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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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校长（学术与研究）

负责统筹与管理配合本校与各系的发展格局与方向，研究与出版工作和提升本校的学术地位。

1.1	 学术事务

1.1.1	 大学学术工作与发展

本部门在各院系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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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门配合与协调各院系的学术事务，必要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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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主持学术
质量委员会会议	 (Academic	 Quality	 Assurance	
Committee	Meeting	或	 AQ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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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研究生院和院长、系主任探讨各硕博课程	
MQA	规定研究领域	 (Bidang)	的事项与考虑适合
措施。对硕博研究课题提供意见。参与中文系
与	ASEAN	Studies	硕士课程的	MQA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会议和官方进行讨论，并总和会议
结论经过	AQAC	会议讨论与传达给各院与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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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主
持每月一次的“学术质量委员会”（AQAC）会
议。为符合MQA对大学层面的学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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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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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已出版三份包括电子版的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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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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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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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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设立“研究管
理中心”(Research	Management	Centre)。目的
为促进各系申请研究经费的研究工作。

1.1.5	 统筹学报事务

（1）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MJCS)

本校自2012年起出版了英文期刊，即Ma-
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从2013年
开始每年出版两次。至今共出版了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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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CS是马来西亚唯一以
华人研究为主题的英文学报。

自2020年，学刊编辑委员会与顾问委员会
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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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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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10,	 No.	 1及Vol.	
10,	 No.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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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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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Journal的评
鉴文件，并于2021年1月初提出申请。

总体负责和处理邀稿、委任海内外申稿人、
协调投稿人的修改文章工作、负责进行与分配编
辑工作、校对等出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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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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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与研究生讨论会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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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研究生开题报告委员会	
(Panel	 of	 Advisors)	 讨论，为研究生的开题报告
提出学术意见与指导，并两次主持硕士	Board	of	
Examiners	的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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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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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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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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研究事务

1.2.1	 研究项目

进行日常研究工作包括完成各项研究计划。

1.2.2	 论文、书评与短文发表

（1）书籍

(a)《英译唐诗选集：春风不改旧时波》，
（Tang	Poems	 in	 English:	A	 Selection）新纪元
大学学院。

（2）书评

(a)	 Malayan	 epidemiologist	 Dr.	 Wu	 Lien-
Teh:	The	forgotten	hero.	A	review	of	The	Plague	
Fighter:	 The	 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by	Wu	Lien-The,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1),	2021:	101-106.					

(b)	 Drama	 and	 Life.	 A	 review	 of	 Legal	
Contest	 [斗法]	 by	 Shin-Ping	 Ho	 [贺世平],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2),	
2021:	105-108.

（3）短文

(a)	Dr.	Wu	Lien-The	 the	Plague	 fighter:	 A	
forgotten	 Malayan	 hero,	 载《新光杂志》，加
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21年6月,	68-72.		

(b)	 Reminiscences	 of	 the	 early	 day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Kuala	 Lumpur,	 载《新光杂志》，加影：新纪元
大学学院，2021年12月,	32-37.

(c)	 Translation	 of	 Tang	 Poems，载《新光
杂志》，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21年12月,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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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主办了10场线上专题讲
座，包括本人的讲座：	“Place	names	and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	Examples	from	East	Asia”	
2021年1月16日。	

1.2.4	 研讨会

（1）	 Onlin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Journal	Editing	and	Scopus	Indexing,	organised	
by	Elsevier,	Sept	7,	2021

（2）“International	 virtual	 conference:	
Governance	 of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ast	Asia”.	Organised	by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ICS,	UM)	December	9,	2021.

（3）Regional	 Order	 an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Asia	and	China	in	the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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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political	Economy,	Organised	by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ICS,	UM)	December	9,	2021.

（4）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organised	by	NEUC’s	Education	

Dept.	and	delivered	opening	remarks,	4-12-21.

（5）Attend	 the	 ISSCO	 Conference	
organis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4-12-21	
(afternoon	session).

1.3	 行政事务

参与校内的行政事务如下：

（1）受委为大学评议会委员之一，参与各
学术事务与政策讨论，包括各院系的工作计划与
财务预算项目。

（2）受委为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管
理委员会成员之一，为技职教育的课程与学术方
面提供意见。

（3）参与MQA评估新纪元大学学院申请为
APEL	(C)中心的会议。

（4）协助草拟信函与相关附件，向李氏基
金征求拨款资助期刊的出版经费。

（5）推荐研究类参考书目给图书馆进行购
书，以丰富研究丛书的馆藏。

（6）参与英文及其他科目的业界教学之讨
论与磋商。

（7）为打造本校学术人员的学术专业形
象，鼓励学术人员将个人简介、研究与出版成果
挂在网站。同时，成立网站设计小组，加强网站
页面的视觉效果。

（8）协助各部门提升文件的中英翻译水
平，也物色有学术背景的翻译人员协助论文的中
英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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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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U	
课程、和英文课程负责单位	Just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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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软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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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各系课程需求分配	 ZOOM	 的使用量，确保所
有课程能顺利展开。

2.2.2	 抄袭侦测软件

为有效使用抄袭侦测软体且避免浪费，本组
与电脑中心协调，由讲师依据个人所需向电脑中
心提出线上申请，电脑中心将依据本组批核结果
提供个人账号予讲师，由讲师自行上网侦查。

2.2.3	 课程评估

本组采取教学人员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作为实施讲师评估，不同等级的
讲师依据级别皆有不同的分数比，藉此评估改善学
科及讲师的素质与建立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心态。本
年度约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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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硕博士课程开班

2020年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及工商管理博士
课程取得认证，获准开办，并在2021年7月5日
正式上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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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硕士课程，11位；（4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2位；（5）中华研究硕
士课程	 (在职)，5位；（6）东盟研究硕士学位课
程	 (在职)，1位；（7）教育学硕士课程（在职）
，1位；（8）东盟研究博士学位课程，7位；
（9）中华研究博士课程，16位；（10）中华
研究博士课程	 (在职)，2位；（11）教育学博士
课程，4位；（12）工商管理博士课程，4位；
（13）中华研究硕士课程（中国），21位；
（14）教育学硕士课程（中国），12位；（15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国），57位；（16）
东盟研究博士学位课程（中国），8位；（17）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中国），151位；（18）教
育学博士课程（中国），65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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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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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共有七项学费减免方案供学生申请，分别为：
卓越学术表现学费减免、学优生学费减免、独中
校长推荐学费减免、体育生学费减免、才艺优秀
生学费减免、多元文化学费减免、在籍生/升班
生学费减免。2021年，各类奖学金发放总额为
马币2,952,875.00，受惠学生396位，实践了“
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办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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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院级与校级优秀生评选业务

2021年因疫情关系，注册处课务组伙同人
事处，于2021年4月14日举办	 “2020年新纪元
颁奖典礼”	 ，在线颁发三个重要奖项，分别为
2020年新纪元优秀教师奖、2020年新纪元优秀
服务奖，以及2020年9月份学期的校级和院级优
秀生名单，以鼓励本校的优秀学生，树立明确的
学习目标。

2.2.7	 新纪元优秀教师评选业务

优秀教师评选目的主要以激励教师在教育教
学、教学管理中做成突出成绩，不断推进学校教
学素质的改革和发展。优秀教师评选后，因疫情
关系，注册处课务组于2021年举办线上颁奖典
礼。

表2.1：	2020年度优秀教师评选名单

序 院系 优秀教师

1. 会计、管理与经济
学院

Theepa	A/P	
Paramasivam

2.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
学院

Nor	Idayu	Binti	
Ahmad	Azami

3.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王睿欣博士
4. 美术与设计学院 谢易伸

5. 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
学院 贺世平

6. 注册处（课务组）
Hafatin	Natrah	
Binti	Md	Noh	@	
Safar

7.
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吴伟光
8. 颜建翔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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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由于疫情关系本校未有访问
学人，客座教授则有：拿督杜干焕博士、甄义华
教授、刘禄登教授、黄大志教授、邱武德名誉教
授、柯木林、吴建国、李文通教授。

表2.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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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督杜干焕博士
Dato’	Dr.	Toh	Kin	Woon 前槟城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4月1日至

2021年3月31日 研究生院

2 甄义华教授
Prof.	Chin	Yee	Whah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类学与社
会学主任暨社会学学院教授

2020年7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 商学系

3 刘禄登教授
Prof.	Kevin	Low	Lock	Teng 管理与科学大学客座教授 2020年7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 金融与会计系

4 黄大志教授
Prof.	Wong	Tai	Chee

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
院长兼教授

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东南亚学系

5
邱武德名誉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	Khoo	
Boo	Teik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2021年2月1日至
2022年2月28日 东南亚学系

6 柯木林
Kua	Bak	Lim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
董事

2019年3月1日至
2021年2月28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

7 李文通教授
Prof.	Lee	Boon	Thong 汝来大学副校长 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东南亚学系

客座副教授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1. 吴建国
Mr.	Ng	Kean	Kok

FRSIC会计师协会（MIA）成员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资深会员

2020年7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 金融与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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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学术委员、校外考委、产业委员

遵循	MQA	规定，每个课程都需委任外界人
士担任学术委员、就学术管理和课程/课程的整

体管理问题提供建议；校外考委，审查或修改试
题，对具体问题的优劣和标准进行评论及建议；
产业委员，分享在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并为不断改进课程/课程提供建议和意见。

表2.3：2021年新委任、续任委员名单

序 姓名 服务单位 任期（期程） 访问单位

学术委员	Academic	Advisor

1 Professor	Masatoshi	
Matsumoto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Medicine),	
Hiroshima	University

2021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乐龄服务与管理
学院

2 Associate	Prof.	Dr	
Fan	Pik	Wah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21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	

3 Associate	Prof.	Ding	
Seong	Lin

Department	of	Malaysia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aculty	of	Languages	&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21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

4 Prof.	Lee	Cheuk	Yin

Minor	in	China	Studies	Program	
Office	of	Programmes,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21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

5 Prof.	Ts.	Dr.	Zuriati	
Ahmad	Zukarnain

Timbalan	Dekan,	Sekolah	
Pengajian	Siswazah,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2021年3月1日至
2023年2月28日 资讯科技系

6 Ts.	Dr.	Koh	Tieng	
Wei

Depart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2021年3月1日至
2023年2月28日 资讯科技系

7 Dr.	Ng	Keng	Yap

Depart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2021年3月1日至
2023年2月28日 资讯科技系

8 Dr.	Saizi	Xiao
Research	Fellow	at	Malays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MIER)

2021年9月1日至
2023年8月31日

乐龄服务与管理
学院

9 Professor	Dr.	Danny	
Wong	Tze	K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21年9月1日至
2023年8月31日 东南亚学系

10 Dr.	Patricia	Joseph	
Kimong

Faculty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2021年10月1
日至2023年9月
30日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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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r.	Norzihan	Binti	
Ayub

Faculty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2021年10月1
日至2023年9月
30日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

校外考委	External	Examiner

1 Assoc.	Prof.	Dr.	Ng	
Miew	Lua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Ques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erak	
(QIU)	City	Campus

2021年2月15
日至2023年2月
14日

媒体研究系

2 Associate	Prof	Dr	
Liau	Ping	L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C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Sungai	Long	Campus

2021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

3 Dr	Chai	Siaw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21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

4 Assoc.	Prof.	Dr.	Lim	
Choon	Be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2021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

5 Prof.	Ts.	Dr.	Zuriati	
Ahmad	Zukarnain

Timbalan	Dekan
Sekolah	Pengajian	Siswazah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2021年3月1日至
2023年2月28日 资讯科技系

6 Ts.	Dr.	Koh	Tieng	
Wei

Depart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2021年3月1日至
2023年2月28日 资讯科技系

7
Associate	Professor	
Dr.	Helen	Ting	Mu	
Hung

Institute	of	Malay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KMA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2021年9月1日至
2023年8月31日 东南亚学系

8 Dr.	Tan	Joo	Siang
Fakulti	Sains	Sosial	Dan	
Kemanusiaan,	Sekolah	Pendidikan,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2021年10月1
日至2023年9月
30日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

产业委员	Industrial	Advisor

1 Associate	Professor	
Dr.	Any	Lay	Hoon

Jabatan	Bahasa	Asing,	Fakulti	
Bahasa	Moden	&	Komunikasi,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2020年1月1日
至2021年12月
31日

教育系

2 Datin	Prof.	Dr.	Mari-
ani	Binti	Md	N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l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laya

2020年1月1日
至2021年12月
31日

教育系

3 Mr.	Lo	Wen	Ping Gaming	Technology,	Genting	
Malaysia	Berhad

2020年10月1
日至2022年9月
30日

资讯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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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r.	Goh	Kee	Tong Founder	of	HighSchool.my,	W	
Creative	Study

2021年2月15
日至2023年2月
14日

媒体研究系

5 Mdm	Teng	Heng	
Lan

2021年6月1日至
2022年5月31日 教育系

6 Dr	Ang	Xing	Yuen My	Place	Convelascent	Home	Sdn	
Bhd

2021年7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

乐龄服务与管理
学院

7 Ms	Eve	Lim	Wei	Jia Ninth	Spectrum	Gallery	Sdn	Bhd 2021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中国语言文学系

8 Dr.	Lee	Chee	Siang Turning	Poin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Wellness

2021年10月1
日至2023年9月
30日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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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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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里，本组共接到
9宗有关学习情形的反馈，并已协助学生进行沟
通。

2.2.12		学术课程全面认证与	Pematuhan

由注册处及学术质量管理部主导，获得了市
场营销专业文凭课程、中华硕士课程及东南亚硕
士课程MQA的全面认证；同时，完成了戏剧与
影响专业文凭课程、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幼
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平面设计专业文凭
课程、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美术与设计大学
专业基础课程8个课程的Pematuhan，并如期呈
交予MQA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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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处（考试组）

3.1	 注册处（考试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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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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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各学期进行小型期末考试（线上考）
的课程及科目数量如表3.1：

本学年期末考科目数量

学期 DCS DWD DIT BSE 总计
5月份学期 2 1 1 1 5

学期 DBA DIM DAC DVA DGD DID DMD BBA BIM BFA BSE 总计
9月份学期 7 2 5 1 2 1 1 9 4 4 1 32

本校从去年3月份学期开始，在疫情期间调
整了期末考核的进行方式，也鉴于今年的疫情尚
未稳定，各院系可自行选择采取作业考核来替代
面对面期末考或采用小型期末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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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从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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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1

本学年各课程期末考试 考试周

学期 课程类型 起 迄

2月份学期
大学基础课程、专业文凭课程及学士学位课程 2021年4月19日 2021年4月25日

证书课程 2021年7月19日 2021年8月1日
5月份学期 大学基础课程、专业文凭课程及学士学位课程 2021年8月30日 2021年9月12日
7月份学期 大学基础课程、专业文凭课程及学士学位课程 2021年9月13日 2021年9月19日
9月份学期 大学基础课程、专业文凭课程及学士学位课程 2022年1月17日 2022年1月30日

表3.2：本年度各学期期末考试起讫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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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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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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课会议 系会议 院会议 考试委员会 大学评议会

2月份学期
常规 2021年

4月30日
2021年
5月3日

2021年
5月4日

2021年
5月7日

2021年
5月7日

证书课程 2021年
8月9日

2021年
8月11日

2021年
8月12日

2021年
8月19日

2021年
8月20日

5月份学期 常规 2021年
9月20日

2021年
9月22日

2021年
9月23日

2021年
9月28日

2021年
9月29日

7月份学期 特别 2021年
9月29日

2021年
9月30日

2021年
10月1日

2021年
10月7日

2021年
10月8日

9月份学期 常规 2022年
2月9日

2022年
2月10日

2022年
2月11日

2022年
2月16日

2022年
2月16日

本校自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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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学期、5月
份学期、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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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全盘如此运作，其中包
括通识课分数评定会议、科系/部门分数评定会
议、院分数评定会议、考试组制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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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病假不

能参加考试，且具有证明不能参加考试，经准假
补考者，得补考一次，按原试卷分数百分之六十
给分。学生须依规定补考，逾期无论任何理由，
不得补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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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点数介于1.00至1.99，即分数介于30%至
49%，等级为D或E者，可于当学期申请重考。每
学期的重考科目最多为2门，每门科目只允重考
一次。重考卷均以100分出题，有效成绩为C级
50%	封顶，即成绩点数2.00。重考后不及格的科
目，须申请重修。

本年度各学期补考、重考及重审的人次如表
3.4。

表3.3

学期 2月份学期 5月份学期 7月份学期 9月份学期

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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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进行
重考 5 1 0 待进行

成绩重审 10 5 0 待进行

表3.4

3.1.5	 扣考、旷考及作弊

扣考：若旷课逾该科目授课总时数20%者将
被扣考，扣考者的成绩	 (含考查部分)	 记	 “0”	
分，该科目不得申请重考，必须重修。考试当天
迟到30分钟以上，且无合理原因者，将被禁止进
入考场参与该科目的考试，视同被扣考。扣考者
的成绩	 (含考查部分)	 记	 “0”	 分，且该科目不
得申请重考，必须重修；旷考：无故缺席考试者

视为旷考，旷考者的成绩	(含考查部分)	记	“0”	
分，该科目不得申请重考，必须重修；作弊：凡
考试作弊者，该科目成绩以	“0”	分记，考试作
弊者必须重修，不得申请重考。连续考试作弊达
两次者，应以退学处分。

本年度各学期被扣考、旷考及作弊的人数如
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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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2月份学期 5月份学期 7月份学期 9月份学期

扣考 0 1 0 待进行
旷考 多数科目以考核作业替代面对面期末考，所以没有旷考情况。 待进行
作弊 多数科目以考核作业替代面对面期末考，所以没有作弊情况。 待进行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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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表3.5

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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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份学期
常规 2021年5月10日 2021年5月27日 2021年6月22日

证书课程 2021年8月23日 2021年9月3日 2021年9月30日
5月份学期 常规 2021年9月30日 2021年10月14日 2021年11月12日
7月份学期 特别 2021年10月11日 2021年10月25日 2021年11月15日
9月份学期 常规 2022年2月18日 2022年3月7日 2022年3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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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因新冠病毒疫情持
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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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疫情期间，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受
影响，本校也延续学杂费分期付款计划，为新生
及在籍生纾困。一学期的学杂费分三期缴付，第
一期20%，	第二期45%，	第三期35%。

表4.1：2021年各学期申请学费分期付款人数统计表

学期
人数 2月份 3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申请学费分期付款人数 532 1 400 0 159 371 139 0
注册学生人数（含学术、

技职、硕博班） 1924 83 1169 23 934 1249 85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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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于本校各课程的扩充，加上疫情的影
响，新生入学梯次已显著增加，从原有的2月、5
月、7月、9月、10月共5个梯次，增加至2月、3
月、5月、6月、7月、9月、10月、11月，以致
现有学号的编号系统已不敷使用。因此，本处
与电脑中心合作，重新检讨学号编码的安排，将
学号第三码以月份表示，至于10月、11月、12
月，则分别以A、B、C表示。以2022年11月学

期为例，学号系统将为：22B0123；2022年9
月份学期入学者，学号系统将为：2290123，新
的学号编码系统将于2022年正式启用。

为简化本校学生有关在籍信及KWSP申请信
的申请，本处也与电脑中心合作，将信件申请程
序自动化。学籍有效的学生将能随时透过学生系
统取得申请信函。在日常业务中，本处也针对学
生报名系统、收费系统、成绩系统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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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为2021年，学术与技职课
程注册、开课日期及作业方式。（表4.1）

表4.1：2021年新纪元大学学院暨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注册与开课日期表

课程 学术课程 技职课程

梯次 注册日 开课日 注册日 开课日
第一次 2月18日 2月19日 2月18日 2月19日
第二次 5月15日 5月17日 7月15日 7月16日
第三次 9月30日 10月1日 10月14日 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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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毕业典礼

今年预计主办2场毕业典礼【第二十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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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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连同第二十一届春季
和秋季的2场毕业典礼一并补办。

由於毕业典礼展延举行，毕业证书与成绩总
表，同时以电邮和纸本方式寄发给学生，好让学
生可以备齐相关文件，面试工作或继续深造。

表4.2：21届至22届毕业生人数总表（单位：人）

院 21届春季 21届秋季 22届春季 22届秋季 总数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19 75 25 56 175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13 48 32 85 178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12 64 7 73 156

美术与设计学院 17 43 10 32 102
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 17 89 27 50 183

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196 270 N.A 197 663
总人数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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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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BA 2020

5.2	 研究生院招生–2021年9月入学	

5.3	 研究生院行政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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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7月	—	10月

5.4	 学术管理

序 课程简称
2021年9月招生

录取人数（本地） 报名人数
1. MCS 3 3
2. MAS - 1
3. MED 5 11
4. PDCS 3 4
5. PDAS 4 2
6. PHED - 2
7. PDBA 4 4

总和 19 27

本院在2021年一共招收19位本地学生	。

本院于2021年10月2日顺利进行线上迎新
日，热烈欢迎第三批成功报名的硕博士生。当日
活动主要侧重于向硕博学生介绍本校硕博课程开
办的心路历程与特点，并通过讲座强调硕博士生
对学术专业应有的学习态度。

本院秉持优质教学与塑造良好的研究生体系
为信念，以主导研究生学术委员会（GSAC）及
研究生管理委员会（G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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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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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两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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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及7月3日为4位东盟研究硕
博生、3位中文系硕博生及1位教育系硕士生举办
了线上专题研讨会。本院鼓励所有硕博生参与发
表及提呈报告，而东盟研究硕博生则被指定必须
参与。此次研讨会有助于增长硕博生提呈报告的
自信心，通过师生间的讨论及建议加以改善，为
接下来论文开题答辩做好准备。专题研讨会是一
个让硕博生分享各自的论文计划书，并获得导师
反馈的平台。

5.5.2	 论文开题答辩

本院于2021年进行了两次线上开题报告，
第一次于1月23日、1月30日及2月27日，为9位
中华研究硕博生和3位东盟研究硕博生进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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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

5.6	 教学和学术研究

开题报告；第二次则在8月7日、12日、21日及
28日，为8位中华研究硕士生、7位教育系硕士
生和2位东盟研究硕博生进行论文开题报告。全
体硕博生通过开题报告，可继续完成论文。

5.5.3	 论文答辩

本院于2021年10月2日、3日、9日及10日
进行7场硕士论文答辩，一共有6位中华研究硕士
生及1位东盟研究的硕士生参与答辩。7位硕士生
全体通过论文答辩完成修业，目前等待毕业。

5.6.1	 教学

序 执行者 课程 执行日期

1. 黄裕端博士
研究方法	（东盟研究） 2021年10月至12月

阅读指导Directed	Reading 2021年6月至9月

5.6.2	 学术研究

序 执行者 研究项目 执行日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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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Generation	
Buddhists	 in	British	Malaya:	A	Transnational	History.	 It	 is	 sponsored	
by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and	undertaken	by	the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2年

2. 黄裕端博士 西马小镇历史研究(History	of	Small	Towns	in	West	Malaysia) 1年

5.6.3	 学术发表

序 作者 发表处 种类 发表日期

1. 黄裕端博士 《华商先辈·人文情怀》系列讲座第四讲 讲座 2021年8月25日
2. 黄裕端博士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期刊论文 2021年6月
3. 黄裕端博士 Graduate	School	Seminar 讲座 2021年3月15日

陈凯希与陈秀英研究生奖学术评选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于2021年8月4日成功于线上进行。学
术评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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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二届得奖学生总金额为RM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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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将奖金转予各
得奖学生。研究生奖颁奖典礼于2021年10月2日
成功于线上举办，当日陈凯希先生代表亦出席见
证。

其获奖硕博士名单如右：

序 获奖硕博生名字 课程 奖学金数额

1. Pang	Yee	Ling	
潘漪铃	

MCS RM	3,000

2. Khan	Keng	Yi	
简敬谊	

MCS RM	3,000

3. Ng	Swee	Kheng	
黄瑞庆	

MCS RM	3,000

4. Wong	Meng	Cheen	
黄能世	

PDCS RM	5,000

5. Lee	Yun	Xin	
李韵欣	

PHED RM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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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贤研究基金推介礼于2021年10月16日
成功于线上举行。卓南生教授及蔡史君教授于
2021年初提出捐赠10万令吉予新纪元大学学
院，成立“南贤研究基金”，以协助研究生完成
论文研究。这笔基金有助于提升该校的学术发
展，培养下一代学者。

该基金的宗旨是发放给有需要的研究生，
协助研究生进行田野调查、参与研讨会、出版论
文等。本院将在2022年上旬对本校研究生发布
相关详情。本校研究生皆可申请，主题以历史、
政治、外交及和平相关议题为优先，最高金额为
RM5,000。有关基金将由本院每年发放一次，首
阶段将运作3年。

5.9.1	 Nusantara	系列讲座

		 	本系列讲座旨在邀请在各领域有相应成就
的外部学者及学术人员提供专题讲座，促进校内

外学术人员的学术交流，以及提高研究生的学术
视野。本系列讲座2021年一共举办了两次，预
计将在2022年继续进行另外3场。2021年本系
列讲座名单如下：

5.8	 南贤研究基金

5.9	 研究生院讲座

序 演讲者 讲座题目 日期

1. 杜乾焕博士 Messy	Politics	and	a	Dismal	Economy	—	What	can	Civ-
il	Society	do?

2021年3月8日

2. 卓南生教授 《岸田上台后中日关系的展望》 2021年10月16日

5.9.2	 研究生院专题讲座

							本系列讲座旨在邀请在校内学术人员提
供专题讲座，以促进校内学术人员与研究生

之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开拓研究生的学术
见解。本院专题讲座在2021年一共举办了两
次，名单如下：

序 演讲者 讲座题目 日期

1. 黄裕端博士 Historical	Nexus	Between	Towns:	Penang,	Taiping,	Kampar,	and	
Teluk	Anson 2021年3月15日

2. 黄永宝教授 Captain	and	the	Widow:	How	Kapitan	China	Yap	Ah	Loy	won	
and	lost	Kuala	Lumpur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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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

6.1	 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准备首创马来西亚照护文凭课程

在去年成立的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顺利完
成首年的照护专业文凭课程内容和教材的开发工
作，并准备提呈高教部MQA的新课程申请文件，
目前等待合适的时机提呈给高教部，有望推出全
国首个照护专业文凭课程，为马来西亚老龄化社
会的未来应对迈出重要的一步，体现中华传统孝
道和造福未来的长者。

6.1.1	 宣传与招生

本院展开系列宣传，包括3月17日星洲日报
全版访问“马来西亚迈入老人国：老该怎么养”
，4月20日南洋商报全版访问“不言休，不言
败：年老不是问题”等等。为提高中学生对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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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教师与家长参与的讲座包括：《长
者照护：二十一世纪的王者学科》而针对中学生
的讲座包括《相爱到老	--	长者照护教育的学科和
就业》。

星洲日报访问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胡禄铭博士

虽然受疫情阻扰无法进入校园，本院改为网
上推出活动并顺利举办《天使	：关爱老人家，关
爱家人老》系列工作坊，每场针对不同课题和大

学生、中学生交流，如：

工作坊1： 当长辈老去和离去时，我们该如何
从容地去面对

工作坊2： 如何防范及应对老年病			
工作坊3： 给予老人们感受到温暖以及关怀	
工作坊4： 了解老人的心理变化			
工作坊5： Caring	 for	 the	 elderly	 can	 start	

from	us		（英文为主）
工作坊6： 如何缩小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差

距		
工作坊7： 年轻人如何照顾老年人	

6.1.2	 公众活动

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继续积极约见商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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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带领博士研究生主办系
列免费的社区课程，包括《老年人生活照护的目
的与原则》，《了解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了
解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掌握老年人健康概
念》。

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与公关处拜访MKH丹斯里曾贵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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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位海外博士
生和4位本地博士生在院长指导下研究老龄化和
照护相关的课题。

本院参与的学术会议包括1月18日举行的		
《马来西亚高龄化论坛》由院长胡禄铭博士发表
演说，以及香港公开大学6月23日举办的《老龄
政策与养老房屋国际论坛》由院长胡禄铭博士发
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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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际教育学院

7.1	 前言

7.2	 部门成果/大事纪

7.3	 业务发展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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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成立两
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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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1月1日至
今共招收了345位留学生，本科有23位留学生，
硕博有322位留学生。在硕博课程中授课型有57
位留学生，研究型有265位留学生。

●	共推出15门专业文凭课程、8门本科课
程、4门硕博士课程。

●	共招收345位留学生。

●	新增3位特聘教授、1位客座教授、23位
硕士博士生导师及8位MBA授课讲师阵容。

●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与国际教
育学院联合举办“陈六使弘毅国际讲坛”系列讲
座。

●	成功聘请舛谷锐教授在新纪元大学学院国
际教育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并举办首场讲座《为
什么日本学者读马华文学？》。

●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
学院共同开设“2021	 年第一期留学生（电子商
务）	特色实验班”，吸引超过80人报名参与。

●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BMGS	 Services	 Sdn.	
Bhd.（南宁好智朗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BMGS	 X	 NEUC年度企业讲座暨最佳创业企
划案比赛”，并于2021年10月30日举办答辩暨
颁奖礼。

●	获中国大使助学金6.5万马币，颁发给清
寒子弟。

●	来自15个中国单位/学校捐赠共12万5千
个口罩、洗手液60瓶、连花清瘟胶囊2,500盒、
香囊贴2,500个及防疫香薰250个。

●与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受邀参加2021年中
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论坛暨特色合作项目成果
展，莫顺宗校长受邀线上进行发言。

●	与研究生院联办“南贤研究基金”推介礼
暨“Nusantara系列讲座”之二，由新加坡著名
学者卓南生主讲《岸田上台后中日关系的展望》
，获得150名师长与国内外研究生一齐出席。

●	莫顺宗校长与郑诗傧院长参加浙江越秀外
国语学院建校40周年庆祝大会暨第20届亚洲大
学校长论坛（AUPF）并联合发表《疫情下的中
马国际教育输入与输出——基于马来西亚新纪元
大学学院的研究》。

●	与 中 国 北 京 劳 动 保 障 职 业 学 院 开
设“2021年第二期数据分析应用实战线上培训
班”	举行线上开班仪式，吸引超过100人报名参
与，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后进行结业仪式。

●	共有16位新纪元在籍生顺利完成了鲁班
工坊“建筑类专业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培训，并
通过4门课程培训考核，获得由鲁班工坊建设发
展中心及鲁班工坊实践教学中心联合颁发的结业
证书。

●	郑诗傧院长受中国高等院校985、双一流
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聘为协议副教授，为期三年。

●	郑诗傧院长协助校长室发展新纪元卡项
目，任特邀商家小组负责人，以及毕业趴筹备工
作。两项重要工作涉及的部门同事有：郑诗傧、
叶晓优、吴咏芩、龚艾萍、李素雯。

7.3.1	 国际学术交流处

（1）国际教育学院在2021年总共推出了
15门专业文凭课程、8门本科课程、4门硕博士
课程，共计招收了322位外国留学研究生以及23

位专科、本科生，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老挝、印
尼国家的留学生。此外，国际教育学院在2021
年共举办了4场外国留学研究生线上开课礼，分
别是在3月份、6月份、7月份及10月份，以迎接
新一批留学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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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线上开课礼合影。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在开课礼上给予致辞。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长在开课礼上给予致辞。

（2）建立《国际学生申请系统与硕博留学
生综合管理系统平台》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自成立以来，
致力于国内外友好交流合作与国际教育及留学生
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随着招生规模在多国各
地持续扩大，教育项目多元化，各级学生数逐年
上升，本院敏捷响应业务发展需求，高协同化国
际学生申请系统与硕博留学生综合管理系统平台
之建设助力教育教学信息化管理发展，数字化赋
能组织协同办公效率，一体化线上线下招录与留
学生管理工作与服务流程，标准化数据处理与储
存。

截止2021年12月，国际学生申请系统界面
与流程设计完成率为90%，硕博留学生管理系统
平台界面与流程设计完成率为70%，系统总建设
目标完成率为50%，系统构建与开发技术方有待
商榷。							

系统设计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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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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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虽依然受疫情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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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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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0日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合作备忘录
2021年2月8日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备忘录
2021年2月9日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备忘录
2021年3月9日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
2021年3月23日 中国湖南女子学院 合作备忘录
2021年7月8日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合作备忘录
2021年7月15日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线上研修课程协议
2021年10月29日 中国江苏师范大学 学术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

【越南】
2021年11月10	日 越南文朗大学 合作备忘录

【马来西亚】
2021年10月22日 沙巴艺术学院 战略合作协议

表7.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新纪元与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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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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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

日本	1所 越南	1所
韩国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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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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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班工坊实践教学中心
2 财团法人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 战略合作协议

【马来西亚】
3 千百家佛教居士林 合作协议

（4）国际教育学院2021年新增师资团队

【特聘教授】
序 姓名
1. 卓南生教授
2. 赖瑞和教授
3. 蔡史君教授

【客座教授】
1. 舛谷锐教授

【硕士/博士生导师】
1. 安焕然教授
2. 黄诗杰博士
3. 潘筱蒨博士
4. 翁丽珠博士
5. 陈朝义博士
6. 罗凤兰博士
7. 彭进财博士
8. 郑国富博士
9. 李斯胜博士
10. 朱				元博士
11. 聂清风博士
12. 梅德顺博士
13. 黄志伟博士
14. 傅宗文博士
15. 朱芯盈博士
16. 卢德义博士
17. 何富腾博士
18. 雷志伦博士
19. 黄建通博士
20. 罗友良博士
21. 林顺洲博士
22. 廖筱纹博士
23. 吴颂平

【MBA授课讲师】
1. Dr.	Stanley	Yeow	Kong	Sin
2. Dr.	David	Yong	Gun	Fie
3. Dr.	Eric	Leong	Kok	Meng
4. Dr.	Jason	Tham	Jen	Sern
5. Dr.	Joe	Wong	Tark	Song
6. Mr.	Frankie	Goh	Song	Peng
7. Mr.	Lim	Siok	Jin
8. Ms.	Vivien	Ng	Wai	Yan	

（5）国内外会议与接待及出访交流					

(a)【中国成都文理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
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执行员叶晓优、
梁若晖及黄义斌，在微信与中国成都文理学院代
表进行视频与电话会议。（2021年1月18日）

(b)【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新纪元大学学
院代表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夏敏惠与助
理李素雯，在云端会议室与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
代表进行线上会议。（2021年2月18日）

(c)【中国武当太极友好单位】：新纪元大学
学院代表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
及执行员叶晓优，在云端会议室与中国武当太极
友好单位代表进行线上会议。（2021年3月30
日）

(d)【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新纪元大学学院
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执行员叶晓优及
新纪元大学学院学生梁馨元同学前往马来西亚书
艺协会拜访黄瑞庆会长进行合作交流。（2021
年4月6日）

(e)【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新纪元
大学学院代表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
诗傧及执行员叶晓优，在云端会议室与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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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代表进行线上会议。（2021
年4月15日）

(f)【马来西亚中医总会】：新纪元大学学院
代表校长莫顺宗与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前往
吉隆坡中华施诊所拜访马来西亚中医总会代表进
行合作交流。（2021年4月19日）

(g)【中国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纪元
大学学院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与执行员
龚艾萍，在腾讯与中国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代
表进行视频会议。（2021年4月30日）

(h)【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新纪元
大学学院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执行
员叶晓优及龚艾萍，在云端会议室与马来西亚
中资企业总商会代表进行合作洽谈视频会议。
（2021年5月12日）

(i)【沈阳英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新纪
元大学学院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执行
员龚艾萍及翁敦铭，在云端会议室与沈阳英来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代表进行合作洽谈视频会议。
（2021年6月3日）

(j)【中国江苏师范大学】：新纪元大学学院
代表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中
文系主任黄薇诗、教育系主任张伟隆及执行员叶
晓优，在云端会议室与中国江苏师范大学代表进
行合作洽谈视频会议。（2021年7月30日）

(k)【英培教育信息咨询服务（广州）】：新
纪元大学学院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执
行员黄炜桉、黄义斌及龚艾萍，在云端会议室与
英培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代表进行合作洽谈视频会
议。（2021年8月13日）

(l)【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
代表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执
行员叶晓优及黄炜桉，在云端会议室与辽宁建筑
职业学院代表进行合作洽谈视频会议。（2021
年8月20日）

(m)【中国知网】：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国
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执行员叶晓优及龚艾
萍，在云端会议室与中国知网	 (CNKI)	 代表进行
查重系统演示会议。（2021年9月3日）

(n)【台湾财团法人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与
台湾财团法人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代表进行合作
洽谈视频会议。（2021年9月23日）

(o)【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新纪元大学学

院代表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
执行员叶晓优、黄炜桉及学生梁馨元接待来访的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务顾问拿督斯里纪永辉、
会长黄瑞庆以及理事们等，并进行合作交流。
（2021年11月26日）

(p)【北京吉利大学与Sky	Power	Consultant	
Sdn	 Bhd】：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校长莫顺宗、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及执行员叶晓优在云端
会议室与北京吉利大学代表及Sky	 Power	 Con-
sultant	 Sdn	 Bhd代表进行三方洽谈合作会议。
（2021年11月30日）

(q)【沈阳英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新纪
元大学学院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及执行
员龚艾萍在云端会议室与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
会代表进行合作洽谈视频会议。（2021年12月2
日）

(r)【Sky	Power	Consultant	Sdn	Bhd】：新
纪元大学学院代表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郑诗傧及执行员叶晓优在云端会议室与Sky	
Power	Consultant	 Sdn	Bhd代表及北京福田戴姆
勒领导进行合作会议。（2021年12月7日）

(s)【思略亚洲有限公司】：新纪元大学学院
代表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及执
行员叶晓优在云端会议室与思略亚洲有限公司代
表进行合作洽谈视频会议。（2021年12月8日）

(t)【攻略智库有限公司】：新纪元大学学院
代表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执行员叶晓优及
龚艾萍接待攻略智库有限公司的来访，并进行合
作会议。（2021年12月9日）

(u)【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新纪元
大学学院代表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
诗傧、高级讲师廖筱纹及执行员龚艾萍，在云端
会议室与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代表进行合
作洽谈视频会议。（2021年12月10日）

（6）研修企划/讲座/活动

(a)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JASSO优秀生奖学金
学习项目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与新纪元大学学院合
作，提供奖学金给新纪元优秀学生，让他们到北
九州市立大学学习1学期或1学年。由于名额有
限，参加的学生通过面试遴选。截至2021年，
此活动已进入第三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无法
前往日本，目前参与的学生通过网络参加上述研
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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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季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JASSO优秀生奖学金研
修计划宣传海报。

上日本文化课

与各国学生交流

新纪元学生与日本学生交流

第一次的全日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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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国重庆文理学院第十三届旅游文化节
系列活动（合作院校进行招生宣传）

合作院校中国重庆文理学院于2021年6月
9日（星期三）举办第十三届旅游文化节系列活

动，当天现场摆设摊位，为新纪元大学学院招收
外国研究生进行宣传。新纪元大学学院也为此项
活动设计了T恤衫“南洋大学之传承·马来西亚
新纪元大学”。（2021年6月9日）

第十三届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开幕式。

当天现场摆设摊位，为新纪元大学学院招收外国研究生进
行宣传。

T恤衫设	计“南洋大学之传承·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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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淮河与新·学术文化讲座系列——校长
讲座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中国淮南师范学院于
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下午2时至4时共
同举办了线上“淮河与新	 ·	 学术文化讲座系
列——校长讲座”。第一场主讲人来自马来西亚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演讲题目为“东南亚
华人企业文化”，而第二场主讲人来自中国淮南
师范学院李琳琦校长演讲题目为“徽商与徽商精

神”。

这线上讲座会的参与人数高达160人，同时
讲座当天也是线上线下一同进行。第一场莫校长
主要分享了“下南洋”	 时代：从华工到华商、
东南亚华商与近代中国商人形象改变之历史渊源
及“一带一路”。第二场李校长也分享了明中叶
至清中叶徽商发展兴盛的表现、徽商精神的总结
与凝练。（2021年10月28日）

线上线下出席者与主讲人合照留念。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中国淮南师范学院李琳琦校长。

(d)	 日本立教大学舛谷锐教授《为什么日本
学者读马华文学？》讲座

2021年12月1日，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
为什么日本学者读马华文学？》线上讲座，由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客座教授舛谷锐教授主讲，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长主持，吸引接近
200人一同参与。

舛谷銳教授是日本立教大学前副校长以及立
教大学图书馆前副馆长，目前以观光学部交流文
化学科教授的身份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担任新
纪元国际教育学院客座教授，为期一年。舛谷銳
教授是马来西亚华人华文学术界的老朋友，本次
讲座为他今年抵马后的首次公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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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客座教授舛谷銳教授首场讲座《为什么日本学者读马华文学？》

讲座出席者合影1

讲座出席者合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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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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
育硕士课程（GMED）

国际专业发展与培训学院主要是为本国人
或国外人开办的短期培训课程，此课程不受中
国留学服务中心及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
（MQA）所承认。主要是鼓励在职人士报读旗下
课程以精进自己，提升企业实战能力。

序 项目（非学历课程） 入学梯次 学生人数
1. 全球工商管理硕士课程（GMBA） 2021年2月份 67位

2021年5月份 32位
2021年9月份 32位

2. 全球教育硕士课程（GMED） 2021年5月份 28位
2021年9月份 33位

3.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 2021年9月份 11位
总共 203位

（2）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

(a)	汉字书法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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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院长郑诗傧博士与执行员叶晓优曾二度到访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并就马来西亚书艺发展的种种
规划交流、洽谈合作。为进一步推动“汉字书法
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在国内弘扬书法的角色，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黄瑞庆及理事于2021年11
月26日莅临本校，商议推广及提升全国中学生书
法水平的对策，以加强双方在学术及中华书法文
化的合作。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代表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并赠书法集《
晚芳齐放——2021年全国耄耋书法家大展》。

黄瑞庆会长赠字《德足以怀远》予莫顺宗校长。由左至右为
纪永辉、莫顺宗、黄瑞庆、郑诗傧。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代表提出建议。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专注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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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书法体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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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书艺协会联合举办了“书法体验课”，并邀
请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黄瑞庆会长担任为书法体验
课主讲人，主要分享体验课内容包括书法专业介
绍、书法兴趣班介绍	、示范书写、专业点评及互
动活动	。（2021年4月24日）

书法体验课宣传海报。

（3）新纪元大学学院与中国北京劳动保障
职业学院共同开设特色实验班/培训班

(a)	2021年第一期留学生（电子商务）	特色
实验班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电子商务专业负责人弓
永钦老师主持证书发放仪式。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
学院共同开设“2021	 年第一期留学生（电子商
务）	 特色实验班”，当中囊括《新媒体运营》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运营》以及《创新创业自
学》三门课程，吸引超过80人报名参与，包括新
纪元大学学院在籍生、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职员以
及企业人士，并在2021年7月18日（星期日）在
线上举行开班仪式，并在2021年9月17日迎来结
业仪式。

本次课程共有7位学员荣获《优秀学员证
书》，分别是钟紫皓（电子商务[网络零售与数
码营销]课程）、黄慈惠（精品咖啡、调酒与烘
焙艺术课程）、李素雯（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
荣誉]学士课程）、陈凯心（幼儿教育[荣誉]学士
课程）、曾玮晴（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黄国宾（企业人士）以及陈俊皓（资讯工艺[数
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4）鲁班工坊一期培训班结业

马来西亚鲁班工坊是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
院与我校在2020年共同合作建设的，作为马来
西亚首家鲁班工坊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反响，并
在今年5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东盟特色合作
项目”，多家媒体争相报道。通过鲁班工坊的建
设，新纪元大学学院与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在中外
合作办学、互设海外分校、师资队伍建设、课程
建设、质量评价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开展丰富
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文化交流活动，把中国“工匠
精神”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促进国
际化人才培养。

共有16位来自不同科系的新纪元在籍生顺
利完成了鲁班工坊“建筑类专业人才联合培养项
目”培训，并通过4门课程培训的考核，获得由
鲁班工坊建设发展中心及鲁班工坊实践教学中心
联合颁发的结业证书。

鲁班工坊一期培训班结业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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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恺璇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4 戴凯昕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5 林舒薇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6 陈新儫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7 李浚傑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8 梁诗敏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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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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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为留学生准备的一系列户
外活动被逼取消，因此在每逢传统节庆如农历新
年、端午节、中秋节、冬至等，国际教育学院会
精心为在校的所有留学生准备一些新年年饼及月
饼等，让留学生感受“马来西亚节庆味道”度过
传统文化节日。

国际教育学院精心为在校的所有留学生准备
了月饼，让留学生充分感受	“马来西亚节庆

味道”	度过传统文化节日。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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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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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六使弘毅国际讲坛 策划人 2021年11月 ZOOM
云端会议
室

陈六使研究所
国际教育学院

郑诗傧 马来西亚中文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
情怀

主讲人 12月11日 ZOOM
云端会议
室

新纪元大学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郑诗傧 使命与情怀：马来西亚大专中文系
教育发展现状与反思

发表人 12月4日 ZOOM
云端会议
室

韩中教育论坛

郑诗傧 舛谷锐教授主讲《为什么日本学者
读马华文学》

主持 12月1日 ZOOM
云端会议
室

国际教育学院

郑诗傧 疫情下的中马国际教育输入与输
出——基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
院的研究

发表人
（与莫顺
宗校长联
合发表）

10月3日 ZOOM
云端会议
室

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建校40
周年庆祝大会
暨第20届亚洲
大学校长论坛
（AU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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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诗傧 淮河与新	·	学术文化讲座系列——
校长讲座（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
校长与淮南师范学院李琳琦校长）

主持 10月28日 ZOOM
云端会议
室

淮南师范学院

郑诗傧 《职场小白及工读生如何利用理财
赢在起跑点——钱不够用的理财妙
招》

主 持 （
采访M s .	
A g n e s t	
Siaw）

9月24日 ZOOM
云端会议
室

新纪元大学学院
升学与职涯规划

郑诗傧 《原来·东甲》Got	Talent说出你
故事

主讲人 9月16日 脸书直播 《原来·东甲》
脸书

郑诗傧 刚大学毕业的我，应该选择喜欢但
低薪的工作，还是高薪但不喜欢的
工作？

与谈嘉宾 9月13日 ZOOM
云端会议
室

新纪元大学学院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倾听我
说》系列活动

郑诗傧 家族与商号:永春人在东甲的扎根、
发展与追远。

主讲人 9月9日 ZOOM
云端会议
室

《新纪元人文学
堂系列1：华商
先辈·人文情
怀》

郑诗傧 《【会员文：学习现场】知性女作
家相知相惜》

专访 7月6日 报章报道 中国报

郑诗傧 一文不值或一字千金？中文人如何
让文字有价

主讲人 5月15日 ZOOM云
端会议室

新纪元大学学院

郑诗傧 《UPSR废除与PT3取消之利弊》 专访 5月9日 脸书直播 黄振渊直播室
郑诗傧 坠落与甦醒：我读《像自由一样美

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
作》

主讲人 4月15日 ZOOM云
端会议室

马来亚大学文学
双周

郑诗傧 《旅行的意义》 专访 4月 杂志报道 《旅游玩家杂
志》Travelmate	
Magazine	第
90期

郑诗傧 剪不断的亲情：生命的离席与顿悟 专访 3月13日 脸书直播 富贵集团《生命
咖啡馆》

廖筱纹 第十七届新加坡特选中学学术幼苗
计划，“文化交融—海峡华人的饮
食习惯”

导师 2月-8月 新加坡
（线上）

新加坡教育部

廖筱纹 “义兴神主牌藏玄机？陈厝港闹双
胞？”

与谈人 2月2日 马来西亚
（线上）

马蚁学人（线上
频道）

廖筱纹 民间文献论坛，“从水月宫所藏《
青词文献抄本》探讨吉兰丹客家观
音信仰”

主讲 5月15日 马来西亚
（线上）

马来西亚文化资
产保存基金

廖筱纹 大马满天神佛系列讲座，“客家女
神崇拜：从布赖村的观音和三奶夫
人谈起”

主讲 9月2日 马来西亚
（线上）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廖筱纹 中国文献学课堂，“新马华人研究
的文献来源”

主讲 11月29日 马来西亚
（线上）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廖筱纹 中国文献学课堂，“理论对新马华
人研究重要吗？”

与谈人 12月14日 马来西亚
（线上）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廖筱纹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审稿 11月30日 - 新纪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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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企业项目合作/顾问

姓名 企业名称 作品名称	/	顾问类型 性质 日期

郑诗傧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
（985、双一流）

外国语学院 协议副教授 2022年1月1日-	
2024年12月31日

郑诗傧 Emergence	
Innovative	Sdn.	Bhd.

全马第一家校园新能源汽
车（摩多车）充电桩

统筹人 2021年11月

郑诗傧 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985）

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 2021年10月30日-	
2024年10月30日

郑诗傧 JWC	Global	Sdn.	Bhd. JWC	x	新纪元大学学
院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x	JWC	Roastery	
父亲节文案创作赛

策划人与评审 2021年8月6日

郑诗傧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第一届马来西亚书法史编
辑专业委员

编辑专业委员 2021年3月15日

郑诗傧 Loka	Made	Sdn.	Bhd - 特约文案 2021年1月
郑诗傧 Pusat	Tuisyen	Global	

Intelek
- Copywriting	

Consultant	品牌文
案顾问

2020年11月1日

郑诗傧 Tenfly	Academy	Sdn	
Bhd

- Copywriting	
Consultant	品牌文
案顾问

2020年11月1日

7.5	 赞助与拨款

7.5.1	 疫情下的雪中送炭

在疫情期间，多国友好合作院校和个人就新冠肺炎疫情向新纪元大学学院致信慰问，同时也在防护
物资极度缺乏之际，毅然捐赠物品口罩给予新纪元大学学院。

日期 捐赠单位/个人 捐赠物品/数量

2021年3月2日 中国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口罩3千个
2021年3月2日 中国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口罩3千个
2021年3月2日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口罩4千个
2021年3月3日 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口罩1万个
2021年3月3日 中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口罩3千个
2021年3月17日 中国深圳市龙华区统战部和侨务办公室 口罩2万个
2021年6月3日 中国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口罩5千个
2021年6月3日 中国深圳市光明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光明区教育局及四

所学校（光明中学、实验学校、长圳学校及春蕾学校）
口罩3万个

2021年8月4日 中国深圳市宝安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口罩1万个
2021年8月19日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口罩12万5千个

洗手液60瓶
连花清瘟胶囊2500盒
香囊贴2500个
防疫香薰2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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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部门同事参与校级重要业务汇报

（1）为毕业	●	转大人

国际教育学院成立筹委会，由郑诗傧带领
吴咏芩、李素雯、叶晓优、龚艾萍和其他部门共

同为今年的毕业生策划为期三天的毕业趴（原定
2021年10月19日至21日，因疫情展延，日期未
定），其中包括拟定活动预算、策划节目流程、
安排活动人手、安排校园布置等等。（2021年2
月22日至	今）

总数 口罩21万3千个
洗手液60瓶
连花清瘟胶囊2500盒
香囊贴2500个
防疫香薰250个

7.6	新纪元大学学院硕博国际研究生荣誉榜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姓名 获奖/参与项目 颁奖/主办单位

董转年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新四军文化融入地方高校团员教育
体系建设》获批一般课题（项目主持
人）（研究周期：2021年1月	 –	 12
月）（2021年1月）

中国共青团安徽省委

《徽州乡村的变迁路径研究》获批重
点课题（项目主持人）（2021年7
月）

中国黄山学院科研处

指导作品《学习革命文化	 传承红色基
因》获第七届安徽省“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第一指导教
师）（2021年10月）

中国安徽省教育厅

《初心的温暖》获安徽省“学党史	 强
信念	 跟党走”第四届微团课评选活动
三等奖（2021年10月）

中国共青团安徽省委

指导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大
格局路径研究》按时结题（第一指导
教师）（2021年11月）

中国黄山学院教务处

李金叡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指导学生在桃李杯第十七届全国青少
年艺术展演获声乐类一等奖3项、二等
奖2项，并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2021年1月）

中国大众音乐家协会

指导学生在2021山东省青少年歌手
大赛获青年专业组一等奖2项、二等
奖3项，并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2021年4月）

中国山东省音乐家协会

教授《声乐4》获山东省普通本科教育
课程思政示范课（2021年4月）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

教授《声乐6》获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
教师教学创新创新大赛三等奖（2021
年5月）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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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泰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我的中文学习故事”征文比赛成人
组获优胜奖（2021年3月1日）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东南亚
（新加坡）

以《雅万高铁》诗作荣获首届中印（
尼）文化交流全球征文诗歌大赛优秀
奖（2021年8月30日）

首届中印（尼）文化交流全球
征文诗歌大奖赛组委会

宋小霞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主持的《声乐》被评为山东省普通本
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2021年4
月）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

主讲的《声乐6》获2021	 年山东省普
通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创新创新大赛三
等奖（2021年5月）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

余顺顺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奋斗百
年路·启航新征程”文艺晚会中荣
获“优秀指导教师”（2021年6月8
日）

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百色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肖敦兵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担任由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联合会
妇女团举办“欢庆父亲节云端书艺献
慈父”孝道格言线上书法比赛的评审
（2021年6月20日）	

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联合会
妇女团

周晴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担任由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联合会
妇女团举办“欢庆父亲节云端书艺献
慈父”孝道格言线上书法比赛的评审
（2021年6月20日）	

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联合会
妇女团

赵玲
（中华研究硕士课程研究生）

参加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的传统
文化思想根源研究》，通过审批顺利
结项。（2021年6月25日）

中国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

赵佩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宣讲比赛“中国梦·新时代·跟党
走”--《党旗下》获优秀指导教师二等
奖（校级）（2021年6月）

中国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高职校园
的路径和方法》获社会组织百项优秀
科研成果评选优秀奖（省级）（2021
年6月）

中国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The	Guiding	Polytechnic	Ideas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ac-
tices	of	Ji'na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获“优秀论文
奖”	（2021年8月）

马来西亚UCSI

微课《大学生就业指导--初入职场后工
作中应注意的因素》获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高职组一等奖（国家级）（2021
年9月）

中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融合国际化与传统文化，为“一带
一路”建设增值赋能》获2021年山东
省教育国际化优秀案例奖（2021年9
月）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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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Internet	 Media》获济南市第36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市级）（2021年
10月）

中国济南市社科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高职校园的路
径和方法–以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为例》获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文化
育人”高端论坛论文二等奖（国家
级）（2021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第十九届山东省大学生软件设计大
赛一等奖优秀指导老师奖（省级）
（2021年11月）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等6厅委

廖颂举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沂蒙方言
与民俗表达研究”立项（2021年7月
20日）

中国山东省文化厅			

临沂大学人文社科横向科研项目《沂
蒙方言词语的构词理据及文化内涵研
究》立项。（2021年11月8日）

中国临沂大学

2021年临沂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2021年11月12日）

中国临沂大学

聂璐璐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入选《百花朝阳	 ——庆祝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全国书法篆刻展》（2021年
7月27日）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威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彭巧双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空山海》获得全国第九届全国高校
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二等奖（2021年8
月20日）

中国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大赛组委会

刘丽丽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服装设计作品《星火》获2021年第九
届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省赛三等奖
（2021年8月31日）

中国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组委会

李耀卿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打虎拍蝇》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教
育教师作品展览（2021年9月17日）

中国美术家协会

水生态文明系列动画片《河小青历险
记》获二等奖（2021年11月23日）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

刘方铭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腰突症中医系统化诊疗体系构建及
关键技术智能化研究与应用”获山东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21年9
月公示）

中国山东省人民政府

“针刀松解治疗颈椎病技术创新体系
构建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中华
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21
年10月公示）

中华中医药学会

“针刀松懈华佗夹脊穴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山东
省医学科技奖三等奖（2021年12月2
日公示）

中国山东省医学会

贾林铭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2021第六届中国（肥城）农产品创
意包装设计大赛》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2021年9月30日）

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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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一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故乡的街》入选“泉荷奖”济南市
第二届优秀美术作品展览（2021年10
月15日）√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王志俊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与设计系列海报最
佳作品奖（2021年11月20日）√

波兰华沙WIT美术馆、
Retroavangarda美术馆、
华沙信息技术学院共同主办	

李乾耀博士担任由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联合会妇女团举办“
欢庆父亲节云端书艺献慈父”孝道格言线上书法比赛的评审。

（《中国报》2021年6月21日刊登）

7.7	其他

7.7.1	 国际教育学院离职与入职成员

●2021年4月15日，龚艾萍入职，任执行员。

●2021年4月20日，国际学术交流处主任夏敏惠离职。

●2021年6月1日，翁敦铭入职，任执行员；7月15日离职。

●2021年7月16日，黄炜桉入职，任执行员。

●2021年9月1日，林泳连入职，任兼职执行员。

●2021年10月1日，廖筱纹入职，任高级讲师。

7.7.2	 实习生加入国际教育学院团队

序 姓名 学校名称 专业/在学状态 实习日期

1 叶荣添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本科生 2021年2月1日至
2021年4月27日

2 林泳连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生 2021年4月1日至
2021年7月31日

3 李德江 新纪元大学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本科生 2021年5月11日至
	2021年9月5日

4 洪芯仪 中国传媒大学 编辑出版学硕士生 2021年6月1日至
2021年8月31日

5 许佳琦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 2021年7月16日至
2021年10月16日

6 Carlo	Widjaja 新纪元大学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本科生 2021年10月4日至
	2022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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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entre for Professional & Executive Development

The	Centre	for	Professional	and	Executive	
Development	 (CPEED)	 made	 encouraging	
progress	 in	 2021	 to	 establish	 itself	 as	 a	
recognised	training	provider,	a	revenue	source,	
and	a	platform	for	uplift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through	 the	

webinars,	 trainings,	 workshops	 and	 seminars	
offered.	 As	 such,	 there	 is	 growing	 recognition	
of	 CPEED	 as	 a	 reputable	 training	 centre	 fo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n	the	process	enhancing	
the	reputation	of	NEUC	in	the	view	of	the	general	
public	particularly	among	those	in	the	industry.

A	new	management	team	led	by	Assistant	
Prof	Dr.	Shamuni	Kunjiapu	as	Director	and	Dr.	
Chua	Mei	Shan	as	Deputy	Director	was	appointed	
in	 September	 2020	 to	 set	 fresh	 direction	 to	
CPEED.	Pn.	 Intan	Sazwani	was	assigned	as	 the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Dr.	 Chua	 Mei	 Shan,	
however,	resigned	from	NEUC	in	the	middle	of	
2021.	The	Centre	continued	with	only	a	Director	
and	an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with	Prof.	Lee	
Kam	Hing,	Deputy	Vice-Chancellor	for	Corporate	
Development,	providing	some	support.		Despite	
the	 limited	 resources,	 CPEED	 has	 made	 very	
commendable	 contribution	 to	 NEUC	 and	 the	
community.

8.1	MANAGEMENT	OF	CPEED	(SEPTEMBER	2020-	DECEMBER	2021)

The	Centre	has	held	several	online	webinars	from	January	2021	to	November	2021	with	the	in-
tention	to	benefit	students	&	staff	of	NEUC	and	the	general	public.

8.2	ONLINE	WEBINARS	/	TRAININGS/	WORKSHOPS

No Date Webinar	Title Duration Time Trainer Affiliation

1 27th	-28th		
February

Computer	
Hardware	
Maintenance,	
Troubleshooting	
&	Microsoft	365	
Basics;

2	days 9.00	am	-		
5.00	pm

Mr.	Ugesh	Nair Microsoft	
Certified	
Trainer

2. 6th	April	
2021	
(Mandarin)

Post-Pandemic:	
Reboot	Your	
Business	(Mandarin	
Session)

1.5
	(hours	per	
session)

8.30	pm	-	
10.00	pm

Mr.	Loh	Wei	
Hoong

Shang	Tao	
Academy

3. 20th	April	
2021	
(English)

Post-Pandemic:	
Reboot	Your	
Business	(English		
Session)

1.5	
(hours	per	
session)

8.30	pm	-		
10.00	pm

Mr.	Loh	Wei	
Hoong

Shang	Tao	
Academy

4. 6th	-7th		
May	2021

Intermediate	
Ms	PowerPoint	
Registration

2	days 9.00	am		-	
5.00	pm

Kelvin	Ng	Choo	
Kent

Microsoft	
Certified	
Trainer

5. 10th	-11th		
May	2021

Advanced	Ms	
PowerPoint	
Registration

2	days 9.00	am	-	
5.00	pm

Kelvin	Ng	Choo	
Kent

Microsoft	
Certified	
T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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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Hardware	Maintenance,	
Troubleshooting	&	Microsoft	365	Basics.

This	 was	 an	 in-house	 training	 session	
for	 Sistem	 RKK	 Sdn	 Bhd’s	 newly	 appointed	
engineers	 in	 Klang,	 Selangor.	 The	 two-day	
training	 helps	 new	 engineers	 grasp	 the	
fundamentals	 of	 hardware	 maintenance	 and	
troubleshooting,	as	well	as	Microsoft	365.

8.2.2	 Post-Pandemic:	Reboot	Your	Business	
(English	&	Mandarin	Sessions)

These	 webinars	 were	 done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as	 to	 benefit	 the	 SMEs	 owners.	
Discussion	 included	 essential	 and	 practical	
recovery	measures	 that	 benefited	 the	 SMEs	 in	
recovering	during	the	post	pandemic	period.

6. 2nd	June	
2021

OSHA	Compliance	
and	Workplace	
Safety	Awareness

1	hour 3.30	pm	
-4.30	pm

Pramekumar	
Nair

ERA	
Resources

7. 9th	June	
2021

Safety	&	Health	
in	Food	Handling	
Business

1	hour 3.30	pm	
-4.30	pm

Mr.	Ong	Song	
Howe

ERA	
Resources

8. 11th	
August	
2021

Burnout,	
Depression	&	
Suicidal	Ideation

2	hours 3.00	pm	
-5.00	pm

Assoc.	Prof.	Dr.	
Muhammad	
Muhsin	bin	

Ahmad	Zahari

University	
Malaya	
Specialist	
Centre

9. 1st	
September	
2021

Unlocking	
Giftedness

2	hours 3.00	pm	
-5.00	pm

Dr.	Inderbir	
Kaur	Sandhu

Author	&	
Academician

10. 27th	
September	
2021

标题:从就业课税
角度探讨如何将
费用转化为节税	;	
Turning	Expenses	
to	Tax	Savings

2	hours 3.00	pm	
-5.00	pm

Karen	Sim HRDC	
Certified	
Trainer

11. 30th	
September	
2021

Turning	business	
expenses	Into	tax	
savings\如何让公司
节省更多的税务

1.5	hours 3.00	pm	
-4.30	pm

Andrew	Tan	
Lyn	San

Tax	
Consultant

12 10th	
November	
2021

Teh	Tarik	Session	
with	CEO

1.5	hours 3.00	pm	
-4.30	pm

Dato	Foong	
Wei	Keong

JF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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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Intermediate	 &	 Advance	 Microsoft	
PowerPoint	Training	Workshops

The	Microsoft	 PowerPoint	 Training	 series	
was	 co-hosted	 by	 Klang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KCCCI)	 and	 was	 open	
to	both	KCCCI	memb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four-day	 workshop	 was	 jam-packed	 with	
hands-on	activities	and	demonstrations	designed	
to	assist	participants	in	mastering	the	material.

8.2.4	 OSHA	 Compliance	 and	 Workplace	
Safety	Awareness

This	programme	was	designed	for	industry	
participants	who	are	subject	to	OSHA	regulations.	
This	 seminar	 covered	 an	 in-depth	 overview	 of	
the	OSHA	Act	&	regulations,	legal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industry	sectors,	penalties,	employee	
and	 employer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as	
strategies	for	decreasing	accidents	at	workplace.

8.2.5	 Safety	 &	 Health	 in	 Food	 Handling	
Business

This	 webinar	 benefited	 small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The	issues	confronting	the	Malaysian	
food	 industry,	 health	 hazards	 and	 measures,	
government-mandated	 food	 safety	 compliance,	
as	well	as	food	safety	compliance	for	the	export	
market,	were	discussed.

8.2.6	 Burnout,	 Depression	 &	 Suicidal	
Ideation

Employees,	 employ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responded	 enthusiastically	 to	 the	
webinar	 on	 Burnout,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Dr.Muhsin,	
Consultant	 Psychiatr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pecialist	Centre,	provided	an	 in-depth	
overview	of	the	concerns,	signs	and	symptoms	
to	look	out	for	especialy	for	caregivers,	parents,	
partners	 and	 educators	 as	 well	 as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m	and	when	and	where	 to	 seek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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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Hardware	Maintenance,	
Troubleshooting	&	Microsoft	365	Basics.

This	 was	 an	 in-house	 training	 session	
for	 Sistem	 RKK	 Sdn	 Bhd’s	 newly	 appointed	
engineers	 in	 Klang,	 Selangor.	 The	 two-day	
training	 helps	 new	 engineers	 grasp	 the	
fundamentals	 of	 hardware	 maintenance	 and	
troubleshooting,	as	well	as	Microsoft	365.

8.2.2	 Post-Pandemic:	Reboot	Your	Business	
(English	&	Mandarin	Sessions)

These	 webinars	 were	 done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as	 to	 benefit	 the	 SMEs	 owners.	
Discussion	 included	 essential	 and	 practical	
recovery	measures	 that	 benefited	 the	 SMEs	 in	
recovering	during	the	post	pandemic	period.

8.2.3	 Intermediate	 &	 Advance	 Microsoft	
PowerPoint	Training	Workshops

The	Microsoft	 PowerPoint	 Training	 series	
was	 co-hosted	 by	 Klang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KCCCI)	 and	 was	 open	
to	both	KCCCI	memb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four-day	 workshop	 was	 jam-packed	 with	
hands-on	activities	and	demonstrations	designed	
to	assist	participants	in	mastering	the	material.

8.2.4	 OSHA	 Compliance	 and	 Workplace	
Safety	Awareness

This	programme	was	designed	for	industry	
participants	who	are	subject	to	OSHA	regulations.	
This	 seminar	 covered	 an	 in-depth	 overview	 of	
the	OSHA	Act	&	regulations,	legal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industry	sectors,	penalties,	employee	
and	 employer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as	
strategies	for	decreasing	accidents	at	workplace.

8.2.5	 Safety	 &	 Health	 in	 Food	 Handling	
Business

This	 webinar	 benefited	 small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The	issues	confronting	the	Malaysian	
food	 industry,	 health	 hazards	 and	 measures,	
government-mandated	 food	 safety	 compliance,	
as	well	as	food	safety	compliance	for	the	export	
market,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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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Burnout,	 Depression	 &	 Suicidal	
Ideation

Employees,	 employ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responded	 enthusiastically	 to	 the	
webinar	 on	 Burnout,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Dr.Muhsin,	
Consultant	 Psychiatr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pecialist	Centre,	provided	an	 in-depth	
overview	of	the	concerns,	signs	and	symptoms	
to	look	out	for	especialy	for	caregivers,	parents,	
partners	 and	 educators	 as	 well	 as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m	and	when	and	where	 to	 seek	
treatment.

8.2.7	Unlocking	Giftedness

Unlocking	 giftedness	 was	 a	 webinar	
intended	 for	 parents,	 educators,	 and	 carers	
of	 gifted	 children.	 Dr.	 Inderbir,	 a	 renowned	
author	 and	 subject	matter	 expert,	 provided	an	
enthralling	lecture	that	captivated	the	audience	
from	 start	 to	 finish.	 There	 were	 numerous	
opportunity	 for	 attendees	 to	 ask	 questions	
and	 exchange	 experiences,	 which	 benefited	
everyone	who	participated.

8.2.8	Turning	Expenses	to	Tax	Savings

This	 webinar	 was	 designed	 to	 educate	
participants	on	how	to	effectively	complete	their	
personal	tax	returns	and	how	to	lawfully	convert	
some	of	their	costs	into	tax	savings.	This	was	a	
hands-on	session	in	which	Ms	Karen,	the	trainer,	
took	the	time	to	demonstrate	clearly	how	to	fill	
out	and	submit	tax	forms	to	the	participants.

8.2.9	 Turning	 business	 expenses	 Into	 tax	
savings

Mr	 Andrew	 Tan,	 a	 tax	 consultant,	 did	
an	 outstanding	 job	 training	 the	 participants,	
primarily	 SME	 owners,	 on	 how	 to	 properly	
complete	 their	 tax	 returns.	 Additionally,	 they	
were	 counselled	 on	 the	 legal	 conversion	 of	
business	expenses	into	tax	savings.

8.2.10	Teh	Tarik	Session	with	CEO

CPEED	co-hosted	a	"Teh	Tarik	Session	with	
CEO"	 on	 the	 10th	 of	 November	 2021	
(Wednesday)	with	Impact,	a	training	centre,	and	
BizTech	 times.	This	 live	session	was	organized	
to	benefi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stud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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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EED	appointed	two	well-known	industry	
personalities	 as	 its	 adjunct	 professor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delivering	 talks/
seminars	/	 trainings	 in	 their	 field	of	expertise;	
assisting	CPEED	through	financial	/non-financial	
contributions	 where	 possible,	 establishi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entre	and	the	industry	
that	they	are	related	to	and	advising	the	Centre	
on	 the	 webinars/seminars/workshop	 and	
training	offered.

8.3.1	Dato’	Foong	Wei	Kuong	-	JF	Technology	
Berhad’s	Founder	&	Managing	Director

Dato’	Foong	is	the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JF	Technology	Berhad	(“JF	Tech”),	
the	leading	innovator	and	manufacturer	of	high-
performance	test	contacting	solutions	for	global	
integrated	circuit	(“IC”)	makers.	He	has	about	
40	years	of	professional	working	experience,	of	
which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JfTech	is	a	company	listed	in	the	KL	stock	
exchange	and	 it	 is	 in	 joint	 venture	with	major	
tech	 companies	 in	 China	 such	 as	 Huawei	 and	
will	be	starting	production	in	China	soon.

8.3.2	Datuk	Michael	Kang	Hua	Keong	–	SME	
Association	Malaysia,	National	President

Amongst	 his	 current	 roles	 include	 the	
Director	of	th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Fund	(since	2013),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GST	
Road	Show	under	SMEAM	(since	2014),	member	

8.3	APPOINTMENT	OF	ADJUNCT	PROFESSORS

The	 speaker	 for	 this	 session	 was	 Dato	
Foong	 Wei	 Kuong;	 Founder	 &	 Director	 of	
JF	 Technology	 who	 graciously	 shared	 his	
experience	on	leadership,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future	business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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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ONGOING	DISCUSSIONS	WITH	EXTERNAL	PARTIES
Throughout	 2021,	 CPEED	 has	 hosted	

meeting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a	 variety	
of	 external	 parti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llaborating	on	offering	courses,	trainings,	and	
webinars,	as	well	as	obtaining	endorsement	and	
value	addition	for	CPEED's	programmes.

of	the	Monitoring	Committee	for	GST	under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since	2014),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under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since	2013-2018),	and	member	of	the	incubator	
program	DRIVERS	under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ince	2013),	China	
Asean	SME	Development	Council	Co-chair	(since	
2017),	ASEAN	SME	Chapter	Co-chair,	BNM	FX	
sub-committee	(since	2017),	Advisory	Panel	for	
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2018-
2022).

No Name Issue
1 Era	Resources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s	
2 Shang	Tao	Academy Joint	Webinars
3 Jabatan	Kesihatan	&	Keselamatan	Pekerjaan Registered	Training	Provider
4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KKM	)	&	Haz-

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Registered	Training	Provider

5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ifted	Children Collaborations	on	trainings	and	workshops
6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MI) Programme	 Endorsements/	 Professional	

Courses	&	Micro-credentials
7 Universiti	Malaysia	Centre	 for	Continuing	Edu-

cation	(UMCCED)
Collaborations	on	trainings	and	workshops

8 Malaysian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s	Man-
agement	(MiHRM)

Programme	Endorsements	/	Joint	Webinars

9 Coursera Micro-credential	courses
10 Learning	Vault Digital	Badging
11 IPGMY Joint	Webinars/	Real	Estate	Trainings
12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 Micro-credentials	/	Professional	Courses
13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HRDC)
HRDC	registered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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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APPLICATION	 TO	 BE	 JABATAN	 KESELAMATAN	 &	 KESIHATAN	 PEKER-
JAAN’s	REGISTERED	TRAINING	CENTRE

CPEED	 gathered	 and	 submitted	 all	
necessary	 documentation	 to	 JKKP	 in	 order	 to	
obtain	 approval	 for	 NEUC	 to	 be	 a	 registered	
centre	 for	 the	 delivery	 of	 OSHA	 and	 related	
courses	to	industry	participa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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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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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陈六使研究所

9.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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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六使弘毅国际讲坛系列讲座》

（1）陈六使弘毅国际讲坛第一讲
日期： 2021年11月24日
题目： 华南女性移民新马的规模、类型和影

响：基于方言群的分析
主讲
嘉宾：

范若兰教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2）陈六使弘毅国际讲坛第二讲
日期： 2021年12月22日
题目： 近代中国的新马知识群体网络——从

北京的南洋俱乐部谈起
主讲
嘉宾：

黄贤强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
系副教授、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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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10.1	重大事件（课程/学务/教务）

序 事项 叙述

1 跨院系课程整合 10.1.1	为了使文学院资源整合，使讲师的才能发挥最大化，文学院提倡
整合相关的科目。涉及课程包括中文学士课程、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
及辅导咨商学士课程。经过协商，确定整合的科目包括：

课程整合前
课程整合后

BCL BEDU-BTCSL

ACBLG1243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古代汉语

ABTAC3243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古代汉语

BCL：ACBLG1243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古代汉语	
BEDU-BTCSL：ABTAC3243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古代汉语

ACBLG2253	
Found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语言学概论

ABTFC1153	
Found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语言学概论

BCL：ACBLG2253	Found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语言学概论	
BEDU-BTCSL：	ABTFC1153	
Found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语
言学概论

ACBLG3253	
Translating	in	
Practice
翻译与实务

ABTIT3173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翻译概论

BCL：ACBLG3253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翻译概论	
BEDU-BTCSL：ABTIT3173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翻译概论

ACBLG1183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汉语语音学

ABTTC2123	
Teaching	
Chinese	
Phonetics	
as	a	Second	
Language	
语音教学

BCL：ACBLG1183	Teaching	Chinese	
Phonetics	as	a	Second	Language	语
音教学	
BEDU-BTCSL：ABTTC2123	Teaching	
Chinese	Phonetics	as	a	Second	
Language	语音教学

ACBLI3223	
Selected	
Readings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马华文学作品选

ABTMC3163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马华文学

BCL：ACBLI3223	Selected	Readings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马华
文学作品选	
BEDU-BTCSL：ABTMC3163	Selected	
Readings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马华文学作品选

ACBLG1153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现代汉语

ABTMC3123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现代汉语

BCL：ACBLG1153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现代汉语	
BEDU-BTCSL：ABTMC3123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现代汉语

ACBLI2143	
Selected	
Literary	Work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品选读

ABTMC3143	
Selected	
Literary	Work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品选读

BCL：ACBLI2143	Selected	Literary	
Work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
品选读	
BEDU-BTCSL：ABTMC3143	Selected	
Literary	Work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中
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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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2021年5月和9月份学期的科目和师资安排如下：

10.1.3	辅导咨商学士课程

10.1.4	2021年9月份学期，辅导咨商学士课程选修课添加以下科目：

-	AGBEP1263	Educational	Pscyhology	教育心理学	（刘美玉授课）
-	 BIBCS2113	 Introduction	 to	 Security	 Technology（Suhailah	 Binti	 Fauzi授
课）

2 课程通过全
面考核(Full	
Accreditation)

中华研究硕士课程和东盟研究硕士课程分别于11月18-19日和11月23-24日进
行审查。经过两日的考核，两个课程原则性获得通过，考核委员也提供许多宝
贵的建议。目前两个课程正等待来自考核官员的反馈意见（Maklum	Balas）。	

3 MQF2.0 马来西亚学术资格架构（Malays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MQF）已推出
最新版本架构，MQF2.0。为此，中文（荣誉）学士课程与中文传播基础课程
为符合MQF2.0资格要求，同时加强系上师资对在课程方面，所以在课程方面
进行了调整。	

4 MQA文件
审(Audit	
Pemantuhan	
MQA	2021)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将进行MQA文件审核。
教育系位专业文凭课程的课程协调员与老师们归档整合课程资料与教学文件，
并于8月份把两个专业课程的MQA文件呈交至相关单位，目前正等待有关单位
的审核与回复。	

5 课程名称修正为
（荣誉）学士
课程

汉语国际教学士课程于2021年4月21日正式获得高教部认证修改课程名称，
即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Bachelor	of	Educati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Honours)。幼儿教育学士课程于2021年3月25日正式获
得高教部认证修改课程名称，即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Bachelo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onours)。	

ACBLI3243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

ABTFL3153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

BCL：ACBLI3243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	
BEDU-BTCSL：		ABTFL3153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

ACBCT1263	
Chinese	
Cultures	
Outline	
中国文化概要

ABTIC3233	
Chinese	Cultures	
Outline	
中国文化概要

BCL：ACBCT1263	Chinese	Cultures	
Outline	中国文化概要	
BEDU-BTCSL：ABTIC3233	Chinese	
Cultures	Outline	中国文化概要

2021年
5月份学期

1.古代汉语（中文系，林素卉老师授课）
2.翻译概论（教育系，李璘老师授课）
3.语音教学（教育系，李璘老师授课）

2021年
9月份学期

1.现代汉语（中文系，林素卉授课）
2.世界文学（中文系，吕鸣仁授课）
3.马华文学作品选读（中文系，伍燕翎授课）
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中文系，王修捷授课）

选修课添加如下 可开放给文学院或全校同学选修的科目
教育心理学（Y1S2） 性与性别心理学（Y1S2）

E-Commerce（BIBGE3123） 健康心理学（Y2S1）
Introduction	to	Security	

Technology
死亡心理学（Y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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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学硕博课程
开课

2021年3月27日，教育系迎来了第一批次国际生报读教育学硕博课程，共有30
位研究生报读本系的课程。这些研究生大部分在原来的国家高校有多年的教学
与研究经验，继续深造、潜心学术、刻苦钻研，扎实自身的学术与研究基础。	

7 辅导咨商系迎来
首届本科毕业生

2021年12月，本系辅导咨商（荣誉）学士课程10位学生毕业。由于疫情影响
学生实习，在马来西亚辅导局同意接受部分面对面辅导改为线上进行，首届一
半的学生得以毕业。毕业生只要通过面试，就能成为注册心理辅导员。	

10.2	 学术成果	

10.2.1	研讨会、文章发表、论文发表

院系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1)
中国
语言
文学
系

聂清风 2021	Annual	
Meeting	of	the	
AOS	Western	
Branch

Gan	Bao’s	
Diagnoses	
of	Physical	
Malfunctions

2021年
10月21日

线上
视频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nd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林素卉 第九届近现代中
国语文国际学术
研讨会：黄春明
的文学与艺术

六、七0年代黄春
明小说中人物语
言使用与语码转
换所表现的台湾
社会

2021年
11月26日

线上
视频

国立屏东大学

黄薇诗 历史构成、现代
演进和角色流
动：东南亚女性
的对话国际学术
研讨会

论华裔女性组织
的社区服务参与

2021年11月
13-14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学院

伍燕翎 华侨华人文学与
中外文明交流：
理论创新与文本
阐释

他者视角的本土
化论述：香港作
家刘以鬯小说中
的"南洋再现"

2021年12月
4-5日

线上
视频

华侨大学中华文
化与世界文明研
究院	/	华侨大学
文学院主办;华侨
大学文学院海外
华人文学暨台港
文学研究中心承
办

伍燕翎 历史构成、现代
演进和角色流
动：东南亚女性
的对话

南洋女性生命史
建构下的国族
重构——论析李
忆莙的长篇小说			
《遗梦之北》

2021年11月
13-14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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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Soo	Boon,	
Florence	Kuek	
Chee	Wee,	
Ng	Yean	Leng,
Chai	Siaw	Ling

2021	ISSCO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online	
course	on	
teaching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Schools”

4-5	
December,	

2021

Zoom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ISSC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Sun	Yat-
Sen	University	
along	with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Research	
Centre	at	
Universiti	Malaya

Ng	Soo	Boon,	
Florence	Kuek,	
Ng	Yean	Leng,
Chai	Siaw	Ling,
Fan	Pik	Shy

The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Curriculum	
Studies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ing	
(APCCSID	
2021)

“Using	LRAM	
literacy	strategy	
to	teach	
Malaysia	Chinese	
Literature	
online	–	Is	it	a	
good	alternative	
during	the	
pandemic	
time?”

1-3	October,
	2021

Zoom SEGI	University

Ng	Soo	Boon,
Florence	Kuek	
Chee	Wee,	
Ng	Yean	Leng,
Chai	Siaw	Ling,
Fan	Pik	Sh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Education	
(I-Role)	2021	

“An	online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Chinese	
literature	
pedagogy	in	
Malaysia”

23	&24	
March,	
2021

Zoom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RA	cawangan	
Melaka

王修捷 历史构成、现代
演进和角色流
动：东南亚女性
的对话国际学术
研讨会

存在主义视域下
马华文学女性角
色探讨--以商晚筠
小说为个案

2021年11月
13-14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学院

安焕然 2021乐成宫第
四届妈祖学国
际研讨会：新视
野、新材料与
新方法的当代妈
祖研究-"去"地方
化、新科技与新
媒介

从马来西亚天后
宫的类型谈华人
研究的方法论问
题

2021年12月
17-18日

线上
视频

主办单位：财团
法人中乐成宫，
承办单位：台中
乐成宫妈祖文化
中心、绿川人文
工作室，合办单
位：中兴大学历
史学系、逢甲文
化与社会创新硕
士学位学程、台
湾叙事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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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 全球客家研究联
盟双年会

如何客家：以马
来西亚饮食文化
的"客家菜"为例

2021年11月
6-8日

线上
视频

台湾国立中央大
学客家学院

安焕然 2021年"中国历
史中的日常"国
际研讨会

十九世纪马来西
亚新山华人的常
民形象及从战前
柔佛古庙游神报
导探视"华人"样
貌

2021年10月
29-30日

线上
视频

国立成功大学历
史学系

安焕然 陈嘉庚与百年厦
大学术研讨会

出钱与理念：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
与陈嘉庚精神之
传播

2021年10月
23-24日

线上
视频

（中国）厦门大
学历史系

(2)
教育
系

王淑慧 第二届马来西亚
教育与教学国际
研讨会暨第四届
华语文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
发表

华文教育的可持
续发展--基于构建
马来西亚国家共
同体的视角

2021年
12月5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主办

王淑慧 "东南亚论坛"	
2021国际会议
暨粤港澳大湾区
产教融合协同创
新论坛

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
SWOT-PEST内外
环境分析

2021年11月
13-14日

线上
参会

华南师范大学东
南亚研究中心

连瑞盈 第二届马来西亚
教育与教学国际
研讨会暨第四届
华语文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
发表

《马来西亚学前
教育课程幼儿教
师融合教育能力
的培养》

2021年
12月5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主办

李韵欣 第二届马来西亚
教育与教学国际
研讨会暨第四届
华语文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
发表

马来西亚华文教
材的性别角色之
探析——以一至
三年级《华文》
为例

2021年
12月5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

张万霖 第二届马来西亚
教育与教学国际
研讨会暨第四届
华语文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
发表

探析华德福学前
教育衔接我国华
小的问题

2021年
12月5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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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欣 第一届华侨华人
论坛

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的历史与经验

2021年
10月30日

线上
视频

浙江外国语学院

王睿欣 第二届马来西亚
教育与教学国际
研讨会暨第四届
华语文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
发表

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研究的现状与
趋势

2021年
12月5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

张伟隆、
林慧雯

第二届马来西亚
教育与教学国际
研讨会暨第四届
华语文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
发表

马来西亚幼儿教
育大专生就业发
展趋势

2021年
12月5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

(3)
辅咨
系

林俊荣、
骆惠旋、
郭富美

第十三届马来西
亚华社辅导研讨
会论文发表

男同志自我认同
发展之叙事研究

2021年
6月7日

线上
视频

檀香爱心福利会
承办

萧伟伦、
骆惠旋、
侯雯荔

第十三届马来西
亚华社辅导研讨
会论文发表

水手的航海录--校
园霸凌的自我叙
说研究

2021年
6月7日

线上
视频

檀香爱心福利会
承办

黄慧铭、
黄庭意、
骆惠旋、
黄玲玲

第十三届马来西
亚华社辅导研讨
会论文发表

数字化的浪漫
关系—马来西亚
青年网恋之访谈
研究

2021年
6月7日

线上
视频

檀香爱心福利会
承办

林秀静、
郭富美、
骆惠旋

第十三届马来西
亚华社辅导研讨
会论文发表

马来西亚成年女
性无缝接轨恋爱
经验之叙事研究

2021年
6月7日

线上
视频

檀香爱心福利会
承办

苏嘉敏、
蔡建换、
吴群政、
骆惠旋

第十三届马来西
亚华社辅导研讨
会论文发表

Death	Anxiety	
Towards	Global	
Pandemic	
(COVID-19)	
Among	Young	
Adulthood	

2021年
6月7日

线上
视频

檀香爱心福利会
承办

郭富美、
吴群政

2021年不惑老
人日之【马来西
亚华裔老人生活
品质研究报告发
表会】

疫情下焦虑、社
会支持对老人生
活品质关系之研
究

2021年
10月3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凯迪基金
会联办

黄玲玲、
吴群政

2021年不惑老
人日之【马来西
亚华裔老人生活
品质研究报告发
表会】

线上老龄课程对
老人生活满意度
及生活品质的研
研究----以不惑
生命学苑的老爸
老妈来上课课程
为例

2021年
10月3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凯迪基金
会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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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惠旋、
侯雯荔

2021年不惑老
人日之【马来西
亚华裔老人生活
品质研究报告发
表会】

华裔女性老人中
年期亲密关系失
落经验之生命故
事

2021年
10月3日

线上
视频

新纪元大学学院
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凯迪基金
会联办

新纪元与不惑老人生活品质研究发表。

(4)
东南
亚学
系

廖文辉
博士

"2021闽南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
会"

<马来西亚闽南人
的兴学办教网络>

2021年12月
9-12日

线上
视频

台湾师范大学、
金门大学

白伟权
博士

Reassessing	
Chinese	
Diaspora	from	
the	South:	
History,	Culture	
and	Narrative

The	formation	
of	a	Chinese	
Tin	Mining	
Territorial	
Society	in	
Northern	Malay	
Peninsular:	
Perspectives	
from	New	
Regional	
Geography

2021年
4月21日

Zoom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0.2.2	专题讲座、座谈会、交流会、会议主持、点评、总结人

（1）中国语言文学系

(a)	黄薇诗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审稿 1.	二年级学生在写话时面对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	通过"读写结合"提升四年级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3.	以"行话心人物分析法"提升小五生对故事的人物分析
能力
4.	以群文阅读教学法提升五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5.	以学思达教学法提高五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6.	运用"绘图法"提升小三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7.	通过拼图教学法提升华小四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2021年	
5月

JURNAL	
PENYELIDIKAN	
TEMENGGONG	JILID	
2-	BIL.1	/	2021	
IPG	Kampus	
Temenggong	Ibrahim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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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伍燕翎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论文
评审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之倡议与创校始末 2021年
7月5日

线上，《华侨华人文献
学刊》

2 主持 "新纪元人文学堂系列1华商先辈·人文情怀"演讲
系列（9场次）

2021年
7月29日
-	9月23日

线上，新纪元文学与社
会科学院，协办：东方
日报online

3 主持 《不惑》期刊线上人文讲座"老校园	意难忘" 2021年
7月31日

线上，不惑生命学苑、
大马乐龄照护协会

4 主持 "疫情视野下的华文教育共话"第一场"疫情下的华语
教学，兼谈语文教学的创新契机"

2021年
9月25日

线上，新纪元文学与社
会科学院，联办：雪兰
莪州教育厅华文组

5 主讲 华商先辈·人文情怀	 "从还原走出小说和教科书外
的叶亚来和茨厂街"

2021年
7月22日

线上，新纪元文学与社
会科学院，协办：东方
日报online

6 评议 "华侨华人文学与中外文明交流：理论创新与文本
阐释"

2021年
12月4-5日

线上，华侨大学中华文
化与世界文明研究院	/	
华侨大学文学院;承办：
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
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
中心

7 点评 第七届新曦中文学坛谢镇聪论文《"压抑的女声与"
父"的背离：李天葆小说的阴性空间》

2021年
11月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8 点评 第七届新曦中文学坛锺紫盈论文《后殖民视野下的
主体认同──马华文学的原住民女性书写》

2021年
11月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

8.	探讨华小学生古诗学习的现状调查
9.	探讨思维图提高四年级学生理解童话故事的能力
10.	以阅读监控法提高四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2 点评 历史构成、现代演进和角色流动：东南亚女性的对话国
际学术研讨会《南洋精英的中国妻》

2021年
11月14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
院文学院

3 主讲 升学与职业规划系列讲座《前瞻中文大未来》 2021年
	3月20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
院市场与行销部

4 主讲 2021年第八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玩转历
史》

2021年
7月20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
院中文系

5 主讲 疫情视野下的华文教育共话"学术交流会 2021年
9月2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
院文学院主办，雪兰
莪州教育厅华文组联
办

6 主持 升学与职业规划系列讲座《一文不值，还是一字千金？	》 2021年
5月1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
院市场与行销部

7 主持 升学与职业规划系列讲座《如果你是中文系生，我讲的
第一堂课》

2021年
5月29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
院市场与行销部

8 主持 人文校园系列讲座《蓬转忽麦秋》 2021年
10月2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
院文学院

9 主持 "郑良树书库"仪式暨郑良树逝世五周年纪念 2021年
11月19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郑良树汉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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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白伟权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场次
点评

第七届新曦中文学坛 2021年
11月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2 筹办 中文大讲堂满天神佛系列讲座（共13
场）

2021年
6月3日
-9月2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3 筹办 海洋亚洲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人文学科
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年
7月24
	-	26日

线上，香港史学后进倡议、新
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
院、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国
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史穗》

4 筹办 2021年第八届《我爱华文，我考华
文》

2021年
7月19日	-	23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
言文学系

5 主讲 从旧地图看马来西亚 2021年
10月9日

线上，坤成中学

6 主讲 "马来亚"：殖民经济、族群文化与区
域划分

2021年
11月25日

线上，国立台湾大学东南亚文
史论坛

7 审稿 论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与政策的演变兼
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

2021年
4月15日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报》

8 审稿 吉隆坡中华独中发展的社会资本 2021年
10月5日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报》

9 审稿 马来西亚柔佛州峇株巴辖县在马来亚
战役的战争准备—以报刊资料为主
（1939-1941）

2021年
10月13日

《台湾东南亚学刊》

10 审稿 柔佛古庙游神仪式中	
舞、乐、戏的功能阐释

2021年
10月18日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11 审稿 区域网络与商业博弈：略论十九世纪
新、柔华人椒蜜业者的游离角色

2021年
10月22日

《图南鹏翼：青年学者东南亚
文史会议论文集》

(d)	林素卉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点评 论黎紫书《流俗地》中的叙事空间 2021年11月13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
2 审稿 楚简中"坐"与"危（跪）"混用现象考证 2021年12月 《马来西亚汉学刊》

(e)	郭思韵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审稿 风骨竦秀：王雱生平著作考 2021年5月18日 《马来西亚汉学刊》
2 审稿 林源瑞旧体诗创作探析 2021年7月28日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3 审稿 薛季宣《周礼》学与记、

铭、箴关系研究
2021年8月5日 《马来西亚汉学刊》

4 场次
点评

第七届新曦中文学坛 2021年11月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5 主讲 神游冥想·表里千秋：古典
文学世界的维度与温度

2021年12月19日 线上，星洲《学海》学生记者
线上培训营



103

(f)	王修捷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点评 第七届新曦中文学坛《严肃中的爱与美--论年红儿
童小说创作特色》

2021年	11月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
学院中文系

2 点评 第七届新曦中文学坛《《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
样板戏的政治重构	——以<智取威虎山>为例》》

2021年	11月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
学院中文系

3 审稿 凌淑华小说与其叙述视角 2021年	6月21日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报

(g)	安焕然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主讲 升学与职涯	规划系列讲座10	

如果你是中文系学生，我讲的第
一堂课

2021年5月29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市场
与行销部

2 主讲 2021年第18届全国中学中华文
化营，云端华夏.	 凝聚一个圆〈
华人农历新年习俗漫谈〉

2021年6月3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
推广中心

3 主讲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
程.	 课程主题三.	 大马名家系列
〈马来西亚华人史上的人杰与鬼
雄〉

2021年6月12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
与社会科学院、富贵集团

4 主讲 新纪元中文大讲堂.	 大马满天神
佛系列
〈妈祖是海南神吗？	〉

2021年7月3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

5 主讲 〈小国崛起：满剌加与	 朝贡体
制〉，海洋亚洲全球化与去全球
化人文学科青年学者	 国际学术
研讨会（线上视频）专题演讲

2021年7月24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新纪
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
学院	 、香港史学后进倡议、
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等联办

6 主讲 新纪元人文学堂系列1：华商先
辈.	 人文情怀线上云课堂《文化
新山儒商典范：郭鹤尧与郭兄弟
家族》

2021年9月2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
与社会科学院

7 主讲 在马来西亚读中文有哪些文化资
源优势

2021年9月24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8 主讲 北京、香港、台湾：一名马来西
亚跨国界的海洋文化视角观察

2021年10月19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注册
处（课务组）

9 主讲 郑良树书库开幕仪式暨郑良树逝
世五周年纪念《一代学人郑良
树》

2021年11月19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10 场次论文
点评

第七届新曦中文学坛 2021年11月6、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
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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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系

(a)	张伟隆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动：徽章设计
比赛

2021年2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2 专题
讲座

科系选择与职涯规划说明会 2021年3月14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3 交流
会

师生交流与辅导：让实习与防疫共存 2021年4月1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4 专题
讲座

新纪元中文大讲堂：马来西亚"六圣府王爷"的
探析

2021年6月3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5 专题
讲座

疫情下的华文教育 2021年6月30日 线上，马六甲培风中学

6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动：2021年教
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2021年7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7 课程 MQA培训Pematuhan与JSU 2021年7月20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

8 讲座 《新纪元人文学堂系列1：华商先辈·人文情
怀》，《矿家陈秀连和他的文化遗产陈氏书
院》

2021年8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9 主讲 疫情视野下的华文教育共话"学术交流会 2021年9月2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学院，雪兰莪州教育
厅华文组联办

10 主持 后疫情时代马来西亚大专院校教育系的变革
与可持续发展

2021年12月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

(b)	王淑慧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座谈会 VEEXPO	 2021	 线上虚拟教育展：小学
选择困难症

2021年
1月1-3日

线上，VEEXPO线上教育展

2 课程 教师在职进修：走近"多元智能" 2021年
1月13日

线上，安顺三民独中

3 课程 教师在职进修：新时代的班导师 2021年
1月18日

线上，巴生兴华中学

4 专题讲座 学科教师培训：后疫情时代的教与学 2021年
2月6日

线上，董总课程局

5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动：徽章
设计比赛

2021年
2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6 课程 新手教师培训：后疫情时代的新手教师 2021年
3月25-26日

线上，吉隆坡中华独中

7 交流会 师生交流与辅导：让实习与防疫共存 2021年
4月1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8 座谈会 亲子座谈：废除UPSR面面观 2021年
5月28日

线上，绿洲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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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审 教 育 系 1 5 周 年 庆 " 芳 华 拾 伍 " 活
动：2021年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2021年
7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10 主持 疫情时代的教育共话学术交流会 2021年
9月2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
院，雪兰莪州教育厅华文组联
办

11 主持 华文教师交流会 2021年
10月23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
广中心

12 主持 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华文教育的发展 2021年
12月4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13 主持 后疫情时代台湾推动"幕前学校"教与学
的现况与挑战

2021年
12月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c)	王睿欣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动：徽章
设计比赛

2021年2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2 专题讲座 调查问卷的设计 2021年3月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3 专题讲座 和我们一起玩转华语 2021年4月30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4 交流会 毕业论文怎么写？ 2021年6月23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5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动：2021

年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2021年7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6 专题讲座 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以华文教育教
师素质的研究为例

2021年7月2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7 主讲 大学是什么？ 2021年9月2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

8 主持 新形势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变与不变 2021年12月4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

(d)	李韵欣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
动：徽章设计比赛

2021年2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2 交流会 网课中的霸凌现象 2021年3月1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中心
3 专题讲座 前瞻幼教事业的前程——幼教

只教ABC？
2021年4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4 交流会 让实习与防疫共存 2021年4月1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5 专题讲座 和我们一起玩转华语 2021年4月30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6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

动：2021年教育系绘本讲故事
比赛

2021年7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7 主持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作业
小技巧工作坊：Word讲解

2021年9月2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8 主讲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作业
小技巧工作坊：PPT讲解

2021年9月29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9 主持 儿童急救讲座 2021年11月1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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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连瑞盈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动：
徽章设计比赛

2021年
2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2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
动：2021年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
赛

2021年
7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3 课程
（负责组织）

Pematuhan与JSU 2021年
7月20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4 主持 让特殊的孩子共浴教育的暖阳——
李文欣老师

2021年
11月24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f)	张万霖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

动：徽章设计比赛
2021年12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2 专题讲座 前瞻幼教事业的前程——幼教只
教ABC？

2021年4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3 交流会 让实习与防疫共存 2021年4月1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4 专题讲座 和我们一起玩转华语 2021年4月30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5 交流会 毕业论文怎么写？ 2021年6月23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6 专题讲座 7与9月份学期的科系选择与职涯

规划
2021年6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7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
动：2021年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
赛

2021年7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8 主持 2021年9月份学期教育系迎新
周：线上讲座——大学是什么？

2021年9月2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9 主持 读汉语国际教育，行国际人才之
路！

2021年9月20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10 主持 疫情下华文课堂教学的现况 2021年12月22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g)	林慧雯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评审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活
动：2021年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2021年7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2 主持 投入幼教这一行，好样的！ 2021年9月27日 线上，方新纪元大学学院
3 主持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作业小技

巧工作坊：PPT讲解
2021年9月29日 线上，方新纪元大学学院

4 座谈 未来教育与（汉语国际/幼教）发展
前景

2021年12月11日	-	12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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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咨系

(a)	郭富美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主讲 疫情下教师的自我照顾与成长 2021年1月19日 线上，马六甲培风中学
2 主讲 独中新手教师培训课程 2021年2月6日 线上，董总
3 主持 你知道你其实有许多方法辨识网络

犯罪吗？	 给青少年及青少年父母的
关怀讲座（王清兰主讲）

2021年4月3日 新纪元市场部【升学与职涯规
划】系列讲座	06

4 主讲 新常态下的教与学—谈教师的自我
照顾

2021年4月9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1

5 主持 网络世界对老人生活的影响（林致
承主讲）

2021年4月23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3

6 主持 面对无法救治的病人，我们要救家
属（陈志金主讲）

2021年5月8日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
程—ICU重症现场的生死观察

7 主持 天边孝子，也是需要被治疗（陈志
金主讲）

2021年5月15日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
程—ICU重症现场的生死观察

8 主持 结束不结束;	 转念与器官捐赠（陈志
金主讲）

2021年5月22日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
程—ICU重症现场的生死观察

9 主持 医者，医人心：祭者，祭未亡（陈
志金主讲）

2021年5月29日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
程—ICU重症现场的生死观察

10 主讲 从灰发离婚谈起----中老年人的性与
爱（一）

2021年6月18日 AiFM	电台《爱要性福》节目

11 主讲 念心理系与心理辅导系，差别何
在？

2021年6月20日 梦翔力

12 主讲 从灰发离婚谈起----中老年人的性与
爱（二）

2021年6月25日 AiFM	电台《爱要性福》节目

13 主讲 与心理学家谈生与死这件事 2021年6月26日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
程—大马名家系列4

14 主讲 科系选择与职涯规划 2021年6月26日 新纪元市场部
15 主讲 疫情教会我的事（与陈志金医师一

起主讲）
2021年7月3日 吉隆坡中华独中

16 主持 二十一世纪的王者学科：	 老龄照
护服务与乐龄企业管理（胡禄铭主
讲）

2021年7月9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
13

17 主讲 新常态下的师生关系：谈青少年问
题与处理

2021年7月10日 巴生滨华中学

18 主讲 问题学生？！	学生问题？	谈基本辅
导原理原则与辅导策略"

2021年7月17日 吉打吉华独中主办线上教师培
训研习会

19 主持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谈如何保护自己
（王清兰主讲）

2021年7月30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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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持 那一年，我们实习的日子—辅咨系
毕业生心得分享林俊荣、林秀静、
邹婉馨、吴宝怡、萧依雯分享

2021年8月20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
19

21 主讲 人生其实可以有U-turn 2021年8月24日 孝恩等23辅导单位主办《疫起
守护生命》系列讲座

22 主讲 性的沟通，为何那么难？ 2021年9月3日 AiFM	电台《爱要性福》节目
23 主讲 性的沟通，为何那么重要？ 2021年9月10日 AiFM	电台《爱要性福》节目
24 主讲 路在何方：如何为孩子选择中学 2021年9月11日 新文龙中华中学公开讲座
25 主讲 三级辅导模式 2021年9月14日 董总
26 主讲 网络爱情？	网络犯罪 2021年9月24日 SMK	Rawang华文学会
27 主讲 婆媳之间如何和谐相处 2021年10月5日 线上视频，不惑生命学苑《老

爸老妈来上课》
28 主讲 成为辅导工作者之路 2021年10月15日 马来西亚华社辅导协会《成为

辅导工作者之路21系列分享
会》1

29 主讲 夫妻如何恩爱到老年 2021年10月19日 线上视频，不惑生命学苑《老
爸老妈来上课》

30 主讲 马来西亚妇女醒觉线上座谈会	：	家
庭暴力的挑战与应对能力

2021年10月23日 马来西亚（国际）辅导协会与
卫生部联合主办《全国辅导月
活动》

31 主持 性别少数群体	LGBT辅导工作分享 2021年10月30日 马来西亚华社辅导协会《成为
辅导工作者之路21系列分享
会》6

32 主持 性侵受害者辅导工作经验分享 2021年11月6日 马来西亚华社辅导协会《成为
辅导工作者之路21系列分享
会》8

33 主持 生死边缘的未完成事件--ICU医生的
观察与分享》

2021年11月20日 马来西亚华社辅导协会《成为
辅导工作者之路21系列分享
会》13

34 主讲 乐龄夫妻也能享受性福吗？ 2021年12月30日 AiFM	电台《爱要性福》节目

（b）黄玲玲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主持 谈疫情时代的自我照顾——成为更完
整的自己（李颖莹主讲）

2021年4月16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2

2 主持 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曾毓林主讲） 2021年6月19日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
程—大马名家系列3

3 主讲 论与压力相处之道 2021年7月2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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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侯雯荔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主讲 生涯探索与规划工作坊 2021年4月9日 线上，新文龙中华中学
2 主讲 班级经营管理 2021年4月10日 线上，新文龙中华中学
3 主持 过番歌：祖辈分离的哀叹调（张吉

安主讲）
2021年6月5日 线上，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

课程—大马名家系列1
4 主持 后疫情的危机：如何让孩子告别网

络沉迷（谢成主讲）
2021年6月11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灵

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9
5 主持 新常态下的新手妈妈如何照顾自身

情绪与需求（叶淑铃主讲）
2021年7月16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灵

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14
6 主持 后疫情的危机：如何让孩子告别网

络沉迷（谢成主讲）
2021年7月23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灵

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15
7 主持 辅导咨商专业的需求、发展与前景

（陈如湘、郭富美主讲）
2021年8月27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灵

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20
8 主讲 我和手机的关系 2021年10月12日 线上，不惑生命学苑《老爸老妈

来上课》

（d）吴群政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主讲 疫情下中学/大学新鲜人升学常见

的问题和困扰
2021年4月30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4
2 主持 飞扬的青春——疫下大学生活甘

苦谈（郑紫双、何汭洋、陈荟
茗、陈慧晶、郑依宁主讲）

2021年5月21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6

3 主持 新常态下父母的再成长——如何
协助孩子适应学习？	 （李紫薇主
讲）

2021年6月4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
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8

4 主持 马来西亚华人史上的人杰与鬼雄
（安焕然主讲）

2021年6月12日 线上，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
品课程—大马名家系列2

5 主讲 大未来与咨商心理学专业需求发
展

2021年12月11-12日 新纪元校园开放日体验课升学
与职涯规划系列座谈

（e）骆惠旋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主持 与心理学家谈生与死这件事 2021年6月26日 线上，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
程—大马名家系列4

2 主讲 自我对话练习—拥抱自己受伤的
灵魂

2021年8月6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灵迎
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17

3 主讲 老人忧郁，怎么办？ 2021年10月26日 线上，不惑生命学苑《老爸老妈来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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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何均燕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主讲 挥别焦虑：遇见内在坚定的自己 2021年5月7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灵迎
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5

2 主持 提升后疫情时代孩童的情绪复原
力（李雪妮主讲）

2021年5月28日 线上，新纪元辅咨系《倾听心灵迎
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7

（4）东南亚学系

（a）廖文辉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讲座 谈古道今话中秋 2021年9月11日 线上，中国文化协会
2 讲座 马来西亚的英雄人物 2021年9月26日 线上，大马天空线上广播
3 讲座 《百折愈进，开发矿市的陆佑

（1846-1917）》
2021年8月5日 线上，新纪元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4 会议主持 海洋亚洲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人
文学科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年7月25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成大
历史系、香港史学后进倡议、
成大历史系《史穗》）

5 讲座 马新民间历史文献：以《三州府
文件修集选编》

2021年6月16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注册处
（课务组））

6 会议主持 2021年第五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国际双年会

2021年5月30日 线上，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暨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

（b）白伟权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讲座 "马来亚"：殖民经济、族群文化

与区域划分
2021年11月25
日

线上，国立台湾大学

2 讲座 从旧地图看马来西亚 2021年10月9日 线上，坤成中学
3 讲座 霹雳华人矿家胡氏家族的在地发

展故事
2021年7月29日 线上，新纪元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4 会议主持 海洋亚洲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人文
学科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年7月
24日-26日

线上，香港史学后进倡、新纪元
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国
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国立成功大
学历史系《史穗》

5 讲座 马来西亚现代社区的华人庙宇 2021年7月1日 线上，国立中山大学台港国际研
究中心

6 讲座主持 甘蜜业与华人民间信仰 2021年5月8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
系、新山中华公会西北区联络委
员会

7 讲座主持 甘蜜与华人文史讲堂开幕主持 2021年3月27日 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
系、新山中华公会西北区联络委
员会

8 讲座 马来亚的客家聚落：分布形态、
社会连结与人文景观

2021年3月6日 线上，马来亚大学文学院、全球
客家研究联盟

9 讲座 走入你家的田野：材料、问题意
识和意义

2021年1月16日 线上，亚答屋84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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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黄裕端

序 性质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讲座 Historical	 Nexus	 Between	 Towns:	 Pen-
ang,	Taiping,	Kampar	and	Teluk	Anson

2021年3月15日 线上，Graduate	School

2 讲座 五大姓华商网络与19世纪槟城区域的崛起 2021年8月12日 线上，新纪元文学与社会
科学院

10.2.3	专著、出版品、期刊论文、析出文献

（1）专著、编著

（a）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
十卷第二期），	 2020	 （Malay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0,	
No.2,2021)

（b）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聂清风，《唐国史补校注》，北京：中华
书局，2021年，ISBN：	9787101150865

●伍燕翎编：《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
学》（国中篇），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
会，2021。

（c）教育系

●王淑慧、王睿欣主编，张伟隆、连瑞
盈、张万霖、李韵欣执行编辑：《Journa 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教育与教学研究
（Vol.	 3	 No.	 1	 2021）》，加影：新纪元大学
学院。ISSN：2682-9185	 e-ISSN：	 2735-1211
，DOI：	10.6994/JET。

●王淑慧、张伟隆主编，王睿欣、连瑞盈、
张万霖、李韵欣、汤翔兰执行编辑：《Chine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华文教育与教学》
。ISBN：	978-983-3527-83-0。

●王淑慧、王睿欣主编，张伟隆、连瑞
盈、张万霖、李韵欣执行编辑：《Journa 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教育与教学研究
（Vol.	 3	 No.	 2	 2021）》，加影：新纪元大学
学院。ISSN：2682-9185	 e-ISSN：	 2735-1211
，DOI：	10.6994/JET。

●《教育与教学研究》，2021年6月在华艺
线上图书馆刊登。	

●《教育与教学研究》，2021年6月在

MyJurnal刊登。	

（d）东南亚学系

●廖文辉编：《2021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21
年。	

●柯木林、廖文辉编注：《三州府文件修集
选编》，新加坡、加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
会、新纪元大学学院，2021年。

10.2.4	期刊论文

（1）中国语言文学系

●林素卉：〈东南亚闽南语对外来语所使用
的音译策略──以《华夷通语》为研究中心〉，
《声韵论丛》，2021第二十四辑，页57-86。

●郭思韵：《〈尚书·顾命〉"越玉五重，
陈宝"训释商榷》，《东吴中文学报》，第42
期，2021年11月，页25-43。

●郭思韵：《〈说文解字·叙〉"五帝"段
注献疑》，《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2021年第10卷第2期，页33-40。

●张翰璧、白伟权、蔡芬芳（2021），					
〈信仰与族群关系：以马来西亚仙四师爷信仰为
例〉，《民俗曲艺》214：	 97-148。	 （THCI,	
ACI,	TSSCI）

●(2021)	Florence	Kuek,	Ng	Soo	Boon,	Ng	
Yean	Leng,	 Chai	 Siaw	Ling	&	 Fan	Pik	 Shy,	An	
Obline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on	 Literature	 Pedagogy	 for	 the	
Teaching	 of	 Mahua	 Literature	 in	 Malaysia,	
e-Bangi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Special	Issue),	2021,	Vol.	18.	No.4:	
16-31.Link:	 https://ejournal.ukm.my/ebangi/
article/view/49004

●伍燕翎：〈"新旧交会互放的光芒：南洋
大学中文系草创时期的文学姿态和精神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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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学报》，2021年12月，第七十五卷，新
加坡：南洋学会出版，页1-33。

●安焕然〈文化纽带的延伸与重建：评曾
玲《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2020年9月第三期，页94-96。	
（CNKI，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安焕然《软实力和硬实力：郑和下西羊
与满剌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4	期（总第231期），页125-133。

（2）教育系

●王淑慧：〈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在线教学的问题与对策〉，《世界华文
教学》（中国），第九辑，2021年，页67-80。

●王淑慧：〈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与华文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华侨华人家国情怀与文化
认同研究》，2021年5月，页157-169。

●CHEN	Wei	Kin,	WONG	Shwu	Huey：The	
Graduates’	Competency	Development	Towards	
Industry	 Revolution	 4.0	 in	Malaysia–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2021,	3(2	):79-106.

●Yang,	J.,	Peng,	M.	Y.,	Wong,	S.	,	&		Chong,	
W.	 (2021).	 How	 E-Learning	 Environmental	
Stimuli	 Influence	 Determinate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SOR	
Model	 Perspecti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pg	 1-12.	 https://doi.org/10.3389/
fpsyg.2021.584976

●Peng	 MY,	 Feng	 Y,	 Zhao	 X,	 Chong	 W.	
(2021).	 Use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ory	 to	
Improve	 Learning	 Outcome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vidence	 From	 Taiwan.	 	 Front	 Psychol,	
12,	 pg	 1-12.	 https://doi.org/10.3389/
fpsyg.2021.583722

●张伟隆：〈王爷信仰研究：以马六甲"六
圣府王爷"为例〉，《2021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
研究论文集》，2021年1月，页263-274。	

●Gunawan	W.	&	Wang	R.	(2021).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Trilingual	Schools	of	
Indone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1),	pg	27-43.	

●王睿欣、陈矜妤：〈马来西亚本土汉语

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探讨〉，《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1年第3卷第1期，页65-86。	

●李韵欣：〈马来西亚在线教学的困境与应
对策略〉，	《教育与教学研究》，2021年第3卷
第1期，页29-44。

（3）东南亚学系

●廖文辉：〈槟岛闽南聚落日落洞之重要村
镇组织元素探究〉，《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8	
辑，2021（01）：130-159。

●白伟权：The	 Kong-Moon	 System	
in	 Larut：	 Chinese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Nineteenth-Century	 Perak.	 Th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4(1):	25–50。

●黄裕端：Chinese	Merchants	and	Penang-
Eastern	Indian	Ocean	Nexus，	1820s-1890s，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1
）：	59-79。

10.2.5	析出文献

（1）中国语言文学系

●王睿昕、龙倩、林素卉：《国际中文教育
教学资源发展报告.	 2021》，北京：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2021《新形势下马来西亚中文教学
资源发展特点、机遇与挑战》。

●伍燕翎：〈不存在的上海绘图：王安忆小
说中历史和空间想像〉，王润华、南治国主编：
《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上海：上海
远东出版社，页268-290。

●伍燕翎：〈创造一个宏大的存在：论王安
忆长篇小说诗性语言的建构和转变〉，王润华、
南治国主编：《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页291-300。

●伍燕翎：《以阳光编织一片幸福稻田——
读何乃健《收割阳光》〉，载伍燕翎主编：《华
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国中篇）》，2021
年2月，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页
207-211。

●伍燕翎：《读吴岸〈赞美〉》，载伍燕翎
主编：《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国中篇）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21年2
月，页1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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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翎：《读沈庆旺〈我们那个年代的
鱼〉》，载伍燕翎主编：《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
文学》（国中篇）》，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
家协会，2021年2月，页194-198。

●安焕然《马来西亚柔佛客家人的移殖及
其族群认同探析》，收载于张翰璧、萧新煌主编
《台湾的海外客家研究》，台北：巨流图书公
司，2021年6月，页129─148。

●安焕然《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华人地方史研
究回顾及其可能性》，李建纬主编《碑碣，文献
与地方社会》，台中：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
所，2021，页321-343。

（2）东南亚学系

●廖文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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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益源编《台湾与各地寺庙之美》（台北：里仁
书局，2021），页577-597。

●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人的民间信
仰〉，林宏宇、钟大荣编《马来西亚研究报告
（2019-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21），页62-88。

10.2.6	其他

（1）中国语言文学系

●白伟权（2021年1月11日），〈谈独
中新编高中地理（上）：我们需要怎样的地
理教育？〉，《当今大马》：https://www.
malaysiakini.com/columns/558430。	

●白伟权（2021年1月21日），〈谈独
中新编高中地理（下）：打造全民教科书〉，						
《当今大马》：	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559902。	

●白伟权主编（2021年6月）《新光杂志	
14期》。

●白伟权主编（2021年12月）《新光杂志
15期》。

●NG	 Yean	 Leng,	 “A	 multi-perspective	
study	 the	 Chinese	 of	 Malaysia:	 A	 review	 of	
Calling	Malaysia	 home:	 Essays	 on	 the	 Chinese	
of	 Malaysia”,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21,	10	(1):	97-100.

●黄薇诗：《金山作客：吉兰丹水月宫及其

观音信仰》书评，《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报》，2021年第10卷第2期，页65-67。

●黄薇诗《乡愁》，《中国报》虎珀拾芥专
栏，2021年2月9日。

●黄薇诗《擂茶》，《中国报》虎珀拾芥专
栏，2021年2月23日。

●黄薇诗《缅甸！	暴力！	镇压！	》，《中
国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3月9日。

●黄薇诗《公民》，《中国报》虎珀拾芥专
栏，2021年3月23日。

●黄薇诗《我的自由被恶人自由收割》，		
《中国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4月6日。

●黄薇诗《危险的自由》，《中国报》虎珀
拾芥专栏，2021年4月20日。

●黄薇诗《世界不必太整洁》，《中国报》
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5月4日。

●黄薇诗《考试是公平的机会平等》，《中
国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6月1日。

●黄薇诗《逃出马尔萨斯陷阱》，《中国
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6月15日。

●黄薇诗《精英主义的诞生》，《中国报》
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6月29日。

●黄薇诗《你只是政客的工具》，《中国
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7月13日。

●黄薇诗《天道酬勤：优绩制的外衣》，		
《中国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7月27日。

●黄薇诗《权力使人腐败》，《中国报》虎
珀拾芥专栏，2021年8月10日。

●黄薇诗《假民主的民粹主义》，《中国
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8月24日。

●黄薇诗《通往极权主义之路》，《中国
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9月7日。

●黄薇诗《汉娜阿伦特》，《中国报》虎珀
拾芥专栏，2021年9月21日。

●黄薇诗《极端之恶的暴力》，《中国报》
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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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诗《极权统治下的"人格"的消失》，
《中国报》虎珀拾芥专栏，2021年10月19日。

●黄薇诗《恶的平庸性》，《中国报》虎珀
拾芥专栏，2021年11月2日。

●安焕然《菲道尔的"上天啊"》，星洲日报
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1月3日。

●安焕然《苏庆华的笑声及其学术路》，星
洲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1月10日。

●安焕然《读书是知道自己的不足》，星洲
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1月17日。

●安焕然《传统华团能有新生态吗》，星洲
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1月24日。

●安焕然《疫情下的乡音回响》，星洲日报
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1月31日。

●安焕然《堂食记趣与社交距离》，星洲日
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2月7日。

●安焕然《"格物致知"过新年》，星洲日报
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2月20日。

●安焕然《海南年菜知多少》，星洲日报言
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2月27日。

●安焕然《我们要培养怎样的中文系学生》
，星洲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3月7日。

●安焕然《教学要了解"民间疾苦"》，星洲
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3月14日。

●安焕然《中华思想的"霸王道"》，星洲日
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3月21日。

●安焕然《还是学生好》，星洲日报言路版
边缘评论，2021年3月28日。

●安焕然《不忘初心》，星洲日报言路版边
缘评论，2021年4月7日。

●安焕然《什么地方的食物最好吃》，星洲
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4月11日。

●安焕然《钱穆的《国史大纲》》，星洲日
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4月17日。

●安焕然《方与圆的拿督张文强》，星洲日
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4月25日。

●安焕然《历史书写反映你的高度与格局》
，星洲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5月9日。

●安焕然《历史是倚天剑，还是屠龙刀》，
星洲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5月16日。

●安焕然《中文系的中华文化教讲》，星洲
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5月23日。

●安焕然《文学与文学史》，星洲日报言路
版边缘评论，2021年5月30日。

●安焕然《救国救己，别太执迷不悟》，星
洲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6月6日。

●安焕然《结果全乱套了》，星洲日报言路
版边缘评论，2021年6月12日。

●安焕然《平生不识苏子瞻》，星洲日报言
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6月19日。

●安焕然《五月节.	 端午爬船》，星洲日报
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6月27日。

●安焕然《李白和杜甫是什么诗人》，星洲
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7月3日。

●安焕然《内头内眼.	方言唐诗.	海南面》，
星洲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7月10日。

●安焕然《听柳宗元讲故事》，星洲日报言
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7月17日。

●安焕然《互敬互助吧！	大马华人》，星洲
日报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7月24日。

●安焕然《上山容易下山难》，星洲日报言
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8月1日。

●安焕然《今天请你"吃豆腐"》，星洲日报
言路版边缘评论，2021年8月8日。

（2）东南亚学系

●白伟权（2021年1月11日），〈谈独
中新编高中地理（上）：我们需要怎样的地
理教育？〉，《当今大马》：https://www.
malaysiakini.com/columns/558430。

●白伟权（2021年1月21日），〈谈独
中新编高中地理（下）：打造全民教科书〉，						
《当今大马》：	https://www.malaysiakini.com/
columns/55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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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系出版品或成果展

（1）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十卷
第一期），2020	（Malay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0，	No.1，2021）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十卷
第二期），	2020	（Malay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0，	No.2，2021）

（2）中国语言文学系

●郑诗傧主编;林千惠执行编辑：《中文人总第
20期	恋恋：亦步亦趋，心随心动》（中文系学生文
集）电子版：https://anyflip.com/oufxm/ykhv/basic

●《中国报》副刊特约记者：

(a)〈教育权力分配不均流散人群成形〉

网址: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
211130/%E2%97%A4%E5%AD%A6%E4%B9%
A0%E7%8E%B0%E5%9C%BA%E2%97%A2%E6
%95%99%E8%82%B2%E6%9D%83%E5%8A%9
B%E5%88%86%E9%85%8D%E4%B8%8D%E5%
9D%87-%E6%B5%81%E6%95%A3%E4%BA%BA
%E7%BE%A4%E6%88%90%E5%BD%A2/

刊登日期：《中国报》2021年11月30日		
（学生记者：黄智辉）

(b)〈冰谷胶林绿野中书写记忆〉

网址：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
211026/%E2%97%A4%E5%AD%A6%E4%B9%A
0%E7%8E%B0%E5%9C%BA%E2%97%A2%E5%8
6%B0%E8%B0%B7%E8%83%B6%E6%9E%97%E
7%BB%BF%E9%87%8E%E4%B8%AD%E4%B9%A
6%E5%86%99%E8%AE%B0%E5%BF%86/

刊登日期：《中国报》2021年10月26日		
（学生记者：张淑钧）

(c)〈皮箱承载乡愁故事〉

网址：https ://www.chinapress .com.
my/20211005/%E2%97%A4%E5%AD%A
6%E4%B9%A0%E7%8E%B0%E5%9C%BA%
E2%97%A2%E5%B0%8F%E6%9B%BC%E6
%96%87%E5%8C%96%E5%88%9B%E6%8
4%8F%E7%82%B9%E7%81%AB%E4%BA%-

BA-%E7%9A%AE%E7%AE%B1%E6%89%B-
F%E8%BD%BD%E4%B9%A1%E6%84%81%E6%95%85/

刊登日期：《中国报》2021年10月5日					
（学生记者：林欣慈）

(d)〈小曼文化创意点火人〉

网址：https ://www.chinapress .com.
m y / 2 0 2 10928 /% E 2%97%A4%E4%B -
C%9A%E5%91%98%E6%96%87%EF%BC%9A
%E5%AD%A6%E4%B9%A0%E7%8E%B0%E5%
9C%BA%E2%97%A2%E5%B0%8F%E6%9B%B-
C%E6%96%87%E5%8C%96%E5%88%9B%E6%
84%8F%E7%82%B9%E7%81%AB%E4%BA%BA/

刊登日期：《中国报》2021年9月28日					
（学生记者：林欣慈）

(e)〈雨树很像马来西亚华人〉

网址：https ://www.chinapress .com.
m y / 2 0 2 10831 /% E 2%97%A4%E4%B -
C%9A%E5%91%98%E6%96%87%EF%B-
C%9A%E5%AD%A6%E4%B9%A0%E7%8E
%B0%E5%9C%BA%E2%97%A2%E9%9B%
A8%E6%A0%91%E5%BE%88%E5%83%8
F%E9%A9%AC%E6%9D%A5%E8%A5%B-
F%E4%BA%9A%E5%8D%8E%E4%BA%BA/

刊登日期：《中国报》2021年9月1日（学
生记者：杨立杰）

（3）教育系

●张万霖老师指导、汉语国际教育三年级生
筹办、教育系应届毕业生联办：《追光筑梦·线
上学术成果展》。	

●教育系15周年庆特刊《我们的故事》，
主编：张万霖。

10.2.8	专业实习

（1）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文系2月份学期共有52位同学进行为时
10周的专业实习，分别是：王谕婷、苏敏雯、
陈欣勤、苏晓萱、潘子微、陈芊彤、谢癸铨、
洪子康、李嘉盈、李承澳、李芷倩、温禧隆、
林含彦、姚凯雄、廖珂盈、吴惠谦、刘芷晴、
李伟详、林欣慈、郑惠琦、陈婷婷、马俊泓、
张淑钧、林千惠、范明诗、朱慧心、张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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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霈怡、刘慧恩、林淑可、黄莉芬、鲁美琪、陈
潇筠、吴沅龙、叶荣添、丘芷绮、朱奕维、萧荣
健、刘苡伶、黄良康、何致豪、何佳颖、马嘉
圣、温惠晴、陈自健、王歆溋。

（2）教育系

(a)	 教育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在2月份
学期共有2	 9位同学于2021年1月18日至3月6
日进行了ETCL126	 教学实习（托儿所）和于
2021年3月31日至5月15日完成了ETCL127	
教学实习（幼儿园）。以下是教学实习名单：
李惠晴、张心慈、陈淑仪、叶育欣、卢微蓥、
李雪儿、方倩玟、卢淑婷、黄慧盈、郑琍云、
赖薇琪、游骧腾、陆婉羚、黄祖谙、陈依怡、
黄佩倪、陈奕伶、陈慧琳、林秋枰、林婕妤、
颜璆玲、何洁婷、黄彩彤、沈欣旋、谢咏睿、
陈思婷、颜幸婕、王伊娴和刘美盈。	

(b)	教育系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在2月
份学期共有15位同学于2021年2月1日至4月10
日进行了ABEPN	3114	教学实习（托儿所）和于
2021年4月19日至7月3日完成了ABEPK	 3124	
教学实习（幼儿园）。以下是教学实习名单：叶
柔斈、王玮麟、戴紫芹、杨紫彤、钟桧沁、汤弦
颖、梁俊浩、邝韵双、吴莉温、郑淑铃、梁微
琼、黄舒政、黄衎程、周宏和陈柯伶。	

(c)	 教育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2月
份学期共有19位同学于2021年2月1日至4月10
日进行了TCLM	601教学实习。以下是教学实习
名单：黄嘉雯、梁镈匀、林予忻、巫尉箐、莫
萃康、黄舒妤、张心旖、刘佳鑫、郭青龙、钟

丽雯、黄丽芬、何嘉慧、黄丽珍、沈彤瑜、张
靖淳、黄籽倪、李仪雯、黄以淇和颜贻成。	

(d)	 教育系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2月份学
期共有12位同学于2021年2月1日至4月10日
进行了ABTPR	 2314	 教学实习。以下是教学实
习名单：罗恩惠、曾美晶、李敏蔚、许雪薇、	
余芝霏、曾文杰、陈彦玲、卢佩莹、张彩燕、
郑金熔、	叶梓阳和徐梃轩。	

(e)	教育系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在9月
份学期共有19位同学于2021年5月3日至7月17
日进行了ABEPN	3114	教学实习（托儿所）和于
2021年7月26日至9月25日完成了ABEPK	 3124	
教学实习（幼儿园）。以下是教学实习名单：
叶柔斈、陈玮麟、戴紫芹、钟桧沁、汤弦颖、杨
紫彤、梁俊浩、邝韵双、黄念慈、黄彩云、叶嘉
铃、许晓晴、何依绫、杨佳翊、杨洺洁、梁善
彦、曾玮雯、潘婕琋、蔡沂璇。	

（3）辅咨系

辅咨系辅导咨商（荣誉）学士课程共有10
位学生，在2021年顺利完成马来西亚辅导局规
定的咨商实习（Counselling	 Internship）条件，
符合毕业要求。他们是：吴思颖、卢修妍、萧依
雯、吴宝怡、邹婉馨、林嫚玲、郑依宁、林俊
荣、林秀静与罗洁颖。另外还有9位学生继续在
校外进行咨商实习，他们是：刘绮婷、何紫琳、
秦宝欣、黄紫芊、陈慧仪、叶系利、胡瑜文、黄
世浠、黄世淇。实习督导是：郭富美主任，侯雯
荔讲师。

10.2.9	论文写作指导

（1）中国语言文学系

学位论文 序 学生 题目 导师 开题
情况

本科学位论文
开题（论文写
作指导I）

学期：5月份

开题日期：
2021年
6月19日

1 李伟详 香港现代武打电影中的身体符号与形象塑造-兼论文化
建构

王修捷 通过

2 林千惠 黎紫书在地写实书写：《流俗地》的俗与不俗 王修捷 通过
3 朱奕维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王修捷 通过
4 鲁美琪 张贵兴《野猪渡河》中的象征手法及其意义 王修捷 通过
5 陈潇筠 人生如戏——论范俊奇的《镂空与浮雕》写作手法 王修捷 通过
6 张佩珊 论黎紫书《流俗地》的写实与人物书写 王修捷 通过
7 刘苡伶 《野猪渡河》中的历史与暴力文学 王修捷 通过
8 廖珂盈 从南来作家到马华作家——以黄崖和原上草于1960年

代《蕉风》的作品为研究个案
伍燕翎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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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萧荣健 论<雷雨>悲剧处境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伍燕翎 通过
10 蔡咏琪 论五德终始说下秦政对水德的利用与取舍 郭思韵 通过
11 刘芷晴 论庄子的生死观及其对现代疫情的启示 郭思韵 通过
12 郑惠琦 浅论宋代梅花题画诗词的特质 郭思韵 通过
13 丘芷绮 论柳永《乐章集》中云之意象探析 郭思韵 通过
14 马俊泓 二战后报章有关新山同源社文献资料辑录列表（1946-

1969年）
廖文辉 通过

15 吴沅龙 叶陶沙新村初探 廖文辉 通过
16 黄莉芬 东甲茧云宫百年老庙研究 安焕然 通过
17 朱慧心 论文题目	 浅析《聊斋志异》中生死观的叙事策略及其

启示-以人鬼情为研究个案
伍燕翎 通过

18 黄霈怡 浅析李渔《十二楼》中楼阁意象及其虚实世界的构筑 伍燕翎 通过
19 苏秋豪 《佛说优填王经》异文研究 林素卉 通过
20 梁馨元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与马来西亚书法传播关系研究 郑诗傧 通过
21 莫尔 论新冠病毒防疫抗疫下的中文文案研究 郑诗傧 通过
22 林欣慈 书籍出版与文化传播——马来西亚非教科类华文出版社

研究
郑诗傧 通过

23 林淑可 《史》、《汉》韩信形象书写异同及评价研究 郑诗傧 通过
24 张淑钧 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生命教育发展与推广 郑诗傧 通过
25 范明诗 历史、创新与未来：论二十四节令鼓的历史与未来 郑诗傧 通过
26 吴惠谦 民主行动党在霹雳班台州议席选举常胜在地原因分析 黄薇诗 通过
27 刘慧恩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当代动画电影中的展示与重

构——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
黄薇诗 通过

28 叶荣添 AGCN日源词对马来西亚华人圈的传播与影响 林素卉 通过
29 姚凯雄 汉语和马来语熟语的对比研究 林素卉 通过
30 刘骏维 浅析汉语网络语言的影响与规范问题 林素卉 通过

本科学位论文
进度报告（论
文写作指导

II）

学期：5月份

答辩日：
2021年
8月27日

1 布征嬑 论《三国演义》中人才选用比较研究——以诸葛亮和曹
操为例

黄薇诗 通过

2 张倩伶 他人即镜面——关于马来西亚华裔青年的中国形象认知
调查

黄薇诗 通过

3 黄良康 马来西亚真空教发展及其公共性之消弭 黄薇诗 通过
4 丘凯文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冥界观演变研究 郭思韵 通过
5 罗佩嘉 新冠疫情下马来西亚华人企业的挑战与突围——以

KHIND机兴集团为研究个案
伍燕翎 通过

6 冯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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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张金妮 森美兰州芙蓉市兴宁客家语研究 林素卉 通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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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学位论文
开题（论文写
作指导I）

学期：9月份

1 苏敏雯 《红楼梦》里的妆容文化 伍燕翎 通过
2 谢癸铨 论曹魏浮华案对司马氏政治动向的影响 郭思韵 通过
3 李嘉盈 探析马来西亚"汉服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对策 郭思韵 通过
4 陈欣勤 探析霹雳瓜拉江沙 廖文辉 通过
5 苏晓萱 霹雳瓜拉光新村之探析 廖文辉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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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日期：
2021年

11月10日

6 潘子微 霹雳邦咯岛 廖文辉 通过
7 陈芊彤 柔佛古来 廖文辉 通过
8 温禧隆 义山研究——蒲种14哩中华义山墓碑普查 白伟权 通过
9 洪子康 马来西亚与中国就南海主权立场探析 黄薇诗 通过
10 林含彦 马来西亚中医教育的推广 黄薇诗 通过
11 李承澳 日剧《非自然死亡》中的人物塑造及其剧情结构与价值 王修捷 通过
12 王谕婷 论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女作家对母亲

形象的颠覆——以萧红和残雪为例
王修捷 通过

13 李芷倩 韩国古汉字/现代汉字词词义 林素卉 通过
硕士研究生

开题

北京时间：
2021年
8月7日

1 王秀莹 星马友联出版与	1950-60	年代马华文学本土化的关系 伍燕翎 通过
2 黄瑞庆 百年传承与全球传播，金石书派李瑞清及再传弟子知见

录
郑诗傧 通过

3 周洁恩 中华武术在马来西亚的发展与传播——以雪隆精武体育
会为例

黄薇诗 通过

4 李佩芝 外籍生与友族生对独中教育文化的适应与融入 黄薇诗 通过
5 潘漪铃 广东四会人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重建、发展、变迁 白伟权 通过
6 林惟馨 麻坡客家公会的组织运作及其对客家文化的推广研究 黄薇诗 通过
7 简敬谊 文冬老街历史及其对社区发展的意义 廖文辉 通过
8 杨灵秀 客家饮食文化的变迁与融合——以安邦地区为例 黄薇诗 通过

硕士研究生
答辩

北京时间：
2021年

10月3，9
，10日

1 王欣慧 中晚唐士人的生存空间与唐传奇中的"世变" 郭思韵 通过
2 蔡传威 《孙子》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及其在马来西亚的落实 郭思韵 通过
3 陈建发 柔佛利民达华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廖文辉 通过
4 黄义斌 兵如港华人新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 廖文辉 通过
5 严伟扬 1912	年吉隆坡剪辫骚乱：一个文化与制度的考察 廖文辉 通过
6 阿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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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研究生
开题

北京时间：
2021年

1月30日&	
2月27日

1 麦一德 文学视域下的《圣经·诗篇》 郭思韵 通过
2 吴宜芳 马华本土女性小说的国族书写（1965	年2020	年） 伍燕翎 通过
3 刘健顺 少年视角的心灵探索-以李永平、黎紫书	 和许友彬小说

为例
伍燕翎 通过

4 林国安 中学华文课程"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研究----	 以马来西亚
华文独立中学为例

伍燕翎 通过

5 万生达 马来学生的汉语教学 莫顺宗 通过
6 何伟智 《马来语-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研究 莫顺宗 通过
7 叶淑雯 1950	至	70	年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负笈南洋大学

与留学台湾之比较研究
莫顺宗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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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系

学位论文 序 学生 题目 导师 开题情况

本科学位论文
进度报告（论
文写作指导

II）

学期：5月份

答辩日：
2021年
7月28日

1 罗恩惠 汉英动物习语文化内涵对比及对外汉语教学建
议——以六畜为例

张万霖 通过、
顺利毕业

本科学位论文
开题（论文写
作指导II）

学期：9月份

开题日期：
2021年

12月23日

1 曾美晶 网络潮语使用现状及其教学策略——以新纪元大
学学院学生为例

张万霖 通过、
顺利毕业

2 许雪薇 "伪中国语"及其在对日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林慧雯 通过、
顺利毕业

3 李敏蔚 跨文化视阈下中韩婚礼习俗比较研究 王淑慧 通过、
顺利毕业

4 曾文杰 汉英动物隐喻对比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策略 张伟隆 通过、
顺利毕业

5 陈彦玲 新时代大学生的华人认同——以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为探究案例（修订版）

王淑慧 通过、
顺利毕业

6 郑金熔 马来西亚与中国一年级华文教材中汉字教学内容
的比较——以马文化版与人教版为例

李韵欣 通过、
顺利毕业

7 徐梃轩 汉语国际教育课程在线上教学的现状——以新纪
元大学学院为例

张万霖 通过、
顺利毕业

8 张彩燕 汉语文化词汇研究——以《HSK标准教程3》为例 王睿欣 通过、
顺利毕业

硕士研究生
开题

学期：3月份

开题日：
2021年
8月21日

1 蔡晓晶 人工智能对马来西亚国际学校汉语教学的影响研
究—以Eaton	国际学校为例

王淑慧 通过

2 黄秀雯 修辞在初中写作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张伟隆 通过
3 陈淑贞 中生升学选择的影响因素探究-以史里肯邦安国中

及育华国民型中学为例
王淑慧 通过

4 叶宏楠 马来西亚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研究 张伟隆 通过
5 陈矜妤 老挝零起点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难点与教学策略探

讨——以琅勃拉邦E4E语言学校中文班为例
王睿欣 通过

6 莫慧儿 探讨大学生的升学选择与就业趋向——以新纪元
大学学院为例

张伟隆 通过

7 郑晓雯 中马初级汉语教材对比研究——以《新实用汉语
课本	1	》和《初级华语1》为例

王睿欣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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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咨系

学位论文 序 学生 题目 导师 开题
情况

本科学士论文
（研究报告II）

1 Saw	Jia	Min,	
Choy	Kian	
Huang

Death	 Anxiety	 Towards	 Global	 Pan-
demic	 (COVID-19)	 Among	 Young	
Adulthood	》

Goh	Chen	
Zheng,	Loh	
Hooi	Shien

通过

2 萧伟伦 《水手的航海录--校园霸凌的自我叙说
研究》

骆惠旋
侯雯荔

通过

3 黄慧铭、
黄庭意

《数字化的浪漫关系—马来西亚青年
网恋之访谈研究》

骆惠旋、黄玲
玲

通过

4 李佩雯 一位糖尿病患者女儿的自我叙说研究- 骆惠旋、	侯
雯荔

通过

5 杨伊菱、
林奂吟

大学生情侣同居生活经验之访谈研究- 骆惠旋 通过

6 黄靖茵、
陈慧晶

《马来西亚越南新移民女性之叙事研
究》

骆惠旋 通过

7 林家明 《游-一个男同志性取向与自我认同的
自我叙说与疗愈》

骆惠旋 通过

8 方美云 一个女儿从迷雾中寻找"自己"的旅途之
自我叙说

骆惠旋 通过

9 陆雪薇 突破自我束缚——从疏离走向亲近之
自我叙说

骆惠旋 通过

10 李欣微 《父权社会与社会对美的框架之面部
疾病感染》

骆惠旋 通过

11 谭子萱、
余芷旭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青年的助人动
机、方式与态度之调查研究》

骆惠旋 通过

12 陈韦伦 愿-一个沦陷自我挣扎孩子的自我叙说 骆惠旋 通过
13 萧佳慧 一位假性独立者自我疗愈之叙说研究- 骆惠旋 通过
14 张咏恩 雪兰莪州学生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

相关研究——以新纪元大学学院为例
骆惠旋 通过

（4）东南亚学系

学位论文 序 学生 题目 导师 开题情况
东盟研究硕士
生通过答辩

答辩日：
2021年
10月2日

1 Raha	Binti	Jaafar The	 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Design	
Style	on	Malacca	Traditional	Mosqu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sjid	Kampung	
Hulu,	Masjid	Kampung	Keling	and	Mas-
jid	Lama	Machap

廖文辉 通过

东盟研究博士
生通过开题

开题日：
2021年
8月28日

1 潘丽妤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ampar,	 1880s	
-1930s

黄裕端 通过

2 颜丰平 The	 trend	 and	 development	 of	 voca-
tional	education	in	ASEA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laysia,	 Singa-
pore	and	Thailand.

白伟权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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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在职学术人员表现

10.3	荣誉

院系 序 获得者 项目;荣誉/表现 日期

(1)	中国语言文学系 1 白伟权 2020年度新纪元优秀服务奖 2021年12月16日
2 安焕然 获首届（台湾）侨务委员会110年全球杰

出侨生校友（学术成就）奖
(2)	教育系 1 王睿欣 2020年新纪元大学学院优秀教师奖

10.3.2	新纪元校级与院级优秀生

院系 学期 院级优秀生 校级优秀生

(1)中国语
言文学系

2021年
5月份学期

刘慧恩、郑惠琦、刘芷晴、丘芷绮、李伟详、
范明诗、黄莉芬、鲁美琪、吴沅龙、严时胜、
叶蕴祺、蔡欣媛、魏宇泽、叶嘉威、邱嘉渲、
苏佩诗、黄良康、杨籽健、黄祖儿、何秀葶、
王婕晞、周芝绮、郭敏慧、伍芯慧、林瑞容、
李洁苡、苏楚莹、张嘉瑜、黄智辉、杨立杰、
杨惠纖、姚凯雄、黄紫盈、岑韵婷、陈凯欣、
黄义和、王歆溋、蔡咏琪、王谕婷、李承澳、
谢癸铨、洪子康、潘子微、苏晓萱、冯维宣。

马俊泓、刘骏维、马嘉圣、
锺晓莹、王杰灵、林佳仪、黄
敏敏、丘凯文、莫尔、
张淑钧、林欣慈、陈婷婷、
林千惠

(2)教育系 2021年
5月份学期

幼儿教育（荣誉）学士学位：
陈嘉雯、丘梅香、王紫尉、杨晓慧、林雨晴、
戴紫莹、魏诗燕、柯碧鸾、冯千好、许爱立、
陈俊燕、叶俐妏、伍湫琪	。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学位：
朱健悦、陈凯盈、陈彦玲、李书琳、李浩翔、
俞依妏、朱家漕、邱依铃、余彦仪、李敏蔚、
许雪薇、苏嘉铭、曾文杰、余芝霏、邓秀如、
蔡慈恩、刘紫盈、蔡依恬、曾伊娃、罗恩惠、
孙玥儿、林静璇。

幼儿教育（荣誉）学士学位：
尤洁瑜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
学位：
黄菁慧、伍沛霖、张沛琹

(3)辅咨系 2021年
5月份学期

陈凯文、李智勋、黄伟健、曾繁乐、容嘉雯、
郑紫双、黄嘉燕、陈泇运、梁苡乐、洪心怡、
黄惜恩、林丝捷、周欣悦、李家慧、陈诗恩、
彭韵儿、李葭玟、林欣莹、赖其汉、黄晶莹、
李恩行、刘千卉、徐煌升、林丽虹、丘萱、
李宁馨。

陈姵名、江家慧、陈荟茗

10.3.3	学生荣誉表现

院系 序 获奖者
姓名 项目：荣誉或表现 作品（如有） 获奖日期

(1)
中国语
言文学

系

1 杨惠绰 依大文学季小说组佳作奖 《华盖》 2021年6月30日
2 丘凯文 第四届方修文学奖（短篇小说

组）优秀奖
《阿公》 2021年6月27日

3 丘凯文 第七届依大文学奖（短篇小说
组）优秀奖

《洞》 2021年6月30日

4 丘凯文 第七届依大文学奖（论文组）
优秀奖

《论晚清科幻小说〈新
法螺先生谭〉中的忧患
意识》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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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研讨会林俊荣发表得奖。

10.3.4	在籍生奖助学金受惠

院系 序 受惠者 奖助学金名称 颁发单位/赞助方 受惠（RM）

(1)
中国语言
文学系

1 张温怡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国驻马大使馆 RM			3,000.00
2 罗佩雯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国驻马大使馆 RM			3,000.00
3 钟晓莹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国驻马大使馆 RM			1,500.00
4 林千惠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国驻马大使馆 RM			1,500.00
5 张嘉瑜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国驻马大使馆 RM						300.00
6 彭安琪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 RM	39,250.00
7 黄义和 2021年拿督周瑞标

大专院校中文系奖学
金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奖贷学
金委员会

RM			1,200.00

5 丘凯文 《不染》散文创作比赛优等奖 《孤城》 2021年7月4日
6 苏晓萱 第七届依大文学季【如诗如

画】安慰奖
《缓缓》 2021年6月5日

7 苏晓萱 国立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第十
一期《华文文学与文化》

《通往云层的步伐》 2021年5月1日

8 梁馨元 第七届依大文学奖（新诗组）
特优奖

《绿的名字》 2021年6月30日

9 梁馨元 新纪元大学学院2021年10月
份毕业生全人教育奖

- 2021年12月15日

10 林千惠 第三届天行健中文大奖-年度大
专中文系生杰出表现奖

- 2021年12月18日

(2)
教育系

1 李韵欣 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 多元文化视域下小学华
文教材中多元文化主题
的探究——以马来西亚
华小《华文》为例

2021年10月2日

2 刘佳鑫 新纪元全人教育奖 2021年9月份学期
3 蔡依恬、

邓秀如
"BMGS	 X	 NEUC年度企业讲座
暨最佳创业企划案比赛"冠军

让ZIP从Z时代拉近彼此 2021年10月30日

4 许慧云 《第三届天行健中文大奖》年
度学生最佳华文表现奖

2021年12月18日

(3)
辅咨系

1 林俊荣 第十三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研
讨会最佳论文发表奖

男同志自我认同发展之
叙事研究

202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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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伟详 2021年拿督周瑞标
大专院校中文系奖学
金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奖贷学
金委员会

RM			1,200.00

(2)
教育系

1 滕秀怡、蔡慈恩、
叶竞鸿、萧翊彤、
戴紫莹、黄菁慧、
叶耀龙、曾依娃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
亚大使馆

RM			3,000.00

2 吴宇萱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
亚大使馆

RM			1,500.00

3 谢孜善 中国大使助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
亚大使馆

返校日用品补助
RM	300.00

4 蔡慈恩、吴宇萱、
	马锦源

刘乐柱先生助学金 刘乐柱先生 RM			3,000.00

5 林暐珊、黄识萤、
张蕙尧、黄韵如

学优生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RM	30,000.00

6 蔡丽恩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 RM	39,250.00
7 赖美琪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 RM	39,250.00

(3)
辅咨系

1 黄嘉燕 新纪元学优生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RM	30,000.00
2 陈泇运 新纪元学优生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RM	30,000.00
3 梁苡乐 新纪元学优生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RM	30,000.00
4 叶惠郦 新纪元学优生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RM	30,000.00
5 郑紫双 新纪元学优生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RM	30,000.00
6 洪心怡 新纪元学优生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RM	30,000.00
7 李芳宜 新纪元学优生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 RM	30,000.00

10.4	院系活动、讲座、分享会、拜访、说明会、比赛、其它

10.4.1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序 性质 讯息

1 讲座 1.1为塑造更多尊重生命的新一代，以及推广珍惜生命、关爱生命的教育理念，新纪
元大学学院文学院联手富贵集团推出《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程》。《新纪
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程》从4月份开启，6月份结束，不间断带来12场精彩的讲
座。	
1.胡宜安博士（中国广州大学教授，北京市癌症防治学会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生如夏花，向死而生》、《死亡焦虑的三联征及其克服途径》、《最好的告别》、
《有声的陪伴——临终语言沟通》
2.陈志金（台湾奇美医院加护科主治医生）：
●《面对无法救治的病人，我们要救家属》、《天边孝子，也是需要被治疗》、《结
束。	不结束：转念与器官捐赠》、《医者，医人心；祭者，祭未亡》
3.张吉安（大马电影人、乡音考古及社区艺术工作者、作家、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过番歌：祖辈生离的哀叹调》
4.安焕然（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马来西亚华人史上的人杰与鬼雄》
5.曾毓林（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
6.郭富美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主任）：《与心理学家谈生与死这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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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及东方日报ONLINE联办，机兴海星基金会赞助
的《新纪元人文学堂系列1：华商先辈·人文情怀》，盼藉着华人祖辈创业成家到回馈
社会的故事，启示新一代华商缅怀祖业功绩，继承文化传承的工作，缔造下一代的幸福
事业。	此讲座于2021年7月22日至2021年9月23日开办，一共分10讲：
1.	伍燕翎博士，《还原走出小说和教科书外的叶亚来和茨厂街》
2.	白伟权博士，《霹雳华人矿家胡氏家族的在地发展故事》
3.	廖文辉博士，《百折愈进，开发矿市的陆佑（1846-1917）》
4.	黄裕端博士，《五大姓华商网络与19世纪槟城区域的崛起》
5.	许源泰博士，《修出世法，行入世道：星洲企业家李俊承居士》
6.	张伟隆，《矿家陈秀连和他的文化遗产陈氏书院》
7.	安焕然博士，《文化新山儒商典范：郭鹤尧与郭兄弟家族》
8.	郑诗傧博士，《家族企业事：南下永春人扎根、发展与追远》
9.	罗炜雄，《华商家族传承的挑战》
10.	柯木林，《明月何曾是两乡：新呷两豪门》
1.3	人文校园系列讲座：
讲座1：
筑梦青春-我的大学生活，于2021年6月
9日举办，演讲嘉宾是辅导咨商（荣誉）
学士课程三年级生陈荟茗、中文（荣誉）
学士课程二年级生马嘉圣、幼儿教育（荣
誉）学士课程三年级生黄念慈，分享他们
的治学经验及疫情下的学习心得。	
讲座2：
蓬转忽麦秋，于2021年10月27日举办"南
大人一心奖学金"颁奖礼暨"新纪元文学院迎
新会"，演讲嘉宾为聂清风博士，分享其治
学历程。	
讲座3：
Z世代职场新鲜人生存手册，于2021年12
月8日举行，主讲人/Artivo艺术学院执行总
监。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系列讲座海报

2 研讨会 2.1	海洋亚洲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人文学科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
海洋亚洲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人文学科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7月24至9月26
日在ZOOM举行。此活动的发起机构有香港史学后进倡议、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
科学院、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和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史穗》，发起机构岛屿读书
会。	研讨会的参与者如下：
1.	安焕然博士《研讨会题目》：小国崛起：满剌加与明朝贡体制
2.	许宏彬博士：《帝国网络与专业边界：谈近代台湾医师的跨域流动》
3.	Dr	Egas	Bender	de	Moniz	Bandeira：《二十世纪初期东亚司法的全球化之路》：
4.	Chan	Lo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Negarakuku	An	Analysis	Of	Viewer's	Com-
ments	On	Music	Video：					
5.	张振：中国音乐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演变道路
6.	朱镇雍：以文化变迁的视角试论现代越南流行语
7.	黄瀚辉：马来西亚中文电影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语境下的传播
8.	洪均燊：英属马来亚的疟疾研究与国际网络：以奎宁与其他生物碱药物的测试为例
9.	莫家浩：世界经济大萧条下柔佛边佳兰乡区华人社会的嬗变
10.	陈建发：利民达华人社会关系的变迁与整合
11.	郑田靖：课本、地图集与短波收音机：论“物”与移动的儿童王赓武的“（新）世界
生成”
12.周皓旻：日治末期至战后初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与近代西方教育的典范转移（1941-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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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新元：战前在台日本人世界观初探—以两本在台日人参与少年团世界大会游记为
中心
14.	吴安琪：战后新马华社的转向——留台生争取学位承认之过程及其意义
15.	梁廷毓：亚洲的来世：论一种去全球化的地域史时间与星球化思维
16.	庄凯証：澎湖渔船船旗、船祭与船俗之初探
17.	谢名恒：泛大伯公现象：东南亚大伯公研究的回顾与探讨
18.	陈康言：新加坡广东喃呒师傅的变迁
19.	19-20	魏明宽：南洋华侨对汉传佛教在中国、南洋发展之推动作用（世纪）
20.	曾凯文：英帝国与马来亚早期西方教育的关系：以马六甲英华书院为中心
21.	黄欣怡：大山脚福德正神「庙产兴学」
22.	 刘健宇：马来亚大学创校与英国远东高教政策——以全球史视角下的殖民统治为中
心
23.	廖伯豪：合礼与权宜—从台湾传世文物论清代官员礼服混用现象
24.	吴雅琪：从福尔摩沙到台湾—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正名」运动
25.	陈沛滔：「明室犹存鸭水之东」：从朴趾源看十八世纪朝鲜士人的自我认同
26.	曾苡：主义还是学术？胡适纪念馆与冷战时期台湾文化空间
27.	李一鸣：淞沪会战中四行仓库战役与租借区的空间作用
28.	许秀孟：战时上海的户口管理与身分证的应用
29.	廖明威：英国掌政下柔佛彭古鲁的困境与转变（1910-1941）
30.	 廖夕媛、王秀娟博士：二战前马来亚华裔矿家多重身份对马来亚社会的贡献——以
梁燊南（1877-1940）为例					
31.	欧阳家熹：Fuel	No	Empire	Natural	Resources	Popular	Science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37					
32.	李卓谦：清日关系慎始——李鸿章《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析论
33.	黄梓豪：摩登时代：全球电报网与德国跨国银行网络的形成（1873-1914）
34.	蔡至哲：台湾主体性的追求与新兴教会的教势发展以台湾基督教福音教会为例
35.	蓝志玟：宗教空间与社群：以台北市已登记之宗教为例
36.	毛帝胜：高雄市旗山区溪洲的水患记忆与对寺庙影响初考──以鲲洲宫为核心
37.	陈家乐、林皓贤：当代中国的亚洲地区战略及其亚洲定位思考初探
38.	吕嘉颖：缅甸政局的另一种视角：翁山素季的两难与缅甸军方的思考
39.	关拉迪：China'	Assertive	Action	in	Natuna	Sea	–	a	Cultu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40.	李锡宗：日台安全合作
2.2	历史构成、现代演进和角色流动：东南亚女性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
历史构成、现代演进和角色流动：东南亚女性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1月13
日	-	11月14日在ZOOM举办。研讨会的参与者如下：
1.	刘	征《扎根中华文化的书写者——马华女作家邡眉访谈录》
2.	马	峰《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跨国流动与流散书写》
3.	朱文斌《黑暗与成长——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流俗地>解读》
4.	易淑琼《文学神州现实行脚地方建构：马华留华女作家的中国城市书写》
5.	岳寒飞《《论黎紫书<流俗地>中的叙事空间》》
6.	陈友龄《病树前头万木春"——论黎紫书<流俗地>的"疾病"书写》
7.	钟正道	《论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蒙太奇》
8.	黄薇诗《马来西亚基层女性的公共事务参与》
9.	李秀珍《浅谈印尼泗水客家妇女的身份地位观》
10.	范若兰《新加坡文秘职业"女性化"变迁及其影响》
11.	王修捷《存在主义视域下马华文学女性角色探讨--以商晚筠小说为个案》
12.	潘	玥《重塑"她"力量：中国-印尼妇女赋权交流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13.	陈庆妃《性别书写还是族裔隐喻——由《野猪渡河》中的爱蜜莉谈起》
14.	贾颖妮《马华文学中的印度女性形象》
15.	林	澜《南洋华人精英的中国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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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海娟、林宜陵《诗情画意谁与
共：台湾新住民女性的家庭生活之
研究》
17.	周礼婷、陈志锐《新加坡当代华
语绘本中的女性形象》
18.	贺倩茹、陈志锐《新华文学当代
女性诗人的意象选择》
19.	伍燕翎、吴宜芳《南洋女性生命
史的建构下的国族重构——浅析李
忆莙			《遗梦之北》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研讨会海报

3 颁奖礼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颁奖礼于2021年
10月27日举办。此颁奖典礼是为鼓
励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品学兼优
生奋发向上，以及实践南大精神，
新纪元文学院特设"南大人一心奖学
金"。获2021年9月份学期"南大人一
心奖学金"：彭安琪（中文（荣誉）
学士课程）和蔡丽恩（幼儿教育（
荣誉）学士课程）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颁奖礼得奖名单

4 交流会 "疫情视野下的华文教育共话"学术交流会于
2021年9月25日举办，由新纪元文学与社
会科学院主办，雪兰莪州教育厅华文组联
办，共分为两个场次：
第1场次：【华文教育】疫情视野下的华语
教学——兼谈语文教学的创新契。
主讲人有：
-	黄薇诗博士（主讲人/新纪元中文系主
任）
-	黄先炳博士（主讲人/彭亨州立卑东姑安
潘阿富珊学院中文讲师）
-	王忠伟（主讲人/雪州教育厅华文科督
学）
第2场次：【幼儿教育】疫情下学前教育的
发展前景——兼谈幼教种子教师的培养。	
主讲人有：
-	雷志伦副教授（主讲人/苏丹依德利斯师
范大学幼儿教育组艺术与创意）
-	黄织萍（主讲人/全国幼教公会主席兼槟
州幼稚园教师公会主席）
-	王丽芳（主讲人/雪隆幼教公会主席）
-	邓淑莹（主讲人/绿洲教育中心园长）
-	张伟隆（主讲人/新纪元教育系主任）

疫情视野下的华文教育共话学术交流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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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序 性质 讯息

1 中文大讲堂
大马满天神

佛系列

中文大讲堂大马满天神佛系列于2021年6月3日至8月26日举行。	 其主讲人和主
讲议题包括：
1.	张伟隆，《信仰与传播：马来西亚"六圣府王爷"的探析》
2.	蔡静芬，《婆罗洲的四公：大伯公，土地公，拿督公，啦督公》
3.	萧开富	，《感天大帝伯公信仰与甘蜜业的田野考察》
4.	洪毅瀚，《尤庇远人的圣王公：浅谈广泽尊王信仰在东南亚的传播》
5.	安焕然，《妈祖是海南神吗？》
6.	李永球，《九皇大帝是什么神？》
7.	罗乐然，《有求必应：移民专家黄大仙》
8.	张吉安，《稻地守护	-	田伯爷与Semangat	Padi》
9.	刘健宇，《秘传四方：真君大帝在中国与东南亚》
10.	张维安，《从马来西亚客家到华人的在地信仰：仙师爷盛明利》
11.	莫家浩，《鬼王下乡：边佳兰大士爷信仰丛谈》
12.	孔德维，《华人宗教传播的局限：马来西亚的满天神佛少了吕祖吗？》
13.	廖筱纹，《客家女神崇拜：从布赖村的观音和三奶夫人谈起》

2 文学周 中文系第十五届文学周"不染"在6月28日至7月4日线上举办。
1.	郑诗傧博士、吴其栋：《我的人生是一场-――——斜杠工作者座谈会》
2.	翁菀君：《雅舍谈吃——饮食文学讲座》
3.	梁馨元、张倩伶：《韩丽珠〈黑日〉文学作品分享交流会》
4.	吕育陶：《谈恋爱前，不如先学如何写好一首诗——现代诗创作工作坊》
5.	王修捷博士：《入聊斋——恐怖文学讲座》
6.	许通元：《同性之间——同志文学讲座》
7.	谢易伸：《与浮躁相悖——禅绕画工坊》
8.	郑捷励：《手作回忆——手帐交流会》
9.	龚万辉、王修捷博士：《如果世界没有文学——文学意义讲座》
10.	陈宇昕、刘恺璇、孙靖斐：《中文人●中文梦——中文人交流会》
11.	潘舜怡：《〈夕雾花园〉——电影分享交流会》

5 工作坊 "研途有你"学术工作坊于2021年12月19日在线上举行。此工作坊的开办，主要是为了
提升国内文学与社会学科相关领域硕、博生的研究能量及素养，强化研究生对文学与社
会学科相关研究重要议题及方法论的认识，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举办"研途
有你"学术工作坊，并邀请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鹏军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陈芳博士进行分享。	

研途有你学术工作坊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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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爱华文，
我考华文》

2021年第八届"我爱华文，我考华文"在7月19日至7月23日举办。
1.	林素卉：甲骨文课程：《是图？是字？中国汉字历史》;方言课程：《我们与
方言的距离--世代的传承与刻痕》
2.	黄薇诗：玩转历史
3.	潘舜怡：电影导读及分享《刮痧》
4.	王修捷：流行文学-发展与前景
5.	郑诗傧：NEUC	X	JWC	Coffee	饮食文案创意赛
6.	李育濨同学、梁馨元同学：中文人分享会——《起飞》专辑

4 研讨会 第七届新曦中文学坛于11月6	 -	 7日在ZOOM会议举行。此论坛的评阅老师有：
郭思韵博士、伍燕翎博士、王修捷博士、安焕然博士、聂清风博士、白伟权博
士、王睿欣博士、关启匡博士。论坛的参与者名单和所发表的文章如下：

中文系活动系列海报

1.	刘羡誉《晚明<二拍>「涉商篇」中公与私之体现》
2.	苏雪盈《<金瓶梅>叙事结构的深层意涵》
3.	邓诗樱邓诗樱《"空"境——论王维山水诗与老子"无"之思想的融会》
4.	谢镇聪《压抑的女声与"父"的背离：李天葆小说的阴性空间》
5.	李爱琪《严肃中的爱与美——论年红儿童小说的创作特色》
6.	锺紫盈《后殖民视野下的主体认同──马华文学的原住民女性书写》
7.	 钱杉杉《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样板戏的政治重构	 ——以<智取威虎山>为
例》
8.	吴洛颖《重审<中庸>"慎独"之义》
9.	陈维浤《民间斗母信仰形象演变、定型与佛教关系》
10.	麦一德《<圣经	诗篇>的研究价值》
11.	黄瑞庆《金石书派李瑞清及其南洋传人》
12.	杨珮云《新山华人社群对英语教学的诉求与董总的华教新路向》

5 活动 "郑良树书库"开幕仪式暨郑良树逝世五周年纪念于2021年11月19日举行。开幕
嘉宾：丹斯里陈广才先生。主讲人为安焕然：《一代学人郑良树》，姚丽芳：《
郑良树博士与林连玉基金及教总的关系》，陈再藩：《郑良树教授的乡土情怀》
第三届天行健中文大奖于2021年12月18日举行。得奖者名单如下：
5.1	年度最佳华文学社大奖
●	首奖：马六甲培风中学
●	评审奖：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双溪大年新
民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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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年度杰出青年华文教师大奖
●	首奖：容健辉
●	评审奖：傅丽妹
5.3	年度学生最佳华文表现奖
●	首奖：叶嘉瑄
●	评审奖：龙沁、叶骏鹏、许慧云
5.4	年度大专中文系生杰出表现奖
●	首奖：林千惠
●	评审奖：金睿瑜

"郑良树书库"开幕仪式暨郑良树逝世五周年纪念和第三届天行健中文大奖活动海报

10.4.3	教育系

序 性质 讯息

1 系庆 为庆祝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教育系举办了以下活动：

教育系15周年庆“芳华拾伍"系列活动宣传海报
1.1	分享会：
1.	《一线专业教师分享会	1.0》（日期：2021年1月31日）
						主讲人：黄敏诗老师、陈矜妤老师、廖丝意老师、宋莹莹老师
2.	《一线专业教师分享会	2.0》（日期：2021年5月8日）
						主讲人：辜嬿锫老师、杨紫萦老师和黄咏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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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庆活动：
1.	《牛转乾坤》线上新春活动于2021年2月18日举行。
2.	《疫情下文化节》于2021年3月1日举行。
3.	《双亲节活动：一起爱地球》于2021年4月6日举行。	
4.	《让实习与防疫共存》于2021年4月15日举行。
5.	《双亲节活动：我家的超人们》于2021年5月9日举行。
6.	《开斋节活动：一同欢庆开斋节》于2021年5月10日举行。	
7.	《教育系中秋晚会》于2021年9月25日举行

1.3	访谈节目：YouTube《侃侃而谈》
《侃侃而谈》特邀教育系的毕业生与讲师在线上侃侃而谈，分享教学路上的趣事，为
学弟妹疑难解答，了解幼儿教育或汉语国际教育的未来趋势与发展。	
1.	主题：《爱笑的黄永乐》（日期：2021年3月15日）
				主讲人：黄永乐，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毕业生
2.	主题：《永不怕迟的刘泇妤》（日期：2021年4月15日）
				主讲人：刘泇妤，应用华语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
3.	主题：《爱笑又爱玩的特教师李文欣》（时间2021年5月15日）
				主讲人：李文欣，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
4.	主题：《彼此生命中特别的存在——张嘉玲与黄静盈》（日期：2021年6月15日）
				主讲人：张嘉玲、黄静盈，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
5.	主题：《"打杂"教师精神——刘缮宇》（日期：2021年7月15日）
				主讲人：刘缮宇，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毕业生
6.	主题：《斜杠之路——李璘》（日期：2021年8月15日）
				主讲人：李璘博士，汉语国际教育博士，新纪元教育系兼职讲师

1.4	比赛
1.	《徽章设计比赛》于2021年2月26日举行。
2.	《2021年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于2021年7月8日举行。	
3.	《中秋节摄影比赛》，活动主题为团圆，于2021年9月25日举行。

2 分享会

教育系系列分享会活动宣传海报

1.前瞻幼教事业的前程——《幼教人的故事》
			主讲人：Pink	Tower创办人Michelle	Hiong	
			日期：2021年3月13日
2.《教学视频与手偶的制作分享》
			主讲人：符芳慧，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在籍生
			日期：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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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急救讲座》
			主讲人：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李晋祥教官	
			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7日
4.《让特殊的孩子共浴教育的暖阳——李文欣老师》
			主讲人：李文欣老师，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特殊教育老师
			北京时间：2021年11月24日
5.《线上绘本怎么玩？	》
			主讲人：林玉婉老师&郑淑铃老师，幼儿教育（荣誉）课程毕业生
			北京时间：2021年8月21日
6.《疫情下华文课堂教学的现况》
	 	 	主讲人：曾欣婷老师，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毕业生，吉隆坡中华独中华文教
师
			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2日

3 说明会 3.1	新纪元教育系新生说明会
2021年2月份学期于2021年2月19日线上举行。
2021年5月份学期于2021年5月16日线上举行。	
2021年9月份学期于2021年10月1日线上举行。	
2021年硕博课程线上新生开学礼与说明会于2021年10月2日举行。	

3.2	新纪元教育系升班说明会
1.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ECE）升班说明会于2021年4月7日举行。	
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TCSL）升班说明会于2021年7月6日举行。	
3.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ECE）升班说明会于2021年12月15日举行。	
4.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TCSL）升班说明会于2021年12月16日举行。	

3.3	新纪元教育系教学实习说明会
1.	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BECE）于2021年3月25日举行。	
2.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ECE）与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BECE）于2021年
10月27日举行。	
3.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TCSL）与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BTCSL）
于2021年11月3日举行。		

4 学术讲座 教育系于2021年举办学术沙龙与学术讲座，藉此提高教育学本科生与硕博课程研究
生的研究能力，为论文撰写打下基础。
1.	《问卷调查的设计》，主讲人：王睿欣助理教授，北京时间2021年3月6日
2.	《开题报告》，主讲人：李璘博士，北京时间2021年5月8日
3.	《毕业论文怎么写？》，主讲人：王睿欣助理教授，北京时间2021年6月23日

学术沙龙与学术讲座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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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讲座/
活动

1.	《前瞻幼教事业的前程：幼教只教ABC？》（日期：2021年4月8日）
					主讲人：Pink	Tower幼托园所创办人Michelle	Hiong
2.	《教育可以不一样：和我们一起玩转华语》（日期：2021年4月30日）
					主讲人：王睿欣助理教授
3.《未来教育与（汉语国际/幼教）发展前景》（日期：2021年12月11日-12日）
						主讲人为林慧雯老师、张万霖老师
4.	文学院活动：筑梦青春-我的大学生活于2021年6月9日举行。
				分享者：黄念慈同学，幼儿教育（荣誉）课程在籍生、教育系系会系长
				分享主题：《不进则退——我所追求的大学精神》

6 迎新活动 2021年5月份学期：新纪元教育系迎新会于2021年5月26日举行。	
2021年9月份学期：新纪元教育系线上迎新会于2021年10月13日举行，并举办了一
系列的迎新活动。	
1.	《系会导师线上讲座》：大学是什么？	于2021年9月27日举行。	
					主持人是张万霖老师。	主讲人是王睿欣老师。
2.	《作业小技巧工作坊：WORD讲解》于2021年9月28日举行。	
					主持人为李韵欣老师，主讲人为戴紫莹、余芝霏、巫蔚箐。
3.	《作业小技巧工作坊：PPT讲解》于2021年9月29日举行。	
					主持人为林慧雯老师，主讲人为李韵欣老师、陈嘉雯、曾文杰。

7 系会会员
大会暨改

选

新纪元教育系系会会员大会于2021年7月4日举行。	

8 学术毕业
成果展

《追光筑梦学术成果展》活动宣传照

《追光筑梦学术成果展》开幕仪式于2021年11月11日举行，主持人为陈彩玲。嘉
宾：张伟隆主任、王睿欣老师与教育系老师。

"追光筑梦"	一共举办了数场学生讲座，举办日期为2021年12月：
1.《从马来西亚宗教建筑文化下窥探三大族群的关系》
2.《跨越籍贯的马来西亚九皇爷信仰》
3.《马来西亚一夫多妻现象对性别平等发展之探讨》
4.《童话》
5.《谈网文是否有教育价值》
6.《Make	Inclusive	Education	a	Normality》
7.《Helping	Preschool	Teachers	Understand	and	Identify	Students	with	a	Learning	
Disability》
8.《Understand	and	Accept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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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营养与膳食分享会于2021年11月20日举行。主持人为陈欣慈。分享者为陈韵
卉、李欣颖、黄竖珺、张葵依。

花式便当比赛于2021年12月12日举行。评审人为连瑞盈老师、林慧雯老师、张万霖
老师、李韵欣老师。

追光筑梦学术成果展-闭幕仪式于2021年12月12日举行。主持人为陈彩玲老师。嘉宾
为连瑞盈老师、李韵欣老师、张万霖老师与教育系老师。

9 研讨会 2021年12月4日（星期六）至12月5日（星期日），教育系首次主办线上国际学术研
讨会，即	 "第二届马来西亚教育与教学国际研讨会"	暨第四届	 "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
践"	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	"后疫情时代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本次国际研讨会共有近百位学界人士参会，分别是国内外的大专院校、中学、小学、
幼儿园老师参与。同时，本会更特别邀请到4位资深学者进行专题演讲：
1.	韩国国民大学的金珠雅教授《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华文教育的发展》
2.	中国北京语言大学的姜丽萍教授《新形势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变与不变》
3.	台北市立大学的何希慧教授《后疫情时代台湾推动"幕前学校"教与学的现况与挑
战》
4.	 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的杜伟强副教授《后疫情时代马来西亚大专院校教育系的变革
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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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辅咨系

序 性质 讯息
1 辩论会/	

交流会
系会主办《倾听我说》活动共六场：
1.	第一场主题：是否需要在公共场所设立无性别厕所？
北京时间2021年6月16日
特邀嘉宾：郭富美博士
正方代表：邹婉馨、黄世淇和吴宝怡
反方代表：林俊荣、卢修妍和林秀静

2.	第二场主题：如果你有稳定的伴侣又有出国的机会，你会选择留在本地吗？
北京时间2021年7月12日
特邀嘉宾：侯雯荔讲师
正方代表：林欣铭、林家明和冯子轩
反方代表：叶慧亮、何紫琳和萧伟伦

3.	第三场主题：当你的父母进入加护病房（ICU），他们要求你签放弃抢救同意书你愿
意吗？	
日期：2021年8月9日
特邀嘉宾：骆惠旋讲师
正方代表：苏嘉敏、黄靖茵和陈慧晶
反方代表：徐煌升、邱铭全和赖嘉蔚

其它论文发表者如下：
1.	张发辉《KSSM初中华文教材现代文的时代性选文系统研究》
2.	乌日娜《小学华文教材童话选文成人化问题研究——以马来西亚华小2021年华文
课本为例》
3.	林国安《素养取向中学华文学科教材建设研究》
4.	陈添来、黄妙芸《华文独中华文科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与课程目标理念研究》
5.	何富腾，刘雅琳，林德兴，林凯祺《马来西亚大学华语二语教材的编写方向》
6.	刘海莲《关怀型"我"的对话理论与大专语言教学：以古典文学和华语二语教学为
例》
7.	何佩瑶《华小华文课堂评估初探：教师的看法、实践与挑战》
8.	郑每俐，黄先炳，黄柔茵《童诗阅读教学之课例研究——被子的大地》
9.	郑善生《通过线上群文阅读教学帮助低年级学生掌握阅读策略》
10.	林卿卿《PBL融入高中华语文课堂的教学设计》
11.	符爱萍《吟诵与古典诗歌教学——论诗的感发生命与声情领会》
12.	赵小伟《实验艺术教育中的田野调查》
13.	许春丽《后疫情时代下"二维构成"课程移动学习资源构建的思与行》
14.	李阳月	周文凯《新冠疫情以来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
15.	周文凯，李阳月《浅析审美教育在高职教育中的实现途径》
16.	陈淑珍，罗莉《汉语儿童早期情态构式习得研究》
17.	莫顺生《对联鉴赏教学和创作有助提升学生的华文创作水平》
18.	 何富腾、赖昱颖、商丽珠、张萍花、陈慧玲《玛拉工艺大学华语二语教材的编写
难题》
19.	连瑞盈《马来西亚学前教育课程幼儿教师融合教育能力的培养》
20.	黄念慈、张万霖《探析华德福学前教育衔接我国华小的问题》
21.	 李韵欣《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教材的性别角色之探析——以一至三年级《华文》为
例》
22.	王淑慧《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视角》
23.	王睿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4.	张伟隆、林慧雯《马来西亚幼儿教育大专生就业发展趋势》



135

4.第四场主题：刚大学毕业的我，应该选择喜欢但低薪的工作，还是高薪但不喜欢的
工作？	
日期：2021年9月13日
特邀嘉宾：郑诗傧助理教授
正方代表：何秀葶、马嘉圣和杨立杰
反方代表：徐煌升、李宁馨和何汭洋

5.	第5场主题：假如身为女生，我能够不告诉生理父亲而自己决定生不生小孩吗?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11日
特邀嘉宾：张万霖老师
正方代表：郑紫双、容嘉雯和梁苡乐
反方代表：刘佳鑫、黄念慈和李子健

6.	《倾听我说》第六场主题：
结婚后，妻子的家人希望孩子
随他们姓，但你的家人不支
持。身为男生，你愿意让孩子
随妻子姓吗？
日期：2021年11月8日
特邀嘉宾：黄凯琳老师
正方代表：张维康、张善安和
张善乐
反方代表：林嫚玲、陈文康和
谢芯宁

《倾听我说》总海报

2 学术讲座 辅咨系于2021年4月9日至2021年8月27日，举办了20场《倾听心灵迎向新常态学术
讲座系列》：

场次 日期/时段 主题 讲师 主持人
4月 4月9日 新常态下的教与学--谈教师的自我照顾 郭富美 伍燕翎

4月16日 谈疫情时代的自我照顾--成为更完整的自己 李颖莹 黄玲玲
4月23日 网络世界对老人生活的影响 林致承 郭富美
4月30日 疫情下中学/大学新鲜人升学常见的问题和

困扰
吴群政 学生

5月 5月7日 老伴、老友、老本、老窝、老身之“五老”
如何整合与联结？

高桂莲 郭富美

5月21日 飞扬的青春--疫下大学生活甘苦谈 辅咨系
系会

吴群政

5月28日 提升后疫情时代孩童的情绪复原力 李雪妮 何均燕
6月 6月4日 新常态下父母的再成长--如何协助孩子适应

学习？
李紫薇 吴群政

6月11日 后疫情的危机：如何让孩子告别网络沉迷 谢成 侯雯荔
6月18日 我们不见不散？：如何经营远距离恋爱 黄章健 学生
6月25日 实用辅导技巧分享 林明申 黄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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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东南亚学系

序 性质 讯息

1 讲座 东南亚学系系列讲座1邀请大马电影人、乡音考古及社区艺术工作者、作家、金马奖
最佳新导演张吉安主讲《人与巫界乩童影像志电影讲坛》。	

2 展览 《侨生侨教暨东南亚文物展》于2021年1月19日，由台湾淡江大学东南亚史研究室
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联办。

3 讲座 《甘蜜与华人文史讲堂线上讲座》于2021年3月27日至12月11日举行：
1.	郭根维	《讲座题目》：甘密和18世纪末的廖内华人
2.	李国梁：《甘蜜芳踪何处寻》

7月 7月2日 挥别焦虑：遇见内在坚定的自己 何均燕 学生
7月9日 二十一世纪的王者学科：老龄照护服务与乐

龄企业管理
胡禄铭 郭富美

7月16日 新常态下的新手妈妈如何照顾自身情绪与需
求

叶淑玲 侯雯荔

7月23日 自我察觉.从“心”出发--后疫情时代的生涯
规划

侯雯荔 学生

7月30日 论与压力相处之道 黄玲玲 学生
8月 8月6日 疫情后的大地觉醒--镜头下自然风景的疗愈

之路
骆惠旋 学生

8月13日 整理物件，聊天陪伴--《整聊》：谈另类的
心理辅助疗法

廖嘉程 骆惠旋

8月20日 那一年，我们实习的日子--辅咨系毕业生心
得分享

咨商
实习生

郭富美

8月27日 辅导咨商专业的需求、发展与前景 陈如湘、	
郭富美

伍燕翎

《倾听我说》总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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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校外座谈、专访、活动评审、新闻报道题录等

10.5.1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序 姓名 性质 主题 日期 地点/平台
主办方/采访人

1 林素卉 校外讲座 中华文化的印记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2021年11至12月
系列讲座

线上，季风带

3.	萧开富：《甘蜜业与华人的民间信仰》
4.	刘甲昌：《士姑来河流域华文教育的发展》
5.	许明福、罗文洲：《雪邦区沙叻港的甘蜜种植与海南族群拓殖发展》
6.	白伟权、莫家浩《义山上的甘蜜大佬》
7.	蔡美娥：《实叻之潮来潮住留潮迹》
8.	黄耀天：《梦里故乡——财启村》
9.	赖启健：《新加坡早期种植类与园地》
10.	刘慧卿：《柔佛港脚聚落布局》
11.	周兰花、赖渘铃、薛倩僖：《甘蜜叶的科研与用途》

《甘蜜与华人文史讲堂线上讲座》海报

4 研究项目 新纪元东南亚学系主持《叶陶沙地方史研究项目》，项目主持为廖文辉博士、研究
员包括陈建发及黄义斌。

5 展览 《一村一特色》巡回展览（利民达站）
于2021年12月25日至12月29日举行。
地点在柔佛利民达两广公会。
1.	陈亚才：《谈文物馆的经营之道》
2.	 廖文辉博士：《马来西亚华人村镇研
究的史料与内容》
3.	 陈建发：《一村一特色：利民达华人
社群关系的变迁与整合》
《一村一特色》巡回展览（利民达站）
海报

《一村一特色》巡回展览（利民达站）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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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伍燕翎 讲座 2021全球第十一届生命经理师研
习会"你怕鬼吗？	谈《聊斋志异》
的视"死"如归"

2021年5月12日 线上，富贵集团
（马来西亚南马
区及新加坡分
行）

3 伍燕翎 讲座 《生命咖啡馆》线上研习会"你怕
鬼吗？	 谈《聊斋志异》的视"死"
如归"

2021年9月18日 线上，新加坡富
贵集团

4 王修捷 讲座 世界文学 2021年4月24日 线上，尊孔独中
5 王修捷 讲座 文学的价值 2021年6月5日 线上，中华独中
6 王修捷 诗歌朗诵比

赛评审
巴生县诗歌朗诵比赛 2021年6月8日 线上，巴生县教

育局
7 王修捷 讲座 文学的意义 2021年8月6日 线上，坤成独中
8 王修捷 文学奖评审 循人独中文学奖 2021年11月23日 线上，循人独中
10 王修捷 文学奖评审 晓声文学奖 2021年12月4日 线上，坤成中学
11 王修捷 文学奖评审

（初审）
花踪文学奖（新秀） 2021年12月30日 线上，星洲日报

12 黄薇诗 新闻报道 星洲日报专栏《我们》，《各族
可一起坐在嘛嘛档看球赛，没有
异族朋友和谐也boleh》

2021年8月1日 线上，星洲日报

13 安焕然 专题演讲 2021海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
题演讲
海南与海洋：新马海南饮食文探
微

2021年10月21日
至22日

线上，国立高雄
科技大学

14 安焕然 讲座 北马海南会馆青年团线上座谈《
海南人新年习俗》

2021年2月15日 线上，北马海南
会馆青年团

15 安焕然 主持、评论 2021第五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
际双年会

2021年5月30日 线上，马来西亚
华社研究中心

16 安焕然、
莫家浩

讲座 新山广肇会馆文物馆文物典藏计
划成果汇报及文物馆重要馆藏选
述

2021年6月12日 线上，南方大学
学院华人族群与
文化研究所与新
山广肇会馆及
Think	City	Sdn	
Bhd联办

17 安焕然 讲座 寻路：新马华人的足迹──后现
代史学观察.	 人物篇线上课程（四
堂课）

2021年7月14日
至22日

线上，吉隆坡暨
雪兰莪中华大会
堂妇女组

18 安焕然 讲座 政治崩坏、疫情严峻，我们还有
出路吗

2021年8月13日 线上，留台联总

19 安焕然 讲座 《传灯：中秋佳节与马来西亚中
秋园游会》

2021年9月11日 线上，吉隆坡中
国文化中心

20 安焕然 讲座 独中生为什么/要如何学习中国历
史

2021年9月12日 线上，董总教师
教育局

21 安焕然 讲座 2021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历史科
培训讲座《中学历史教什么兼谈
历史学科教学的人文关怀》

2021年9月15日 线上，宽柔中学
至达城分校历史
学科

22 安焕然 讲座 2021专业教练线上培训课程《廿
四节令鼓与马华文化的创造》

2021年9月26日 线上，马来西亚
廿四节令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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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教育系

序 姓名 性质 主题 日期 地点/平台
主办方/采访人

1 张伟隆 专题
讲座

中学师生讲座：疫情下的华文教育 2021年6月30日 线上，马六甲培风
中学

2 王淑慧 讲座 教师在职进修：走近"多元智能" 2021年1月13日 线上，安顺三民独中
3 王淑慧 讲座 教师在职进修：新时代的班导师 2021年1月18日 线上，巴生兴华中学
4 王淑慧 讲座 学科教师培训：后疫情时代的教与学 2021年2月6日 线上，董总课程局
5 王淑慧 电台

访谈
爱生活-亲子栏目：如何协助孩子厘清
学习方向

2021年6月15日 线上，RTM

6 王淑慧 电台
访谈

爱生活-亲子栏目：废除UPSR后，父母
的心态调整

2021年6月22日 线上，RTM

7 王淑慧 讲座 教师在职进修：多元化教学评量 2021年7月17日
至18日

线上，安顺三民独中

8 王淑慧 讲座 老师，我们一起往前走！ 2021年8月28日 线上，马来西亚中学
华文教师联谊会

9 王淑慧 讲座 找回坚持的动力 2021年10月2日 线上，雪隆幼教公会
10 王淑慧 讲座 如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2021年11月5日 线上，双溪大年新民

华文学校
11 王淑慧 讲座 新时代教师的"工具" 2021年12月19日 线上，绿洲教育中心

仙人掌全人中心
12 王睿欣 课程 汉语语音教学和听说教学 2021年6月14日

至15日
线上，国家行政学院

13 连瑞盈 座谈 Virtual	Learning	Partner	for	AIESEC	
Project

2021年6月11日 线上，AIESEC	
UNMC

14 连瑞盈 专题
讲座

Understanding	and	Teaching	Adults	
with	Special	Needs

2021年6月11日 线上，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15 李韵欣 课程 环保小勇士 2021年7月8日 线上，雪兰莪蒲种星
辰幼儿园

16 李韵欣 工作
坊

在线教学工具工作坊——Nearpod	 &	
Wordwall

2021年7月10日 线上，雪兰莪蒲种星
辰幼儿园

23 安焕然 讲座 《嘉庚学堂古今对话：读懂中国
历史系列二（唐宋元明篇）》线
上课程

2021年10月9日
至31日

线上，马来西亚
陈嘉庚基金

24 安焕然 讲座 GIT	 ACADEMY旅游学院导游培训
讲座郑和与马六甲

2021年11月19日 线上，GIT	
ACADEMY旅游
学院

25 安焕然 讲座 文化书院：认识马来西亚华人系
列线上课程
《满剌加（马六甲王朝）与明代
中国》

2021年12月4日 线上，文化书院

26 安焕然 讲座 宽柔校友会.	九雅宽柔线上读书会
《宽中校史：超越《宽柔纪事本
末》

2021年12月22日 线上，宽柔校
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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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院系在籍生人数

院系 课程名称 学生人数 学生总人数

（1）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华研究博士学位课程（PDCS） 18 187
中华研究博士学位课程（兼职）（PT-PDCS） 2
中华研究硕士学位课程（MCS） 19
中华研究硕士学位课程（兼职）（PT-MCS） 7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BCL） 113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FCC） 28

（2）	
教育系

教育学博士课程（PHED） 4 239
教育学硕士课程（MED） 13
教育学硕士课程（兼职）（PT-MED） 1
幼儿教育学士（荣誉）学士课程（BECE） 56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BEDU-BTCSL） 61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60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43

（3）	
辅咨系

辅导咨商（荣誉）学士课程 71 71

（4）	
东南亚学系

东盟研究博士学位课程（PDAS） 7 12
东盟研究硕士学位课程（MAS） 4
东盟研究硕士学位课程（兼职）（PT-MAS） 1

总学生人数 509



141

（十一）商学系

11.1	 系上网络研讨会

11.1.1	后疫情时代的中小型企业：重振旗鼓
与永续发展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在2021年2月3号邀
请了孔令龙局绅来发表网络研讨会，主题“后疫
情时代的中小型企业：重振旗鼓与永续发展”。

11.1.2	从零到百万的创业故事：我嘚这班打
工仔的梦，不是梦

在2021年3月10日,新纪元会计、管理与经
济学院邀请了Max	Property	Agency	总经理、FY	
Fresh	Farm	创办人杨谨华先生，为大家分享从零
到百万的创业故事——我嘚这班打工仔的梦，不
是梦。杨先生将以自身的创业经历，告诉大家：
我不是Hero，我是Zero	to	Hero。

11.1.3	AI	时代下的大学金融与会计专业发展

在2021年10月10日，Mr.	 Frankie,	 吴颂平
（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主任）和大家分享了关
于AI	时代下的金融与会计的主题。分享包括了人
工智能对会计与金融专业的好处，改变人们对	AI	
的思维模式和未来金融行业对人工智能的期待。

11.1.4	速读的宝贵经验	（Speed	Reading）

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助理教授Asst.	 Pro-
fessor	 Dr.	 Shamuni.	 K（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
助理教授）在2021年10月22日和大家分享速读
的宝贵经验。从这个计会，个人可以了解学习速
读技巧，学习如何长时间记住信息还有如何进一
步提高阅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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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线上专题讲座

11.2.1	Wonders	with	Google	Scholar	（谷歌
学术的奇迹）

在2021年11月24日，Mr.	 Navaratnam	 (新
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高级讲师)和大家分享了一
个很有益的主题。Google	 Scholar是学生和研究
人员的好资源如果充分利用。

11.3	系列座谈

11.3.1	 商科是热门的升学选择，你适合读商
学系吗？

在2021年12月22日，王汉国讲师将会和大
家分享关于：

-	家人希望我读商科，商科学什么？

-	选择商学系前，首先要认清自我。

-	商科领域那么广泛，我该怎么选？

11.4	FAME	Students	Association	

11.4.1	 Breakthrough	 Journey	 in	 Campus	
and	Work	Life

在2021年8月14日,	FAME	Students	Associ-
ation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学生协会举办了咖啡
时光系列。他们邀请了邓蕙元，罗彩萍和江其踊
作为主讲人。

11.4.2《疫时我秀》一分钟自我介绍影片比
赛

新纪元大学学院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学生
协会所主办的：《疫时我秀》一分钟自我介绍影
片比赛。感谢每位参赛者的踊跃参与以及付出，
本次共有4位学生赢得奖金分别是第一名的Wang	
Sheng，第二名的Nancy	Ooi，第三名的Jia	Qi	Ng
以及获得安慰奖的Xing	 Yu	 Tan。特别感谢Max	
Property	Agency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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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金融与会计系

12.1	 系上网络研讨会

在2021年11月20日，林逸俊讲师和大家
分享了关于金融管理。主题分享包括：金融是什
么？投资是怎么操作的？会计很重要吗？

12.3	线上专题讲座

12.3.1	Soft	Skills	–	It's	Out	of	the	Book

在2021年9月29日，伍慧恩讲师和大家分
享了关于“Soft	 Skill”。如何这个技能可以帮助
改善个人发展。

12.2	 Students	Motivation	Talk

12.2.1	与	Vincent	Chan	分享会

在2021年11月17日，金融与会计系邀请了
Mr.	 Vincent	 Chan和学生分享鼓励故事来激励学
生。

12.4	 Pandemic	 Crisis	Management	
in	Malaysia	Talk	Series:	“SPANICH	
FLU	vs	COVID-19	by	Dr.	Jason	Ng”	

在2021年9月28日，Dr.	 Jason	 Ng,	 新纪元
大学学院副校长办公室的高级讲师，他带您踏上
探索相隔一个多世纪的两次大流行的危机管理的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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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奖	-	Invention	of	Sweetbook林逸俊讲师参加了ITEX'21，而得了奖属于：

（1）金奖	-	Invention	of	Sagolicious

12.5	 ITEX	’21	 (32nd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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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奖	-	Invention	of	Re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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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资讯科技系

13.1	 简介

13.2	 课程认证以及转型

13.3	 毕业生升班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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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本院拥有9
位专职讲师，以及218位在籍学生。

本院于2020年获高教部批准开办的新课程	
--	“电脑科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Computer	
Science”（简称DCS），于2021年11月下旬正
式向MQA提交FA申请，并预计在2022年1月份
进行FA审核。如成功申请通过，将成为本院第6
项获得FA认证之课程。

此外，为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方向，并强化
技能传授，本院向高等教育部和马来西亚专业科
技工会（MBOT）提交申请，将【资讯科技专业
文凭课程】（DIT）以及【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
程】（BNT）进行课程转型。本院于2021年因
应对方回复而准备着进一步的辅助文件资料，预
计于2022年完成。

FICT举办线上升班说明会予应届毕业生

除了配合校方以及市场与行销部积极招生，
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的升班情况同样是FICT的重
点项目。FICT于2021年每学期都举办了升班课
程说明会，向应届毕业生提供升班的资讯，如课

程信息、入学资格、行政作业，所需费用等。在
疫情、经济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FICT仍成功于
2021年2月份、5月份以及9月份学期共计收到
38位毕业生的升班申请：

课程 2月份
学期

5月份
学期

9月份
学期 共计

软体工程荣誉学
士课程（BSE）

3 9 11 23

数码保安荣誉学
士课程（BCS）

2 9 0 11

电脑科学专业文
凭课程（DCS）

0 0 1 1

电子商务专业文
凭课程（DEC）

0 0 3 3

总额： 38

13.4.1	Melody	FM	【I	Love	U	早晨之专关你
事】	

庄正伟院长应邀请于2021年1月5日到Melo-
dy	 FM进行【现在和未来，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
IT专才?】的专题访谈。除了解说有关业界的现
状，庄院长也分享FICT的ABC教学理念如何落实
到系办的教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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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招生线上讲座

新冠病来袭以及政府落实行管令，以致学生
和家长无法亲临校园询问课程。故，本院配合市
场与行销部的招生策略，于以下日期与时间参与
了线上讲座，深入浅出地对外分享科技融入各个
生活层面以及课程讯息：

讲座 主讲人 日期与时间

IT很火，关我什
么事

庄正伟院长
胡纵展讲师

2月5日
晚上8时-10时

资讯科技系课程
说明会

萧维深主任 3月14日
下午3时-4时

资讯科技系课程
说明会

萧维深主任 6月26日
下午4时-5时

IT很火，关我什
么事2.0

胡纵展讲师 9月18日
下午1时30
分-2时30分

IT产业链与生
态：

我的定位在哪里

李汶康讲师 10月9日
下午1时30
分-2时30分

物联网：
万物互联后的实

况与趋势

郑荣丰讲师 11月27日
下午1时30
分-2时30分

活动海报

13.4.3	 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STEM	
Coaching	Programme

由于2020年本计划获得相当正面的教学反
馈，故本校与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于2021年继
续合作推广科技教育，鼓励学生革新求变，学习
并活用新科技。自2月27日开始至4月10日，本
院于每周安排2位讲师	 --	 李汶康讲师和刘腾宇讲
师先通过线上进行授课。但由于疫情还在持续，
故后续的实体课已暂停至新学年再作安排。

13.4.4	FICT	TECH	TALK	科技论

科技论是本院于2021年因新常态而产生的
新构思，新尝试。本院会邀请讲师、在籍生或是
业界的专才到科技论，以线上座谈会的方式针对
现今科技的热门主题进行60分钟的分享，并通过
直播功能同步到FICT的面子书专页。活动的主要
对象为FICT在籍生，再者是有兴趣报读电脑科学
与资讯科技的潜在新生以及家长。

主题 分享人 日期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庄正伟院长
邓嘉慧同学
刘俊乐同学

2月20日
晚上7时30
分-8时30分

Internet	of	
Things

郑荣丰讲师
杨知健同学
陈斌同学

3月26日
晚上7时30
分-8时30分

Technology	
Trends	That	
Will	Redefine	

The	Next	
Decade

梁帏雄主任
陈永康同学
刘俊权同学

7月17日
晚上7时30
分-8时30分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李汶康讲师
梁诗敏同学
凌添辉同学

7月31日
晚上7时30
分-8时30分

E-Commerce 颜丰平讲师
王镇豪同学
陈新儫同学

8月14日
晚上7时30
分-8时30分

The	New	
Education	
Norm：	

E-Learning

庄正伟院长
郑嘉友同学
李浚杰同学

8月28日
晚上7时30分	
-8时30分

科技论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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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合作项目

13.5.1	Jadi	Life	Solutions【3D打印机赞助计
划】

本校于2021年1月20日通过线上方式与Jadi	
Life	Solutions达到合作协议，共同推广3D打印技
术。此外，Jadi	 Life	 Solutions将赠送两台ANET	
3D打印机予本校进行教学与研究用途。由于受到
疫情的影响，实体签约仪式将展延至2022年进
行。而打印机的签收，本院于11月12日安排了
讲师团队到Jadi	 Life	 Solution参与操作培训，并
带回两台ANET	3D打印机作后续研究。

3D打印机操作培训

13.5.2	Master	Skill	和	Bites	&	Bytes【技术
分享计划】

本院与Master	Skill以及Bites	&	Bytes两间机
构于7月7日签署合作协议，其合作方向含校企的

知识与技术分享、学生实习项目和讲师培训。此
外，本院也邀请到两间机构与本校成立Technical	
Advisory	 Committee	 (TAC)以及Curriculum	 De-
velopment	 Committee（CDC），以共同推进课
程的教学质量和注入业界资讯作教学革新。

13.6	 学生活动

13.6.1	首次举办王者荣耀线上电竞比赛

为增进在籍生们的情谊，并丰富居家学习的
活动体验，FICT学生系会于7月中旬举办了本校
首次以电竞为主题的线上比赛。本次竞赛共吸引
了30支队伍参赛，并在7月11日晚间时段完成了
决赛，以直播的方式同步到FICT面子书专页。从
筹备、宣传、解决技术难题至决赛旁述，本次竞
赛都体现了FICT学生的硬核技术实力以及学习素
质。

13.6.2	FICT及学生系会徽章设计比赛

FICT系办和系会于2021年11月联合主办			
《一个理想，一个大家庭》徽章设计比赛，希望
能有平台让同学们展现创意和艺术细胞，且期待
同学们能为系办与系会换上新面貌，创造系办与
系会全新的官方面子书徽章。本次比赛共收到10
个作品，最终由FICT学士课程在籍生	莫詠惠同学
赢得评审们的一致好评，获得最终大奖。

13.7	 2021学术竞赛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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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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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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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复办有关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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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美术与设计系

14.1	FACULTY/	DEPARTMENT

NO. FAD/	
PROGRAMME DATE NAME	OF	THE	ACTIVITY PERSON	IN	

CHARGE

1 Faculty	Art	&	
Design

28	December	
2021

TALK:	The	Magic	of	Colour	–	Colour	
Theory	with	Kuan	Cheng	High	School

Dr.	Eric	Leong

2 Faculty	Art	&	
Design

28	December	
2021

WORKSHOP:	The	Magic	of	Colour	–	
Colour	Moodboard	with	Kuan	Cheng	

High	School

Dr.	Eric	Leong

3 Faculty	Art	&	
Design

17	December	
2021

十个在日常生活中找創意灵感的方法！	
10	ways	to	get	creative	inspiration	

from	daily	life

Dr.	Eric	Leong

4 Faculty	Art	&	
Design

19	November	
2021

我要做设计师/艺术家可以吗? Dr.	Eric	Leong

5 Faculty	Art	&	
Design

7	October	
2021

美术设计系教你掌握色彩心理学
Mastering	Interesting	Colour	Studies

Dr.	Eric	L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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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aculty	Art	&	
Design

4	October	
2021

一堂课教会你如何用手机拍出视觉美
Take	good	photos	with	using	

Smartphone

Ms.	Cindy	Fang	
See	Khung

7 Faculty	Art	&	
Design

11	September	
2021

你不可不知的禅绕画艺术，动起来吧！
Have	Fun	with	Zentangle

Mr.	Nicsson	
Chia	Chua	

Hang

8 Faculty	Art	&	
Design

5	February	
2021

Could	Art	&	Design	Make	You	become	
A	Millionaire

Dr.	Eric	Leong

9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13	November	
2021

MIID	Virtual	
REKA	Conference	
-	2	DID	students	
selected	to	join	
the	events.

Ms.	Sabariah	
Ahmad	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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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30	September	
2021

DAIKIN	STUDENTS’	COMPETITION
Organizer:	DAIKIN	MALAYSIA

		

Ms.	Sabariah	
Ahmad	Khan

11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13-15	Septem-
ber	2021

Virtual	Graduate	Exhibition Ms.	Sabariah	
Ahmad	Khan

12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30	July	2021 Daikin	Talk	3	-	Feng	Shui	&	Design Ms.	Sabariah	
Ahmad	Khan

13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9	July	2021 Daikin	Talk	1 Ms.	Sabariah	
Ahmad	Khan

14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9	&	16	July	
2021

Daikin	Talk	2	–	Concept	Design Ms.	Sabariah	
Ahmad	Khan

15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5	July	2021 Competition	2021	–	The	Awaken	
Legend

Mr.	Nicsson	
Chia	Chua	

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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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14.2.1	FACULTY	LEVEL	EXCELLENT	STUDENTS

NO. CATEGORY SEMESTER PROGRAMME NAME

1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HO	ZHI	QI	
何芷琪	

2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FOO	XUE	LI	
符雪莉	

3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KENG	SHU	XIN	
龚书廞	

4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TAN	PEI	NING	
陈佩宁	

5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ZO	SHI	YI	
佐诗怡	

6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JELYN	TEY	JIE	RUI	
郑捷励	

7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YEONG	SOOK	YING	
杨淑莹	

8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CHUA	WEE	NEE
蔡惠妮	

9 DEAN’S	LIST	AWARDS	 MAY	2021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CHIA	YUAN	HONG	
谢沅宏	

14.2.2	STUDENT	ACHIEVEMENT	

NO. NAME	OF	STUDENT NAME	OF	THE	ACTIVITIES NAME	OF	THE	
ORGANISER DATE

1 Christine	Yap,	
Shannen	

Chew	Xiao	Yun,	
Tan	Pei	Xuan,	
Tan	Thay	Kar

Google街景之友	(Friends	of	
Townscape)	Facebook	Social	Group

Mr.	Mars	Huang,	
Taipei

26	October	
2021

2 Ho	Zhi	Qi Learn	How	to	Setup	Watercolour	
Palette	Workshop

Hands-On	Art	
Online

2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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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ristine	Yap 180	Introverted	Sketchers	–	Virtual	
En	Plein	Air	#9

Hands-On	Art	
Online

10	October	
2021

4 Keng	Shu	Xin 180	Introverted	Sketchers	–	Virtual	
En	Plein	Air	(Trial)

Hands-On	Art	
Online

8	Augus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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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TEACHING	TEAM	ACHIEVEMENT/	ACTIVITIES

NO. STAFF CATEGORIES DATE VENUE TOPIC

1 Dr.		Eric	
Leong

Webinar 26	October	
2021

Zoom	
Platform

Moderator	for	MIFF	Creative	
Webinar	Series	–	The	design	

Trend	2022
Webinar 10	March	

2021
Zoom	

Platform
Moderator	for	MIFF	Creative	

Business	Webinar	Series	–	The	
Business	Unusual:	The	New	

Normal	Edition

Webinar 8-12	
March	
2021

Zoom	
Platform

Moderator	for	MIFF	Creative	
Business	Webinar	Series-When	
Shoes	Storage	Problem	turns	
into	a	business	Opportunity

2 Ms.	Azlin	
Suzana	Abu	

Aman

Accreditation	
Panel

17-18	
November	

2021

Zoom	
Platform

Lawatan	Akreditatsi	Kolej	Tunku	
Abdul	Rahman	bagi	Program	

Bachelor	of	Arts	Interior	
Architecture	(H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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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 12	August	
2021

Zoom	
Platform

MIID	REKA	Session	41:	Design	
as	a	Global	Conversation-

Crossroad	towards	Creating	
Purposeful	(Interior	Design)

Accreditation	
Panel

28-29	July	
2021

Zoom	
Platform

Lawatan	Akreditasi	Taylors	
University	bagi	Program	BA	

(Hons)	in	Interior	Architecture

Webinar 16	July	
2021

Webex	
Platform

UiTM	Webinar	#2:	Design-Led:	
Spatial	Experience

Webinar 29	June	
2021

Webex	
Platform

UiTM	Webinar	#1:	How	to	
Assess	Critical	Thinking	Amo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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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Critic	
Panel

19	April	
2021

Google	Meet	
Platform

Guest	Critic	for	Second	Year	
Diploma	in	Architecture	–	
TARUC	Final	Presentation

MIID	Education	
Sub-Committee

25	March	
2021

EQ	Hotel,	
Kuala	

Lumpur

Appointment	as	an	Education	
Sub	Committee	Member	for	

Malaysian	Institute	of	Interior	
Designer	(MIID)	Council	Term	

2020-2022
3 Mr.	Amir	

Shariffudin	
Zakaria	(Full	

Time)

Training March	
2021

-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	for	
Micro	Credential

4 Ms.	Raha	
Binti	Jaafar	
(Full	Time)

Sharing	Session 13	
November	

2021

- Visual	Arts	Artist	Tan	Lay	Heong	
“Between	01”	exhibition	
tour@Georgetown	Festival,	
discussion,	and	Q&A	session	

with	DVA	students.

Webinar 18	
September	

2021

Balai	Seni	
Negara

Pendidikan	Seni	Visual	EDU@
NAG	Seni	Seramik

Webinar 15	
September	

2021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Reviewing	The	Sultanate	of	
Melaka: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Culture	

Virtual	
Exhibition

11	
September	

2021

Fakulti	
Seni	Halus,	
Aswara

Pameran	Virtual	Platform	
Alternatif	Seni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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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September	
2021

- NEU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Basic	Chinese	Course	

Forum 27	July	
2021

Zoom	
Platform

Kong	Zi	Institute,	UM	-	Asian	
Heritage:	Chinese	Ceramic	
Collection	and	Development

Seminar May	2021 The	Ceramic	School	–	The	
Ceramic	Congress	on	May	2021

Graduate	
School	Seminar

17	April	
2021

Zoom	
Platform

How	Kapitan	China	Yap	Ah	Loy	
won	and	lost	Kuala	Lumpur?

Graduate	
School	Seminar

15	March	
2021

Zoom	
Platform

Historical	Nexus	Between	Towns:	
Penang,	Taiping,	Kampar,	and	

Teluk	Anson
Graduate	

School	Seminar
8	March	
2021

Zoom	
Platform

Messy	Politics	and	a	Dismal	
Economy	—	What	can	Civil	

Societ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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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r.	Simon	
Wong	See	
Keet	(Full	
Time)

Webinar August	
2021

- DNA	Approach	for	Password	
Conversion	Generator

Webinar September	
2021

- Soft	Skills	-	It's	Out	of	the	Book

6 Ms.	Cindy	
Fang	See	
Khung	

(Contractual)

Art/Graphic/
Photo	

Exhibitions

25	
February	
2021

- Chinese	Brush	Painting,	online	
Exhibition,	Negeri	Seremban	Art	

Society	25	February	2021
Colorful	Grapes	(1	&	2)	2	pieces

Art/Graphic/
Photo	

Exhibitions

19	October	
2021

Dewan	
Perhimpunan	
China	Kuala	
Lumpur	dan	
Selangor	

吉隆坡暨雪兰
莪中华大会堂

Chinese	Brush	Painting,	
KLSCAH	Cultural	&	Educational	

Committee	presents	
Selected	Malaysia	Chinese	Brush	

Painting	II	(second	year)	Art	
Exhibition	2021	

Membership	
of	Advisory	

Boards

- - Committees/Professional	
Bodies：Pemberitahuan	
Pelantikan	Juruaudit.	

Nama	Pertubuhan:	Persatuan	
Pelukis-Pelukis	Kelang	(Kelang	

Artist	Society)	
Jawatan	yang	didaftarkan:	AHLI	

JAWATANKU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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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of	
Lectures

14-15	
August	
2021

- Invitation	to	speak	in	2	days	
online	Photoshop	Workshop	

held	by	Association	of	Malaysian	
Students	in	Beijing	(AMSIB).

Art	 October	
2021

BaWangChaJi	
(SS15)	

霸王茶姬	
Subang	Jaya	

SS15

Commissions	indoor	mural	
painting	(110	cm	x	110cm)	x	3	

pieces

Art	Exhibitions 15	October	
-	28	

November		
2021

GMBB Telur	Pecah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Lotus	Pond	Series	01-04,	
Chinese	Ink	Printing)

Publications - - Junior	High	School,	Art	Textbook	
(3rd	vision)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Chinese	Brush	Painting.	pp.81,	

pp.95
Art November	

2021
BaWangChaJi	
霸王茶姬	@
Taipan	USJ

Commissions	indoor	mural	
painting	(120	cm	x	120cm)	x	2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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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s 9	
November	

2021

China	
Cultural	
Centre	
in	Kuala	
Lumpur	
(Pusat	

Kebudayaan	
China)

Was	a	member	of	honourable	
judging	committee	for	“Best	
Wishes	to	Bejing	of	honourable	
judging	committee	for	“Best	
Wishes	to	Be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Postcard	Drawing	

Contest	
China	Cultural	Centre	in	Kuala	
Lumpur	(Pusat	Kebudayaan	

China)

Performances/	
Exhibition

1-31	
December	

2021

- Kelang	Artist	Society,	Annual	
Online	Art	Exhibition	2021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Brush	
Printing)

Graphic 1	
December	

2021

- Layout	and	Concept	Design	
(Annual	Online	Art	Exhibition	

2021)	
Kelang	Artist	Society

Performances/	
Exhibition

22	
November	

-	31	
December	

2021

Shah	Alam	
Gallery

Jemputan	Menyertai	Pameran	
Terbuka	Galeri	Shah	Alam	2021	
PTGSA21	99	best	works	that	
have	been	evaluated	by	the	

invitation	jury.		
Shah	Alam	Gallery	2021	Ope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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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r.	Mohd	
Shaufiq	
Azrie	Bin	
Abu	Bakar	

(Contractual)

Talks - - Speaker	for	Macula	by	Expose	
Exhibition	UiTM

Photography	
Exhibition

- - The	Academia	Photography	
Exhibition:	FASA	2021

8 Ms.	Sabariah	
Binti	Ahmad	

Khan
(Contractual)

Webinar 8	March	
2021

Zoom	
Platform

MIID	REKA	session	40	-	Choose	
to	Challenge:	A	Conversation	
with	Pamela	Tan	and	Suzy	

Sulaiman	in	Commem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Webinar 9,	16,	30	
July	2021

Online	
Platform

DAIKIN	Acquisition	Interior	
Design	Concept	Talk

Webinar 17	July	
2021

- Sembrani	Hours:	Bangunan	
Getah	Asli-	A	heritage	to	be	@	

Dr.	Migule	A	Robles
Webinar 13	August	

2021
- ILAS	64:	A	community	-centric	

and	role	model	for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roles	of	

museum	in	the	ecosystem	of	
community	we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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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 22	
September	

2021

Online	
Platform

AYDA	Cakaplah:	Space	x	Colour	
Space	Stories

Webinar 24	
September	

2021

Online	
Platform

DAIKIN	Acquisition	Interior	
Design	Concept	Talk

Webinar 26	October	
2021

Online	
Platform

MIFF	Creative	Business	Webinar	
Series:	The	Design	Trend	2021

Webinar 18	
November	

2021

Online	
Platform

5th	ILS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Development	(ICLAD	2021)

Webinar 18	
December	

2021

Online	
Platform

2nd	Webinar	Series:	Malaysian	
Villages

9 Mr.	Nicsson	
Chia	Chua	

Hang	
(Contractual)

Exhibitions	
Published	
Artworks

30	June	
2021

Online	
Platform

ANBD	Special	Online	Exhibition,	
“艺情	(Yi	Qing)”,	ANBD	Gallery	

12-	14	
April	2021

- KSBDA	Seoul	International	
Special	Exhibition,	“THE	
ELEMENTS	OF	LIFE	”,	

Sangmyung	University,	Seoul,	
Korea,	page	549.

Public	Lectures	
Talks	&	

Workshops

18	
September	

2021

Online	
Platform

Online	Zentangle	Workshop,	Jin	
De	Center,	Klang

11	
September	

2021

Online	
Platform

Online	Zentangle	Workshop,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1	July	
2021

- Speaker	for	“Contrary	to	
impetuosity”	Online	Zentangle	
workshop	of	The	15th	Literature	
Week	“Untainted”	,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Assessments	
Assessors	&	

Editors

21	
September	

2021

- XINGUANG	MAGAZINE,	Issue	
Fourteen,	Graphic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 - XINGUANG	MAGAZINE,	Issue	
Thirteen,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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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uly	
2021

The	hosts	of	the	Malaysi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Leson	Plan	Presentation,	

Dong	Zong,
March	

-April	2021
- Art	Advisor	of	the	mural	painting	

project,	Tzu	Chi	Recycling	
Educational	centre,	Shah	Alam

2021 - Editor	of	Junior	Art	Textbook	,	
3rd	Edition,	Dong	Zong

9-10	
January	
2021

- 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examinations	art	
examiner,	Dong	Zong

18-21	
January	
2021

- 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UEC	examinations	art	

examiner,	Dong	Zong
Training 16	October	

2021
- The	Prospec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Fumio	Kishida	
cam	to	power.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3	May	
2021

- Sharing	Experience	in	KSSM	
Textbook	Editing,	Dong	Zong

10 Mr.	Jaseon	
Yap	Chee	
Keng	

(Contractual)

Art	Exhibition 15	
December	

2021

NEUC Pertandingan	Bakat	Muda	
Sezaman

11 Mr.	Travis	
Liew	Yek	
Ming	

(Contractual)

Academic	
Research

- - Soccer-Ball	Inspired	3-D	Stage	
Prop	Design

- - Safe	and	Eco-Friendly	Baby	
Naptime	Desvice	for	Modern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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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r.	Alex	Teh	
Chin	Boon	

(Contractual)

Art	Exhibition 2021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2021	Spring	Festival	Art	
Exhibition

2021 Kuala	
Lumpur

Refletion	of	Nature	3rd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Watercolor	Art	Exhibition

2021 Kuala	
Lumpur

Impression	Art	Biennale	
2021	International	Online	Art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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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

15.1	 重大事件

15.2	 学术成果

院系 活动名称与日期 活动叙述

15.1.1	 媒体传播与
影视演艺学院

活动名称：
乔治市艺术节“岛屿岛2021”(Isle	to	Isle)	

人文纪录片放映会与分享会	
日期：10月2日至7日

此活动由乔治市艺术节与新纪元
大学学院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
院联合主办。有关活动详情，请
参阅戏剧与影像系工作报告。

15.1.2	媒体研究系 活动名称：
获批准开办“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
学士课程”/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hines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日期：6月

请参阅媒体研究系工作报告。

活动名称：
“突困●进击！——数码汇流下的中文媒体

实践”国际线上论坛	
日期：12月4日

请参阅媒体研究系工作报告。

15.2.1	研讨会、文章发表、论文发表

院系 姓名 活动名称/主题 发表/主讲课题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1）
媒体传
播与影
视演艺
学院

廖朝骥 2021年第五届
马来西亚华人研
究国际双年会视

讯会议

〈印马对抗与马来
人左翼领袖：民族
主义、国家效忠、

通敌疑云〉

5月30日 吉隆坡
（线上）

马来西亚华社研
究中心、台湾师
范大学东亚学系

廖朝骥 第四届中国—东
盟地区安全与反
恐国际研讨会

〈“ISIS”在马来
西亚的扩张与反恐
工作进展（2018-

2020）〉

		10月24日 广西民族
大学

（线上）

广西民族大学东
盟学院、广西民
族大学中国—东
盟地区安全与反
恐战略研究院

廖朝骥 第三届广州	(国
际)	城市影像大

赛

〈新时代传播职业
人才产教融合培

养〉

12月12日 广州城市
职业学院
（线上）

		广州城市职业学
院、广州广电传

媒集团
廖朝骥 百年变局下中国

与东盟经济关系
学术研讨会

〈马来西亚中文媒
体在疫情下的挑战

与回应〉

12月25日 汕头大学
（线上）

汕头市一带一路
科技服务与创新
研究院、汕头大

学商学院
（2）
媒体研
究系

黄招勤 2021年“传播
的文化、科技与
疫情时代的媒体
反思”国际学术

研讨会

〈理解马来西亚华
文报章数位转型〉

5月28日 线上 台湾世新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与新

闻学系

高佩瑶 2021年“传播
的文化、科技与
疫情时代的媒体
反思”国际学术

研讨会

〈消失的环境观
点：马来西亚华文
报新冠肺炎议题再

现分析〉

5月28日 线上 台湾世新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与新

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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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诗 Digital	Future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DIFCON	2021)

- 6月21至
23日

线上 Multimedia	
University	

(MMU),	Research	
Synergy	

Foundation	(RSF),	
and	Canadian	

University,	Dubai	
(CUD)

陈惠诗 Fusion	2021	
Proceedings	of	
3rd	 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Online	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s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	
(eISBN	978-967-

18511-1-1)

8月19日 线上 MYHCI-UX	

15.2.2	专题讲座、座谈会、交流会、会议主持、点评、总结人、比赛、评审

院系 姓名 性质 主题 题目 日期 地点、主办方

（1）
媒体
传播
与影
视演
艺学
院

廖朝骥 主持人 区域安全与反恐学
术论坛

- 5月8日 地点：线上	
联合主办：东南亚社科
研究所、马来西亚一带
一路委员会

廖朝骥 主持人 第四届中国—东盟
地区安全与反恐国

际研讨会

- 10月24日 地点：广西民族大学	
（线上）	
联合主办：广西民族大
学东盟学院、广西民族
大学中国—东盟地区安
全与反恐战略研究院

廖朝骥 评审 “2021全国廉
正大使	演说家大
赛”初赛（华裔组

与非华裔组）

贪污不是我的文化 11月中旬 地点：线上
主办：华青反贪宣导
特工队
协办：反贪会

廖朝骥 主讲人 留华生茶话会	 跨越中港台留学经
验比较	[政治大学
（台北）-	中文大
学（香港-厦门大

学（福建）]

11月25日 地点：吉隆坡（线上）
主办：马来西亚留华
同学会

廖朝骥 主讲人 “升学与职涯规划”
系列讲座

人工智能AI	vs	媒
体人，是助力还是

阻碍？

11月26日 地点：加影（线上）
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
招生处

廖朝骥 审稿人 《马来西亚华人研
究学刊》第26期

论文 全年 出版：华社研究中心

廖朝骥 审稿人 《南洋问题研究》 论文 全年 出版：厦门大学南洋
研究院

（2）
媒体
研究
系	

杨	洁 主讲人 “升学与职涯规划”
系列讲座

媒体新鲜人的一堂
课：做一个有素养
的网民与数码公民

10月1日 地点：加影（线上）
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
招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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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戏剧
与影
像系	

贺世平 主讲人 	“升学与职涯规
划”系列讲座

我们与“戏”的距
离——其实远在天
边，近在眼前！

	12月18日 地点：加影（线上）
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
招生处

梁友瑄 主持人 乔治市艺术节“岛
屿岛2021”-	人
文纪录片的线上分

享会

《传统跨界时尚的
思考》-	陈玲珍	（
《读衣》监制）

	10月2日 地点：线上	
主办：乔治市艺术节与
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传
播与影视演艺学院

梁友瑄 主持人 乔治市艺术节“岛
屿岛2021”—人
文纪录片的线上分

享会

《创作人的低潮与
再出发》-	龙男·
以撒克·凡亚思	

（《我不流行二十
年》导演）

	10月3日 地点：线上
主办：乔治市艺术节与
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传
播与影视演艺学院

15.3	 出版

15.4	系活动、讲座、分享会、拜访、说明会、比赛、其它

15.3.1	出版专著、学术专著

院系 作者 书名 出版单位（地点） ISSN/ISBN

（1）戏剧与影像系 贺世平 《斗法》 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
（马来西亚）

ISBN：9789671792179

15.3.2	期刊论文、书评/研讨会论文

院系 姓名 刊物/书籍 题目 期刊页数 出版
（1）
媒体传
播与影
视演艺
学院

廖朝骥 《第五届马来西亚华
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

文集》

〈印马对抗与马来左翼领袖：以
白皮书《一项被拆穿的阴谋》为

中心的讨论〉

待定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待出版）

廖朝骥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4,	Part	2,		

No.	321

Review	of	the	Book:	Revisiting	
Malaya:	Uncovering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	
Nusantara,	edited	by	Show	Ying	

Xin	and	Ngoi	Guat	Peng

234-236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院系 序 类型 日期 地点 主题、目的

15.4.1	媒体研究系 1 直播 6月19日-
7月29日

线上 为推广大学课程的理念与说明，今年
共主办了七场“跨媒人系列直播”，
邀请系办讲师、校友或在籍生分享跨
媒人的心得。有关活动详情，请参阅
媒体研究系工作报告。

2 业界讲座、
工作坊

2月20日-
12月29日

线上、
线下

今年共举办70场的系列业界讲座及
工作坊，邀请分布于不同领域的业界
媒体人分享工作经验。有关活动详
情，请参阅媒体研究系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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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媒体研究系
创系20周年
系列活动

全年 线上 今年举办了系列活动，包括《观●
廿》、图文创意甄选比赛、“媒玩
媒了2.0”媒体研究线上体验营、兑
兑换闯关游戏、创意摄影大赛“1
！2！3！咔嚓！”、口舌大比拼、
接龙挑战、和我疫起唱、“突困●进
击！——数码汇流下的中文媒体实
践”国际线上论坛等。有关活动详
情，请参阅媒体研究系工作报告。

15.4.2	戏剧与影像系 1 讲座、舞
台剧

全年 线上 今年共举办多场的线上讲座与舞台
剧。有关活动详情，请参阅戏剧与影
像系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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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从去年肆虐至今，新纪元大学学院
第16届影像组毕业生从去年开始已被迫度过了一
年半的网课生涯。在筹办毕业影展时，也面临必
须投入因疫情延宕的实习，无法进行现场拍摄、
巡回展出等窘境。

几经辗转，最后影展顾问梁友瑄老师和毕业
生们决定改变展出形式，集结过往课程作品和毕
业剧本提报，用线上公开播映的方式进行以“回
顾”为主的影展，同时学习设立网站和商城，制
作一个完整的影展流程，邀请观众一同回顾并检
视他们的成长。

结合影展概念与现况，他们决定将影展命名
为《薄暮拾影》：薄暮即黄昏，拾影即回顾与梦
想，象征着太阳东升西落，即将与大学生涯告别
并回望过去的同时，意喻学生们追逐梦想的步伐
不会在困境中停止。

影展团队将这22部在疫情期间创作的作品
依照呈现内容和主题重新规划分类，以不同的生
命情境设立了六个单元，分别为《伴风搭雨》、
《虹销雨霁》、《薄暮冥冥》、《万里无云》、
《绘生写影》和《影绘人生》，形式分别为：14
部纪录片、4部剧情片，4部毕业制作剧本提报；
这些作品来自2020年5月份学期的《导演基础》
、《电影与文化研究》、2020年9月份学期的《
进阶影视制作》、《纪录片制作》和2021年5月
份学期的《毕业制作》，以上课程的负责老师为
陈胜吉、沈绍麒和梁友瑄。

乘光溯影，他们微光前行。面对不如预期
的校园生活，学生们在无法全面使用校园设备的
情况下，还是完成不少作品。这些在疫情中的影
像实践，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马来西亚人在疫情
中的生活状态、家庭关系，其中不乏真诚动人的
作品。多年以后回头看，都将是珍贵的纪录和经
验。

在这四天的毕业影展期间，观众可自行购票
观赏所有短片，无需配合特定播映时间购票，同
时，影展团队也在12月16到18日之间举办了一
连三天的FB	 LIVE映后线上问答环节，分别邀请
了国内外的专业影人黄惠侦导演（台湾）、郑国
豪导演（柔佛）、梁秀红导演（台湾）和李颖文
制片（吉隆坡），透过云端连线，进行交流点评
环节，成功吸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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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戏剧与影像系

16.1	 前言

16.2	 影展与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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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许造就更多在表演艺术
和影视方面的人才。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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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来到了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
峻，政府再度落实的限行令，对着重实践学习的
戏影系师生造成巨大的挑战和影响。部份课程、
演出或活动因故再度延后举办或转换形式；师生
们持续透过云端互动，网课打破了国界和地域的
限制，让我们得以邀请不少来自国内外的艺术与

电影工作者和学生们进行频密交流，为学生打开
学习的另一扇门。

这是被偷走的第二年，在疫情笼罩的阴影
中，师生们面对实践课程学习方式的骤变、疾病
和死亡的恐惧、政策的反复、人际连结的断裂、
不一定适合上网课的环境、不稳定的网速和不一
定健全的电脑配备；在诸多限制的时光里，尽管
步履艰难，戏影系师生们没有放弃，不仅完成数
个线上演出、影片拍摄和影展计划，也在教与学
之间，一起在这未知的年代，在限制中开创新的
可能。

16.2.1	第十六届影像组毕业作品展	：《薄暮拾影》

线上影展日期：2021年12月16日	-	12月19日			
播放平台：Vimeo
网页：https://ngxiaoxuan5258.wixsite.com/
website/aboutfilm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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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爱》是本系第十五届舞台组学生的毕业
制作，受疫情影响，延至2021年才进行线上预
录戏剧播放。此剧由王一祥导演，改编自英国莎
拉·肯恩的《渴求》，指导老师是贺世平讲师。
这是关于四个社会边缘人，他们走在生命的悬崖
上，他们的遭遇，是人们不敢碰触的课题。他们
的生活，你和我都不曾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复杂。他们在大半夜被回
忆囚禁而睡不着，他们的心里有话想要说，在一
间线上聊天室内，他们寻找愿意聆听的听众。四
个人无意间的对话，促使他们勇敢地重新面对过
去的一切。

16.2.3	 第十六届排演二：《罗密欧与朱丽
叶》线上成果展

网页：https://romeojuliet2020pro.wixsite.
com/website

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第十六届排演
二课程，原应于2020年5月份学期进行，却因疫
情而延展至9月份学期。不料，疫情在一次好转
后变得愈发严峻。风雨飘摇之际，原意为现场公
开售票演出的排演二《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无奈
转为线上成果展。其中，表演组进行线上排练后
以角色片段对白、独白；设计组以设计图稿、设
计成品、模型等；行政组以各式图文；三组各自

以在这四个月反复波折的作业过程中所得的成果
向大众展示。

	2020年3月是马来西亚因疫情影响，实行全
国行动管制令（MCO）的第一波抗疫时期；也是
原定罗国文导演给第十六届戏影系的学生，上为
期两个月的表演工作坊的学期，两相冲突下，工
作坊被迫推迟至九月中旬，并且将内容由两个月
浓缩至两周，趁着疫情舒缓，为后来的排演二进
行准备。2020年10月，两周的工作坊后，师生
们紧锣密鼓展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公开演出
的筹划，却在不超过四次的线下工作后，迎来第
三波疫情。随着政府的防疫SOP出炉，制作团队
的所有工作都转为线上进行。	

	起初，大家都以为可以在线上完成前制作
业，如设计组定稿、行政组进行网络宣传等，之
后便可等到疫情好转并且学校开放后进行实体的
排练及施工。然而，疫情迟迟不见好转，在几次
会议后，大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在2021
年2月上旬将完整的公开演出转为片段式的成果
展线上呈现。

16.2.4	 第十六届舞台组毕业制作：《纪念
日》

线上播放日期时间	：
2021年	12月2日	晚上8时
2021年	12月3日	晚上8时
2021年	12月4日	下午2时、晚上8时
2021年	12月5日	下午2时、晚上8时
播放平台：YouTube

16.2.2	第十五届舞台组毕业制作：《囚爱》

线上播放日期时间	：
2021年	4月10日	下午3时、晚上8时
2021年	4月11日	下午3时、晚上8时
播放平台：云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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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持续严峻，剧场长期关闭的情况下，
本届毕业生决定与其被动地一直等待剧场大门重
开，不如化被动为主动，以线上读剧的演出形
式，预录播放来完成毕业制作演出。故事发生在
一间高级餐厅，贵宾们看似上流人士却粗鲁无
礼，言辞中时而人身攻击，时而粉饰太平，恰恰
符合当今网络乱象的状态。演员们仿佛在	ZOOM
一般的格子与格子之间演绎着干话频出的各类角
色，结合成一部荒谬的闹剧，试图在剧作家哈罗
德·品特的作品中找回对剧本更纯粹的诠释。

《纪念日》的导演是郭碧容，指导老师是黄
丽珍讲师、道具及平面设计顾问是俞云冰老师，
布景与造型设计顾问是蔡紫滢老师。

16.2.5	第十七届排演一：《迷失暴风雨》

线上播映日期：
2021年3月21日	下午3时、晚上8时
播映平台：FB	LIVE	@	NEUC	–	DDV	Theatre

本系第十七届排演一搬演改编自莎士比亚的
传奇剧，剧名《迷失暴风雨》，故事讲述公爵在
遭人篡位后与女儿逃到一座岛上，他用魔法收服
了当地的精灵们。多年之后，他为了复仇而制造

了一场暴风雨，让恰巧经过邻近海域的仇人身陷
困境。最后，公爵成功夺回王位、岛上的精灵们
亦重获自由。

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导演爱美丽亚带领
学生们大胆挑战台词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重要
性，转以形体表演出发、用身体说故事，另外再
灌入浓厚的喜剧氛围，以诙谐面对严肃、以轻松
直面沉重，在欢乐之中思索自我与当代社会的关
系。

16.2.6	第十六届排演三：《疫爆》

线上播映日期：
2021年6月11日	晚上8时30分
2021年6月12日	下午3时、晚上8时30分
2021年6月13日	下午3时、晚上8时30分
2021年6月18日	晚上8时30分
2021年6月19日	下午3时、晚上8时30分
2021年6月20日	下午3时、晚上8时30分

《疫爆》是新冠病毒肆虐当儿,	 在人心惶惶
之下完成的一部相关戏剧。由贺世平讲师带领学
生们从线上开始集体创作构思到线下排练并摄制
成影片。剧中叙述杀伤力极大的新型变种病毒已
经悄然潜伏在人们生活中。透过不同角色，包括
医务人员、病患、家属等在这一场抗疫的日子
里，面对焦灼与不安,	 发生在病毒医院里的各方
的矛盾与冲突，为了抢救病患争分夺秒，在生与
死,	 爱与恨,	 希望与绝望之后,	 人们对生命意义有
着不同的领悟。

16.2.7	 第十七届排演二：《X的现代寓言》		
[	游戏	+	剧场]

线上播映日期：
第一章 2021年9月10日至23日
第二章 2021年9月24日		下午3时、晚上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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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5日	上午11时、下午3时
第三章 2021年9月25日	晚上8时30分

2021年9月26日	下午3时、晚上8时
播放演出网站：godotcom.online

《X的现代寓言》是在线上虚拟空间中进行
一场“游戏+剧场”的实验。

此作剧本灵感来自台湾作家姚一苇的剧本
《X小姐》，导演是黄丽珍讲师、舞台美术设计
蔡紫滢老师、联合编剧俞云冰老师与行政顾问黄
永益老师，携手带领二年级学生们创造了实验游
戏结合剧场的新体验形式。此演出形式则在疫情
的限制下观众无法进入剧场看戏时寻求突破，采
用线上ARG（Alternate	 reality	 game虚拟实境游
戏）剧场形式，透过观众与表演者在线上的高度
互动和体验，仿佛进行了一次与当今社会时事的
特殊对话。演出活动为期两周、共分三个章节：
第一章节是创作团队与玩家携手建造一座完美的
繁荣大都会。

然而第二章节的命运之轮竟悄然转动，玩家
将被卷入一场腥风血雨之中，层层的阴谋究竟能
否在最终章被玩家顺利戳破？繁花似锦底下又隐
藏着如何不堪入目的真相？此演出剧本的改编保
留了原剧本中对人性及社会的质疑，植入了“游
戏剧场”的概念，同时融合当今马来西亚的社会
局势进行探讨及反思，对未来做出大胆假设。

16.3	 活动

16.3.1《我们之间的距离1.0》线上单人剧演出

线上播映日期：
2021年1月2日至3日	下午3时、晚上8时
播放演出网站：“囚爱	The	Imprisoned	
2021”的面子书官方网站

《我们之间的距离1.0》(The	Distance	Between	Us	
1.0)是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第15届毕业生
向机兴海星基金会（Khind	 Starfish	 Foundation）“
幸福计划”提呈的演出计划。经过向评审提报、修
改，通过审核，《我们之间的距离1.0》最终成功获
为“幸福计划”的支持项目之一。此公益演出目的
是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并期望透过戏剧，减
少偏见和歧视。

这场免费的线上演出，将于官方面簿播放
《我们之间的距离1.0》演出计划中的两部单人
剧作品——《同等爱情》及《美丽人生》，届时
导演和演员会在播放结束后，进行线上问答环
节，与观众们一起讨论演出相关课题及分享此作
品的排练心得。有关作品都是于闹剧场（Now	
Theatre）作为拍摄场地。

16.3.2	世界戏剧日线上活动

2021年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每年
这一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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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
在疫情下只好改变方式，以线上保持安全距离的
方式共襄盛举，今年本系特别准备了一系列表演
节目，内容包括世界戏剧日宣言呈献、合唱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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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歌、戏剧讲座、学生才艺表演、戏剧常识比
赛、读剧、影子戏，还有重播线上戏剧《迷失暴
风雨》。节目不间断从中午12时30分开始至晚
上11时结束。

16.3.3	与马来西亚Vivo公司合作拍摄微电影

影片链接：https://www.facebook.com/
watch/?v=254582839741081

2021年3月，本系师生受马来西亚Vivo公司
邀请，使用Vivo	 X60智能手机进行拍摄一部以	
“Joy	 of	 Humanity”	 为主题的微电影，为Vivo
公司即将举办的短片比赛宣传，同时宣导	“人人
都可以成为影片创作者Everyone	 Can	 Be	 a	 Film	
Creator”	 的讯息。短片比赛宣传活动旨在提供
一个平台，让大专学生通过创作影片以参与移动
影像的实验。

在疫情稍舒缓的2021年3到4月间，顾问梁
友瑄老师引领本系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在短短一
个半月间合力完成微电影《心中的空白》。从
故事构思、海报设计、前制到后制皆由学生独立
完成。内容讲述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女孩，对创
作充满热枕。但在妈妈眼中，表演艺术和拍电影
却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两人因此而发生争执的故
事，这部改编自系上学生经历的微电影在2021
年4月21日于VIVO	 Malaysia官方面子书播出后
不仅获得大众的好评，也让戏影系学生在疫情间
有个发挥创作的平台。

16.3.4《米狄亚》受邀参与第六届亚洲戏剧
院校大学生戏剧节

线上播映日期：2021年5月18日至23日

《米狄亚》是本系第十五届舞台组在2020
年完成的排演三演出，原本计划在同年5月前往
北京参加由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所举办的亚洲
戏剧院校大学生戏剧节。不幸因疫情告急而取消
戏剧节。相隔一年之后，就在2021年的5月，
主办单位决定以线上方式进行，提供疫情下戏剧
实践和教育交流的平台，以“古希腊戏剧中的人
性”为主题，由各校提交演出视频。本系的《米
狄亚》就以影像摄录和线上播映的方式在第六届
亚洲戏剧院校大学生戏剧节参与其盛，播映从
2021年5月18日至23日。

由于该戏剧节线上播映便利各国师生参与鉴
赏，受到各界广泛好评，还收到建议重新上线演
出视频和延长观看期限，于是主办单位再次要求
参与的院校，包括本院，同意于2021年6月25日
至7月23日再度线上播映。

16.3.5	联播Creative	Webinar	@	Home系列
制片论坛

2021年10月，本系受Afternoon	 Pictures	
午後映畫邀请，成为由Finas支持的Creative	 We-
binar	@	Home系列联播平台之一。这项国际创投
会议论坛系列直播由本系助教林思莉提供技术上
的协助，在10月30日到31日之间，各领域的国
际资深影人在本系脸书专页集结，直播分享参与
国际创投会议的方方面面。

这三场的论坛让怀抱电影梦的大众和学生，
有机会向这些国际资深影人取经，了解纪录片、
剧情长片和短片如何寻找启动资源。该论坛全程
以英文主讲，详细资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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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fiction	Film	Project	Markets	101
2021年10月30日	下午4时至6时

Feature	Fiction	Film	Project	Markets	101
2021年10月30日	晚上8时至10时

Short	Films	made	Marketable	101
2021年10月31日	晚上8时至10时

16.4	 举办、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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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工作坊和讲座都转

到了线上，并与部份课程结合实施；2021年10
月开始，当教育部批准学生返校上实体课后，本
系也邀请了在舞台与影视业界工作的学长姐到校
给予学生们工作坊，以弥补学生们这期间未能返
校使用器材与设备的缺失。以下为活动总表。

序 日期 题目 讲者 地点

1 2021年1月5日 《安娜与苏珊》创作分享 高俊耀（旅台） Zoom	云端会议室
2 2021年3月24日 「探索表演」讲座 梁菲倚（旅港） Zoom	云端会议室
3 2021年3月27日 「马来西亚当代剧场面面

观」讲座
黄爱明博士 Zoom	云端会议室

／FB直播
4 2021年3月27日 「幕后	-	剧场实录」讲座 陈永兴 Zoom	云端会议室

／FB直播
5 2021年4月8日 「镜头前的表演」讲座 庄可比 Zoom	云端会议室
6 2021年4月21日 海外留学分享之那些年我

们念的电影系
黄英威、区诗伟、黄凯
韵、苏文泰

Zoom	云端会议室

7 2021年5月12日 短片制片讲座系列一（制
片的角色与分工）

Lee	Yve	Vonn Zoom	云端会议室

8 2021年6月24日
&	7月1日

「布景设计与制作」讲座 蔡紫滢 Zoom	云端会议室

9 2021年7月7日 「演员，一个人」讲座 蔡德耀 Zoom	云端会议室
10 2021年7月7日 「摄影与创作」讲座 陈克勤（台湾） Zoom	云端会议室
11 2021年7月21日 「戏剧构作」讲座 陈侑均（台湾） Zoom	云端会议室
12 2021年7月21日 「从舞台到影像」讲座 俞云冰 Zoom	云端会议室
13 2021年7月21日 「演员与表演」讲座 李心洁 Zoom	云端会议室
14 2021年7月22日 「剧场/舞台技术/舞台美

术」讲座
蔡紫滢 Zoom	云端会议室

15 2021年7月28日 「舞台设计美学」讲座 蔡紫滢 Zoom	云端会议室
16 2021年7月28日 「口述历史的方法、伦理

与操作」讲座
傅向红 Zoom	云端会议室

17 2021年7月28日 「制片的工作范畴」讲座 李俊康、林诗佳 Zoom	云端会议室
18 2021年8月4日 「评论意识：我们如何透

过作品面对和回应当代的
巨变？」讲座

谢镇逸（旅台） Zoom	云端会议室

19 2021年8月25日 「戏剧治疗」讲座 苏庆元（台湾） Zoom	云端会议室
20 2021年10月19日 舞台监督、制作经理讲座 梁依琳 Zoom	云端会议室
21 2021年10月26日 音响工程讲座 梁依琳 Zoom	云端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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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1年10月30日 基础化妆/发型工作坊 黄商权、梁慧婷 表演教室
23 2021年10月30日 Non-Fiction	Film	Project	

Markets	101
Dr	Thomas	Barker	
(Moderator)
Baby	Ruth	Villarama,	
Quang	Nong	&	Varadila	
(Panelist)

FB直播

24 2021年10月30日 Feature	Fiction	Film	Proj-
ect	Markets	101

Carlo	Velayo	
(Moderator)
Alemberg	Ang,	Supatcha	
Thipsena	&	Tan	Si	En	
(Panelist)

FB直播

25 2021年10月31日 Short	Films	made	Market-
able	101

Leong	Puiyee	
(Moderator)
Aki	Isoyama,	Fransiska	
Prihadi	&	Flavio	Armone	
(Panelist)

FB直播

26 2021年11月2日 舞台灯光讲座 陈政汇 Zoom	云端会议室
27 2021年11月17日

&	12月1日
基础舞台灯光工作坊 洪梓宗 黑箱剧场

28 2021年11月18日 摄影工作坊 陈惠沛 C206
29 2021年11月22日

24日	&	30日
面具工作坊 刘启晖、黄秀娟 黑箱剧场

30 2021年11月24日 「我们与角色的距离」造
型讲座

谢建国（旅台） Zoom	云端会议室

31 2021年12月11日 工具工作坊 郭思洁 黑箱剧场
32 2021年12月15日 剧场编导分享会 高俊耀（旅台） Zoom	云端会议室
33 2021年12月18日 How	Visual	Effects	works?	

讲座
Teoh	Shu	Chern Zoom	云端会议室

34 2021年12月18日 化妆与发型入门工作坊 黄商权、梁慧婷 表演教室
35 2021年12月22日

&	23日
舞台音响工作坊 赵芯宁 黑箱剧场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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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3日 NEUC市场与行销部主办3月份
升学与职涯规划课程说明会

梁友瑄 Zoom	云端会议室

2021年6月25日 NEUC市场与行销部主办6月份
升学与职涯规划课程说明会

贺世平 Zoom	云端会议室

2021年6月27日 The	Instant	Café	Company主办
论坛：What’s	Next?	Six	Artists	Living	in	
Malaysia	Talk	to	Jo	Kukathas	About	What	
the	Pandemic	Has	Taught	Them	and	What	
They’re	Doing	Next

梁友瑄 Zoom	云端会议室
/	FB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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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0月 董总、中学生月刊主办
【一段师生缘，一生师生情】短片竞赛

贺世平 线上

2021年11月13日 华夏私立中学主办
升学辅导线上讲座2.0	【戏剧】

贺世平 线上

2021年12月11日
-12日

NEUC市场与行销部主办开放日讲座
【说故事的人-那些用光影和演绎刻画的梦】

梁友瑄 新纪元大学学院/	
Zoom	云端会议室

2021年12月17日 红姐姐工作室主办
【我是小编导】线上华语广播班假期营剧本创
作及朗读视频制作比赛

贺世平 线上

2021年12月18日 NEUC市场与行销部主办12月份
升学与职涯规划系列讲座【我们与戏的距离】

贺世平 线上

16.6	 荣誉榜

16.7	 MQA	Audit	Pematuhan

16.8	 结语

16.6.1	George	Town	Festival	G	-	Short	Film	
Festival

本系毕业生许慧珊以作品<Dear	Alison>获得
Special	Jury	Recognition的荣誉。

16.6.2	2021第十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本系毕业生马红绫以文学作品《世间最孤独
的食物》获得创作奖佳作。	

16.6.3	《乐乐伙伴》原创节目	

本系毕业生陈言欣与赖育恒以音乐原创作品
《半路风景》入围《乐乐伙伴》原创节目。

16.6.4	 第三届马大十二宿舍元宵节庆典《缘
惜●弎思》

本系毕业生彭俊聪以作品《希望它还在》和
《新疫年·新体验》分别获得短片制作比赛冠军
及摄影比赛亚军。	

16.6.5	 DANA	 MIKRO:	 PEMBANGUNAN	
IDEA/SKRIP	

1.本系毕业生黄国秀与傅惠惠以投创剧本
《1/2》获得FINAS所颁发的补助金。	

2.本系毕业生谢佳升以投创剧本＜Black	
Hair＞获得FINAS所颁发的补助金。

16.6.6	 SHORT	 AND	 SWEET	 THEATRE	
PENANG	

本系毕业生陈言欣以戏剧作品《动物道路安
全考试》获得最佳导演奖

16.6.7	 2021马来西亚金艺颁奖典礼	 Malay-
sia	International	Gold	Awards	Ceremony

本系在籍生张宝权获得由马来西亚金艺颁奖
典礼所颁发的十大杰出青年奖。

为完成MQA单位对课程审查的要求，在校
方相关单位的配合下，2021年4月到10月间，梁
友瑄主任带领系上同仁（贺世平、林思莉、黎淑

群）从参与相关工作坊、和FCPA院方会议，终
於在各方的合作下，悉数完成相关审查文件和内
部审查后的补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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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配合
本系举办的许多活动，从中加强艺术认知和发挥
各自才能，迈向更专业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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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媒体研究系

理论与行动教学策略是媒体研究系自2001
年创系以来所订下的方向和目标。适逢媒体数位
汇流的时代，媒体产业结构急遽改变，本系课程
内容也相应做出调整。

今年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沿续数码影音元
素，传统的“公关”与“新闻”专业及新增的“
数码影音”专业为本系带来特色。理论课程与实
务课程沿续传统架构，部分技能课程则结合数码
科技。

与此同时，为让媒体传播课程架构更加完
整，本系于2020年3月开始筹备大学课程，最终
于2021年6月获得高教部与学术资格鉴定机构
（MQA）的正式批准公函，并于9月份学期开始
招收新生。

适逢媒体研究系创系20周年，今年本系举
办了系列活动，包括《观●廿》、图文创意甄选
比赛、“媒玩媒了2.0”媒体研究线上体验营、

兑兑换闯关游戏、创意摄影大赛“1！2！3！
咔嚓！”、口舌大比拼、接龙挑战、和我疫起
唱、“突困●进击！——数码汇流下的中文媒体
实践”国际线上论坛等。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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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公关实务配合《观察家》20周年
举办了《观●廿NEVER	 STOP	 OBSERVING》，以
及9月份的主题为《自爱I-TRAIN》，帮助年轻学
子在疫情低潮中寻回				“自我价值”	后变得勇敢
且自信。

今年本系共举办了超过60场的业界系列讲
座与工作坊，采取线上和线下模式，邀请分布于
不同领域的业界媒体人分享工作经验。同时，本
系也配合大学课程开班与招生目标，展开多场相
关课程说明会与升学规划的分享会。

17.1	开办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课程

17.2	 《观察家》

媒体研究系于2020年11月向高教部及MQA
递交学士学位课程之申请。MQA及高教部于
2021年6月9日来函通知批准开办新的学士课
程，获批准的学士课程名称为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hines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课
程），国际教育编码定为	 321	 Journalism	 and	
Reporting，课程开办的有效期限为五年（2021
年5月31日至2026年5月30日）。

本课程经批准的授课媒介语为英语及国语，
其一特殊条规为必须获得高教部部长的同意批准
以华语作为授课媒介语。本校于8月5日已发函予
高教部部长征求批准以华语作为本课程的授课媒

介语，惟高教部于10月12日发函通知此请求不
获批准。						　　　　　

在数码媒体汇流的时代，媒体成为“融合”
内容讯息、传播连结与跨媒介的新媒体。本课程
主要是培养学生成为“跨媒体人”	，课程设置分
为四大核心内容，即媒体与传播知识、永续与人
文素养、跨媒体技艺及创意与企业能力。

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课程
于2021年9月份学期正式开班招收第一届的
新生。截至12月31日，本课程的报名人数共
有14位。本课程的课程协调员（Programme	
Coordinator）为杨洁老师，陈心瑜老师则受委
为新学士课程第一年级和第二年级的导师。	

17.2.1	社区报出版

配合5月份及9月份两学期的“报章出版实
务”课，修课同学（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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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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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外出进行广告招徕
工作，然而，5月份与9月份学期同学仍成功招徕
RM4,001和RM3,020广告费或乐捐。

另外，5月份学期开始，《观察家》也推介
了新网站作为《观察家》内容的发布与保存，
让同学更熟悉网络媒体结合平面媒体的操作。网
站：https://thekajangobserver.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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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观察家》20周年，5月份三刊主题
以“观察、关怀、行动”为内容制作方向。“观
察、关怀、行动”为《观察家》的核心精神。5
月份观察刊专题为“20年吉光片羽世界变化莫
测我们持续观察”，带领读者认识《观察家》创
刊20年的点滴，包括：邀请历届学长姐分享他们
的求学与职业故事（“重聚观察家”），也报导
了线上讲座“数码时代：还是要办志”，并从过
往的报导选出加影区富有回忆的地方（“二十光
影时光交错再见加影”）。关怀刊秉持人文关怀
的视角，报导非主流的议题，包括：“吃素，是
对地球的善待”、“认识无障碍设施聆听障友的
心声”与“看见抑郁症陪伴者：多一点倾听与理
解”。本学期行动刊的主题是“贵在行动重在实
践”，访问不同行动者的实践，包括文化故事的
捕影者“有你”、环境教育工作者锺嘉怡、在地
发展返乡人陈舒璇、社区营造组织者蔡依霖，以
及社区关怀工作者张绪庄与张秀玲。

9月份《观察家》分为社区、文化与大专生

三刊。社区刊专题为“社区的别样风景：奋斗的
生命痕迹”，主要关注社区流浪猫狗的课题与新
常态下从事住宅式经济的故事。文化刊主题是“
成长拼图的缺口：性别意识”，带领读者探讨
缺失的性或性别教育、“娘炮”文化的美丽与哀
愁，以及杜绝童婚的课题。大专生刊的主题为“
大专生与政治的距离是日常也是抗争”，从大专
生与政治的关系，到投票知识、学生自治、《大
专法令》与学生运动，多元面向认识政治。

17.2.2《观察家》：数码新闻制作

为配合专业文凭课程二选一选修课，成立	
《观察家》数码新闻影音制作团队，以跨媒体形
式制作数码影音新闻，其生产的影音内容放在脸
书和优管两个媒体平台播放。5月份学期共完成9
支影片，包括podcast；9月份学期共完成5支影
片。

YouTube频道：https://www.youtube.com/
user/thekajangobserver/videos

17.3	 公关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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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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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廿》是2021年5月份学期的媒体研究
系文凭班同学举办的公关实务活动。此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配合《观察家	The	Kajang	Observer》20周年
庆典。活动名称《观廿NEVER	STOP	OBSERVING》
乃是引用《观察家》社区报的信念，意指在过去
20年时刻都持续保持“观察社区多元性及丰富人
文价值”的态度。《观察家》作为学生实习报章，
为落实学术理论与实务实践，以敏锐的观察、深层
的关怀及积极的行动力，让学生主动报导不同的社
区议题、在地生活文化等面貌，积极展现多元与丰
富的人文价值观点。

同学推出一系列有趣的纪念活动与游戏带
大家一起回顾《观察家》创报以来的点点滴滴，
例如《兑兑换闯关游戏》系列活动、《口舌大
比拼》、创意摄影大赛《1！2！3！咔嚓！》、			

《观察家20周年庆》生日祝福影片、原创主题曲
和精彩的MV，让大家了解《观察家》历史的同
时，还能享受其中的乐趣！

《观廿NEVER	 STOP	 OBSERVING》最后也
把剩余的活动资金捐给了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
马来西亚），希望这笔余款通过有能力的非营利
机构，能够继续发光发热，为世界略尽绵力。

《观廿NEVER	 STOP	 OBSERVING》脸书及
Instagram专页:

FB	page：观廿Never	Stop	Observing	2021

IG：NeverStopObserving2021

新冠病毒肆虐我国，不知不觉已近两年。因
各种不可避免的外界因素及心理刺激，许多人的
生活面临水深火热的境地，民众甚至自行发起了
白旗运动，社会一度出现多宗轻生案例，让人扼
腕一叹。有鉴于此，2021年9月份学期的媒体研
究系文凭班同学希望通过公共关系实务课活动帮
助大专院校学生、中学生、有轻生念头、或是失
去自我的人等，在寻回“自我价值”后变得勇敢
且自信。同学也希望本身受益其中，学会自爱后
帮助别人，让人间多一点温情。

此公益公关活动口号为“Love	 Yourself,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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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self”。主题围绕着《自爱I-TRAIN》，以旅
程的方式设置每一个活动，列车就是通往终点的
交通工具。主题名字的寓意如下：

●启程I-TRAIN（以旅程的方式开始重新出
发）

●	I	-	我	/	爱

●T	-	Try	to	do	(尝试)

●R	-	Re-love	yourself		(重新爱自己)

●	A	-	Accept	imperfection（接纳不完美）

●I	-	Ignore	prejudice	(无视偏见)

●N	 -	 Now	 to	 “I”（爱自己，也可以爱别
人）

学生通过各种线上活动提醒人们	 “自爱不
是技能，而是本能”，其中包括故事客栈、漫画
故事/动画影片、文案创作大赛、18般才艺、解
密游戏、幸运抽奖等等。最后，学生也略尽薄力
关怀社会，发送物资与温暖，救灾扶贫。

《自爱I-TRAIN》脸书及Instagram专页:

FB	page：启程I-TRAIN

IG：itrain.prcp2021

17.4	业界讲座、工作坊

今年共举办70场的系列业界讲座及工作坊，邀请分布于不同领域的业界媒体人分享工作经验。各
讲座及工作坊详情如下：

序 日期 主讲人/职称 讲题
1 2月20日 张家豪（DotaHero	创办人） 社交媒体经营与宣传
2 4月17日 叶添鸿（公关工作者） 分辨网络事件的真伪及网络媒体的正确

资讯
3 5月5日 章汉顺（MY	DAAI	频道社媒主编兼协

调）
社媒经营从0开始，走出一条活路

4 5月6日 胡晓萍（马新社电视华语新闻主播） 新闻主播不一定要很帅很美，但一定要
专业

5 5月7日 黄照峰（慈济雪隆分会影视新闻组长） 电视新闻【打手】入门
6 5月8日 陈巧唯（影片内容制作人） YouTuber的制作团队也很专业的好吗！		
7 5月9日 陈欣怡（“好物飞行电商平台”数位营

销经理）
当滑FB变成了一项工作——那些我踏入
行销界才懂的事

8 5月15日 谢嘉琪（艺品创作与好故事联合创办
人）

数码时代，还是要办“志”——《好故
事》记载在地内容：从影视制作到杂志
出版

9 5月15日 蔡耀铭（《麻河时光》杂志主编） 数码时代，还是要办“志”——《麻河
时光》不只是杂志，而是社区营造

10 5月15日 苏颖欣（吉隆坡“亚答屋84号图书馆”
及“业余者”共同创办人）

数码时代，还是要办“志”——	“业余
者”没大志，搞小志

11 5月16日 邱武唯（B	Radio兼职主持人） 网络平台做为一种声音载具
12 5月25日 郑智勇（影像制作人） 影像制作的前制作业与规划
13 6月1日 陈研贝（《台湾经济日报》企划） 行销两把刀！规划与执行
14 6月15日 吴楚钧（新新村社区联盟专案经理） 公关基础十八式
15 6月22日 庄家源（《城视报》出版总监） 编辑作为一种技艺	1：一本杂志的诞生
16 6月29日 刘立航（博客节目主持人） 电影咖变Podcaster	！谈Podcast	节目制

作经验、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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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7月6日 黄惠娴（Astro新闻报报看、新闻最热报
制作助理）

电视新闻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

18 7月7日 关家汶（《访问The	Interview》记者兼
编辑）

居家采访

19 7月7日 黄业超（企划写作） 在线媒体制作趋势——越短越精悍？
20 7月13日 张溦紟（《当今大马》助编） 编辑作为一种技艺	2：网络新闻助编在做

什么？
21 7月21日 锺嘉怡（内容创作者） 	创作内容没人看？写作者该懂的SEO	重

点！
22 7月21日 庄敏（《星洲日报》互动新闻组长） 新媒体下的记者及媒体生态
23 7月22日 张润缘（私塾教学老师） 往生与今生影像纪录
24 7月27日 郑萱荟（《东方日报》视频记者） 记者实战经验分享——新闻从报纸移民

到网络的大小事！
25 7月28日 彭愉雯（专题记者） 资讯设计：制作快讯、资讯图与懒人包		
26 7月31日 张广荣（创意摄影师） 有一种摄影叫兴趣摄影
27 8月3日 Krystie	Ng（美术编辑） 编辑作为一种技艺：美术编辑在忙什

么？
28 8月5日 Poon	Fong	Mun(Founder	&	CEO	of	

PFM,	Founder	of	The	Channel)
Video	Advertising	in	Production	Line

29 8月11日 林春莲（作者、资深副刊记者） 魔鬼藏在字里行间：如何写出平实又感
动人心的报章

30 9月11日 何嘉倩（Viralcham视频主持人） 网络媒体主持也得专业吗？
31 9月12日 何嘉倩（Viralcham视频主持人） 网络媒体主持也得专业吗？
32 9月17日 刘萱儿(Zing	Gadget专题编辑兼主播) 科技开箱，你要知道的一二三	
33 9月18日 刘萱儿(Zing	Gadget专题编辑兼主播) 科技开箱，你要知道的一二三	
34 9月20日 张秋柔（Zing	Gadget内容创作人） 科技创意视频的幕后真相！
35 9月25日 郑萱荟（《东方日报》新闻主播兼记

者）
	直播前，新闻主播都在忙什么？

36 9月27日 张秋柔（Zing	Gadget内容创作人） 科技创意视频的幕后真相！
37 10月2日 郑萱荟（《东方日报》新闻主播兼记

者）
直播前，新闻主播都在忙什么？

38 10月13日 纪佳贝（电视节目制作助理） 电视节目制作基础
39 10月14日 Assoc.	Prof.	Dr.	Lim	Yan	Peng(Digital	

Content	for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Media	Art,	HCI,	UXUI)

Introduction	to	Infographic	and	Data	
Visualization

40 10月20日 纪佳贝（电视节目制作助理） 电视节目脚本撰写
41 10月21日 Kuang	Keng	Kuek	Ser	(Data	Journalist,	

Founder	of	DataN)
Introduction	to	Data	Journalism	1	-	
Data	Storytelling	in	Journalism

42 10月27日 纪佳贝（电视节目制作助理） 影片成果实作、检视与点评
43 10月27日 张广荣（创意摄影师） 商品创意摄影
44 10月28日 Kuang	Keng	Kuek	Ser(Data	Journalist,	

Founder	of	DataN)
Introduction	to	Data	Journalism	2	-	
Where	to	get	the	Data?

45 11月2日 纪佳贝（电视节目制作助理） 电视节目制作	III:	影片成果实作、检视与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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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1月10日 黃凯荟（《当今大马》前记者） 山河与动物不说话——环境议题新闻写
作心法

47 11月10日 黃凯荟（《当今大马》前记者） 滥伐与污染是否能“眼见为凭”？环境
记者的苦闷实务工作分享

48 11月11日 Kuang	Keng	Kuek	Ser(Data	Journalist,	
Founder	of	DataN)

Introduction	to	Data	Journalism	3	-	
Look	at	the	data:	Data	Analysis

49 11月13日 叶韦良（电脑绘图设计师） 街拍技巧与基本调色
50 11月17日 胡彦慈（气候政策研究员） 气候教室101
51 11月18日 颜祖威（《访问》制作人） 影像专题制作	I	：专题影片制作基础
52 11月18日 Lee	Long	Hui(Data	Journalist,	Assistant	

Editor	in	Malaysiakini)
The	Practice	of	Data	Journalism	1	-	De-
livering	Data:	Data	Visualization

53 11月24日 黎添华（《南洋商报》高级专题作者兼
数码内容策划）

媒体转型，越转越行？！

54 11月25日 Lee	Long	Hui(Data	Journalist,	Assistant	
Editor,	Malaysiakini)

The	Practice	of	Data	Journalism	2	-	Us-
ing	the	Right	Visualized	Tools

55 11月25日 蓝金枝（前记者） 智慧型手机对马来西亚华文报记者的工
作影响

56 11月25日 颜祖威（《访问》制作人） 影像专题制作II:	如何用镜头捕捉故事
57 11月29日 张广辉（摄影师） 穩定器使用
58 12月1日 陈妍贝（《台湾经济日报》企划专员） 如何让文案命中率up及掌握媒体投放策

略？
59 12月8日 张广荣（创意摄影师） Adobe	Premiere剪接	-	接口操作及工具

使用
60 12月8日 邓敬延（摄像师） 婚摄
61 12月8日 郭蔚恩（红狐狸传媒创办人） 新媒体如何与阅听人互动？
62 12月15日 彭美君（自由撰稿人） 资料报导技巧
63 12月15日 张广荣（创意摄影师） Adobe	Premiere剪接	-	影像与声音剪接
64 12月16日 颜祖威（《访问》制作人） 影像专题制作III：剪接不止是剪和接
65 12月21日 彭美君（自由撰稿人） 深度报导需要中立，但不要害怕有立场
66 12月22日 张广辉（摄影师） Adobe	After	Effect设计与制作	-	接口操

作及工具使用
67 12月22日 James	Tseu	Kui	Jin（See	Hua	Daily	

News	Photographer）
News	Photography

68 12月29日 张广辉（摄影师） Adobe	After	Effect	-	设计与制作
69 12月29日 Chong	Yun	Ngen(Private	School	Teach-

er)
The	Photography	of	Dead	and	Life

70 12月29日 锺嘉怡（Kakacaucau共同创办人兼内容
创作者）

环境，可以不一样！

17.5	文凭课程审核

媒体研究系于12月15日邀请了媒体研究专
业文凭课程（Diploma	 in	 Media	 Studies，简称
DMS）的学术顾问谭健胜博士（博特拉大学现
代语言与传媒学院高级讲师）和业界顾问刘振

业先生（前国营电视台主播）到校，对2019年
及2020年度的课程设置、讲师的教学及学生表
现，提供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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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于12月17日也邀请了校外考委Ms.	 Do-
ris	Lim	Swee	Lian（Fellow	Member,	Institute	of	
Public	 Relations	 Malaysia）到校，对2019年及

2020年度的考试作业与程序进行审核，并提出
改进的意见。

DMS学术顾问谭健胜博士（左二）、业界顾问刘振业先生	
（右二）与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院长廖朝骥博士（右

一）和媒体研究系系主任杨洁老师（左一）合影。

DMS校外考委Ms.	Doris	Lim	Swee	Lian	（中）与媒体研究
系系主任杨洁老师和媒体研究系陈惠诗讲师合影。

17.6	DMS	Audit	Pematuhan

媒体研究系于8月至10月期间，为媒体研
究专业文凭课程准备Audit	 Pematuhan答案与附
件，对课程发展与管理、学生的学习评估、学生

服务与资源、学术人员的评估与表现、教学设备
与资源、课程检讨与改进等加以评述。本课程的
Audit	Pematuhan于10月中旬呈交予MQA。

17.7	“跨媒人”	系列直播

为推广大学课程的理念与说明，本系今年共主办了七场“跨媒人系列直播”，邀请系办讲师、校友
或在籍生分享跨媒人的心得。

序 日期 主讲人 讲题
1 6月19日 黄招勤博士（媒体研究系高级讲师）

曾伟仁（剪接师）
跨媒人的降龙十八掌

2 6月22日 高佩瑶博士（媒体研究系高级讲师）
锺嘉怡（YouTuber、内容创作者）

跨媒人的新闻百搭

3 6月25日 陈惠诗老师（媒体研究系讲师）
黄美琪（建筑设计系学生）

跨媒人视觉传播应用：用图
说故事

4 6月30日 廖朝骥博士（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黄俞瑄（《为成年》教育内容自媒体平台活动策划人）

跨媒人之没有八只爪怎么做
DJ？

5 7月3日 杨洁老师（媒体研究系讲师） 跨媒人的疫苗：媒体素养行
不行？

6 7月13日 黄招勤博士（媒体研究系高级讲师）
叶欢仪（媒体研究系一年级生）

升学的疑难杂症——我为什
么报读媒体系

7 7月29日 高佩瑶博士（媒体研究系高级讲师）
陈妍贝（《台湾经济日报》企划专员）

媒体研究系让我脑洞大开

17.8	 论文发表

●	 黄招勤，〈理解马来西亚华文报章数位转
型〉，	2021年	“传播的文化、科技与疫情时代的

媒体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与新闻学系联合主办，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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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人事更动

17.10《媒玩媒了	2.0》数码媒体体验营

苏逸云（助理高级执行员）于2月1日调任
至本院系，除了负责院务，也负责媒体系系务与

行政工作。专任讲师杨洁于9月1日起接任系主任
一职。专任讲师蔡莉玫于10月17日离职。

媒体研究系系会在2021年4月26	-	27日及5
月3	 -	 4日举办了线上的《媒玩媒了2.0》数码媒
体体验营。此体验营的主要目地是为了发掘中学
生对于媒体的兴趣及对媒体的基本认识、提高媒
体研究系的知名度及促进媒体研究系招生。

此次营会一吸引了53位来自各个地区的中
学生报名参加。在体验营中，营长官姿妤带领11
位筹委规划了各式各样的游戏及讲座。在讲座的
部分，筹委团一共邀请了4位经验丰富的讲师来
为营员提供经验分享。4场讲座的主题如下：

●“媒体记者的生态，与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力”由陈文祥主讲

●“自媒体的工作日常”由Hello	Sonia主讲

●“媒体是脑海的工程师”由杨洁主任主讲

●“媒体生的日常超乎想象”由黄俞瑄学姐
主讲

除此之外，筹委团们也特意在营会的第四
天安排了线上的媒体系教学中心导览。活动当
天，5位筹委一早便在广播室里做足准备。在直
播中，主持人向营员们展示了广播室设备，新闻
中心及剪接室。展示完了设备后，此次营会顾问
林琇晶便开始向营员们讲解媒体研究系文凭课程
及进行互动式的升学咨询。

在营会进行的最后一天，筹委团们也设立了
各式各样的奖项供营员们赢取，奖项包含了各游
戏获胜者奖品、最佳男营员奖、最佳女营员奖、
最受欢迎筹委奖及幸运抽奖。得奖者的奖品是以
邮寄的方式寄送给得奖者。

●	高佩瑶，〈消失的环境观点：马来西亚华
文报新冠肺炎议题再现分析〉，2021年“传播
的文化、科技与疫情时代的媒体反思”	国际学术
研讨会，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新闻学系
联合主办，5月28日。			

●	 陈惠诗，于6月21至23日参与	 Digital	
Future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DIFCON	2021),	并
于8月19日参与	 Fusion	 2021	 Proceedings	 of	
3rd	 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以及发表学术文章	 Online	 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s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eISBN	978-967-18511-1-1。	

17.11	电台实习节目播出及工作坊

配合本系课程内容的调整，文凭班新增了一
项“毕业条件”，即学生须参与四个长学期与广
播相关的培训与实习，完成后方可毕业。本系于
2021年9月份学期举办了25场次“广播器材简
介”工作坊，及“音效剪接处理”培训，相关工
作坊皆由赵志坤老师担任主讲人。此25场工作坊
对象群为2020年5月份及9月份入学学生，总人
数为62位。

学生们在熟悉广播室的器材操作后，会以
组别的形式分别录制各组的PODCAST节目，并
将节目上传到空中之城的Spotify平台。在2021
年5月份学期，选修电台实习的同学们一共被分

成了10组，并制作了10档PODCAST节目。这
10档节目是“信箱收藏者”、“籍贯里的小秘
密”“JOMLah,大学生！”、“你笑你笑你笑笑
笑”、“情感释站”、“OMG!是梦”、“五侠
笑谈”、“小资女孩逆袭富婆之路”、“完美生
活，你GET了吗？”及“选VOICE异灵异”。

2021年9月份学期一共有10位同学选修电
台实习。这10位同学两人一组，一共制作了5档
的PODCAST节目。这5档节目是“怦然星动”
、“你会说话吗？”、“情天娃娃”、“添心一
刻”及“走吧！趣你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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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	影视制作工作坊

17.13	媒体研究系教学中心设备提升

为了提升学生们对于影像器材及影像剪接的
知识，文凭班入学的第二个长学期须参与一共八
场的培训课程。	培训课程的导师将由业界人士来
担任。	此培训课程将以工作坊的形式来进行，一
次工作坊为时2个小时。		

一个学期的8场工作坊将有四个主题，分
别为主播培训，专题规划，电视摄影以及特效
化妆。	 （每个主题各两场工作坊）。2021年
5月份的工作坊对象是2020年9月份入学的学
生；2021年9月份的工作坊对象是2021年3月及
5月份入学的学生。

在2021年，媒体系重新规划了剪接室的绿
棚使用空间。我们将原本只有一面墙的绿棚，油
漆成了三面墙的绿棚。此次的规划主要是为了扩
大绿棚的使用范围，好让同学有更多的空间进行
录制。为了增加剪接室的专业配备，我们也添购
了一台读稿机和两台直播video	mixer。

广播室的部分也进行了大改造，我们将老旧
的广播室地毯替换成全新的。在2021年的设备
提升中，新闻中心里的10台电台及剪接室里的8
台电脑也获得提升。18台电脑里原有的ADOBE	
CS6软体，已经全面提升成ADOBE	 CREATIVE	
CLOUD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