三国
演义》中
人才选
用比较研
究——以
诸葛亮和
曹操为例

林素卉 通过

余芷莹

马来西亚
汉语方言
间的接
触与传
播——以
《星洲
网》中的
方言词为
探讨对象

林素卉 通过

邝竑维

文冬民众
图书馆对
当地华人
社会发展
的作用

廖文辉 通过

黄良康

论真空教
在马来半
岛之发展
与其社会
功能流变

黄薇诗 通过

9月份
开题日：
2020年
11月4日

布征嬑

马来西亚
华人的语
言价值
观——以
粤语为研
究中心

黄薇诗 通过

罗佩嘉

新冠疫情
下马来西
亚中小
型企业的
挑战与突
围——以
机兴集团
Khind为研
究个案

伍燕翎 通过

（b）学位论文进度报告（论文写作指导II）

学期 学生 题目 导师 答辩
情况

5月学期
答辩日：
2020年
8月5日

李沚暄

马来西亚家
族传统生意
的转型与发
展：以麻坡
荣成礼坊为
研究个案

郑诗傧 通过

梁瑄倪

浅析白垚  
《缕云起于
绿草》的马
来西亚书写

伍燕翎 通过

9月学期
答辩日：
2021年
1月15日

廖静宜

论《三国演
义》以少胜
多战役的战
争描写手法

郭思韵 通过

黄语旋 古代女性奏
议文研究 郭思韵 通过

张嘉文

从传统到现
代——论汪
曾祺〈聊斋
新义〉对〈
聊斋志异〉
小说叙事的
继承和创新

伍燕翎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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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学期
答辩日：
2021年
1月15日

李育濨

论上海时代
曲在 20世
纪马来西亚
华语流行音
乐中的传播
与盛行

伍燕翎 通过

苏琬婷

认知语言学
视角下中西
方体育品牌
广告及其对
比研究

林素卉 通过

植美琪
大马华裔青
年返乡、适
应与融入

黄薇诗 通过

赖苾君

巫术记忆：
华人民间生
活难题与
解决

郑诗傧 通过

陈慧欣

在传统与现
代化之间：
马来西亚华
人死亡安
置考

郑诗傧 通过

黄诗茵

医药与教
育：论马来
西亚传统中
药业建发药
行的发展与
转型

郑诗傧 通过

丘汶洁
浅析《论
语》的教育
思想及贡献

郑诗傧 通过

罗裕富

权力与
秩序—论
P.C.C.L.锡矿
公司对双溪
林明小镇的
贡献

廖文辉 通过

（2）硕博学位论文

本系第一届中华研究硕士生在3月份学期进
行开题。共有11名硕士生于2020年8月8日及15
日里进行论文开题。系上邀请莫顺宗校长、文平
强副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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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助理教
授、廖朝骥博士、黄薇诗博士、林素卉博士担任
开题评委。

（a）硕士研究生开题

学期 研究生 研究计划课题 导师 开题
情况

 3
月
份 
开
题

王欣慧
论唐传奇对唐
人生死观的艺
术表现

郭思韵 通过

蔡传威

一带一路策略
内的兵法智慧
及其对马来西
亚各领域的
影响

郭思韵 通过

陈建发
柔佛利民达新
村的社会变迁
与整合

廖文辉 通过

黄义斌

马来西亚并入
市镇新村的社
会变迁与发 
展：以霹雳州
兵如港华人新
村为例

廖文辉 通过

戴源斌
人口买卖文件
中所见之马新
社会风俗

廖文辉 通过

严伟扬

1912 年吉隆
坡剪辫事件：
一个文化和制
度 的考察

廖文辉 通过

张吉安
探寻吉隆坡老
社区的广府乡
音文化

廖文辉 通过

贺良蕙
台湾歌仔戏的
发展及其明星
效应

郑诗傧 通过

Azizan 
bin 
Othman

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讲师
在教育政策
中（OBE）的
实践

莫顺宗 通过

黄静凤

初探马来西亚
华文小学华文
教材的古诗词 
教学

郑诗傧 通过

谢素凤

初探 RTM 爱 
FM 电台方言
新闻的历史、
演变与困境

伍燕翎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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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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文系也于校内主办了系列文学及
学术讲座，邀请海内外作家或学者莅校演讲，分
享各自的文学创作灵感及学术经验予中文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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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因疫情关系，本
系多场讲座以线上形式进行，不定时邀请系内老
师、校友以及业界专家与大家分享各自的中文之
路或专业经验。

10.3.1中文系线上讲座

主讲人 身份/单位/
简介 题目 日期

陈会婷
洪芯仪
彭国伟
丘凯文
杨立杰 

中文系校友
在籍生

读中文系
的人 4月5日

郑诗傧
新纪元国际
与教育学院

院长

文案与营
销：中文人
给企业及客
户的故事

4月26日

邓雁霞 星洲日报特
约记者

提问的天职
与撰写的艺
术——走在
记者的理性
与感性之间

4月12日

郑秉吉 机兴集团总
执行长

立命之本到
明志致远：
谈机兴集团
的创业和华
人企业的

未来

8月17日

10.3 校内外中文系列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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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学术人员校外讲座

主讲人 主题 主办单位 日期

白伟权

〈《世界地理》编写理念〉 董总 2月15日
义山墓碑中的南洋华人文化与生活面貌 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 4月7日
〈从甘蜜园到橡胶园：19世纪至20世纪柔佛的
地景变迁〉 董总 4月10日

〈义山墓碑中的南洋华人文化与生活面貌〉 富贵集团 5月13日
〈拿律矿工的日常饮食与疾病〉 近打锡矿工业（沙泵）博物馆 5月29日
〈高中人文地理课文的理论与实务〉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6月5日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整体认识〉 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7月22日

〈穿越时空看墓碑〉 富贵集团 9月5日
〈青年学者的田调人生〉 林连玉纪念馆 9月8日
〈你所不知道的华人义山文化〉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 10月10日
〈「众声喧哗」的南洋：谈19世纪以来马来半
岛华人的语境变迁〉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 11月21日

伍燕翎

〈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作品鉴赏班（国中
课文）：何乃健《掌纹》〉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6月5日

〈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作品鉴赏班（国中
课文）：许裕全《大丽花到大兰花》〉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6月12日

〈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作品鉴赏班（国中
课文）：评析王润华《雨树》〉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6月19日

〈《不惑》期刊第二场线上人文讲座：峇冬加
里大屠杀惨案惨案” 〉 不惑生命学苑 6月20日

〈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作品鉴赏班（国中
课文）：评析小曼《皮箱的故事》〉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6月22日

〈富贵生命咖啡馆线上讲座：生死之间谈村上
春树《挪威的森林》〉 富贵集团 8月8日

〈阅读碧澄：《过尽流波》碧澄线上新书推介
礼分享会〉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8月14日

〈吉隆坡摄影节旅游文学线上讲座：山岗上安
静的文字〉 吉隆坡摄影节 8月31日

〈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作品鉴赏班（独中
课文）：从赖国芳《祖母4.03言》〉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9月18日

〈他者视域下的马华文学文化〉
China Culture &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ssociation (CCEA)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9月29日

〈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作品鉴赏班（独中
课文）：李永平《拉子妇》〉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10月16日

〈华文创作培训营 “心诚则灵：谈中学生散文
创作” 〉

雪州教育厅、吉隆坡中国文化
中心、新纪元大雪学院 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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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文系列”是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于2020年5月份学期中
文大讲堂这门课的课堂活动。在疫情中，本课程
采取线上教学，也趁着线上课程之便邀请了各国
及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前来分享亚洲各国的故事。
这一些列的演讲并非尖端的学术发表，而旨在用
有趣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去引导学生对于亚洲各
地，特别是东南亚各地的兴趣，从而发现问题，
以期培养自我主动追求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动
机。

本系列包含了十二个主题，以马来西亚为
本位出发，涵盖了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
越南、缅甸、香港、台湾、不丹等国家的议题
与故事。此系列也将每一场讲座制作成在线的
Youtube以及Podcast节目，Podcast方面在Spo-
tify，Google Podcast，Anchor, Radiopublic, 
Breaker都能找到。

10.3.2 亚洲人文系列线上讲座

主讲人 身份/单位/简介 题目 日期

黎紫书 马华文学知名作家 走出流俗地的女子 5月28日

黄自强 台湾中央社驻新加坡特派员、国立台
湾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加坡媒体、政
治与社会动员：海外特派员的观点 6月4日

杨薏茹 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研究学系硕士
生，日惹Gadjah Mada大学交换生 爪哇的信仰与阶级文化 6月11日

许纯镒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泰国研究中心硕士 超自然里的现实：泰国鬼片所反映
的宗教、政治、区域、性别议题 6月18日

曾素音 不丹旅游达人 不丹教会我的事 6月25日
Phong Thanh
（阮清风） 越南安江大学文学系讲师 华而非华: 越南文化历史特征 7月16日

叶尔建 国立东华大学台湾文化学系副教授 美领前期菲律宾华商活动的历史地
理（1900-1930年代） 7月23日

罗乐然 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 香港的流行文化在亚洲的流传 7月30日
陈柏志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专案研究助理 彰化永靖陈厝厝的武馆-同义堂 8月6日

蔡靖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学系硕士 群山绿水之间：缅甸的族群关系与
疆域的意义 8月13日

莫家浩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神鬼奇航：七月、中元、盂兰、普
渡传统在东亚社会的历史流变 8月20日

10.4.1 生命教育学堂

10.4 活动

“新纪元生命教育学堂”是马来西亚新纪元
大学学院与富贵集团合作，联合马来西亚爱长在
生命教育联盟共同创办的教育平台。生命教育，
是个长期被我们所忽略的生活课题与人生哲理，

因此我们旨在引领大众掀开未知的恐惧，直视生
命的内涵幷坦然处之。生命教育学堂每场次请来
各领域专业讲师陪伴一众学员从不一样的视野，
当中囊括了殡葬产业、哲学、人际沟通、宗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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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学堂_海报

仰、文学、民俗、辅导咨商等层面，来诠释生命
教育的各种真实面貌。此系列也将每一场讲座制
作成在线的Youtube以及Podcast节目，Podcast

方面在Spotify，Google Podcast，Anchor, Ra-
diopublic, Breaker都能找到。

10.5 活动评审及其他 

10.6 荣誉 

姓名 性质 事项 日期 主办方

廖文辉

单刊本论文评审 〈马来西亚华人的拿督公崇拜：跨族
群的宗教传承与变迁〉 1月

单刊本论文评审 〈拿督公中文碑铭题刻的生命史
（1886--1945)〉 3月

厦门大学《南洋论
丛》文稿出版评审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形成与省
思（1945-2010）》 5月

伍燕翎

征文比赛 公开组
决审评委 2020年“美丽中国·与爱同行” 12月 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

评审 2020年“第16届全国嘉应散文奖” 7月 雪隆嘉应会馆主办、
文教部承办

高中组评审 《寸草心16》双亲节征文比赛 5月 隆雪华堂妇女组 
联办南洋商报

散文组评审 2020年双福文学出版基金 5月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10.6.1在职学术人员表现

获得者 项目；荣誉/表现 作品（如有） 日期

白伟权

白伟权与台湾师范大学韦烟灶教授、徐胜一退休教
授合作的文章——《陆丰客家下南洋的故事：〈渡
台悲歌〉续篇》（台湾文献，THCI Core）荣登国
立台湾师范大学研究亮点网首页。

链接：https://rh.acad.ntnu.edu.tw/tw

12月10日

廖文辉 《2019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荣登星洲
日报、大众书局2020年20本非文学选书好读。

《2019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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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在籍生表现

获得者 项目；荣誉/表现 作品（如有） 日期 颁奖单位

丘凯文
（中国语言文学荣誉学士课

程学生）

第三十五届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文学双周文学奖

影评组金奖

《告白——恶的
完成》 4月 马大中文系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
获短篇小说组特优奖 《游神》 4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学华文学会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
获新诗组优秀奖 《一日》 4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学华文学会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
获散文组佳作奖 《室语》 4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学华文学会

梁馨元
（中国语言文学荣誉学士课

程学生）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
获散文组优秀奖 《π》 4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学华文学会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
获新诗组特优奖 《敛之曰穑》 4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学华文学会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

获短篇小说组优秀奖 《静音模式》 4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学华文学会

第六届依大文学奖
获新诗组优秀奖

《他们眼中所有
行人都抵死》 10月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

大学中文学程

第六届依大文学奖
获论文组佳作奖

《言叔夏白马走
过天亮之诗化散
文意象探析》

10月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
大学中文学程

莫尔
（中国语言文学荣誉学士课

程学生）

第六届依大文学奖
获散文组佳作奖 《冬夜温泉》 10月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

大学中文学程

张倩伶
（中国语言文学荣誉学士课

程学生）

第六届依大文学奖
获新诗组特优奖

《苔藓色的小日
子》 10月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

大学中文学程

张吉安
（中华研究硕士课程学术） 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南巫》 11月 金马奖

赖苾君（中国语言文学荣誉
学识课程学术） 主讲嘉宾 《降头》马来西

亚降头记忆 12月
蚂蚁学人、新纪元
大学学院“茶室开

讲”、中文系

1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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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太平华联助学金 太平华联校友会

朱慧心 3000
黄良康 1500
张倩伶 2500
钟晓莹 4000
梁馨元 2500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国驻马大使馆
黄浩敏 3000
陈诗晴 3000
何致豪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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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校外座谈、专访

10.8 新闻报道题录

10.9 筹获款项

受访人 主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采访人

林素卉
【青年学者论新山】EP06 语言
同化与转移——以新山地区老
中青三代移民的潮州方言为例

6月18日 线上会议：
Youtube

蚂蚁学人、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新山广肇文物馆

莫家浩、白伟权

廖文辉博士

“如何在企业和生活上运用
《大学》的智慧” 2月15日 马来西亚盛和塾企业家联盟

《金山作客》地方史书写与书
写地方史 8月7日 线上 蚂蚁学人、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

10.8.1涉在职学术人员者

日期 媒体 主题/事项 学术人员 其他信息

1月25日 AI FM AI FM博士来聊节目华人新年的习俗 廖文辉博士
2月2日 中国报 【主题故事】Beh Tahan你这样讲华语？ 白伟权博士 shorturl.at/kIJ16 
3月28日 AI FM 博士来聊《华人大移民时代的那些事》 白伟权博士

5月23日 AI FM 博士来聊《方言大声说出来——我们才是
正统龙的传人》 林素卉

11月21日 中国报 北根清代古墓出土 白伟权博士 shorturl.at/jrzD0

姓名 详情 数额
廖文辉 张永新赞助出版经费 RM747.10

伍燕翎 马来西亚实践家教育
集团 RM15,000



94

（十一）教育系

11.1 教育系大事记

11.2 学术成果

11.1.1教育系开办教育学硕博课程

11.2.1研讨会/文章发表/论文发表

教育系分别于2020年3月13日及2020年7
月28日接获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发出教育学硕
士（Master of Education）及教育学博士（Phd 
(Education)）的开班批准信。通过几个月的筹

备，教育学硕士的8位学生及教育学博士的4位学
生于2020年10月3日正式上课，第一门课为王淑
慧助理教授授的“研究方法”。

姓名 参与性质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

Yan Xu, 
Micheal Yao-
Ping Peng, 
Yangyan Shi, 
Shwu-Huey 
Wong, Wei-
Loong Chong, 
Ching-Chang 
Lee

论文发表
（已刊）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Scopus)

Key Teacher Attitud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Employability 
by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Efficacy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2020年9月30日 Switzerland

张伟隆

论文发表
（已刊）

《华侨华人家
国情怀与文化
认同研究》

信仰与传播：马来西
亚“六圣府王爷”的
探析

2020年12月，
页157-169 中国

论文发表
（研讨会）

“中国—东盟
教师教育”国
际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幼儿教师
专业素养研究。“中
国-东盟教师教育”国
际学术研讨会》

2020年11月
27-29日

中国南宁
（线上）

Yan Xu, 
Micheal Yao-
Ping Peng, 
Yangyan Shi, 
Shwu-Huey 
Wong, 
Wei-Loong 
Chong, 
Ching-Chang 
Lee

论文发表
（已刊）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Scopu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oward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Sources 
and Student Well-
Being

2020.9, Vol11: 
1-13 Switzerland

王淑慧

论文发表
（已刊）

《中国知
识网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韩国研究财
团核心期刊）

调整与转型：社会变
迁中马来西亚华人社
团对华文教育的现代
作 用

2020年12月，
第16期，页37- 
58

韩国

论文发表
（已刊）

《华侨华人家
国情怀与文化
认同研究》

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
与华文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

2020年12月，
页157-169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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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慧 论文发表
（研讨会）

第五届国际移
民与海外华人
丽水论坛

后疫情时代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的思考与展
望

2020年12月12日 中国
ZOOM

王睿欣

论文发表
（研讨会）

“中国—东盟
教师教育”国
际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本土汉语
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探
讨》

2020年11月
27-29日

中国南宁
（线上）

论文发表
（研讨会）

第五届“国际
移民与海外华
人“丽水论坛

《马来西亚华人主体
性的困境和出路》

2020年12月
11-14日

中国丽水
（线上）

论文发表
（已刊）

GLOBAL 
CHINESE

《马来西亚华语传播
的新趋势》

2020年2月第1
期，页179-190 德国柏林

论文发表
（已刊）

《世界华文教
学》

《汉语国际传播背景
下马来西亚汉语教学
专业的建设》

2020年8月第1
期，页103-115 中国厦门

王睿欣、
张伟隆、
王汉国

论文发表
（已刊）

《世界华文教
育》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
学生华语学习动机的
调查与研究——以吉
隆坡冼都区为例》

2020年12月第4
期，页60-71 中国北京

王睿欣 论文发表
（已刊）

四川民族学院
学报

《马来西亚华人主体
性建构的哲学思考》

2020年12月第6
期，页34-41 中国四川

张万霖、
李韵欣

论文发表
（已刊）

《教育与教学
研究》

马来西亚“第三届华
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
践” 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2020年12月第2
期，页83-89 马来西亚

汤翔兰 论文发表
（已刊）

《教育与教学
研究》

Exploring preschool 
teacher’s attitudes 
and beliefs toward 
teaching visual arts.

2020年12月第2
期，页61-72 马来西亚

张万霖 硕士毕业
论文

华中师范大
学，中国知网

马来西亚华小与国小
华语教材的文化因素
研究 ——辅以文化身
份认同角度分析

2020年6月30日 中国武汉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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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文社会
研究所

“邀请论坛”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2020年9月25日 韩国国民大学

ZOOM

课程 新手教师培训 新手教师的价值自觉 2020年1月17-18日 吉隆坡中华独中
课程 教师在职进修 AI时代教师的心理认知力 2020年2月29日 吉隆坡中华独中
课程 教师在职进修 一堂好课 2020年3月6日 芙蓉中华中学

讲座 教育系迎新活动 新鲜人如何保鲜 2020年5月4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ZOOM

讲座 家长交流会 新常态.新学习.新体验 2020年7月24日 绿洲幼教中心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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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慧

讲座 家长交流会 老师如何当家长 2020年8月7日 雪州教育厅华文
科委员会ZOOM

讲座 教育系迎新活动 选择，比努力重要？ 2020年9月2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ZOOM

讲座 雪隆中小学华文
教师培训 新时代的教师 2020年11月21日 文化推广中心雪

州教育厅ZOOM

主持 国际名师云课堂
3.0 有机学习 2020年12月5日 教总ZOOM

李韵欣
比赛 绘本教故事比赛 绘本教故事比赛评审员 2020年7月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Zoom

座谈会 线上教学工具 互动式教学呈现
-Nearpod 2020年12月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ZOOM

汤翔兰
连瑞盈 交流会 Sesi Taklimat

Sesi Taklimat (Townhall) 
Prosedur, kelulusan 
& pelesenan kepada 
Pengusaha Tadika/

Taska dan Pusat Jagaan 
di Kawasan pentadbiran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2020年2月6日

Dewan Seri 
Cempaka 

MPKJ Saujana 
Impian,Kajang

汤翔兰
王淑慧 交流会 幼教教师的素质

Preschool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in 

Malaysia

2020年2月15日 Ibis Hotel, KL

汤翔兰

课程 语言习得
Designing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young learners

2020年3月12日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交流会 慈济社区读书会 【身教与言教】，哪个比
较有效？ 为什么 2020年6月1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Zoom

比赛 绘本教故事比赛 绘本教故事比赛评审员 2020年7月1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Zoom

交流会 ECCE Council Consultation on draft of 
ECCE Enactment Bill 2020年7月22日 Zoom

课程 教育招生展 幼儿能做的美术活动 2020年8月2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C207

座谈会 线上教学工具 线上随堂测验-QUIZLET 2020年12月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Zoom

王睿欣 课程 教育招生展 汉字游戏 2020年8月2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会议室

连瑞盈
讲座

自愿团体邀约给
与国外AIESEC 
大学生教学设计

讲座

“Inspire the Angel 
virtual volunteering 

program“
2020年10月23日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线

上讲座

座谈会 线上教学工具 互动式教学影
片-EDPUZZLE 2020年12月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

线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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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出版专著、学术专著

主编 书名 ISSN/ISBN

主编：王淑慧、王睿欣 
执行编辑：汤翔兰、张伟隆、
连瑞盈、李韵欣

教育与教学第2卷第1期 ISSN :2682-9185

主编：王淑慧、王睿欣
执行编辑：汤翔兰、张伟隆、
连瑞盈、李韵欣

教育与教学研第2卷第2期 ISSN :2682-9185
e-ISSN: 2735-1211

主编：王淑慧、张伟隆 
执行编辑：王睿欣、李韵欣、
连瑞盈、汤翔兰、张万霖

华文教育与教学 ISBN:978-983-3527-83-0

编委：张伟隆 我爱中文2 ISBN:978-967-17691-1-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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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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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4 11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Degree，Y1和Y2） 1 14 13
汉语国际教育文凭课程（Diploma） 2 11 -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Degree，Y1和Y2） 7 3 15

总数 98

11.3.2 教育系在籍学生人数（截至2020年12月31日）

课程 人数
教育学博士PhD (Education) 4

教育学硕士 Master of Education 8 
幼儿教育专业学士课程 Bachelo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48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 Bachelor of Educati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7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6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4
总数 192

11.3.3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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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2019年9月份和2020年1月份学期）

34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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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毕业月份 人数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0月 (完成2020年5月份学期)

10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9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18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 1

总数 75

11.3.5 活动/讲座/拜访/说明会/比赛/其它

序 类型 日期 地点 主题

1 活动 1月14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C207

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来访-汉语调查及文化交流活动-
本系以王睿欣老师为首，与中国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进
行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如：中国舞蹈、诗歌朗诵及制作
中国结等。

2 活动 5月4日 Zoom

教育系 5月份学期迎新活动
5月4日：教育新鲜人讲座
5月5日：作业小技巧
5月7日：线上迎新会
5月8日：教育系新生说明会

3 活动 8月19日 Zoom 

5月份毕业生线上欢送会& 2019/20系会执委卸任感谢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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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动 9月 22-25日
和 10月14日 Zoom

教育系 9月份学期迎新活动
9月22日：选择，比努力重要讲座
9月23日：作业小技巧
9月24日：新生注册日
9月25日：教育系新生说明会
10月14日：教育系迎新会

5 座谈会 4月20日 Zoom

讲座题目 ：TCSL 网上座谈会
参与对象 ：对此课程有兴趣的参与者
主讲人 ：毕业生
内容 ：介绍TCSL的课程，学生的毕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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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座谈会 4月23日 Zoom

讲座题目 ：ECE 网上座谈会
参与对象 ：对此课程有兴趣的参与者
主讲人 ：毕业生
内容 ：介绍TCSL的课程，学生的毕业成果

7 座谈会 4月30日 Zoom

讲座题目 ：TCSL 网上座谈会（加场）
参与对象 ：对此课程有兴趣的参与者
主讲人 ：毕业生
内容 ：介绍TCSL的课程，学生的毕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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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讲座 5月19日 Zoom

讲座题目 ：The implementation of KSPK
参与对象 ：ECE 和 BECE学生
主讲人 ：Dr Siew Siew King, KPM
内容 ：让学生了解最新的幼教制度

9 讲座 6月17日 Zoom

讲座题目 ：华德福课程设计-孩子的学习分享
参与对象 ：ECE 和 BECE学生
主讲人 ：宋欣词老师
内容 ：让学生了解华德福课程

10 讲座 6月24日 Zoom

讲座题目 ：方案课程设计时间活动分享
参与对象 ：ECE 和 BECE学生
主讲人 ：1. Ms Modanna Chia (Telescope Project)

    2. Ms Larissa Chong (Snail Project)
内容 ：让学生了解方案课程设计

11 讲座 10月28日 Zoom

讲座题目 ：ECE实习说明会
参与对象 ：ECE和BECE学生
主讲人 ：张万霖
内容 ：给在籍生了解实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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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讲座 10月29日 Zoom

讲座题目 ：TCSL实习说明会
参与对象 ：TCSL和 BTCSL学生
主讲人 ：张万霖
内容 ：给在籍生了解实习制度

13 讲座 11月04日 Zoom

讲座题目 ：TCSL升学答疑会
参与对象 ：TCSL学生
主讲人 ：张万霖
内容 ：给在籍生了解校内升学资讯

14 讲座/
工作坊 12月9日 Zoom

讲座题目 ：线上教学工具工作坊
参与对象 ：教育系学生
主讲人 ：汤翔兰、连瑞盈、李韵欣
内容 ：3位讲师将介绍和分享如何使用互动式

教学影片（EDPUZZLE）、线上随堂测验
（QUIZLET）和互动式教学呈现（NEAR-
POD）。

15 讲座 12月16日 Zoom

讲座题目 ：特教经验分享
参与对象 ：教育系学生
主讲人 ：李文欣老师
内容 ：本系2013年毕业生，在幼教和特教领域

工作7年了，她将透过自身的经验，与各位
分享在这些领域的点点滴滴，包括在面对自
闭症儿童、学习缓慢儿童和语言迟缓儿童，
如何做出相应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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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来访团/
拜访团 2月24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教育系

办公室

来访对象 ：大圣基金会
目的 ：大圣基金会代表，吴建兴、赖碧清、陈芸

倩莅临本校洽谈ECE/BECE的奖学金合作细
节。

17 来访团/
拜访团 9月2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教育系

办公室

来访对象 ：大圣基金会
目的 ：大圣基金会代表何志强与John Lew，莅临

本校洽谈ECE/BECE的奖学金合作细节。

18 来访团/
拜访团 12月 Zoom

来访对象 ：大圣基金会
目的 ：大圣基金会与本校签订ECE/BECE的奖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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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比赛 6月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比赛 ：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比赛目的 ：
- 培养学生对绘本的兴趣
- 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
- 提高学生的华语讲故事表达技巧与水平
得奖者 ：
冠军
亚军
季军

：黄念慈同学2050395-BECE
：林玉婉同学1920090-BECE
：邝韵双同学1920050-BECE

20 活动/比赛 10月9日 Zoom

比赛 ：中秋晚会-灯笼制作比赛
比赛目的 ：
-促进系会团结
-促进对系办的向心力
-促进同学的手动实践能力
得奖者 ：
冠军
亚军
季军

：杨洺洁同学2050438-BECE
：余芝霏同学1920028-BTCSL
：戴紫莹同学2030188-BECE

21 研习班 10月30
日-11月8日

中国厦门大
学 ZOOM

教育系18位师生参与中国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主办
的“2020海外华文教师网上研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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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他 11月18日 新纪元大学
学院

教育系学生获得院级成绩表现优异奖
5月份学期院级优秀生名单：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丘梅香、梁善彦、黄念慈、
汤弦颖、钟桧沁、陈俊燕、蔡沂璇、林洁莹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余芝霏、许雪薇、曾文杰、
卢佩莹、邓秀如、李子健、李书琳、罗恩惠、
陈彦玲、伍沛霖
2019年9月份学期院级优秀生名单：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叶桂婷、杨紫萦、陈苛君、
王玮麟、林洁莹、宋莹莹、陈晓慧、刘镁仪、钟桧沁、
叶柔斈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曾文杰、邓秀如、许雪薇、
卢佩莹、伍沛霖、陈彦玲、余芝霏

23 其他 新纪元大学
学院

全人教育奖得主：林玉婉1920090-B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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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12.1 前言

12.2 重要事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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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1月20日本系课程顺利通过教育部
MQA审查，成功取得课程认证，成为国内第一所
私立大学获准开办四年制咨商荣誉学士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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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
新纪元辅咨系成为培训国内华社专业辅导咨商人
员的重镇。

12.2.1学生人数及师资阵容

2020年咨商学士课程进入第四年，其中应
届大四学生26位，大三学生23位，大二学生12
位，以及大一新生位20位。全系总学生人数为
81位。

今年度本系共有5位全职讲师，4位兼任讲
师，其中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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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玲玲硕士、侯雯
荔硕士、骆惠旋硕士、吴群政硕士

兼任讲师：何均燕硕士、谢成硕士、王莲明
硕士、陈佩敏硕士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今年3月18日政府实
施行动管制令，全校采取线上教学，师生仅在
10月1日返校上实体课不到2周，又因疫情严重
化，10月14日又恢复线上教学直到学期结束。

1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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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第一届学生进入大四课程，最具挑战

性的是准备学生在五月份学期进入驻地咨商实
习（Counselling Internship）。根据Lembaga 
Kaunselor辅导局的要求，学生必须完成504小
时的辅导实务工作，其中192小时是面对面辅导
个案，包括个人咨商及团体咨商。大四学生需在
校园外找到适合的实习单位，并且要有注册辅导
员担任驻地实习的督导。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所幸18位大四学生顺
利自七月开始，陆续到独中、国中、华小及社区
辅导中心实习。学生们在实习单位的表现都非常
认真，深获好评，好几所学校都表示，希望学生
毕业后可以留在原校，担任正式的辅导老师。

课程进入第四年，按教育部规定需在学生
毕业前邀请委员进行课程审查。然而因为疫情
缘故，原来计划在5月份学期进行教育部MQA
的审查，被迫展延至9月学期进行。原订於10月
26-27日进行的审查再次因为疫情变化，最后展
延至11月19-20日，并且以线上方式进行审查。

两天的线上MQA审查顺利通过。审查委员
在最后的回馈中，在七个向度上，本课程在五个
向度都获得委员们评估为“满意”。需要改善的
是咨商实验室及心理测验室的设备。另外委员们
建议，基于目前的法规定，课程名称修正为咨商
学士课程，但原有心理学的科目维持不变。

1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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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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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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Coordinator）。

12.3 教学活动：工作坊、讲座、学生学习成果分享

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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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疫情缘故，全部课程都是在zoom 线上教室进行，而户外教学活动今年都取消。

日期 课程主题 主讲人 相关课程 参与学生

5月2日 助人者如何提高免疫力及做好防疫措施 萧东成医生主讲 咨商实习 大四生
10月8日 大学生的爱与性（一） 吴启铭主讲 性与性别心理学 大一生
10月22日 大学生的爱与性（二） 吴启铭主讲 性与性别心理学 大一生

11月8日
Gender and Religion：Muslim perspec-
tive on gender differences and gender 
issues in counselling room

Zaim Rosli
性与性别心理学 
生涯咨商
多元文化咨商

大一、
二、三

10月28日 认识性别少数LGBT工作坊 蔡持兴主讲
性与性别心理学
生涯咨商
多元文化咨商

大一、
二、三

12月10日 Sexual Violence, Sexual Crime and 
Cyber Crime

王清兰前助理总
监

性与性别心理学
生涯咨商
多元文化咨商

全系师生

12.3.2各级导师安排

本系实施导师制度，安排讲师担任各年级的
导师，以更有效关怀与协助同学，依需要召开班
会，促进交流互动，加强班级凝聚力。以下为各
级导师名单：

大一导师：吴群政讲师
大二导师：骆惠旋讲师
大三导师：侯雯荔讲师
大四导师：黄玲玲讲师

12.3.3学生学习心得、故事分享系列

自3月起，学生和校友在辅咨系及学校的脸
书，分享学习心得，分享故事，让同学们能在疫
情期间，彼此鼓励加油，互相学习，同时也能达
到招生的效果。一共收集了20篇同学的文章。如
表。

序 日期 分享系列/ 分享人/主题

1 4月14日

《读大学，我选新纪元》
故事系列 6 

蔡建换（大三）
《平凡，也不平凡》

2 4月19日

《读大学，我选择新纪元》
故事系列 8

李家慧（大二）
《平凡的我 ; 不平凡的新纪元》

3 4月25日

辅咨系大四生行动管制令分享
之系列 

之一：邹婉馨
之二：林俊荣
之三：吴思颖
之四：卢修妍
之五：陈慧仪
之六：林秀静

之七：黄世淇（小Bong）
之八：萧依雯（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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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月8日

读大学，我选择新纪元系列13
吴宝怡（大四）

《新纪元，让我的人生创造出
一个新的纪元 》

5 5月14日

《读大学，我选择新纪元》 
故事系列15   

陈慧晶（大三）：《暖阳下，
一边爱，一边攀爬》

6 5月17日
From Ordinary to 
Extraordinary

Choy Kian Huang                            

7 5月18日

《我是男生，我选择辅咨系》
之分享系列（林俊荣负责）

之一：魏家源（大四）
之二：陈韦伦（大三）
之三：李智勋（大二）
之四：郑荣德（大二）
之五：陈凯文（大二）

8 5月26日

“发光在新纪元、起飞向远
方”毕业生推荐系列故事15
谢芯宁校友：《在新纪元做回

自己》

9 6月3日

《读大学，我选择新纪元》 
故事系列18

苏嘉敏（大三）
《我带给他们的远远不及他们

留给我的》
10 6月25日 陈勇丰校友：创办一圆的故事

12.3.5第十四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系会

系    长 ：蔡建换
副系长 ：李佩雯
文    书 ：陈荟茗
副文书 ：刘姝伶
财    政 ：杨颖婷
总    务 ：陈凯文 
活动总监 ：陈慧晶

5月10日星期天下午2点，系会举办线上
Zoom迎新活动见面会。执委们制作了一部短片
欢迎大一新生，约有70位师生参与。

此外，在侯雯荔讲师的指导下，系长蔡建
换同学为校争光，于5月20日荣获国内咨商领域
最重要的咨商专业学会PERKAMA International 
Covid-19之海报设计比赛安慰奖。

10至11月期间，建换同学主动发起慈善
爱心活动--Heft Project, 向大众筹募金钱和食
物，帮助在加影一带的弱势孩子、老人，及与同
学一起分发食物给无家可归的街民。他共筹获
RM2600，受惠的单位包括：Pertubuhan Keba-
jikan Yesuvin Mahligai, Sincere Care Home, Pu-
sat Jagaan Kanak-kanak Openhands Fellowship 
及 Pusat Jagaan Beribuan Ka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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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教师参与的培训课程

12.4 教师研究与发表、进修活动

日期 课程名称 参与讲师 地点/主办单位

4月4日 Introduction of Psychological First Aids Training

侯雯荔

Safe Space Covid 19 
Malaysia: authorized 
by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4月18日 Covid 19 Grief Support - Volunteer Training

4月27日 Psychological First Aids (PFA) 

7月26日 马来西亚印度教徒的殡葬文化, by陈亚才主讲 黄玲玲 新纪元大学学院
10月23日 Body, Art and Mindfulness

骆惠旋

Online
10月30日 Mindfulness as treatment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Online

11月1日 GP Virtual Webinar 2020:Community Mental Health 
Post-MCO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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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In-house training 1:
“Workshop o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吴群政 新纪元大学学院

11月11日 Turnitin System Training Workshop, by Mr. Ken Khor 黄玲玲
郭富美 新纪元大学学院

11月16日 In-house training 2:
“Workshop o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吴群政 新纪元大学学院

11月18日
In-house training 3:
“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s: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livery

吴群政 新纪元大学学院

11月20日 E-kaunselling dalam Era Pandemik-Tele-psychological 
Support

骆惠旋
Online

11月21日 Sexual issues and counselling skills Online
11月25日 Mindfulness & Stress Relief Through Art Session Online

11月26日
In-house training 4:
“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s: 
Assessment of Student”

吴群政 新纪元大学学院

11月28日 LGBT workshop
主讲人：蔡持兴 黄玲玲 新纪元辅咨系

12月8日
Overview of the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s Act 2016, 
Speaker: Saravanakumar A/L Maniam Charlaine 
Adrienne Chin

黄玲玲
ZOOM, Darryl & 
Loh: Advocates and 
Solicitors

12月10日 Sexual Violence and Sexual Crime,
Speaker: Pn. Ong Chin Lan 黄玲玲 新纪元辅咨系

12月10日 第一场zoom讲座：《素媛》之后，我们能做什么？
王妤娴 黄玲玲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

12月11日 死都要講 DEATHTALK 生死教育地區論壇2020
吴群政
黄玲玲
侯雯荔

香港圣公会圣家堂安
宁服务部，博爱医
院，新界西区內社会
服务机构

12月12日 经济不景气，我该如何安住我的心
主讲人： 台湾咨商心理师吕季魁 黄玲玲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

12月14日 睡眠的营养科学
主讲人： 陈秋惠（注册营养师，美国） 黄玲玲

ZOOM, Integrated 
Community Centre 
for Mental Wellness

12月17日 第二场zoom讲座：创伤到复原
主讲人： 王妤娴 黄玲玲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

1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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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日 华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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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生涯规划工作坊 侯雯荔 新文龙中华中学
3月12日 生涯规划工作坊 侯雯荔 居銮中华中学
4月29日 公开讲座：《与焦虑共处，重寻安定力量》 郭富美 本校课程组主办

5月2日 生命教育学堂线上讲座会：《甘愿说再见--从华人
的家庭关系谈起》 郭富美 新纪元大学学院

富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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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 生命教育学堂线上讲座会：《佛说如何照亮心灵健
康》 骆惠旋 新纪元大学学院

富贵集团

5月23日 生命教育学堂线上讲座会：《从心重拾生命与生
涯》 侯雯荔 新纪元大学学院

富贵集团

6月3日 讲座：如何协助学生维护心理健康（中文） 郭富美
黄章健 新纪元辅导中心

6月10日 Public Seminar: How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Manage Their Mental Health

郭富美
何均燕 新纪元辅导中心

6月14日 全校师生讲座：
疫情下如何维护心理健康 郭富美 吉打双溪大年

新民独中

10月27日 公开讲座：
疫情下教师如何维护心理健康 郭富美 新纪元大学学院

11月8日
第四届本土咨商心理学学术研讨会论坛（台湾）：
马来西亚大专网路咨商经验分享—以新纪元大学学
院为例

郭富美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12月5-6日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 Medicine 2020：“Adding Holistic 
Quality Care for the Silver Aged”

黄玲玲

Virtual Platform 3CX, 
Centre for Global 
Heal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n Ageing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12月16日 正向的力量：谈内在的复原力 骆惠旋 新纪元辅导中心
12月25日 爱FM电台“爱要性福”节目：性别教育的重要性 郭富美 Angkasapuri R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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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东南亚学系

13.1 东南亚课程/学务/教务 

13.2 学术成果 

13.2.1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沙龙

（1）论文发表

本系在2020年招收了4位本地学生，分别为
2位博士生：梁志华、罗炜雄；2位硕士生：颜丰

平、张爱荃；以及6位国际博士生，包括刘华、
梁德珊、王鹏冕、石书羽、艾嘉禾及张岩。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廖文辉 《寺庙之美》国际
学术研讨会

人神共舞狂欢——谈马来
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神祇
崇奉与人群移动的关係

10月25日 线上

财团法人台南市台疆祖庙
大观音亭暨祀典兴济宫、
国立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中心、国立金门大学人
文社会学院

白伟权
“近代海外华人、
医学卫生与疾病”
工作坊

疫情即生活：19世纪的
华人、矿工、脚气病 12月11日 线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主持、与谈、点评、总结人等

·廖文辉，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举办
第六届新曦中文学坛论文场次点评人

·白伟权，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举办
第六届新曦中文学坛论文场次点评人

·白伟权，新山中华公会 辖下 西北区联委
会主辦《甘蜜再现柔佛》线上讲座第二讲--《解
码甘蜜：甘蜜树的生长与栽培》主持人

·黄裕端，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新格局
下的区域合作与繁荣共享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
人。

·黄裕端，马来西亚历史云学堂 3.0：疾病、
疫情与社会，陈妙恩博士场次：《吉隆坡华人医
院史》主持人。

13.2.2讲师学术著作出版

（1）专著/编著

·廖文辉编（2020），《2021年马来西亚
华人民俗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资
讯与策略发展中心。

·柯木林、廖文辉编注（2020），《三州
府文件修集选编》，加影、新加坡：新纪元大学
学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莫家浩、白伟权、庄仁杰编（2020），
《2019年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柔佛百年
华文教育 》，新山：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2）期刊论文 Journal Articles

·廖文辉、黄义斌，<马来西亚客属地缘会
馆之统计与分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

年2月，第2期，页44-49。

·廖文辉，<马新华人建筑史略>，《源》，
第3期，2020年6月，页54-57。

·廖文辉，<马新交通发展史略>，《怡和世
纪》，第43期，2020年6月，页72-74。

·白伟权、韦烟灶、徐胜一，〈陆丰客家
下南洋的故事：「渡台悲歌」续篇〉，《台湾文
献》，2020年，页1~36。（THCI）

·Pek Wee Chuen (2020) Toponyms of a 
Colonial City: Street Names of George Town, 
Malaysia .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2): 15-31.

·Wong Yee Tuan, A review of the book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the story of Yeap Chor Ee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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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ryl Yeap.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2):67-70.

（3）析出文献

·廖文辉（2020），<马来西亚文化发展概
论>，钟瑜主编《当代马来西亚文化与艺术》，
页1-34。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白伟权（2020），〈绵裕亭义山的“氵
月 ” 墓〉，收于安焕然编《新史料·新视角：
青年学者论新山》，页1-24。新山：南方大学学
院。

·陈建发（2020），<紧急状态前后利民达
华文教育的发展>，收于莫家浩、 白伟权、 庄仁
杰编，《2019年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 柔
佛百年华文教育 》，页39-50。新山：新山华族
历史文物馆。

（4）其他

·白伟权（2020），〈社区教育的理念、
发展现况与实践〉，收于黄集初主编《马来西亚
华文独中教育专刊》，页93-95。加影：马来西
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

·白伟权主编（2020）《新光杂志第11期》

·白伟权主编（2020）《新光杂志第12期》

·白伟权主编（2020）《新光杂志疫情专号》

·白伟权（2020年1月1日），〈寻找消失
的拿律旧矿区〉，《当今大马》：https://www.
malaysiakini.com/columns/505525。 

·白伟权（2020年3月16日），〈太平

凤山寺碑记：石头上的社会关系图〉，《当
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514874。

·白伟权（2020年5月28日），〈疫情
即生活：19世纪的华人、矿工、脚气病〉，
《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527636。

· 白 伟 权 （ 2 0 2 0 年 1 0 月 3 0 日 ） ，
〈Muk im，被遗忘的行政区划〉，《当今
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 .com/
columns/548719。

13.2.3东南亚学系出版品

·廖筱纹：《金山作客：吉兰丹水月宫及其
观音信仰》，出版：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资产
保存基金，2020年7月。

13.2.4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1）访问学者与客座教授

·李文通，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日至2021
年12月31日

·黄大志，访问日期2021年1月1日至2021
年12月31日

·邱武德，访问日期2021年2月1日至2022
年2月28日

（2）学术交流与合作

·黄裕端博士参与拉曼大学主持的“亚洲跨
文化视角下的马来亚第一代南來佛门人物群像”
研究计划。台湾蒋经国基金提供研究经费。

13.2.5论文写作指导

（1）指导教授及硕博生名单

序 学生 硕博士 论文题目 指导教授

1. 潘荣德 博士 A study on the MCKIP brings economic impact into Malaysia 
through the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廖文辉

2. Raha Binti 
Jaafar 硕士 Muslim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Malaysia 廖文辉

3. 潘莉妤 博士
'Chinese Towns' and 'Chinatowns' in ASEAN: A Study of 
Exploration based on Selected Urban Settlements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文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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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振声 硕士 Fund Raising Efforts in Support of Chinese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alaysia 文平强

5. 梁志华 博士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Evident from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张学川

6. 罗炜雄 博士 Dynasty Model of Bequest Motive 张学川

7. 刘华 博士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on 
asean economy 张学川

8. 王鹏冕 博士 Researches on the Path of Enterpris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at are in ASEAN 张学川

9. 张岩 博士 The Competitive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and Trade 
Potential Evaluation of Sino - Malaysia Bilateral Trade 张学川

10. 梁德珊 博士 The Migration and Religious life of Yunnan Muslims from 
Yunnan to Myanmar and then to Taiwan 白伟权

11. 颜丰平 硕士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ystems 
among Japa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白伟权

12. 石书羽 博士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莫顺宗

13. 艾嘉禾 博士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for Chinese enterprise and funds 
investing in ASEAN pension industry 胡禄铭

14. 张爱荃 硕士 The Chinese Merchant: The Rise & Falls of Southeast Asian 
Maritime Ports (14th – 18th Centuries) 黄裕端

（2）论文开题    

研究生院于2020年8月22日举办了论文开
题答辩（Thesis Proposal Defense, TDP）。本系
此次参与开题答辩的同学为Raha Binti Jaafar，
其论文标题为《Muslim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Malaysia》，评委为李锦兴教授、黄裕端博士
及 廖文辉博士。最终Raha Binti Jaafar同学的开
题答顺利通过。

黄奕端博士、Raha Binti Jaafar、李锦兴教授及廖文辉博士
之合照。

（3）研究生论坛

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于2020年7月25
日举办研究生论坛Graduate Research Seminar。
四位东南亚学系的研究生，包括潘莉妤、潘荣
德、吴振声及Raha Binti Jaafar参与了此项活
动。研讨会中，研究生们分享他们的研究专题，
并且与导师们进行交流及讨论。

与会者及发表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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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活动

13.4 活动评审及其他 

13.5 荣誉 

1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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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质 事项 日期

廖文辉 单刊本论文评审 <马来西亚华人的拿督公崇拜：跨族群的宗教传承与变迁> 1月
廖文辉 单刊本论文评审 <拿督公中文碑銘題刻的生命史（1886--1945)> 3月

廖文辉 厦门大学《南洋论丛》
文稿出版评审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形成与省思（1945-2010）》 5月

13.5.1在职学术人员表现

获得者 项目；荣誉/表现 作品（如有） 日期

廖文辉 《2019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荣登星洲日
报、大众书局2020年20本非文学选书好读。

《2019马来西亚华人民
俗研究论文集》

白伟权 白伟权与台湾师范大学韦烟灶教授、徐胜一退休教授
合作的文章——《陆丰客家下南洋的故事：〈渡台悲
歌〉续篇》（台湾文献，THCI Core）荣登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研究亮点网首页。
链接： https://rh.acad.ntnu.edu.tw/tw

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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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在籍生表现

获得者 项目；荣誉/表现 作品（如有） 日期

梁德珊 入围第55届广播电视金钟奖 《爸、妈，今天吃什么？》 8月26日

1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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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陈凯希和陈英秀研究生学术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 Raha Binti Jaafar RM3000.00

13.6 校外座谈、专访 

日期 主题 主办单位 学术人员

2月15日 “如何在企业和生活上运用《大学》的
智慧” 马来西亚盛和塾企业家联盟 廖文輝博士

8月7日 《金山作客》地方史书写与书写地方史 蚂蚁学人、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 廖文輝博士

2月15日 〈《世界地理》编写理念〉 董总 白伟权博士
4月7日 义山墓碑中的南洋华人文化与生活面貌 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 白伟权博士

4月10日 〈从甘蜜园到橡胶园：19世纪至20世纪柔
佛的地景变迁〉 董总 白伟权博士

5月13日 〈义山墓碑中的南洋华人文化与生活面貌〉 富贵集团 白伟权博士
5月29日 〈拿律矿工的日常饮食与疾病〉 近打锡矿工业（沙泵）博物馆 白伟权博士
6月5日 〈高中人文地理课文的理论与实务〉 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白伟权博士

7月22日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整体认识〉 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白伟权博士

9月5日 〈穿越时空看墓碑〉 富贵集团 白伟权博士
9月8日 〈青年学者的田调人生〉 林连玉纪念馆 白伟权博士

10月10日 〈你所不知道的华人义山文化〉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 白伟权博士

11月21日 〈「众声喧哗」的南洋：谈19世纪以来马
来半岛华人的语境变迁〉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 白伟权博士

13.7 新闻报道题录

13.7.1涉系办者

日期/时间/版次等 媒体 主题/事项 其他信息

7月25日 AI FM 博士来聊《利民达华人新村的发展与变迁》 陈建发执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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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涉在职学术人员者

日期/时间/版次等 媒体 主题/事项 学术人员

1月25日 AI FM 博士来聊《华人新年的习俗》 廖文輝博士
2月19日 小云制作 《民间秘方档案》 廖文輝博士
2月2日 中国报 【主题故事】Beh Tahan你这样讲华语？ 白伟权博士
3月28日 AI FM 博士来聊《华人大移民时代的那些事》 白伟权博士
11月21日 中国报 北根清代古墓出土 白伟权博士

13.8 筹获款项 

姓名 详情 数额
廖文辉 张永新赞助出版经费 RM7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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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商学系

14.1 大学学院活动

14.1.1支持“风雨同心·收集祝福送武汉” 活动

2020年2月7日，我们的教职员工参加了“风雨同心·收集祝福送武汉” 活动。

Professor Lee, Rajennd, 王汉国和 
Loke Chew Har显示他们用自己的手
写书法。

14.1.2 Mid Valley Sure Work Education Fair

 我们的教职员工3 月在 谷中城Sure Work Education Fair分享有关我们课程的资讯。

王汉国分享我们课程的资讯。 Dr Shamuni 分享我们课程的资讯。

14.1.3Hari Kejayaan SPM 2020

2020年3月5日，我们的教职员工前往各学
校分享有关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提供课程的信
息。参与分享的学校包括SMK Seri Kembangan, 
SMJK Yu Hua, SMK Taman Jasmin 2, SMK 

Engku Husain, SMJK Kwang Hua Klang, SMK 
Convent Kajang, SMK Tinggi Kajang, SMK 
Cheras Perdana, SMK Saujana Impian, SMK 
Taman Desaminium, SMK Jalan Bukit。



118

14.2 Webinar 网络研讨

Navaratnam’s 网络研讨会 -  Lateral Thinking, Innovation 
Outcome

 Rajennd's 网络研讨会 - The H-Index

照片 6 Nurhidayah Rosely’s 网络研讨会 - Website Build-
ing for Beg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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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金融与会计系

15.1 大学学院活动

15.1.1支持“风雨同心·收集祝福送武汉” 活动

FAME众议员于文平强博士 Dr. VOON Phin Keong合照。

2020年2月7日，我们的教职员工参加了   
“风雨同心·收集祝福送武汉” 活动。

15.1.2 Mid Valley Sure Work Education Fair

 我们的教职员工3 月在 谷中城Sure Work Education Fair分享有关我们课程的资讯。

Frankie Goh分享我们课程的资讯

15.1.3Hari Kejayaan SPM 2020

2020年3月5日，我们的教职员工前往各学
校分享有关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提供课程的信
息。参与分享的学校包括SMK Seri Kembangan, 
SMJK Yu Hua, SMK Taman Jasmin 2, SMK 

Engku Husain, SMJK Kwang Hua Klang, SMK 
Convent Kajang, SMK Tinggi Kajang, SMK 
Cheras Perdana, SMK Saujana Impian, SMK 
Taman Desaminium, SMK Jalan Bu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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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Webinar 网络研讨

Loke Chew Har 网络研讨 - Personal Income Tax

Frankie Goh 网络研讨会 - Money Management  a Financial 
Crisis

Soo Boon Pei 网络研讨会 - Tax &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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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资讯科技系

16.1 简介

16.2 崭新的课程

16.3 活动

2020年，校方调整方针将校内历史最为悠久
的“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正式升格为“电脑
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简称
FICT），并委任庄正伟助理教授出任院长一职。

此次调整不仅仅是规模的提升，更是
教学、研发、招生等资源的集聚，将F ICT
致力发展为极具“ABC”特色（A=Artif icial 

Intelligence，B=Big Data，C=Cyber Security）
的学院，并承担起培养国内顶尖科技人才的重
任。

FICT坐落在美华校区B座大楼4楼，已开办3
项学士课程以及4项专业文凭课程，其专业涵盖
软体工程、网络科技、数码保安、电脑科学、电
子商务等。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院拥有10
位专职讲师，以及241位在籍学生。

本院获高教部批准开办的两项新课程，分别
为“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BACH-
ELOR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YBER 
SECURITY) WITH HONOURS”（简称BCS）以
及“电脑科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COM-

PUTER SCIENCE”（简称DCS），都于2020年
3月份学期正式开班，成功招收首梯次学生。当
中，DCS课程更是获得学生和家长的关注，在疫
情期间成功录取40位新生，取得不错的成绩。

James讲师于3月份Sureworks大型教育展向学生分享新课程
的讯息。

庄院长于3月份Sureworks大型教育展向学生分享新课程的
讯息。

16.3.1拜访华文独立中学以及国民型中学

配合市场与行销部的招生宣传行程，院长 庄
正伟助理教授于1月13日至18日随团拜访北马区
16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国民型中学，积极宣传本
院的成立和新课程，也希望与学校们展开与科技
教育相关之合作项目：

·第一天（1月13日）：亚罗士打新民独立
中学、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双溪大年新民独
立中学

·第二天（1月14日）：吉打居林觉民国民

型中学、槟城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大山脚日
新独立中学、槟城韩江中学

·第三天（1月15日）：槟城锺灵独立中
学、槟城槟华女子独立中学、槟城女子华文国民
型中学、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第四天（1月17日）：安顺三民独立中
学、曼绒南华独立中学、班台育青中学

·第五天（1月18日）：太平华联中学、江
沙崇华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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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陈蔚波校长。

庄院长赠送“起飞“校园原创音乐专辑予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陈秀梅辅导老师。

16.3.2参与文冬公教国民型中学新春迎新嘉
年华

科技融入生活，改变生活，创造生活。把科
技应用普及化到生活乃至文化各层面，贴近现今
时代推动融合创新的生态，是电脑科学与资讯科
技学院的目标。

2020年1月16日，本院参与由文冬公教国
民型中学（SMJK Katholik Bentong）举办的新
春迎新嘉年华，2位师长和6位在籍生将机械人科
技以及虚拟科技纳入新春活动，让传统文化注入
新活力。透过不同的活动平台，FICT协助学生培
养对新颖事务进行探究的兴趣，也希望对未来的
升学方向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FICT在籍生指导文冬公教国民型中学学生操控机械车子进
行探宝游戏。

星洲日报相关活动报导

16.3.3与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签署合
作协议

本院于2月21日与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SMJK YU HUA KAJANG）签署合作协议，并
展开科技教育的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电脑科学
与资讯科技学院 和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致力于
推广科技教育，鼓励学生革新求变，学习并活用
新科技。

2月22日开始，本院于每周安排2位讲师 
—李汶康讲师和刘腾宇讲师到育华中学授课3小
时，对象是Digital Innovative Club的35位学生。
由于受到疫情以及学生居家学习的影响，授课的
课量从16周调整至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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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本院与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
中学基于获得的教学反馈相当正面，故双方决定
于2021年延续有关计划，并续签新的合作协议
书。

与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签署合作协议。

Lee Bon Kong讲师在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进行Digital 
Innovation Club的授课。

16.3.4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机械人工作坊

作为年初拜访北马区学校的延续活动，本院
与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于3月1日举办了以机械
人为主题的一日工作坊。有关工作坊主要分为两
个时段，分别是上午11时至中午12时30分，以
及中午1时30分至下午3时30分。对方是全体高
二学生，约为78位，以及科学与实验/科技与发
明课学生，约为50位。

负责授课的庄院长以及刘腾宇讲师，除了给
同学们解说机械人的组件以及组装外，也提供通
过软件编程遥控机械人的说明，让同学们大开眼
界。此外，两位老师保留时间让同学们作实践操
作。

庄院长向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学生讲解机械人的组件。

学生通过手机遥控机械人。

16.3.5限行令期间的线上公开课

新冠病来袭，但也开启了本院对外开放知
识与技术信息的窗口，通过社交媒体开办了无
门槛、终身学习的教育平台，推广“停课，不停
学”的理念。

庄正伟院长、胡纵展讲师、李汶康讲师携手
于4月19日、25日、26日以及5月3日，通过线
上平台举办“机不可失”线上公开课，传授电脑
科学的知识与技能，切身分享“机械人”、“人
工智能”以及“网络研发科技”等3大主题的魅
力。本次的线上公开课，共计累积了逾百位学生
报名参与。

4月至5月期间，庄院长于学院的面子书平
台，上载了9部与物联网相关以及 4部与增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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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相关之短片，深入浅出地对外分享他对这两项
专业领域的独特见解，以及生活里大众可以在家
尝试上手的电脑科学技术。

11月4日，庄院长受Dynabook Malaysia的
邀请，到其YouTube平台参与了一场命名为“我
和我的机械伙伴”的线上分享会，向逾400位小
学生揭开机械人的神秘面纱，讲解机械人如何融
入人类的各个生活层面。同时，庄院长也回答了
主持人以及小朋友们关于机械人是否会在工作领
域取代人类的提问。

机不可失线上课宣传图。

庄院长通过面子书平台分享了他对物联网以及增强现实的
见解。

我和我的机械伙伴共计吸引了400百多位小学生参与到线上
讲座。

16.3.6参与雪州教育厅联合新纪元大学学院
主办 “高中生升学辅导线上讲座”

由雪州教育厅联合本校主办的“高中生升学
辅导线上讲座”，于9月12日晚上圆满结束。分
享者有雪州教育厅督学 王伟忠、新纪元国际教育
学院院长 郑诗傧博士、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院长 庄正伟助理教授 以及 市场与行销部时任主
任 萧维深（现为资讯科技系系主任）。

本次的线上讲座，主要为协助应届SPM毕业
生解答升学的疑惑，同时也鼓励毕业生们以平常
心应对考试。庄院长、郑院长和萧主任也籍此平
台，分享了许多本校的升学资讯，包括了办学理
念、课程特色、奖学金以及新生优惠。

雪州教育厅联合新纪元主办“高中生升学辅导线上讲座” 
分享嘉宾合影。

16.3.7受邀参与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疫情
对IT世界带来的改变”讲座

新冠疫情对全球造成重大打击，科技产业也
无可幸免受到影响。然而，部分科技业在新冠疫
情下异军突起，推动了行业前进的步伐。

庄院长于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视听室提供”疫情对IT世界带
来的改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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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与行销部的安排下，庄院长受加影
育华国民型中学（SMJK YU HUA KAJANG）辅
导处的邀请，于9月21日亲临学校视听室提供了
一场以“疫情对IT世界带来的改变”为主题的讲
座，对象是120位理科高二生。

庄院长于讲座上分享了疫情为科技业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带领同学们对于未来的新业务模
式、数字化转型进行思考。

16.3.8学术研讨会

10月30日至31日，本院Eliana讲师出席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ssisted System Health,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SH2020)” 线上国际学术研讨
会，并向与会者发表了论文 “A Review of the Best 
Practice Forensic Tools Storage Recovery” 。

有关发表，也将收录在SCOPUS学术期刊
里。本院将继续往学术研究推进，持续打造学术
精品。

Cikgu Eliana于CASH2020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

16.4 2020学术竞赛

4.1 AMC 澳洲数学比赛（马来西亚赛区）/ 陈嘉庚陈六使青少年发明奖 (马来西亚) / 雪隆中学
华罗庚杯数学比赛

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本院经与主办方 -- 澳
洲数学基金会（AMC 澳洲数学比赛）、南大教
育与研究基金会、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陈嘉
庚陈六使青少年发明奖）、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

会馆（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开会议决，
于2020年暂时停办有关学术竞赛。

本院和主办方将持续关注疫情的后续情况，
并期待于2021年复办有关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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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美术与设计系

17. 1 New Programme Of Diploma In Digital Media Design (Ddmd)

17.2 Opening Ceremony Of White Gallery Room

17.3 MQA FA Visitation for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To expand breadth of courses offered. To offer fresh programmes which are in high demand or 
to meet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New intake for brand new students started in September semester 
2020.

Events will be curated by the Department with help from the student body. These include publicity, 
setting up and taking down of exhibits.

Date: 4 March 2020

Time: 10.30 am

Venue: Block C White Gallery Room

Opening ceremony of white gallery room.

Date: 24-25 September 2020

Venue: Block B Meeting Room

Attendees: 3 MQA Panel Members and BVC teaching team

This visitation has concluded that BVC h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full accreditation from MQA.

MQA FA Visitation for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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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SMJK Shing Chung Sungai Siput, (U) Perak, SPM Art Workshop

17.6 Online Workshop

We provided the SPM Art Workshop gives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and get the SPM Art exam prepa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increase student enrollment.

SMJK Shing Chung Sungai Siput

17.5 SMJK Yu Hua school (The future trend of job market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20 & 21 September 2020)

(22 September 2020)

The seminar provided to promote young people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with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they are still at the stage of experimentation and can learn more easily during 
COVID-19. At the same time, to increase student enrollment.

SMJK Yu Hua school

During MCO, online workshops is 
conducted. Details as below:

17.6.1三色奶茶THREE-LAYER TEA

(1) Zentangle

The Zentangle Method is an easy-to-learn, 
relaxing, and fun way to create beautiful images 

THREE-LAYER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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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rawing structured patterns. We call these 
patterns, tangles.

  

Zentangle

(2)Dream Home Design

Through simple materials and basic interior 
design principles, lead you to make your own 
dream cabin.

Dream Home Design

(3) STAY HOME WITH BUGS

Through simple and clear sketching 
techniques, let you draw the insect crisis.

     STAY HOME WITH BUGS

17.6.2五師魔力 藝術創新 NEUC ONLINE Art 
& Design Workshops

五師魔力 藝術創新

(1) Tangram Design

Design your favorite patterns through 
simple structure, easy-to-operate lines and 
applicable points, lines and surfaces.

Tangram Design
(2) Design Your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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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the “idea” of chair, think 
about it, draw it, build it. 

Design Your Chair

(3) Direction of Design Elements

Explore visual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reciating beauty.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visual elements.

Direction of Design Elements

(4) Dancing With Daylight

For the most part, the daylight that enters a 
room is treated without love. It passes through 
an opening in the wall and that's it. Flat. Dull. In 
this workshop, we want to celebrate the poetics 
of daylight through simple model-making.

Dancing With Daylight

(5)  Cubism Design

After a simple image is segmented, different 
angles of the same object are presented. Then 
apply the zen orbit design in each different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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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ism Design

(6) SHOWER POWER

Here in the hot sweaty tropics, a shower 
ought to be something we look forward to. Yet 
our bathrooms are typically dull. How would 
you want your bathroom to be? Let's model it 
and find out!

Materials and tools: Cardboard, paper, glue 
(UHU or equiv), scissors. Misc scraps (depending 
on what you have around the house) eg fabric, 
sticks, aluminium foil etc.

SHOWER POWER

(7) Design Your Roof

The “idea” of roof，think about it，draw 
it，build it.

Design Your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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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Competitions

17.8 8. Awards

MY TIGER VALUES ART COMPETITION 
(Finalist)

CHUA WEE NEE (THE WHITE FOREST)

LEE SIN YEE (UNWIND)

LEONG YI LIN (TIGER DANCE)

Students from Sept semester 2019 & May 
semester2020.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for Faculty of Media & Creative 
Arts chosen Dean's List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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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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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疫情与政府数度落实的限行令，
对着重实践学习的戏影系师生而言无疑是相当大

的挑战。部份课程、演出或活动因故延后举办或
转换形式；然而云端上的互动也打破了国界和地
域的限制，我们得以邀请不少来自国外的艺术与
电影工作者和学生们进行频密交流，这无疑也为
学生打开学习的另一扇门。

在这宛如被偷走的一年，虽然步履艰难，所
幸戏影系师生们仍维持着对教与学的热情，一起
在这未知的年代，深入探索创作的可能性。

18.1.1 第十五届影像组毕业短片线上影展： 
<Zoom in 2020>

新冠肺炎的来袭，让即将在2020年新纪元
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第十五届影像组的17位
应届毕业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我国政府自3
月中旬实施行动管制令以来，在3月前陆续前往
国内外实习的他们，在疫情之际转为在家工作或
被迫提早结束实习；亦有在国外实习的同学因封
国导致无法及时回国；5月开学，政府规定上网
课，即将拍摄毕业短片的他们，面临无法现场使
用拍摄器材与面对面和老师讨论作品的窘境。

然而，面对不再熟悉的日常，被迫留守在家
的他们有机会放慢脚步检视自己的内心，以 “面
对” 为方向开始发想剧本，在云端上互相交流，
进行剧本提报，并在RMCO期间开始拍摄毕业作
品。面对2020年的新常态，他们决定结合自身
当下的状态，将影展命名为<Zoom in 2020>。

面对距离，他们镜看生活。“Zoom In”，
一方面比喻使用Zoom软体上课的日常，一方面也
是在疫情之际重新聚焦、放大审视自己的生活，
最后将之提炼为四部不同类型的短片，其中包括
关注中学生面对内心创伤的《老鼠笼》；书写年
轻人成长挣扎的《无名氏》和《寻找UFO》以及
呈现老年人在生命尽头前的回忆《陀飞轮》。

因疫情尚未好转，在梁友瑄老师的带领下，
应届毕业生决定以前所未有的线上影展形式来呈
现这一届的毕业影展，虽然无法像历届影像组毕
业生一样带着自己的短片作品深入社区和学校与
大众互动，但线上影展既可降低感染风险，也能
让更多外地观众看到他们这两年半的学习成果。

本次的线上影展为期三天（2020年11月7
日至9日），为了达到更深入的交流，影展团队
在11月8日举办FB LIVE线上问答环节，并邀请
在台湾发展的电影人梁秀红与在槟城的影评人陈
伟光连线，进行交流和讲评。虽然因天气关系曾

导致直播中断一次，但脸书浏览超过两千人次，
成功吸引来自全马各地与国外的朋友观赏学生们
的毕业作品及参与映后讨论。

影像组毕业制作

影像组毕业影展

18.1 影展与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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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  排演三：《米狄亚》

演出日期：2020年1月10日至12日

《米狄亚》是第十五届学生【排演三】的期
末呈现作品，由贺世平讲师与助教余秋萍带领15
位学生一同合作完成，学生导演是郑晓彤与郭思
洁。《米狄亚》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者是尤里
彼得斯。这个演出的时代背景改为马六甲王朝时
期，而米狄亚的身份则是满惹伯夷公主。

讲述一个被丈夫背叛的妻子米狄亚如何处心
积虑进行报复，甚至不惜杀害自己孩子的家庭悲
剧。此演出的唱诗队改为印尼传统戏剧中的四位
小丑PUNAKAWAN, 并采用马来传统乐器做为现
场配乐。

演出时间 ：
2020年 1月10日（星期五）8pm

2020年 1月11日（星期六）3pm & 8pm
2020 年 1月12日（星期日）3pm 

演出地点：新纪元黑箱剧场

《米狄亚》剧照

18.2 活动

18.2.1 限行令自主学习计划

3月18日，为了防疫，政府落实限行令，全
国学生瞬间被逼上了云端。三月份学期在往年一
直是戏影系为学生举办各种活动、工作坊的学习
时间，但日渐严重的疫情让许多规划好的活动必
须展延或取消。

然而，学习不应该因为日常的突变而停止，
因此在3月23日到4月13日之间，本系为在籍生
办了11堂自主学习课程，并另外开设4堂电影导

读公开课，让有兴趣的大众亦能和学生透过网络
听课。

限行令自主学习计划公开课宣传

18.2.2 世界戏剧日线上活动

2020年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每年
今天，世界各地的剧场人会以各种戏剧表演或举
行相关活动来庆祝。前几年本系都在新纪元大学
学院校园内举行庆典演出活动。今年疫情突然爆
发，行动管制下，只好改变方式。非常时期，非
常庆祝，本系学生们就以线上的方式参与其盛。

世界戏剧日线上活动海报

首先参与的同学们将巴基斯坦剧作家Shahid 
Nadeem为2020年世界戏剧日的献词，透过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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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方式发挥创意，再由吴智轩同学负责集结
所有片段剪接完成完整的献词。

当天还有一项【单人剧录影展】不时在线上
播放，那是收集本系学生所参与竞赛的单人剧录
影作品，然后经过本系师生票选出最受欢迎的作
品。

18.2.3 行管令短片

MCO期间，本系讲师拍摄制作一部短片，
并在４月２０日推出，简单记录在行管令下，两
位戏影系讲师的日常。借此寄语所有戏影系师
生，因为在这日常的中断与时局巨大变动之际，
艺术和电影工作者需要面对和反刍的实在太多。

短片链接：https://youtu.be/ECZFrgNLgYI

18.2.4 驻校艺术家颜永祺博士导演工作坊

从5月12日至6月17日，本系邀请了颜永祺
导演暨博士担任驻校艺术家，带领本系舞台组应
届毕业生的导演工作坊，经历总共45小时的导
演培训，在颜博士的悉心教导下，这段日子的学
习，同学们获益良多。

在6月24日，导演亦受邀为本校师生进行一
场线上公开讲座《生活表演学: 独善其身的应用
戏剧》并在本系脸书专页直播，吸引了校内外多
人参与齐盛。

导演工作坊海报

18.2.5 戏剧联盟线上演艺嘉年华开幕呈现

6月21日，由戏剧联盟主办的线上演艺嘉年
华艺文援助计划，结合国内多个戏剧团体单位
进行线上筹款活动。本系学生为该活动做开幕呈
献，由二、三年级学生透过ZOOM和视频拍摄，
结合成一段结合音乐、敲击、肢体、台词的开幕
表演呈现。

18.2.6 国家文化政策论辩线上论坛

7月5日， Karakoa Collective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线上互动论坛，分别邀请了三位马来
西亚的艺文工作者以“参选马来西亚文化部长”
的候选人角色发言，回答“登记选民”的问题，
并让“登记选民”在线投票，选出他们支持的
文化部长。三位候选人分别是Jo Kukathas（Co-
founder , The Instant Café Theatre Company）
、导演Khairi Anwar (Managing cum Artistic 
Director of Anomalist Production)，以及新纪元
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主任梁友瑄。在这个互动
论坛里，每位“候选人”都阐明了对马来西亚文
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的想法和计划，并回答参与
民众的问题，一起为国家文化政策的未来发声。

论坛海报

18.2.7 当大鱼遇见新纪元

今年的儿童创意戏剧教学课很不同！来自新
山的教育机构Bigfish大鱼戏剧在7月24日开始，
邀请了本系兼任讲师林心愿带领儿童创意戏剧教
学课的学生，为小朋友们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线上
戏剧课。

虽然在行管令期间，大家只能透过云端互
动，然而化身为大哥哥大姐姐的本系学生，也在
课程期间努力运用所学，透过戏剧教育让孩子们
在活动的过程中一次次突破自己，建立自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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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小朋友们美好的回忆。

课程海报

18.2.8《毒道》短片参与2020年东南亚短片
电影节

由MEW Foudation与本系师生合作拍摄的公
益短片《毒道》影展版受邀参与在9月12日至20
日期间举办的2020年东南亚短片电影节 SeaShorts 
Film Festival Moving Panorama Screening单元，
本系讲师暨导演贺世平亦参与映后座谈。同时，
本系第七届毕业生谢佳升的作品《幻影机》亦受
邀参与此单元，谢佳升也是 《毒道》的副导演。

电影节海报

18.2.9物件与光影工作坊

即便今年无法亲临大马与学生们见面，来自
台湾沙盒制作的周浚鹏老师仍接受本系的邀请，
透过线上为二年级学生们规划了三天的物件与光
影工作坊，引领学生们在云端一起探索线上物件
剧场表演的可能性。

这三天的课程内容包括：【物件剧场-从纸
出发】、【光影剧场－光影与物件】、【梦的故
事-综合呈现】。　对于学生的阶段性小品呈现，
老师表示他们对影像运用十分有创意与想法。线
上工作坊虽然需要克服无法面对面学习的困难，
但从影像方面来思考与创作，反而在这次的工作
坊中开创了许多有意思的想法与创意。经过三天
的工作坊课程练习，学生们发挥了精彩的创作发
想，完成小品呈现《关于梦的故事》。

物件与光影工作坊截图

18.2.10  线上编剧工作坊

编剧这条路究竟要从何开始？

在11月上旬到下旬期间，我们邀请了来自
台湾宅故事 Story Nerd 的故事总监林孟寰老师为
一年级学生们上了为期六堂的线上编剧工作坊，
在舞台与影视均有作品的老师，除了分享自己在
成为编剧的过程中做了什麽功课，也以自己作品
为例，和同学们讲述如何从零到有发展剧本，并
谈及了改编、音乐剧和近期参与数个线上剧场演
出的经验。

线上编剧工作坊截图

在点评学生作业的环节，老师亦鼓励同学们
可以继续发展现有的剧本，并鼓励大家千万不要
忘记创作的初心，因为创作贵在真诚。

疫情的不稳定，让面对面教学变得困难，但
孟寰老师与同学们对教学分享与学习的热诚，让
这一次的工作坊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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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 《闯入者》读剧参与2020广州玩戏节

由贺世平讲师带领应届毕业生完成的线上读
剧《闯入者》，是采用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的
作品。参与的五位演员计有：纪为元、黄勇敬、
罗妙玲、王一祥和林洺媛。经过语音老师黄英威
的指导，学生的演出透过影像摄录和线上播映的
方式，与12月16日参与了广州音乐学院所主办
的2020玩戏节-线上读剧汇，并和来自中国、台
湾等地的学生进行交流。

2020广州玩戏节截图

18.2.12 《斗法》剧本集出版

本系讲师贺世平导演出书啦！《斗法》是他
于2009-2013年期间带领本系学生改编和集体创
作的戏剧演出，如今将当时的四个剧本《斗法-新
世神话白蛇》、《三个小孩》、《十八楼-与鬼
同一屋檐下》及《我爸是李小龙》收录在剧本集
中，都是关于马来西亚社会课题的生命故事。此
剧本集由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张永修主
编的枫林文丛系列。

《斗法》剧本集封面

18.3 举办系列讲座与工作坊

一直以来，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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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因疫情关系，这些工作坊和讲座都转到
了线上，并与部份课程结合实施，让学生们和参
与公众们获益良多。以下为活动总表：

序 日期 题目 讲者
1. 3月23日 电影导读公开课 （1）寄生上流 贺世平
2. 3月30日 电影导读公开课 （2）One two jaga 梁友瑄
3. 4月6日 电影导读公开课（3）三块广告牌 贺世平
4. 4月13日 电影导读公开课 （4）Sepet 梁友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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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月-6月 驻校艺术家系列导演工作坊 颜永祺
6. 6月22日 佈景设计课系列工作坊 王泰伟
7. 6月24日 生活表演学: 独善其身的应用戏剧讲座 颜永祺
8. 5月-7月 毕业制作课进阶系列编剧工作坊 陈胜吉、沈绍麒
9. 7月17日 导演基础课业界对谈讲座：编剧X制片 梁秀红、林诗佳
10. 7月24日 导演基础课业界对谈讲座：副导X灯光 Yap Khai Soon、叶明广（台湾）
11. 7月31日 导演基础课业界对谈讲座： 演员X摄影 Coby Chong、陈克勤（台湾）
12. 8月7日 导演基础课业界对谈讲座：剪接X美术 苏文泰、俞云冰
13. 8月 毕业制作课进阶系列制片与选角工作坊 林诗佳、周杏纹
14. 8月-9月 毕业制作课进阶系列摄影工作坊 陈衍盛
15. 8月-9月 《肖申克的救赎》系列读书会 曾丽萍

16. 8月19日 四人夜话讲座 1： 【到底要讲话剧的什么进行
到底？！】 颜永祺、庄雪梅、贺世平

17. 9月2日 四人夜话讲座 2： 【说走就走，海外留学】 张永益、许勇宽、梁菲倚、林思杰
18. 9月23日 四人夜话讲座 3： 【成也天能，败也天能】 陈伟光、汪义铭、尹文釬、程昱珺
19. 10月 毕业制作课进阶剪接工作坊 陈胜吉、陈衍盛、苏文泰、沈绍麒
20. 11月 物件与光影系列工作坊 周俊鹏（台湾）
21. 11月 线上编剧系列工作坊 林孟寰（台湾）
22. 12月 《闯入者》读剧语音训练 黄英威
23. 12月8日 《夕雾花园》电影剪接师分享 苏文泰

四人夜话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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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招生活动、受邀讲座、主持评审活动

由梁友瑄主任与贺世平讲师带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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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8日 谷中城教育展 梁友瑄、贺世平 Mid Valley
3月15日 电影中的“她”，是真实世界的写照吗？（电台访问） 嘉宾：梁友瑄 Cityplus FM
4月5日 《校园性别故事——我们的观察与创作》 主讲：梁友瑄 Zoom

4月18-19日 为电影解码-构图与分镜工作坊 梁友瑄、贺世平 Zoom
4月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微电影剧本 评审：贺世平 Zoom

4月-5月 面对面短片比赛决审 评审：梁友瑄 Zoom

6月21日
戏剧联盟线上演艺嘉年华
圆桌对谈【阈限空间生存下的阈值】— 戏剧团体/单位
应疫情产生的反思

与谈：贺世平 Zoom

7月5日 Panelist：“Sit Down, Sit Down You’re Rockin’ the 
Vote!” 与谈：梁友瑄 Zoom

8月1日 大专青全国大专交流营『文化号』主办，金宝拉曼大学
华文学会协办线上论坛《中文剧场，绝境重生？》 主讲：贺世平 Zoom

12月18日 《电检局的27刀：手术刀还是巴冷刀？ —— 导演廖克
发畅谈创作自由与终极关怀》 与谈：梁友瑄 FB Live

18.5.1 第17届戏炬奖

1. 本系第3届毕业生李明杰凭《那扇门》荣
获年度最佳灯光设计

2.本系第6届毕业生陈俊霖凭《百鬼夜行》
入围年度最佳舞台设计

3.本系第10届毕业生王冠庭凭《我的老师》
入围年度最佳音乐音效设计

4.本系第13届毕业生汪佳焌凭《奶奶来了》
入围年度最佳男演员

5.本系兼任讲师爱美丽亚凭《有故事的人：
因為你是女人》入围年度最佳女演员

18.5.2面对面短片比赛

其中本系第11届毕业生辛伟弘，黄国秀及
其团队作品《阿添 Like A Bird》与第14届毕业生
陈宏亮短片作品《随机飞腾》入围《面对面短片
比赛》公开组 12 强，其中《阿添Like A Bird》
获得公开组冠军。

18.5.3 东南亚短片电影节

本系讲师贺世平执导、梁友瑄制片并联合
多位在籍与毕业生拍摄的公益短片《毒道》受
邀参与2020东南亚短片电影节Sea Short Film 
Festival的Moving Panorama Screening单元。

18.5.4 2020年亚洲青少年“崇YOUNG"疫情
独剧版戏剧比赛

本系在籍生获得奖项如下：

1.郭思洁以戏剧作品《昏姻》获得最佳导演
奖以及最佳剧本创作/改编奖

2.黄于瑄以作品《昏姻》获得最佳演员奖

3.郭碧容以作品《飞饿的梦》获得最佳演员奖

18.5.5 继程戏剧文化奖学金

在籍生黄淯宁与侯棗怡与兼任讲师爱美丽亚
获得2020年继程戏剧文化奖学金

18.5 荣誉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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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 短片比赛国内外入围

1.本系第7届毕业生谢佳升的作品《幻影
机》(Blue Light）在今年屡获佳绩如下：

A.受邀参与2020东南亚短片电影节Sea Short 
Film Festival的Moving Panorama Screening单
元。

B.在2020 Mini Film Festival荣获最佳短
片奖。

C.入围2020台湾南方影展。

2.本系第13届毕业生温骏业的短片作品
＜Waiting For Ah Seng＞入选为Mini Film 
Festival的Special Mentioned Programme。

18.5.7  Khind Starfish Foundation Project 
for Happiness

第十五届舞台组毕业生以作品<The Distance 
Between Us>荣获2020年机兴海星基金会 Khind 
Starfish Foundation Project for Happiness 的赞
助演出此作品。

18.5.8 国际剧本创作奖

本系第11届毕业生沈淑琪以作品《绑架案》
成为亚洲“妙”影视剧本创作2020的网络电影
获胜者。

结语：

戏剧与影像系培养出的毕业生，他们有些
已经在剧场和影视两个专业领域有所作为。顺应
戏剧与影像在全球的发展趋势，必须使他们成为
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创作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本系将继续加强软体与硬体的设备，开拓更广的
创作联系，厚植学生的人文艺术素养，希望在未
来，能有更卓越的发展。

在加强技艺的同时，本系也鼓励学生接触
社区，关心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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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十九）媒体研究系

19.1 出版6份《观察家》社区报

19.2 公关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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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由于疫情的关系，课程以线上的

方式进行，各科目都采取了相应的调整。《观
察家》采取了全部线上作业的方式，从采访、
组稿、排版至出版，老师及同学们都采取远距
及线上的沟通方式。公关实务针对疫情举办了
《Spread Your Smile 照样微笑》及《Let‘S’ 
Go冇鸭梨》，提倡正能量及唤起大众处理压力的
重要性。今年共举办9场“媒体人实务分享”系
列讲座，采取线上的模式，邀请分布于不同领域
的业界媒体人分享工作经验。

媒体研究系陈家旸同学以小说《提灯与泥
人偶》获得2020年“第9届红蜻蜓少年小说双年
奖”银奖。

配合5月份及9月份两学期的“报章出版实
务”课，修课同学（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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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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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与行动管制令的
关系，《观察家》有别于以往的运作方式，转为
线上采访与出版的形式。编采部学生由于无法外
出进行采访拍摄工作，故全部改为线上访问，并
向受访者索取照片或寻找网络免权照片，进行后
端的排版设计工作。

另外，由于取消广告招徕工作，行政部改
为线上免费与公益广告刊登，以协助宣传小农小
商小贩小店家，渡过疫情难关。与此同时，行政
部也增设多一个社群组，全权管理与运作《观察
家》的脸书，让更多读者可以看见线上版的《观

察家》。虽然《观察家》没有进行平面发行，不
过，仍然有印刷出来制作合订本予同学。

5月份社区正刊专题为“垃圾：最长寿的人
造物”，带领读者了解行管令之下外带外送等带
来的一次性垃圾的问题。副刊主题为“睡眠迷
思”与“新形态工作”，旨在关心人们的睡眠品
质，尤其在疫情期间居家的作息状态，另外，也
介绍不同职业在疫情影响下如何开展新的工作模
式。本学期校刊的主题是“疫情下的教与学”，
关注师生在网络/线上教学的情况，以及面对的
挑战，也关心学生上网课的压力与状态等。

9月份社区正刊专题为“瘟疫蔓延时期的   
‘机’与‘变’”，主要了解商家与小贩如何
应对因疫情冲击下经济低落的困局，同时梳理
2020年政府的纾困措施，最后带读者了解外送
行业的情况。副刊主题是“90后：兴趣就是生活
的米饭”，访问不同90后达人从事手工皂、咖啡
师、电竞选手、城市游牧人等另类工作的体验。
校刊的主题为“校园防疫如何做？”，探讨校方
如何进行防疫工作，与防疫前线人员的工作情
形。同时，也探讨同学如何善用网络资源工作赚
取生活费。

这是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每年必办
的公共关系实务课，意即学生必须把之前所学的
理论或知识运用在筹办一场主要的公关活动。在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期间，同学也发挥
创意用有别于传统公关的传播方式，以社交媒体
平台来主办社区关怀活动，充分发挥网络公关的
优势。这堂公关实务课设置不但让学生走出象牙
塔，发挥所长，还能体验筹备公关活动的实际状

况，继而更进一步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活动
也秉着学院“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教育理
念，借此向外推广社区关怀意识。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大马爆发令国
家和人民陷入困境。疫情期间，人民的生活过得
非常压抑，生活开始被日渐加重的压力笼罩。疫
情期间大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不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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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种族、年龄、身份、或性别。

因此，2020年5月份学期的27位媒体研究
系文凭班同学在行动管制令（MCO）期间筹办
了一场名为 《Spread Your Smile 照样微笑》的
微笑收集计划，每位网民tag至少一位朋友，通
过拍照打卡的方式上传到社交媒体去参与这次的
微笑收集计划。最后再聚集所有参与者带有微笑
元素的照片，合并成为活动的原创主题曲MV里
的画面。一起凝聚大众微笑的力量，感染身边的
人，使世界变得更温暖！

另外，同学也特别筹备了《Spread Your Smile 
照样微笑》原创主题曲MV，除了透过歌曲散播正
能量，也特别感谢所有前线人员，医护人员，警
察和外卖员在疫情期间对社会的贡献。其他的活
动包括直播，如演员兼搞笑型YouTuber - Jaspers 
Lai赖宇涵LIVE， I DO音乐社LIVE，媒体系应届实
习生陈伟翔探讨Work From Home 居家实习的感
受，等等。在2020年7月期间，同学也略尽微薄
之力来到普爱残障儿童协会发送物资与温暖。

《Spread Your Smile 照样微笑》
脸书及Instagram专页

Fb page：https://www.facebook.com/Spread-
Your-Smile-100717518350367

IG：spreadyoursmile__

 由于疫情蔓延，9月份学期的52位公关实务
同学亦希望借着《Let‘S’Go 冇鸭梨》社区关怀
活动，聚集网民的力量举行各类线上活动以提高

公众对释放压力的醒觉。在吉祥物“鸭梨仔” 高
喊 “嘿压力 ，慢走不送！”的活动口号中迎来
一波又一波的公益活动。

其中包括与辅导与心理咨商系系会合作的
线上心里测验，MY Psychology马来西亚心理学
教育平台提供的心理评估及资讯，《冇压力，
冇问题！》的访谈嘉宾，GoXuan电台主持人
Catherine凯心“隔空”分享她在人生低潮所经
历的种种压力及解决方式，《压力这回事！》访
谈嘉宾，新纪元学院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郭
富美博士分享有关压力的知识和释放压力的方
法，同学自己创作的减压短影片，还有《冇鸭
梨Let‘S’ Go》主题曲MV及线上《减压舞蹈挑
战》，以轻快的曲风及歌词感染网民，进而带动
更多民众参与其中，共同疏解压力。

行有余力，则以助人。在12月中旬也就是
活动后期，这批同学亲自采购了干粮、米、罐头
食品及日常用品等，将这些承载着百分之百诚意
的物资捐赠到受疫情波及的 同心乐龄关怀中心，
佳宁之家和Pusat Jagaan Warga Emas Syurga 老
人院，以便减轻他们的负担及压力，亦为这个公
关活动完美落下帷幕！

《Let ‘S’ Go 冇鸭梨》社区关怀活动
脸书、Instagram及抖音专页:

Facebook Page : https://www.facebook.com/
LetStressGo2020
IG : let.s_go2020

Tiktok /抖音：let.s_go2020

19.3 三年制《媒体与传播研究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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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研究系已于今年11月
向高教部MQA递交学士学位课程之申请——中文
媒体与传播研究学士（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Chines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在筹备新课程过程，赖于系上全体老师的
协助与配合，完成两场校友焦点团体访谈、毕业
生报读意愿调查、业界需求调查与在籍生报读意
愿调查等分析，也规划了三年制课程的方向与内
容设置。目前新课程仍等待MQA的回复，预计
2021年5月份或9月份正式开课。

媒体研究系陈家旸同学以小说《提灯与泥
人偶》获得“第9届红蜻蜓少年小说双年奖”银
奖。陈家旸生于1998年，来自槟城威南县。作
为一个创作者，他习惯用文字构建对世界的认
知，用故事表达想要倾诉的思绪。他相信文字蕴
含的力量，祈愿文字能为世界带来更多温度。陈
家旸自201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听，我的天使

在唱歌》后，陆续出版了《我们不会忘记，终将
消失的你》《就算星星忘了，我也记得你喔！》
《学姐，请不要捉弄我！》。陈家旸同学选择就
读媒体研究系，是想在文字创作之外的领域多方
尝试。不希望自己身上“只有一把刀”，希望自
己能习得更多的技能，而累积更多的选择与可能
性。

19.4 媒体研究系学生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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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媒体人实务分享”系列讲座

今年共举办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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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4日 13:00-15:00

吴楚钧 / 艺文活动策划/
老师没有教的数学题：公关价值评估案例分享

6月9日 13:00-15:00
Dino吴其栋 / One FM

One FM 《周末快乐点》电台DJ / 兼职学院讲师 / 影片创作者 / 斜杠青年 /
新媒体时代，将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

7月14日 13:00-15:00

胡小胡 / 电视节目企划及声音后制人 /
哪类节目最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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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 13:00-15:00 黃志喜 / ZingGadget 制作部经理 /
数码媒体影片制作

7月29日 13:00-15:00

Yap Guan Sam / digital marketing content creator /
Online Marketing & Digital Advertising strategies

7月30日 13:00-15:00

梁美善 / 小米马新区营销经理 /
品牌的传播：媒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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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12:00-15:00

Chong Jia Hao / E-sport media / 
Live Streaming

8月13日 13:00-15:00

张芷心 /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
马来西亚的数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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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 13:00-15:00

包若芹 / CityPlus Fm音乐执行 /
音乐空中飞

10月23日 13:00-15:00

林绍胜 / 时事漫画家 /
漫侃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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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12:00-14:00

Vincent 邱武维 / 电台节目制作人 /
电台幕后工作的辛与乐

11月27日 12:00-14:00

苏靖怡 / Astro《八点最热报》&《新闻报报看》制作助理 /
每分每秒都变得很关键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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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 12:00-14:00

关家汶 / 《访问》编辑兼记者 /
在一个“流量决定一切”的时代当记者

12月2日 15:00-17:00 邓敬延 /  LokaLocal Photographer and Videographer /
旅摄

12月4日 13:00-15:00

叶瑞良（阿良） / 电影工作者 /
All About Film

12月9日 15:00-17:00 邹贵寅 / 《诗华日报》摄影记者 /
新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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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12:00-14:00

Genevieve刘怀懿 / 自媒体、内容创作者 /
走出媒体，走入自体媒

12月23日 12:00-14:30

林春莲 / 资深记者、作者 /
那些小咖英雄們：人物的採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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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 09:00-12:00

黄义忠 / 前资深媒体人、纪录片研究者 /
纪录片与永续发展

12月30日 12:00-14:30

黄照峰 / 慈济雪隆分会影视新闻组长 /
报导的温度──电视新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