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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处

1.1	 教职员报告 1.2	 培训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学校共有全职及合
约教职员206位，其中全职及合约学术人员共有
102位，行政人员104位；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
的全职与合约教职员有158位，占教职员总人数
的76.7%。

教职员学历概况：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博士 31 15%
硕士 62 30.1%
学士 65 31.6%
其他 48 23.3%

206 100%

行政人员学历概况：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硕士 12 11.5%
学士 51 49.1%

文凭及专科 17 16.3%
证书班 4 3.8%
高中 11 10.6%
其他 9 8.7%

104 100%

学术人员学历概况：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博士 31 30.4%
硕士 50 49%
学士 14 13.7%
其他 7 6.9%

102 100%

为了提升学术人员的教学品质及对于课程
设计、学生的教学评估等有更深入的了解，人
事处在2021年5月邀请了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的讲员为学
术人员进行四场内部培训课程。因为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所有的内部培训无法以面对面的
培训方式进行，而是改为线上	 (online)	 培训。这
四场的内部培训课程名称分别为“Workshop	 o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Workshop	 o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onstructive	 Alignment)”、“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	 (GGP):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livery”、以及“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	(GGP):	Assessment	of	
Students”。

除了内部培训课程，人事处也安排教职员参
与线上进行的外部培训。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
故，许多培训公司的外部课程也已经改为线上培
训，教职员也在今年积极参与线上进行的外部培
训课程。

为了让教职员能够更加认识及了解新纪元大
学学院的历史背景，人事处也于12月28日为教
职员安排「新」故事研习班，共有28位教职员以
线上的方式参与此研习班。

举办此研习班的目的主要让新同事对新纪元
大学学院的历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加强同事
们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研习班邀请了校
长莫顺宗博士为教职员讲述新纪元大学学院故事
及观赏学校宣传短片。

除此之外，同事们在研习班中也积极地参与
讨论及互相交流想法，并以小组的方式呈现，让
同事们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以下为2021年教职员参与的各类培训课程详情：

序 日期	 课程名称 内部/外部培训 人数
1 3月17日至19日	&	

3月25日至26日
Business	Digitisation	&	Transformation 外部 5

2 2月8日–11日 Certified	Data	Security	Professional	(CDSP) 外部 3
3 2月26日–28日 Reimagining	 Early	 Childhood	 Care	 &	 Education:	

Future	Competencies	and	Children’s	Well	Being
外部 1

4 3月27日–28日 Kursus	Induksi	PP-PPD-PPB	(Kod	Kursus:	HIT7817) 外部 1
5 3月27日	-	28日 Kursus	Induksi	PP-PPD-PPB 外部 1
6 4月19日–23日 Train	The	Trainer	(TTT) 外部 1
7 4月28日	&	30日 Persediaan	Audit	Pematuhan	MQA	04 内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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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月5日 Workshop	 o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内部 10

9 5月5日 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	 (GGP):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livery

内部 10

10 5月6日 Workshop	 on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onstructive	Alignment)

内部 10

11 5月6日 Workshop	 on	 Guidelines	 to	 Good	 Practice	 (GGP):	
Assessment	of	Students

内部 10

12 5月24日 First	Impression	Counts	Excellent	Telephone	Skills	&	
Business	Etiquette

外部 1

13 5月28日 Jadual	Spesifikasi	Ujian 内部 74
14 6月16日 International	 	 Shipping	 	 &	 Customs	 Procedures	 &	

Documentations		And	Its	Commercial	Application
外部 2

15 8月18–30日 Digital	Excellence	Program 外部 5
16 9月20日

–10月5日
Advance	Digital	Excellence	Program 外部 5

17 10月6日 Prepare	your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in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and	contents

外部 2

18 10月11日–13日 Certified	Internet	of	Things	Specialist 外部 1
19 10月11日–15日 Certified	Data	Science	Specialist 外部 1
20 10月13日 Withholding	Tax	Webinar 外部 1
21 10月25日 Employment	Act	1955 外部 1
22 10月26日 Developing	 Star	 Performing	 Secretaries,	 Office	

Professionals	&	Administrators
外部 1

23 10月26日–27日 Transfer	Pricing	(TP)	Documentation	Do-It-Yourself	
(DIY)	Course

外部 1

24 10月28日 The	22nd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Conference 外部 1
25 11月24日–25日 Beginning	to	end,	Step	by	Step	Practical	Marketing	

Management
外部 4

26 11月29日 Strategic	 Procurement	 Management	 &	 Vendor	
Negotiation	Skills

外部 1

27 11月30日 Handling	 Misconduct,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	
Conducting	A	Proper	Domestic	Inquiry

外部 1

28 12月9日–23日 Advance	Digital	Excellence	Program 外部 7
29 12月28日 「新」	故事研习班 内部 28

人事处使用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为教职员提供内部及外部培训，2021年所花费的培训费用
约马币七万四千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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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内部培训，学员与讲师大合照。

温京玫同事参与外部培训课程：“First	Impression	Counts	
Excellent	Telephone	Skills	&	Business	Etiquette”。

颜建翔主任及林美慧老师参与外部培训课程：“Interna-
tional		Shipping		&	Customs	Procedures	&	Documenta-

tions		And	Its	Commercial	Application”。

Navaratnam讲师参与外部培训课程：“Employment	Act	
1955”。

蔡明明同事参与外部培训课程：“Developing	Star	Per-
forming	Secretaries,	Office	Professionals	&	Administra-

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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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优秀服务奖

为了提高职员的工作效率，倡导积极向上的
工作文化，今年也举办了优秀服务奖颁奖礼，以
表扬表现优异的职员。获奖的职员将获得奖金马
币一千和奖杯一枚。由于疫情的关系，颁奖礼在
4月14日以线上的形式进行。

经评估委员会遴选后，2020年优秀服务奖
得奖者名单如下：

1.	沈丽燕（财务处）

2.	戴惠萍（人事处）

3.	熊维慈（庶务处）

4.	白伟权博士（注册处）

5.	蔡淑芳（注册处）

6.	梁若晖	（国际教育学院）

7.	王佳容（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8.	Norhafizah	Binti	Abdullah	(市场与行销部)

1.3.2	长期服务奖

教职员年终团聚活动于2021年12月16日
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并颁发了教职员长期服务
奖，藉此机会表扬多年付出贡献的教职员。

2020年长期服务奖的教职员名单如下：

服务20年（2人）：

1.	戴婷婷（图书馆）

2.	沈丽燕（财务处）

服务15年（1人）：

1.	陈群娣	（商学系）

服务10年（	10人）：

1.	蔡苔芬博士（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2.	文平强博士、叶淑雯（校长室）

3.	萧维深（资讯科技系）

4.	刘向庭（市场与行销部）

5.	吴振声（公关处）

6.	温京玫（人事处）

7.	张伟隆（教育系）

8.	黄招勤博士（媒体研究系）

9.	Navaratnam	A/L	Vejaratnam（商学系）

4位职员参与外部培训课程：“Beginning	to	end,	Step	by	
Step	Practic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8位职员参与“新故事研习班”。

“新故事研习班”	小组分享及呈现。

1.3.	优秀服务奖及长期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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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务组

副主任：张伟隆
高级执行员：蔡淑芳

执行员：林嘉莹
讲师兼协调员：Hafatin	Natrah	Binti	

MD	Noh@Safar
高级执行员：邓珮君

助理高级执行员：苏逸云
助理高级执行员：叶姿汕

执行员：黎淑群
执行员：林琇晶
执行员：陈建发
执行员：陈慧欣
执行员：何燕妮

执行员：
Nur	Syuhada	Binti	Osman	Gumanti

执行员：
Intan	Nor	Sazwani	Binti	Shasuddin

协调员：
Thenmoly	A/P	Sathasivam

执行员：张爱荃
执行员：

Neelarani	A/P	Venggadasalam
助理：林思莉

新纪元大学学院人事架构图

主任：Azizan	Bin	Othman
助理教授

注册处

主任：林天来
助理高级执行员：陈美玲
宿舍生活导师：邓暐强
宿舍生活导师：何筱君

学生事务处

总监：郑诗傧助理教授
主任：朱文彬

副主任：朱婉琴
高级执行员：刘向庭

助理高级执行员：诺哈菲莎
执行员：曾振荣
执行员：陈淑贞
执行员：莫慧儿
执行员：赖苾君
执行员：梁钧翔

市场与行销部

主任：庄璐瑜
高级馆员：戴婷婷	

助理高级馆员：曾佩思
馆员：朱丽儿
馆员：林美慧
馆员：叶宏楠
馆员：谢雪莉
助理：林文琪

图书馆

总监：庄正伟助理教授
主任：梁帏雄

助理高级网络工程师：邓敬惠
助理高级网页设计员：蔡惠雯

程序设计员	：陈力挥
合约程序设计员	：张春叶

技术执行员：李佳家
技术执行员：周志卫

技术员：刘富億

电脑中心

主任兼讲师：杨靖耀
执行员：上官蕴涵
执行员：李定权

文化推广中心

主任：郭富美
咨商师：黄章健
咨商师：何均燕

辅导中心

主任：吴振声
执行员：戴源斌

公关处

总监：叶淑雯
助理高级执行员：谭学汉

助理：何信强
助理：谭子辉
书记：刘萍

事务员：熊维慈
电工：Thanja	Gonder	A/L	Munisamy
技术员：Kumaran	A/L	Santarasegaran
守卫兼协调员：Lurth	A/L	Mariadas
清洁女工：S.	Sarojini	A/P	K.Sinniah

清洁女工：CS	Sarojeni	A/P	Sreekamlan
清洁女工：Chendere	Yathi	A/P	Sreekamlan

清洁女工：Devi	A/P	Letchumanan
清洁女工：Mageswari	A/P	Krishnan

清洁女工：Catherine	Anna	A/P	Iritheasamy
清洁女工：M.Sagunthalah	A/P	Mukkan
清洁女工：Jayaletchumy	A/P	Jogeiya

庶务处

校长室

校长：莫顺宗
副校长（学术与研究）：文平强教授
副校长（企业发展）：李锦兴教授

高级讲师：黄诗杰
秘书兼采购专员：叶淑雯

秘书：蔡明明
采购执行员：谢佩欣

政府事务与课程认证处

总监：Azizan	Bin	Othman助理教授
主任/高级讲师：

Amir	Shariffuddin	Bin	Zakaria
助理高级执行员：

Nurhidayah	Binti	Abdol	Halim
执行员：

Norshakira	Binti	Anuar	Musadad
执行员：

Nur	Amira	Binti	Mohammad	Azman副主任：郭思韵助理教授
执行员：陈姵瑾

考试组

副主任：白伟权
高级执行员：萧玉仪

执行员：萧嘉美

注册组

执行员：刘秋慧

奖贷学金组

行政

副主任：宋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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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院长：莫顺宗
副院长：李泉氚助理教授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系主任/高级讲师：吴颂平
助理教授：

Shamuni	A/P	Kunjiapu
高级讲师：陈群娣

高级讲师：
Izwan	Harith	bin	Mohd.	Ithnan

高级讲师：
Navaratnam	A/L	Vejaratnam

讲师：
Nurhidayah	Binti	Rosely

讲师：
Rajennd	A/L	Muniady

讲师：
Sharifah	Faridah	Binti	Syed	Ali

讲师：王汉国

商学系

代主任/高级讲师：吴颂平
讲师：蔡来宝
讲师：林逸俊

讲师：Theepa	A/P	Paramasivam
讲师：伍慧恩

助理讲师：梁俊康

金融与会计系

副校长：文平强教授

学术与研究

主任：沈丽燕
高级执行员：万婕甯

执行员：陈培臻
执行员：黄慧欣
执行员：房晓蒨
助理：郑素蓉

财务处

主任：宋美兰
助理高级执行员：戴惠萍

执行员：曾伟妮
顾客服务专员：温京玫

人事处

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
院长：廖朝骥助理教授

系主任/讲师：梁友瑄
高级讲师：贺世平
合约讲师：黄丽珍

戏剧与影像系

系主任/讲师：杨洁
高级讲师：黄招勤
高级讲师：高佩瑶
高级讲师：陈心瑜

讲师：陈惠诗

媒体研究系

美术与设计学院
院长：梁国铭助理教授

美术与设计系

系主任/高级讲师：
Azlin	Suzana	Binti	Abu	Aman
高级讲师：Raha	Binti	Ja'afar

高级讲师：
Amir	Shariffudin	bin	Zakaria

高级讲师：黄社傑
合约讲师：Syahrul	Bin	Razali

合约讲师：彭诗晴
合约讲师：

Nor	Aqilah	Binti	Mohd	Arshad
合约讲师：谢易伸

合约讲师：
Ana	Baidza	Binti	Abu	Bakar

合约讲师：
Sabariah	Binti	Ahmad	Khan

合约讲师：
Muhammad	Shaufiq	Azrie	Bin	

Abu	Bakar
合约讲师：刘岳明
合约讲师：郑证文
合约讲师：叶治伸

新纪元大学学院人事架构图 校长室

校长：莫顺宗
副校长（学术与研究）：文平强教授
副校长（企业发展）：李锦兴教授

高级讲师：黄诗杰
秘书兼采购专员：叶淑雯

秘书：蔡明明
采购执行员：谢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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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讲师：萧维深
讲师：Widura	Binti	Abd	Kadir

讲师：Wan	Nur	Eliana	Binti	Wan	
Mohd	Ludin

讲师：Nor	Idayu	Binti	Ahmad	
Azami

讲师：Suhailah	Binti	Fauzi
讲师：郑荣丰

讲师：Rozlinda	Binti	Radzali
助理讲师：刘腾宇

资讯科技系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院长：庄正伟助理教授

副校长：李锦兴教授
专业与个人发展中心

总监：Shamuni	A/P	Kunjiapu

企业发展

院长：郑诗傧助理教授
合约高级讲师：黄达雄
合约高级讲师：廖筱纹

执行员：吴咏芩
执行员：梁若晖
执行员：黄义斌
执行员：龚艾萍
执行员：叶晓优
执行员：黄炜桉
助理：李素雯

国际教育学院

代院长：
Azizan	Bin	Othman助理教授
助理院长：黄裕端助理教授

研究助理：曾珮桦

研究生院

系主任/高级讲师：黄薇诗
教授：安焕然

副教授：廖文辉
助理教授：郭思韵
助理教授：白伟权
助理教授：聂清风
高级讲师：林素卉
高级讲师：王修捷
助理讲师：吕鸣仁

中国语言文学系

系主任/高级讲师：张伟隆
助理教授：王淑慧
助理教授：王睿欣

合约高级讲师：李斯胜
讲师：张万霖
讲师：李韵欣
讲师：林慧雯

合约讲师：连瑞盈

教育系

系主任/高级讲师：郭富美
讲师：侯雯荔
讲师：骆惠旋
讲师：吴群政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院长：伍燕翎副教授

主任：廖文辉副教授

东南亚学系

所长：莫顺宗
执行员：叶淑仪

陈六使研究所

主任：廖文辉副教授

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

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

院长：胡禄铭副教授



194

（二）市场与行销部

	 2021年仍然处于疫情时期，市场与行销部
在疫情下仍然坚守岗位，以提高招生效益。受疫
情的影响，所有的招生项目主要以线上的方式进
行，所实行的活动包括参与线上大小型教育展、
举办线上升学系列讲座、推广新课程宣传等。

2021年市场与行销部学术课程招生分
析报告

2021年新纪元大学学院学术课程新生注册
率:

学期 报名录取 注册 注册巴仙率
2月份学期 86 84 97.67%
5月份学期 71 71 100%
7月份学期 36 36 100%
9月份学期 137 137 100%

总计 330 328 99.39%

2.1	 全年例常活动

市场与行销部全年例常活动包括参与各种
大小型教育展、升学讲座、系列座谈及课程说明
会等活动，广泛宣传新纪元的办学理念及开办的
课程，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及开拓新的中学合作关
系。

教育展（线上/实体） 次数	（场）
2021年第17届中国高等教育展
（线上）

1

升学情报Roadshow教育展
（线上）

6

学校教育展（线上） 41
Sureworks	Mid	Valley	大型升学
教育展
（地点：KL	&	JB，实体)

2

总计 50

2.2	 校内资讯月

市场与行销部和注册处（注册组）配合招
生，将在每个招生梯次期间设为“资讯月”，每逢
周末、周日、公共假期安排同事值班。在疫情影响
下，改变以往课程咨询模式利用线上方式ZOOM提
供课程咨询讲解、校园导览及报名录取等服务予学
生及家长。资讯月期间通过面子书广告、中学群组
和中学老师等方式广泛宣传招生资讯，吸引学生和
家长的注意，前来预约咨询课程。

资讯月时间：
学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2月份学期 2021年
1月2日

2021年
3月7日

5月份学期 2021年
4月5日

2021年
5月31日

7月份学期 2021年
6月1日

2021年
8月2日

9月份学期 2021年
9月4日

2021年
11月1日

2022年2月份
学期

2021年
12月18日

2021年
2月28日

2.3	 开放日

市场与行销部举办了2场线上开放日及1场
校园开放日，共3场开放日。线上开放日采取预
约方式进行课程咨询，并感兴趣报读课程者即可
获得一张RM1,000教育展优惠券。校园开放日邀
请学生和家长走入校园参观及咨询课程，并参与
一系列科系体验课，感兴趣报读课程者可获得一
张RM1,000教育展优惠券。

开放日时间：
日期 时间 开放日模式 预约

人数
2021年8月
28日至29日

上午9时-
下午5时

线上开放日 58

2021年9月
18日	至19日

上午9时-	
下午5时

线上开放日 29

2021年12月
11日至12日

上午10时	
-下午5时

校园开放日 59

2.4	 新纪元与中学合作活动

本部门在各院系院长、主任和讲师的配合
下，继续为全国多所中学举办各类型的讲座及工
作坊，内容涵盖升学、奖贷学金、激励以及和各
科系相关的活动，以让更多中学生对本校及各科
系有深层的了解，共提供18场线上活动。

举办升学讲座/工作坊的学校名单：
学校 讲座主题/

内容
负责科系/

部门

中国高等教育展
(线上招生宣讲)

升学资讯讲座
暨认识新纪元

市场与行
销部

中国高等教育展
(线上主题宣讲)

勇者无惧，走
入中文大世界

市场与行
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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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吧巴中学 升学资讯讲座
暨认识新纪元

市场与行
销部

SMK	JURGA 升学资讯讲座
暨认识新纪元

市场与行
销部

吉隆坡中华独立
中学

一文不值还是
一字千金？中
文人如何让文

字有价

中国语言文
学系

峇株华仁中学 18岁要去投票
的你，准备好
了吗？--民主
议会选举介绍

媒体研究系

SMJK	CHAN	WA	
II

升学资讯讲座
暨认识新纪元

市场与行
销部

SMJK	
SEREMBAN	2/
SMK	PUTERI

媒体研究系课
程说明会

媒体研究系

SMK	PUTERI
（华文学会）

媒体研究系课
程说明会

媒体研究系

新文龙中华中学 生涯探索与规
划工作坊

辅导与咨商
心理学系

新文龙中华中学 路在何方	-	如
何位孩子选择

中学

辅导与咨商
心理学系

Hua	Xia	Private	
School

升学资讯讲座
暨认识新纪元

市场与行
销部

吉隆坡坤成中学 从旧地图看马
来西亚

中文系

Hua	Xia	Private	
School

《一技在手，
终身不愁！》

升学辅导线上
讲座

戏剧与影像系

吉隆坡尊孔独立
中学

升学资讯讲座
暨认识新纪元

市场与行
销部

SMJK	NAN	
HWA,	Sitiawan

社团领袖讲
座会

辅导中心

巴生中华独立
中学

特辅班体验课
（来访团）

市场与行
销部

吉隆坡坤成中学 The	Magic	of	
Colours	色彩
的魔力(坤成
中学线上艺术

节）

美术与设
计系

2.5	 线上讲座及线上活动

配合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举办升学与职
涯规划系列线上讲座及线上活动，使用面子书广
告、中学群组和中学老师等方式以达到新纪元品

牌宣传及招生效果，共举办35场线上系列讲座及
8场线上活动。

举办升学与职涯规划系列线上讲座：

日期 升学与职涯规划系列讲座主题 主讲人	 报名
人数

2021年2月5日 美术与设计可以让你变百万富翁吗？ Dr.	Eric	Leong 232
2021年2月5日 IT	很火，关我什么事？ 庄正伟院长

胡纵展讲师
303

2021年2月27日 当红不俗——自媒体时代的网红养成术 陈嘉荣先生 206
2021年3月10日 从零到百万的创业故事——我嘚这班打工仔的

梦，不是梦。
杨谨华先生 121

2021年3月20日 当我在谈英语很重要的时候，我谈些什
么？——前瞻中文大未来

黄薇诗主任
林素卉高级讲师

135

2021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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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清兰女士 285

2021年4月8日 前瞻幼教事业的前程——幼教只教ABC？ 香群娣女士 97
2021年4月30日 教育，可以不一样！——有趣的教学让学习乐

无穷
王睿欣助理教授 73



196

2021年5月15日 一文不值还是一字千金？中文人如何让文字有
价

郑诗傧院长	
王修捷高级讲师

121

2021年5月29日 如果你是中文系生，我讲的第一堂课 安焕然教授 149
2021年6月12日 我如何在中文系里创造自我价值及关于我的出

路？
张淑钧同学
吴沅龙同学
林千惠同学
洪子康同学
谢葵铨同学

开放式

2021年6月19日 全A的我为何选择中文系？ 丘凯文同学
梁馨元同学
林欣慈同学
马俊泓同学

开放式

2021年6月24日 电台广告文案的创作与生成 龚艾萍女士 85
2021年7月24日 职业兴趣测验分析讲座-兴趣可以当饭吃吗？ 黄章健讲师 329
2021年9月11日 你不可不知的禅绕画艺术，动起来吧！ 谢易伸讲师	 156
2021年9月12日 读汉语国际教育，行国际人才之路！ 主持人：张万霖讲师

分享者:刘佳鑫/黄舒妤
126

2021年9月18日 IT很火，关我什么事？2.0 胡纵展讲师 159
2021年9月24日 在马来西亚读中文，有哪些文化资源优势 安焕然博士 209
2021年9月27日 投入幼教这一行的我，好样儿的！ 主持人:林慧雯老师

分享者:尤洁瑜/伍锹淇/
丘梅香

177

202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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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Agnest	Siaw
主持人:	郑诗傧博士

277

2021年10月1日 媒体新鲜人的一堂课：做一个有素养的网民与
数码公民

杨洁讲师 86

2021年10月3日 一堂课教会你如何用手机拍出视觉美 彭诗晴讲师 265
2021年10月7日 美术设计系教你掌握色彩心理学 Dr	Eric	Leong 265
2021年10月8日 意象:生活中处处都是创作的素材 王修捷博士 331
2021年10月9日 IT产业链与生态：我的定位在哪里？ 李汶康讲师 188
2021年10月10日 AI时代下的大学金融与会计专业发展 吴颂平高级讲师 195
2021年10月15日 【相爱到老】的学科与职业 胡禄铭博士 88
2021年10月22日 Speed	Reading Dr.	Shamuni	 248
2021年11月19日 我要做设计师/艺术家可以吗?	 Dr	Eric	Leong 91
2021年11月20日 金融管理 林逸俊讲师 88
2021年11月26日 人工智能AI	vs	媒体人，是助力还是阻碍? 廖朝骥博士 69
2021年11月27日 物联网：万物互联后的实况与趋势 郑荣丰讲师 72
2021年12月17日 十个在日常生活中找创意灵感的方法！ Dr	Eric	Leong 60
2021年12月18日 我们与“戏”的距离——其实远在天边，近在

眼前！
贺世平高级讲师 77

2021年12月22日 商科是热门的升学选择，你适合读商学系吗？ 王汉国讲师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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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线上活动：

日期 线上活动主题 主讲人	 报名人数
2021年1月11日 职业兴趣测验分析讲座-兴趣可以当饭吃吗？ 黄章健讲师 133
2021年3月13日 科系选择与职涯规划	

媒体研究系 陈惠诗讲师 MS:200
戏剧与影像系 梁友瑄主任 DDV:172
美术与设计系 Dr.	Eric	Leong A&D:170

2021年3月14日 科系选择与职涯规划	
商学系 吴颂平主任 Business:211

金融与会计系 吴颂平主任 F&A:222
资讯科技系 萧维深主任 FICT:156

中国语言文学系 黄薇诗主任 BCL:108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吴群政讲师 BCP:203

教育系 张伟隆主任 Education:136
2021年5月10日 MBA	课程说明会第一场 吴颂平主任 17
2021年6月5日 MBA	课程说明会第二场 吴颂平主任 4
2021年6月24日 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课程课程说

明会
廖朝骥院长
杨洁讲师

31

2021年6月25日 科系选择与职涯规划	
中国语言文学系 黄薇诗主任 BCL:101
戏剧与影像系 贺世平高级讲师 DDV:146

2021年6月26日 科系选择与职涯规划
媒体研究系 廖朝骥院长

杨洁讲师
MS:153

商学系 吴颂平主任 Business:141
金融与会计系 吴颂平主任 F&A:119
资讯科技系 萧维深主任 FICT:104

美术与设计系 Dr.	Eric	Leong A&D:145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郭富美主任 BCP:134

教育系 张万霖讲师 Education:99

2.6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特辅班计划

为加强新纪元与巴生中华独立中学之实
质互动与学术交流合作关系，从2020年起两
校合作联办技职教育特辅班，取得不错成果回
响。2021年两校代表面谈更是延续原有特辅班
概念模式，修改至初中三年特辅班学习项目，名
为“少年学习力起飞”特辅班。学生完成三年初
中特辅班学习，高中年级（第四年）将到新纪元
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NEIVCE	 继续升学学习技职
课程专业。新纪元提供技职课程专业师资教学，

为巴生中华独中后进学生培养一技之长，提升就
业能力。

年级（学生人数） 课程项目
特辅班（60位） 机器人	Robotic

特辅初一（26位） 精致农业
特辅初二 餐饮与咖啡	+	自媒体
特辅初三 NEIVCE	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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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新生入学优惠及奖学金

2.8	 虚拟课程咨询系统	Virtual	Counter	System

（1）2021年继续推出PTPTN	 Scheme优惠
配套（结合学费和75%	PTPTN贷学金），得到了
学生和家长的好评与关注，尽量减轻学生和家长
的升学经济负担。

（2）奖学金学费减免增设2项全新奖学金
类别：

（a）才艺优秀生	–	特别针对戏剧与影像系
增设，学生必须以个人戏剧演出表现或影像拍摄
制作作品提出申请，由系主任评审选出一个学生
获得这项奖学金名额。

（b）体育生	–	为加强学校体育项目竞争水
平，增设体育生奖学金，为大学招收篮球及羽毛
球年轻国家级代表运动员或州属级代表运动员。

（3）为强化新生报到注册率，在招生优惠

上增设一项提前缴费优惠，新生只要在报到注册
日前指定期限，提前完成注册缴费第一个学期或
第一学年费用，可额外获得学习赠品或学费特别
减免优惠。

提前缴费注册学生人数：
学期 提前缴付第一

学年学费
提前缴付第一学

期学费
2月份学期 6 6
5月份学期 9 2
7月份学期 4 2
9月份学期 13 15

（4）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下，继续推行教
育纾困计划	Covid	–	 19	 Response	 Installment	
Plan，减轻学生家庭所面对的学费经济压力。

获得电脑中心技术支援，学校网页增设新的虚拟课程咨询系统	Virtual	 Counter	 System功能，让学
生家长可以即时与教育专员作线上咨询或预约时间进行视频咨询课程。

2.9	 新课程宣传

2.10	 制作设计文宣品	

为了推广新纪元的发展，2021年开班的新
课程有中文传媒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课程
（BMS）以及工商理硕士课程（MBA）。市场与
行销部制作了宣传海报，并透过FB推行广告。在

宣传BMS课程方面，所实行的招生宣传包括举办
新课程说明会和校友优惠；而在宣传MBA课程方
面，所实行的招生宣传包括举办新课程说明会和
首20位报名的早鸟优惠，以达到招生效果。

（1）制作全新招生宣传手册General	 Bro-
chure，在学校教育展投入使用，宣传手册内分
别介绍校园设施环境、学校优势与荣誉、各院系
介绍等。邀请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黄瑞庆先生
封面题字、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副院长于
乐博士封底题字及美术与设计系在籍学生杜昀柔

同学参与插画，素描校园景色作为手册封面，以
向大众展示美术学生作品成果。

（2）制作全新学术课程各系招生宣传小册
子（中/英文版本），在12月份Sureworks大型
教育展及校园开放日作为招生宣传文宣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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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手册（中文版）

招生手册（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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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事务处

3.1	 生活辅导

3.2	 课外活动

学生事务处主要工作为除了照顾本校学生活
动、住宿、课外活动、学生保险、学生车贴申请
之外，也扮演着引导学生的角色，是校方与学生

之间沟通之桥梁。学生事务处也时时刻刻关心学
生的动向。

	 针对各项原有业务，相关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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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学生意外保险

为了使学生得到更好的保险福利，本校向
Allianz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Malaysia)	
Berhad投保学生个人意外保险。总投保费为RM	
19,468,	承保范围如下：

序 效益 投保额	(RM)

1 意外死亡 15,000
2 意外永久残障 50,000
3 公共交通意外死亡 15,000
4 学校范围内的意外死亡 15,000
5 意外医疗费用 2,000
6 救护车费用 50
7 绑架延伸 15,000
8 死亡体恤补助金 2,000
9 入院津贴 60
10 教育津贴 20,000
11 传统医疗费用 200
12 意外牙科医疗 500
13 课本遗失及毁损 200
14 学校／补习费津贴 300
15 遗体遣返 5,000

今年末有1位学生遇车祸，该学生目前正在
治疗中。学生事务处向该学生收集有关文件，并
向保险公司索偿了RM2,000.00医药费。

3.1.2	 工读机会

学生事务处每年5月份会开放工读申请给所
有在籍学生。每位申请的同学会经过一轮面试
后，再从中挑选适合的人选。由于每位学生目前

正在居家上网课，因此只有1位同学以居家上班
的方式在国际教育学院工读。

3.1.3	 企业征才

通过“企业征才”系统来帮助毕业生能够获
得更多企业招聘及就业相关资讯。截至2021年
12月共有360个就业机会刊登在此网页。

3.1.4	 车贴通行贴纸

今年全校学生因疫情情况及我国政府宣布学
生需居家学习。事后疫情稍好转，9月份学期的
学生陆续返回宿舍上网课。因此，有9位学生申
请车贴。经行政会议批准，获得免费车贴。

3.1.5	 学生意见/建议

学生事务处在学校网站(在籍生页面)设了意
见/建议箱。总共已收到了7项事件及1项称赞学
校系统不错的反映。所有接到的事件经了解后转
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并于7个工作天内解决。

3.1.6	 毕业生动态调查	

截至2021年学生事务处共对495位毕业生
发出毕业调查。结果显示共有224位学生毕业后
顺利找到工作、186位学生选择继续升学及85位	
学生为其他。

3.1.7	 学校使用电子钱包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学校提倡无现金及
零接触交易。学生事务处协助学校财务处、陈六
使图书馆及本处申请BOOST电子钱包。电子钱包
逐渐被大众接受及各大银行及电子钱包公司推出
DuitNow，以方便消费者无论使用任何公司的电
子钱包，只需要扫描同样的二维码即可付款。因
此学生事务处、财务处及陈六使图书馆也开始使
用DuitNow。

“课外活动”主要负责学生课业以外的活
动，希望积极推动学生透过参与各种活动来累计
经验，对健全的人格培养与心性的陶治脾有助
益。除此之外还能促成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适应学生多种个性及相处
之道，从中提拔，发觉人才。课外活动可分为“
部门项目”及“学社活动”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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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部门项目	

本处主办、联办、承办及协办活动

(1)	线上开课典礼

虽然我国疫情严重，所有学生强制性居家学
习，但学校仍然坚持必须让新生开课，让新生不
因疫情影响而停止学习。于是学生事务处协助校
方进行了2月份、5月份、7月份及9月份线上开
课典礼及说明会。即使新生无法到校上课但也能
认识学校各部门。

(2)	派发口罩

由于政府宣布可优先让需要上实体课的学生
回校，因此学生事务处于10月份开始派发口罩给
回到宿舍的学生。

(3)	派汤圆

由于部分学生于10月15日开始陆续回到校
园，因此学生事务处于12月20日准备了100份汤
圆优先派给住宿舍的学生，同庆冬至节。

3.2.2	 学社活动

学生会主办、联办及协办活动。由于受疫情
及行动管指令的影响，学生必须居家学习。因此
校园的实体活动也大幅减少。但仍然有许多活动
改为线上进行。

(1)	I-DO唱谈Show

避免群聚，I-DO音乐社于6月25日至9月28
日线上举办唱谈Show，分享音乐。

(2)	I-Do	内部交流会

为了提升内部成员素质及对音乐的认识，I-
DO于9月27日及12月13日举办内部线上交流
会。每位I-DO成员互换心得及资讯。

(3)	舞法舞天社团内部比赛

疫情虽来袭，但仍然打倒不了学生对舞蹈的
热情及热爱。该社团于8月10日线上举办第三届	
“舞法舞限”	内部比赛。每位参赛者上载预录舞
蹈影片参赛。并由评审选出获奖者。

(4)	学生会会员大会

第24届的学生会会员大会于10月30日线上

完成。

(5)	学生会选举投票日

原定于12月27日的学生会选举投票日已被
延迟至2022年1月4日。

(6)	大学声”	社团开放日

学生会于5月19日及10月15日举办线上，
让学生参与社团。

(7)“疫情期间学费问题”	线上说明

疫情期间，学生会收到许多学生询问有关学
费折扣等问题。因此学生会同校方于5月13日举
办线上说明。共有4位学校代表出席即校长、国
际教育学院院长、学生事务处主任及校长室秘书
兼庶务处总监兼采购专员。

(8)	学生疑惑的那些事”	线上说明

疫情期间，我国数次延长行动管指令日期，
大学生实行居家学习，导致许多学生对回校及居
家学习的事情到疑惑，因此学生会连同校方于7
月7日在线上举办说明。让学生自由发问问题。	
校方代表有校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校长室秘
书兼庶务处总监兼采购专员、学生事务处主任及
各系主任。

(9)	新院庆团员

学生会举办的“新院庆团圆”于9月19日线
上直播，与其他同学齐庆中秋，感受中秋气氛，
更是传递这传统佳节。

(10)	深艺相声艺术团年度大会

深艺相声艺术团于2020年成立。今年12月
23日线上举办第2年的年度大会。

(11)基督飞扬团契

本校基督飞扬团契于每星期三举办线上活
动，以至团员们和睦相处及交流心得。

(12)“心心相音”	合唱团线上迎新会

	 “心心相音”合唱团由一群对合唱团抱有
热忱的同学创办的。希望可以发掘学生的潜能，
让学生有平台表现，让大学生的生活多姿多彩。
该合唱团于7月15日举办线上迎新会，欢迎新生
加入该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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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心心相音合唱团会员大会

合唱团于2020年成立。今年10月30日举办
第2年的年度大会。

(14)	圣诞派对

“心心相音”合唱团于12月23日举办了线
上圣诞派对，与同学们同庆圣诞节，感受圣诞气
氛。

3.3	 宿舍事务
学生宿舍以照顾本院新生为主，提供予居住

在外地的莘莘学子有个舒适的居住及学习环境。

3.3.1	 美华校区宿舍

美华校区宿舍“饮水思源楼”学生宿舍提供
学术课程及技职课程女生住宿，至今已投入使用
进入第19年。

(1)	住宿人数

由于2021年1月中政府宣布实行行动管制
令，然而在2月至8月期间因疫情反复：只有在4
月份疫情减缓期间，小部分技职课程学生入住宿
舍，而后5月份疫情日益严重，造成大部分学生
未来得及入宿；2月、5月及7月份学期学生居家
学习，延迟到9月份学期才入宿；因此2021年入
宿人数占宿舍总床位的23%。

(2)	宿舍事宜

(a)	 2021年4月份因疫情有所减缓，部分技
职课程的学生回校入住宿舍。校方考量尚在疫情
期间，决定将饮水思源楼5楼宿舍寝室改为隔离
间。若有学生入住隔离间期间，学生事务处同事
协助购买食物分派到各个寝室，并确保有定时进
行消毒走廊。

(b）宿舍防疫措施：

(i)	宿舍办公室让学生在入宿前签署疫情期宿
舍生防疫同意书，一起有效遵守防疫措施。

(ii)	 大学和宿舍门禁时段调整到晚上八点至
早上七点。

(iii)	饮水思源楼保安处设有体温检查仪器。

(iv)	 宿舍每个楼层的电梯间设有自动感应洗
手液机。

(v)	 宿舍办公室准备了氧气测量仪，以方便
学生随时测量自身氧气指数。

(vi)	 宿舍办公室也准备了新冠病毒自助检测
仪，以供学生需要时使用。

(vii)	 疫情期间，宿舍办公室暂时减少每间寝
室的入住人数，比如5人房暂时安排3人入住、7
人房暂时安排4人入住。

	 (3)	住宿申请及遴选办法

(a)	住宿申请

因疫情影响，宿舍办公室更改及简化申请住
宿方式，由学生上网填写Google	Form即可。

(b)	遴选办法

	 宿舍办公室统计新旧生床位，尽量开放让
申请者皆可获得床位。

(4)	宿舍费管理

因分学期收取宿舍费，宿舍办公室于每学期
开课前一个月将在系统输入宿舍费；在学期开课
后两个星期逐一检查宿舍生的缴费记录，以确保
所有宿舍生都有缴费；在宿舍生退宿后也处理退
费手续。然而，2021年因疫情影响：

(a)	 2021年1月份学期在政府宣布实行行动
管制令后，校方会议决定让领取了钥匙却回家居					
家学习的同学从2月份开始免交宿舍费至政府宣
布结束行动管制令。

(b)	 由于疫情反复，部分学生付了宿舍费但
无法前来入宿，因此通过电邮方式处理退还宿舍
费和抵押金。

(c)	 2021年9月因疫情好转，政府宣布结束
有条件行动管制，并让学校在10月15日可以返
回校园住宿，基于安全原因，大部分学生依然上
网课，只有小部分学生需要上实体课。校方会议
决定从10月份开始恢复宿舍正常收费。

(5)	宿舍设备维修、钥匙和临时智能卡管理

(a)	宿舍设备维修

为了提供设备齐全和拥有舒适环境的宿舍，
即使疫情期间只有部分学生住在宿舍，庶务处同
事依然尽责配合维修工作，因此有效提高维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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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宿舍办公室分类维修事项，并征询在寝室
无人时进行维修的同意，确保不拖延维修投报。

(b)	钥匙和临时智能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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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宿舍生纪律、投诉和抵劳处理

(a)	 在2021年5月份疫情严重期间，宿舍门
禁改为早上10点开放至下午3点，让留宿的宿舍
生外出购买食物。

(b)	在2021年10月份疫情好转，为配合学校
开放部分学生返校复课，宿舍门禁改为晚上8点
关闭至隔天早上7点。

(c)	 宿舍办公室及大门守卫严格执行门禁，
以维护宿舍生安全。

(7)	宿舍管理会议

(a)	宿舍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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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宿舍夜间助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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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2021年疫情严重关系，学校关闭期间
职员居家工作，住宿的学生减少，因此管理委员
会委员们及宿舍夜间助理都以线上方式互相沟通
和传递消息。

3.3.2	 中环校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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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住宿人数

2021年1月入宿人数为433位，住宿率达
52%；

2021年10月入宿人数为156位，住宿率达
19%。

由于2021年5月份学期疫情未好，5月新生
居家学习，延迟到10月份学期才入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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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关处

4.1	 公关事务

公关处主要负责校内活动之推广，以及与校
外机关、社团、学校、媒体、捐献人之联系与沟
通，协助校方建立与维持重要的公众关系，建立
并强化学校的品牌与形象。

新纪元大学学院为我国民办高等学府，来自
民间社会、商企、社团等的点滴成涓的捐款，为
本校减轻了不少负担，让本校得以实惠的学费提
供优质的大专教育课程。本处是校内负责捐款征
求与收集的单位，同时也负责筹备学校的筹募活
动，参与校刊《新光》杂志的编辑与寄发，以及
新春文化汇演、年度嘉年华、捐血运动和新闻发
布会等活动。此外，公关处也负责收集与学校相
关的媒体报道，并分享到官方网站。疫情下，万
物萧条，承蒙各界热心商企、团体与各地善长仁
翁的不弃与厚爱，本校今年共筹得315笔捐款，
共计RM1,071,266.45的办学经费。

本处于2021年完成部门网页的提升、整理
旧档案，以及更新捐献人系统资料。2021年9月
份，捐献人系统中的一万五千余笔捐献人资料更
新完成，公关处网页亦在电脑中心的全力配合下
获得全面更新，冀望在来年以全新的姿态，为校
方开拓更多资源。

在与校外单位的合作项目方面，因新
冠疫情影响，原订于2020年举办的第六届
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展延至2021年举
办。“2020/2021年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
师奖”	由吴德芳基金、世界企业家联盟基金会与
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举办，莫顺宗校长为大会主
席，吴振声主任为筹委会副主席，执行员戴源斌
为筹委会秘书。作为筹委会秘书处，公关处负责
会议筹备、资料收集、咨询联络、协调等各项工
作。是届颁奖典礼于2021年12月19日在吉隆坡
冼都银星宴会厅成功举办。

4.1.1	 接待、出访、出席活动

本处于2021年主要接待、出访或出席活动如下：

日期 ：2021年3月13日
地点 ：新纪元大学学院
事项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捐献本校10,000个防疫口罩
来访人员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拿督欧阳丁清、史里肯邦安州议员YB欧阳捍华
接待人员 ：校长莫顺宗博士、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及执行员戴源斌
备注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承诺每年捐献RM20,000.00予商学院作为奖助学金。
日期 ：2021年3月15日
地点 ：新纪元大学学院
事项 ：康庄（Healthy	Way）捐献总值RM86,000.00的AKG鲨鱼肝油（500盒）予本校教职员
来访人员 ：南洋商报教育刊物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星先生、康庄（Healthy	Way）执行主席兼总裁

				何加利先生、康庄（Healthy	Way）产品开发与监管助理副总裁陈国豪先生
接待人员 ：人事处主任宋美兰、财务处主任沈丽燕、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及执行员戴源斌
日期 ：2021年3月22日
地点 ：吉隆坡富贵生命馆
事项 ：吊唁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顾问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
出席人员 ：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中文系助理教授郭思韵、公关处主任吴振声与

				执行员戴源斌
日期 ：2021年3月23日
事项 ：商讨合作规划千百家佛教居士林图书馆与文物馆事宜
来访单位 ：雪隆潮州会馆、千百家佛教居士林
接待人员 ：董事蔡逸平、校长莫顺宗、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中文系主任黃薇詩、公关处主任

			吴振声、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部主任傅琬诗与助理高级执行员廖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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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千百家佛教居士林亦有意为提供奖学金予本校成绩优异的清寒子弟。
日期 ：2021年3月25日
地点 ：吉隆坡富贵生命馆
事项 ：出席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顾问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举殡仪式
出席人员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院长伍燕翎、公关处主任吴振声与执行员戴源斌
日期 ：2021年4月1日
地点 ：美景集团MKH	GROUP
事项 ：拜访丹斯里曾贵秋
出访人员 ：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胡禄铭博士、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备注 ：向丹斯里曾贵秋介绍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的成立缘起与未来发展。
日期 ：2021年4月2日
地点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
事项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捐献RM20,000.00作为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奖助学金
出访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接待人员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创办人暨执行长拿督欧阳丁清、营销总监欧阳汉文先生
日期 ：2021年4月3日
地点 ：八打灵再也
事项 ：出席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陈国光慈母张玉娇老夫人举殡仪式
出席人员 ：董事李清文、董事林义明、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备注 ：丧府节约捐款RM2,000.00作为新纪元校务发展基金，由董事李清文先生接领。
日期 ：2021年4月3日
地点 ：雪隆董联会会所
事项 ：拜访雪隆董联会，宣传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
出席人员 ：颜振辉（筹委会主席）、张炳祺（筹委会副主席）公关处主任吴振声（筹委会副主席）
备注 ：吴德芳杰出教师奖工委会要员组团拜访。
日期 ：2021年8月12日
地点 ：吉隆坡蕉赖杨景水先生府上
事项 ：拜访南大校友杨景水先生
出访人员 ：董事李清文、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备注 ：杨景水先生以夫人已故古惜珠女士之名认捐RM10,000.00奖助学金。
日期 ：2021年8月19日
地点 ：新纪元大学学院
事项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捐赠防疫物资
接领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与执行员戴源斌
备注 ：受赠物资包括125,000个口罩、2,500盒连花清瘟胶囊、2,500个香囊贴、250个防疫香

				薰及60瓶洗手液。
日期 ：2021年9月13日
地点 ：陈链升集团
事项 ：陈链升先生捐献RM30,000.00清寒工读基金
出访人员 ：董事李清文与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接待人员 ：陈链升集团项目董事陈威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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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年9月15日
地点 ：蕉赖11哩丧居
事项 ：出席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顾问钱锦发先生举殡仪式
出席人员 ：校长莫顺宗、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备注 ：拿督斯里钱丰良太平局绅昆仲节约丧葬经费RM30,000.00	捐作本校清寒工读基金。
日期 ：2021年10月24日
事项 ：出席2021耄耋书法家大展线上开幕典礼
出席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日期 ：2021年10月26日
地点 ：甲洞增光区积善堂福利会
事项 ：甲洞增光区积善堂福利会捐献RM3,000.00	建设与发展基金捐款
出席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与执行员戴源斌。
日期 ：2021年10月31日
地点 ：八打灵东湖海鲜酒家
事项 ：“2020/2021年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	宣布得奖名单新闻发布会
出席人员 ：校长莫顺宗博士、公关处主任吴振声与执行员戴源斌
备注 ：本校为“2020/2021年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联办单位。
日期 ：2021年12月3日
地点 ：吉隆坡富贵生命馆
事项 ：出席拿督陈治年父亲陈乙钦先生举殡仪式。
出席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日期 ：2021年12月13日
地点 ：吉隆坡旧巴生路多美集团总部
事项 ：	“2020/2021年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	筹备会议（直播测试）。
出席人员 ：公关处主任吴振声、执行员戴源斌
备注 ：本校为“2020/2021年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联办单位。
日期 ：2021年12月19日
地点 ：吉隆坡冼都银星宴会厅
事项 ：“2020/2021年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	颁奖典礼
出席人员 ：校长莫顺宗（大会主席）、公关处主任吴振声（筹委会副主席）与执行员戴源斌（筹委

				会秘书）
备注 ：本校为“2020/2021年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联办单位。

2021年3月13日，康泰食品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YB拿
督欧阳丁清(中)与史里肯邦安州议员YB欧阳捍华（右）亲临
新纪元大学学院，移交10,000个防疫口罩予莫顺宗校长。

2021年3月15日，康庄（Healthy	Way（Malaysia）Sdn.	
Bhd)	执行主席兼总裁何加利（左三）与产品开发与监管助
理副总裁陈国豪（左二），在南洋商报教育主编范忠星（左
一）的陪同下，捐赠新纪元全体教职员500盒鲨鱼肝油保健

品	(总值RM86,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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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媒体发布会与新闻发布

本处于2021年协助发出的媒体邀请与新闻发布如下：

日期 事项

2021年2月5日 2020/2021年度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即起开放提名（新闻发布）
2021年3月1日 敬请报导富贵集团与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办《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程》

（新闻发布）
2021年3月10日 新山中华公会西北区联络委员会与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联手举办《甘蜜与

华人文史讲堂线上讲座》（新闻发布）
2021年3月13日 拿督欧阳丁清捐新纪元大学学院1万个防护口罩，并赞助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每年二万令吉奖助学金（新闻发布）
2021年3月2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2021年3月份学期教育学课程硕博留学生开课礼（媒体邀请）
2021年3月27日 纪元大学学院教育学课程硕博留学生开课礼（新闻发布）
2021年3月29日 ：《倾听心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新闻发布）
2021年3月29日 Orient	 Biotech有限公司赠送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AI	 工业机械人手臂（新

闻发布）
2021年4月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第三届“天行健中文大奖”开放报名（新闻发布）
2021年4月15日 2020/2021年度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提名截止日期展延至5月24日（新

闻发布）
2021年6月10日 新纪元文学与社会科学院举办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颁奖礼暨人文校园系列讲座推

介礼”（新闻发布）
2021年7月16日 2020/2021年度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颁奖典礼展延至12月（新闻发布）
2021年7月19日 《发现二十一世纪的王者学科——长者照护》	 新纪元大学学院邀请您成为种子教

师（新闻发布）
2021年7月20日 “2021	年第一期留学生（电子商务）特色实验班”开班仪式（新闻发布）
2021年7月21日 与老年人一起走向年老健康生活之路	–	系列（1）：从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看

老年人生活照护原理（新闻发布）
2021年7月28日 《海南族群发展甘蜜种植业，促使雪邦沙叻地区的开埠》（新闻发布）
2021年8月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研究与东盟研究硕博课程外国留学生开课礼（新闻发布）
2021年8月19日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再捐新纪元大学学院防疫物资（新闻发布）
2021年9月17日 南宁好智朗与新纪元联办企业讲座暨最佳创业企划案赛（新闻发布）
20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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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仪式（新闻发布）
2021年10月9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第三届硕博课程开课礼暨第二届“陈凯希与陈秀英研究生奖”颁

奖礼（新闻发布）
2021年10月11日 《淮河与新	·线上学术文化讲座系列——校长讲座》（新闻发布）
2021年10月13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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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仪式（新闻发布）
2021年10月16日 卓南生教授设“南贤研究基金”（新闻发布）
2021年10月29日 2020/2021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宣布得奖名单新闻发布会（媒体邀请）
2021年10月30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外国留学研究生10月份开课礼（新闻发布）
2021年11月1日 BMGS	X	NEUC年度企业讲座暨最佳创业企划案比赛线上企划案答辩暨颁奖礼（新

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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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6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郑良树书库”开幕仪式暨郑良树逝世五周年纪念活动（新闻发
布）

2021年11月10日 “突困·进击！——数码汇流下的中文媒体实践”论坛（新闻发布）
2021年11月11日 盼請派員專訪吳德芳傑出華文教師獎得獎人（媒体邀请）
2021年11月17日 6.5万中国大使助学金助新纪元清寒子弟（新闻发布）
2021年11月19日 “郑良树书库”开幕仪式暨郑良树逝世五周年纪念活动（新闻发布）
2021年11月25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弘毅国际讲坛”首讲——范若兰《华南女性移民新马的

规模、类型和影响：基于方言群的分析》讲座（新闻发布）
2021年12月12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千百家佛教居士林签约仪式（新闻发布）
2021年12月13日 “2021年第二期留学生数据分析应用实战培训班”结业仪式（新闻发布）
2021年12月16日 诚邀出席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颁奖典礼（媒体邀请）
2021年12月19日 2021年度华教先贤纪念日（新闻发布）
2021年12月19日 第三届“天行健中文大奖”线上颁奖典礼（新闻发布）

4.1.3	 祭奠、致意

日期 事项

2021年3月21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逝世（刊登挽词、献祭奠花圈）
2021年3月31日 陈国光董事尊慈张玉娇老夫人逝世（献祭奠花圈）
2021年7月10日 李耀坚老先生逝世（献祭奠花圈）
2021年9月13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钱锦发先生逝世（刊登挽词）
2021年9月30日 星洲总编辑郭清江慈母逝世（刊登联合挽词）
2021年10月13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前董事刘锡通律师逝世（献祭奠花圈）
2021年12月30日 廖宗明尊兄廖宗铄（志扬）老先生逝世（献祭奠花圈）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顾问——丹斯里
拿督吴德芳博士于2021年3月21日（星期日）离世，莫顺

宗校长于3月22日率领本校同仁前往吊唁。

2021年4月3日，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陈国光昆仲丁母忧，
节约捐款RM2,000.00予新纪元校务发展基金，由董事李清

文先生接领捐款。

拿督斯里钱丰良太平局绅昆仲父亲，董教总教育
中心顾问钱锦发先生于2021年9月13日逝世，
丧府节约捐献RM30,000.00作为本校清寒工读基

金，捐款由莫顺宗校长代表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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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筹募作业

202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共邮
寄出2,981封征求函,	 退件34封	 (1.141%)，实收
315笔捐款，共计RM1,071,266.45的善款。	 （
详见附录十与十一）

2021年4月2日，康泰食品有限公司创办人暨执行长拿
督欧阳丁清（中）及营销总监欧阳汉文先生（左）移交

RM20,000.00支票予吴振声，作为2021年度新纪元会计、
管理与经济学院奖助学金。

2021年8月12日，南大校友杨景水先生以夫人已故古惜珠
女士之名，认捐RM10,000.00奖助学金，董事李清文先生		

（左）赠送学校出版品予杨先生。

2021年9月13日，陈链升先生捐献RM30,000.00作为本校
清寒工读基金，由其子陈威铬（中，TLS集团项目董事）代
表移交捐款支票予董事李清文先生（左），董事李清文先生

与公关主任吴振声也赠予对方本校近期出版品一份。

4.2.1	 物资报效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本校
所接收到的物资如下：

序 捐献单位 捐献物资与数量

1 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院

口罩	10,000个

2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口罩	4,000个
3 中国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口罩	3,000个

4 中国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口罩	3,000个
5 中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口罩	3,000个
6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 口罩	10,000个
7 中国深圳市龙华区统战

部和侨务办公室
口罩	20,000个

8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口罩125,000个
9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连花清瘟胶囊

2,500盒
10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防疫香薰250个
11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香囊贴2,500个
12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洗手液60瓶
13 JADI	LIFE	SOLUTION ANET	ET4	3D	

Printer	2台
（FICT）

2021年8月19日，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再伸援手，捐献本校
大批防疫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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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联办活动

4.3.1	 2020/2021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
师奖

历经疫情的冲击，由吴德芳基金、新纪元大
学学院与世界企业家联盟基金会联办，马来西亚
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协办之“2020/2021第六
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颁奖典礼，最终于12
月19日（星期日）上午9时30分，在吉隆坡冼都
银星宴会厅（王岳海大礼堂旁）顺利举行，场面
热闹温馨。

本届首度颁发的吴德芳热心华教奖得主为马
六甲培风中学退休校长拿督邓日才；第六届吴德
芳杰出华文教师奖（小学组）得主为砂拉越短廊
中华公学的李猷列校长与马六甲圣母华文小学的
黄莉娟老师，政府中学组与独立中学、私立中学
组的得奖老师则分别为来自砂拉越古晋马当溪流
国民中学的叶丽妙与槟城韩江中学的林松锦。此
外，第五届的李子松杰出行政人员奖，小学组得
奖人为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学校的黄西利
校长，政府中学组得奖人为砂拉越马拉端东华国
民型中学的陈锦福校长，独立中学、私立中学组
得主则为槟城锺灵独立中学的吴维城校长。

得奖的优秀教师与行政人员，将各别获颁
奖金	 RM3,000.00、奖状一张、奖座一个与平板
电脑一台；吴德芳热心华教奖得主则将获颁奖金	
RM4,000.00、奖状一张、奖座一个与平板电脑
一台。留台联总总会长拿督陈荣洲局绅亦赞助每
位得奖者免费住宿其公司旗下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KL	双人房(含早餐)	两晚。由于新冠疫情
未退，本届颁奖典礼在严格遵守防疫准则的条件
下进行，大会也首次安排同步直播，让未克出席
者得于线上收看，共襄盛举，直播平台为吴德芳
基金与新纪元大学学院脸书专页。

当天出席典礼的嘉宾包括马来西亚中华大会
堂总会（华总）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吴
添泉太平局绅、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总
会长拿督卢成全、大会荣誉顾问暨拉曼大学校长
尤芳达博士、大会顾问暨吴德芳基金主席拿督吴
逸平、大会顾问暨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顾问拿督李子松、大会主席暨新纪元大学学院校
长莫顺宗、世界企业家联盟基金会会长拿督斯里
罗敬勋博士与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会长
郭清江先生等。

2020/2021第六屆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筹委会
荣誉顾问 ：尤芳达博士
大会顾问 ：拿督吴逸平、拿督李子松
大会主席 ：莫顺宗博士
大会副主席 ：拿督斯里罗敬勋博士、

			郭清江
筹委会主席 ：颜振辉
筹委会副主席 ：吴振声、张炳祺、黄劲发
秘书 ：戴源斌
副秘书 ：张幸馨、何桂宣
财政 ：郑迪能
查账 ：林明标
节目 ：张苑柔、程盟凯、郑迪能
司仪 ：张苑柔
场控 ：徐湘博
总协调 ：郑迪能
评审 ：尤芳达博士、伍燕翎博士、		

			陈国源博士、安焕然博士、
			张瑞慈督学

2020/2021	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得奖名单

第一届热心华教奖
得奖人 现任
拿督邓日才校长 教总学术顾问

新纪元大学学院学术顾问
智能气功导师

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
组别 得奖人 服务单位
小学组 李猷列校长 砂拉越古晋短廊中华公学
小学组 黄莉娟老师 马六甲圣母华文小学
政府中学组 叶丽妙老师 砂拉越古晋马当溪流国民中学
独立中学、私立中学组 林松锦老师 槟城韩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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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李子松行政人员奖
组别 得奖人 服务单位
小学组 黄西利校长 雪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学校
政府中学组 陈锦福校长 砂拉越马拉端东华国民型中学
独立中学、私立中学组 吴维城校长 槟城锺灵独立中学

大会主席莫顺宗校长致词。

2020/2021第六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全体得奖人与嘉
宾合影。

本校10名志工学生热心参与协助颁奖典礼现场工作，表现
亮眼，备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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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脑中心

5.1	 部门作业流程

5.2	 CCTV、打印机、门禁系统作业领养

5.1.1	 硬体及软体新项目标准作业程序

为确保各项目必须根据工作计划及已批核的
预算，凡是向电脑中心提出的任何系统开发、软
硬体的采购及支援，必须遵守部门的作业标准，
并且依据各部门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及批准的预算
进行。例如，校园管理系统开发流程也依据此程
序为作业标准。

5.1.2	 访问控制安全性作业流程制定

为了提升校内器材管理安全性，任何牵涉
的器材管理例如防火墙，伺服器，以及任何职员
及供应商的到校维护工作，必须遵循安全作业流
程。必须记录维护项目或授权维护文件。

5.1.3	 其他部门作业程序标准

为了标准化电脑中心作业流程，我们也制定
了相关的标准并通过了行政会议再上传至部门网
页以供教职员们参考。相关的标准包括了以下：

为了更掌握各项业务的系统操作细节，电脑
中心从2021年1月开始领养了CCTV，门禁系统
及大型打印机的业务。电脑中心已经将其业务列
入为部门的例常维护工作，同时也制定了业务的
管理政策。管理政策可参考部门网页。业务领养
正式在2020年12月份行政会议通过，2021年1
月份正式执行。

目前校内设备数量如下：

设备 美华
校区

中环
校区

MKH
校区

总数

CCTV 81 46 4 131
门禁系统 18 6 2 26
Ricoh	打印机 6 2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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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校园第二阶段无线网络增设（户外/大礼堂）

电脑中心将在We	 Love	New	 Era地标,篮球场,	陶瓷工作坊,以及5楼大礼堂增设无线网络热点以提供
更广阔的无线网络涵盖范围。

2021年在美华校区及中环校区增设了新的无线网络热点，接收器分布如下：

美华校区教学楼层 接收器数量

图书馆 9	台
G楼 4	台
1楼 7台

2楼 9台
3楼 9台
4	楼 3台
5楼大礼堂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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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校区宿舍楼层 接收器数量
食堂 2	台
彩虹走廊 1	台
戏剧系黑箱 1	台
UG天桥 1	台
黄迓茱活动中心 2	台
美术系楼层 6	台
教育系/中文系/辅咨系/学生会所 5台
宿舍交谊厅(3-9楼) 7台

MKH校区楼层 接收器数量

研究生院 1	台
国际教育学院 1	台

中环校区楼层 接收器数量
G	楼办公室 1	台

1楼 3台
2楼 2台
3楼 2台

美华校区户外 接收器数量
WeLoveNewEra地标 1	台
篮球场 1台
陶瓷工作坊 4台

5.4	 鲁班工坊B105B电脑实验室

为配合辽宁建筑学院在大马设立鲁班培训工
坊，电脑中心将B105B电脑实验室设定为培训地
点。现有实验室设有36台高档次电脑，配备为
Intel	Core	 i5,	16GB	记忆体以及240GB的储存。
基于中方最后无法提供已经解锁的BIM软体（必
须拥有独立及有效的中国手机号），所以我们建
议应用校内原有的REVIT软体进行线上的培训。

5.5.1	美华校区电脑课室设备及装置

5.5	 电脑课室设备及装置

2021年行动管制令期间，根据高教部的指
示,　高等院校于	10	月	15	日获准开放，让学生
分阶段返回校园以混合	(Hybrid)	模式上课。电脑

中心配合此项措施，将电脑课室设置为符合MCO
的模式。

电脑课室 数量 MCO设定 记忆体 储存类型 显示卡 操作系统
B101 32	+	1 16	+	1 8GB 240GB	SSD NVidia	GT630	-	2GD3 Windows	10
B102
(Mac	Lab)

30	+	1 16	+	1 8GB 240GB	SSD 内建显示卡 Mac	OS	X

B103 25	+	1 12	+	1 8GB 240GB	SS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10
B104A 32	+	1 17	+	1 8GB 240GB	SS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7
B104B 25	+	1 10	+	1 16GB 256GB	SS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Server	2009
B105A 32	+	1 17	+	1 8GB 240GB	SSD NVidia	GT630	-	2GD3 Windows	10
B105B 35	+	1 18	+	1 8GB 240GB	SSD GIGABYTE	GTX	1050Ti	4GB	

DDR5
Windows	10

B106 50	+	1 24	+	1 8GB 250GB	SS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7

5.5.2	 中环校区电脑课室的电脑设备及装置

电脑课室 数量 MCO设定 记忆体 储存类型 显示卡 操作系统
101 24+1 12	+	1 8GB 250GB	SS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7
103 14+1 7	+	1 8GB 1TB	HD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10
104 25+1 13	+	1 8GB 250GB	SSD Asus	ATI	R7240	-	2GD3 Windows	7
106 21+1 12	+	1 4GB 500GB	HD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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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35+1 20	+	1 8GB 250GB	SS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7
108 50+1 26	+	1 8GB 240GB	SSD 内建显示卡 Windows	10
205 14+1 7	+	1 8GB 1TB	HDD NVIDIA	GeForce	MX150 Windows	10
207 30+1 15	+	1 16GB 240GB	SSD Nvidia	GT1060 Windows	10
307 30+1 15	+	1 16GB 240GB	SSD Nvidia	GT1060 Windows	10

5.6	 NAS储存容量提升

5.7	 软体

现有NAS剩余容量为3TB。过去半年因疫情
关系，居家工作的必要性增加了，部门文档都
会被储存在NAS内。相信会在年末就会达到80%
的使用量。为应对接下来的需求，电脑中心已

经在1月增设了2TB的容量，目前NAS总容量为
7.45TB,	依据当时容量增长计算，2025年容量使
用量将达80%。

	 Current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Prediction	 Usage	 (TB)	
30%	annual	increment

1.96 2 2.6 3.38 4.39 5.7

Remaining/Total(TB)	
(No	Upgrade)

3.94/
5.45

3.45/
5.45

2.85/
5.45

2.07/
5.45

1.06/
5.45

-0.25

Remaining/Total(TB)	
(With	Upgrade)

3.49/
5.45

5.45/
7.45

4.85/
7.45

4.07/
7.45

3.06/
7.45

1.75/
7.45

Upgrade 2TB

5.7.1	 微软

延用现有供应商以更新2020-2021年的微软
校园软体	(Open	Values	Subscription	Education	
Solutions)	执照。同时也提供了1,600单位的免费
版本的Microsoft	Office	365	予教职员及学生。

5.7.2	 Adobe	CC

目前是Adobe	CC	Tier	4	客户，共拥有176个
执照，分别安装在不同的地点，详细如下：

美华校区 安装数量

B102	Mac	Lab 31
B105A 33
B105B 36

C101美术系电脑室 21
C107美术系课室 1

TKS207 31
新闻中心 10

剪接室 8
戏剧与影像系 1

美术系办公室及课室 2
图书馆开放式电脑区 1

媒体公关行动室 2
资讯科技系 1

5.7.3	 ZOOM	云端视频会议软件

2021年因新冠肺炎持续施虐，政府虽陆续
开放让学校逐步恢复实体上课，但校方仍继续实
施老师线上教学，学生居家学习的措施。为确保
学生在这段时间学习不间断，校方继续向ZOOM
更新了教育配套，以让同学们和老师可以继续在
线上进行非面对面的教学。

5.7.4	 Kaspersky防毒软体

2020年末更新了校园的防毒软体为Kasper-
sky，主要新的防毒软体技术更进阶，且继续支
援校内的Windows	7	的操作系统。已经陆续安装
至校园内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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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服务系统

5.9	 知识与研究成果分享/讲座

5.8.1	 新纪元卡系列网页

配合校长室新纪元卡优惠计划，制作了新纪
元卡，特邀商家以及新纪元商家网页。

5.8.2	 贺语自动发送系统

开发系统自动发送生日贺语至新纪元学生
与教职员，同时也让管理员自行设定发送内容以
及发送对象。开发此系统的目的是让新纪元与师

生、校友以及外界保持联系。

5.8.3	 线上虚拟课程咨询系统

电脑中心研发成果，线上虚拟课程咨询系统
以及360校园线上导览。已经上线至校园官网供
大家浏览使用。

5.8.4	 线上自行打印充值申请系统（Smart	
Reload）	

电脑中心开发线上自行打印充值系统，效仿
现有的线上请假系统程序，所有的申请打印充值
都必须经部门主管审批才能生效。

为提升教职员对于科技应用的醒觉,	 电脑中
心预计举办一年至少4次的电脑知识分享及讲
座，增强教职员在科技应用方面的知识。以下为
2021年的分享题目：

5月：Professional	Email	Writing	for	Corpo-
rate	Executives

7月：TE/4G/5G	boost	up	your	home	WIFI

8月：Personal	Computer	Makes	DIY

9月：CMS	fro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0月：The	 Impact	of	Big	Data	on	 the	De-
velopment	of	Front-end	Technology

11月：How	to	Setup	Smart	Home

12月：8	 Years	 of	 Incredible	 Adventures:	
Cracking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ecrets.

同时也提供虚拟课程咨询系统，采购系
统，SMART	RELOAD	以及考题库系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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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教职员手提电脑配套

配合校方实施的流动办公模式，电脑中心采购及分配了手提电脑予各院系的教职员。目前已经在第
一和第二阶段领取手提电脑的教职员名单如下：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部门
RAHA	BINTI	JAAFAR AD
AMIR	SHARIFFUDDIN	
BIN	ZAKARIA

AD

AZLIN	SUZANA	BINTI	
ABU	AMAN

AD

吴颂平 FRANKIE	GOH	SONG	
PENG

BS

安焕然教授 ONN	HUANN	JAN CS
廖文辉博士 LEW	BON	HOI	@	

LIEW	BOON	HOOI
CS

黄薇诗博士 WONG	WAI	SHEE CS
梁友瑄 LEONG	YEW	SEN DDV
张伟隆 CHONG	WEI	LOONG EDU
王淑慧博士 WONG	SHWU	HUEY EDU
李韵欣 LEE	YUN	XIN EDU
伍燕翎博士 NG	YEAN	LENG FASS
廖朝骥博士 LIAW	SIAU	CHI FCCPA
萧维深 SIEW	WOEI	SHEN FICT

庄正伟 CHNG	CHERN	WEI FICT
WIDURA	BINTI	ABD	
KADIR

FICT

NOR	IDAYU	BINTI	
AHMAD	AZAMI

FICT

郭富美博士 KEH	FOO	BEE GC
NUR	AMIRA	BINTI	
MOHAMMAD	AZMAN

GOV

AZIZAN	BIN	OTHMAN GOV
郑诗傧博士 TEY	SHI	BIN IIE
林美慧 LIM	BEE	HUI NEIVCE
刘媛琦 LAOW	YEN	GIE NEIVCE
蔡苔芬博士 TSAI	TAI	FEN NEIVCE
曾伟勤 CHEN	WEI	KIN NEIVCE
甄健强 CHING	KIN	KEONG NEIVCE
洪阳宜博士 ANG	YANG	YI NEIVCE
白伟权博士 PEK	WEE	CHUEN RO
叶淑雯 YAP	SOOK	WON VC
黄诗杰博士 NG	SZE	CHIEH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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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太阳能计划

与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及庶务处合作
研发太阳能计划，首个专注的地点就是在校园的
We	 Love	 New	 Era地标，团队在这安装了3台太

阳能发电的LED灯。我们也针对相关的太阳能板
及储电池进行改装，目的是要让设备可以更快的
重新储电以及提供更长时间的电源，照亮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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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辅导中心

6.1	 前言

6.3	 社区辅导咨商服务

6.4	 校内外辅导讲座、培训及活动

6.2	 个别辅导咨商与团体辅导活动、个别咨询

辅导中心为校内学生、教职员、家长及社区
民众提供辅导咨商专业服务。服务方式包括：个
别咨商、团体辅导、个别咨询，及家族治疗（夫
妻会谈／家庭会谈）。社区辅导服务自2013年
开始以来，深受欢迎，不断有民众前来询问及寻
求辅导。此外，中心辅导人员也提供校内外的生
涯辅导讲座、自我成长、激励讲座、两性交往及

性/性别教育讲座等。

自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辅导中
心将原有的工作搬到线上进行，例如：校内个别
咨商辅导服务，讲座活动，工作坊，义工团活动
等。今年我们也以线上模式，恢复举办第14届全
国中学生同侪辅导营。

					个别咨商人数：195位，总人次：46人次。

					个别咨询服务共4人次。

社区辅导咨商为收费服务，服务的方式除
了个别辅导，也有夫妻、亲子或全家人来面谈。
因防疫工作，社区辅导服务暂停，并提供部分旧

案线上咨商服务。因此今年只有3组（个人，夫
妻，亲子，家庭）前来寻求辅导服务，全年一共
4人次。

序 日期 地点/单位 讲题 主讲者
1 1月11日 Zoom 市场与行销部生涯讲座	–	兴趣能当饭吃吗？ 黄章健
2 1月19日 Zoom 培风中学：疫情下教师的自我照顾与成长 郭富美
3 2月6日 Zoom 董总独中新手教师培训课程 郭富美
4 2月19日 Zoom 新生说明会(预录) 何均燕
5 4月24日 辅导中心 市场与行销部-辅导中心拍摄 黄章健
6 5月16月 Zoom 新生说明会(预录) 何均燕
7 5月19日 Zoom 课务组讲座-新常态下的学习与适应	(中英) 郭富美、

黄章健、
何均燕

8 6月18日-
25日

FB	Live Ai	FM《爱要性福》节目嘉宾 郭富美

9 6月26日 Zoom 富贵生命教育讲座 郭富美
10 7月3日 Zoom 隆中华独中讲座 郭富美
11 7月10日 Zoom 滨华中学教师讲座 郭富美
12 7月17日 Zoom 吉华独中讲座 郭富美
13 7月23日 Zoom 独中新手老师交流会 郭富美
14 7月23日-

9月10日
FB	Live 孝恩辅导与咨商部门：疫起守护生命讲座系

列
郭富美

15 7月24日 Zoom 市场与行销部生涯讲座	–	兴趣能当饭吃吗？ 黄章健
16 9月3日-

10日
FB	Live Ai	FM《爱要性福》节目嘉宾 郭富美

17 9月10日 Zoom 市场与行销部生涯讲座	–	兴趣能当饭吃吗？	
(SMJK	Pulau	Sebang)

黄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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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校内心理健康及成长活动

18 9月14日 Zoom 推动学校三级辅导模式分享交流会 郭富美
19 9月24日 Google	Meet SMK	Rawang	讲座 郭富美
20 9月/10月

份学期
Zoom 新生说明会(预录) 何均燕

21 10月5日 Zoom/FB 不惑生命学苑讲座：婆媳如何和谐相处 郭富美
22 10月15日-

12月18日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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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富美
（讲师&主持人）、
黄章健（主持人）、
何均燕（主持人）

23 10月19日 Zoom/FB 不惑生命学苑讲座：如何恩爱到老年 郭富美
24 10月23日 Zoom 马來西亚辅导协会主办：妇女醒觉线上座谈

会:家庭暴力的挑战与应对能力(中文场)
郭富美

25 11月27日 Zoom 市场与行销部讲座领袖培训讲座	 –	 DISC人
格与领导

黄章健

26 12月30日 Ai	FM Ai	FM《爱要性福》节目嘉宾 郭富美

6.4.1	 学生心理健康评估

（1）新生入学心理健康检测

	 辅导中心从2018年开始进行全校性新生入
学心理健康检测，刚入学的新生可以透过手机或

纸本来填写简式心理健康量表，进而了解新生普
遍的心理健康状态。经过自我评量，学生对自己
的心理健康状态更为了解，透过现场的解说，新
生也能够自我评估是否需要专业的协助。此外，
辅导中心掌握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会邀请面
临困扰的学生前来会谈，达到早期介入的效果。

6.5.1	 《网课中的霸凌现象》交流会

由于疫情加速了人们使用网路的习惯，在网
路霸凌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辅导中心邀请辅咨
系、教育系、中文系、戏剧系、媒体系、技职教
育系的老师们交流如何处理网课的霸凌现象。从
中了解身为第一线的老师们所可能面对的情况以
及探讨如何应对潜在的网路霸凌。

6.5.2	 《倾听心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

本着“取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
辅咨系与辅导中心携手举办	 20	 场的线上心理健
康课题讲座，主办单位为新纪元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辅导中心；协办单位:	 不惑生命学苑、马
来西亚生命线，支持单位为雪州教育厅。20场
线上讲座总共累计3281报名人次，反应非常热
烈。有关讲座系列详情如表6.1：

场次 日期/时段 主题 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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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艾欣

5月 5月7日 挥别焦虑：遇见内在坚定的自己 何均燕 杜宜颖
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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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群政

5月28日 提升後疫情時代孩童的情緒復原力 李雪妮 何均燕

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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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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煌升
6月25日 实用辅导技巧分享 林明申 黄章建

7月 7月2日 论与压力相处之道 黄玲玲 刘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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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场：	后疫情的危机：如何让孩子告别网络沉迷 谢成 侯雯荔
7月30日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谈如何保护自己 王清兰 郭富美

8月 8月6日 自我对话练习—拥抱自己受伤的灵魂 骆惠旋 杜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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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荣，

林秀静，
邹婉馨，
吴宝怡，
萧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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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中学辅导教师线上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在4月24日举办，邀请到警察总
部前任助理总监王清兰女士及谢成讲师为与42位
中学辅导教师分享，如何处理家暴性侵及青少年
网络使用的课题。

6.5.4	 《第14届线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
训营》

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的同侪辅导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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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学生辅导义工团

辅导义工团秉持服务助人的精神，延续
往年多项活动，不断推动与参与各项助人活
动。2021/2022学生辅导义工团理事名单：

团长 ：刘艾欣
副团长 ：彭歆儿
秘书 ：江家惠
财政 ：曾伊文
活动与团康组 ：林莹莹、魏宇泽、吕淑婷、

			戴紫莹
公关与设计组 ：苏紫卿、容嘉雯

6.6.1	 辅导义工团活动

MCO至CMCO期间，义工团通过线上的活动
方式保持联系。

2021年1月29日 义工团执委线上会议
2021年2月24日 同侪辅导培训（1）
2021年3月2日 同侪辅导培训（2）
2021年3月19日
–4月9日

新纪元线上聊天室（4次）

2021年4月7日 义工团团长线上会议
2021年5月12日
–7月8日

同侪辅导培训营线上筹备会
议（13次）

2021年6月2日 义工团招新面试
2021年6月23日 义工团迎新
2021年6月30日
–12月8日

基本辅导技巧培训课（8
次）

2021年8月25日 义工团评估与面试回馈
2021年9月20日 《中秋好时光》灯谜猜一猜

线上活动
2021年11月3日 义工团改选

6.6.2	 新纪元线上聊天室

辅导义工团于2021年3月19日至2021年4
月9日举办了四次的新纪元线上聊天室。由于上
网课已经一年，许多新生从入学以来并没有实际
见过彼此，同学之间的情感隔着网路也难表达。
因此辅导义工团希望可以透过线上聊天室，让学
生们可以有一个抒发情绪，表达感受的空间。

第一次搬到线上进行，日期为7月17-18日。此
次培训营共获得17所学校的75位中学生参与。
来自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的蔡持兴老师及廖翠薇
老师在这两天的线上营会与中学生分享了性与性
别的相关课题。线上培训营期间，学生辅导义工
团及辅咨系的学生也别开生面的在线上带领团康
活动，让无法出门在家培训的学员们感受“培训
营”	的气氛。

6.5.5	 《认识性别少数》工作坊

近来社区民众及辅导人员更重视性别少数课
题，呼应民众及辅导人员的要求，本次工作坊于
11月6日举办，除了校内学生之外，也开放校外
人士报名。报名人数一共62位。透过本次工作
坊，学员更了解何谓性别少数，性别少数在马来
西亚的现况及如何协助他们。

6.5.6	 《艺术纾压三部曲	Art	De-Stress	123》
艺术疗愈探索工作坊

11月10日中心特别邀请专业的艺术治疗师
黄俊勇讲师来带领艺术疗愈探索工作坊。透过他
的带领，学生可以在线上体验到如何处理情绪，
透过艺术让情绪流露，挣扎，重塑，以达到疗愈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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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中秋好时光》灯谜猜一猜线上活动

中秋佳节，辅导义工团于2021年9月20日
举办《中秋好时光》灯谜猜一猜线上活动。即便
在疫情当中，义工团也希望可以传达传统节日的
喜庆，透过线上猜灯谜与同学一起乐开怀。

6.7	 辅导人员培训

6.7.1	 校内培训课程

郭富美、黄章健、何均燕
1.	如何处理家暴性侵及青少年网络使用

王清兰前助理总监及谢成讲师主讲
（2021年4月24日）

2.	认识性别少数
蔡持兴注册心理师

（2021年11月6日）
黄章健、何均燕

1.	艺术纾压三部曲	Art	De-Stress	123	
黄俊勇艺术治疗师	

（2021年11月10日）

6.7.2	 校外培训课程

郭富美、黄章健、何均燕
1.第13届全国华社辅导线上研讨会

（2021年6月5日至7日）
黄章健

1.Individual	Counselling/	Counselling	
Supervision	

(UPM,	January	2021	~	November	2021)
2.个人辅导工作室的经营与挑战	

（2021年11月12日）

3.成为公务员Pegawai	Psikologi	之路，从JKM
福利局到警察部门D11
（2021年10月29日）

何均燕
1.Webinar	-	Existential	Therapies:	Exploring	

the	Rich	Tapestry	of	Practices	
(22nd	January	2021)

2.Webinar	-	Art	Therapy	Experiential	Activity	
(24th	January	2021)

3.失胎爸妈的生命教育线上讲座	
(2021年1月30日；2021年3月6日)

4.Webinar	-	Understanding	Non-Suicidal	Self-
Harm	

(18th	February	2021)
5.Webinar	-	若助人者接到有关性侵/性骚扰或

是小孩受性骚扰的的案件可以如何处理
	(2021年4月18日)

6.Webinar	-哀伤辅导在职培训
	(2021年9月19日至26日)

7.《性侵受害者辅导工作经验分享	》线上分享会
	(2021年11月6日)

8.《成为一个医院心理辅导师之路》线上分享会	
(2021年12月4日)

6.7	辅导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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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陈六使图书馆

7.1	 简介

7.2	 馆藏

陈六使图书馆位于教学楼底层，共三个楼
层，占地约3万平方公尺，提供380个阅览座
位。本馆藏书丰富，除收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2011年)	 共1,500册，也设置了“南洋大学
史料中心”(2014年)、“方修文库”(2015年)
、“李业霖书库”(2017年)、“及李锦宗马华文
学史料馆”(2018年)、“杨进发书库”(2019年)	
以及新增的“郑良树书库”。

郑良树教授是本地汉学泰斗，毕生致力于汉

学研究，在汉学界享有盛名。除了汉学研究，郑
良树教授亦兼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华人历
史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郑良树书库”于11月
19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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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图书册数	

购入图书共971册；获赠2,515册。

·中文馆藏 ：198,992册
·英文馆藏 ：50,478册
·巫文馆藏 ：2,716册
馆藏总数 ：252,186册

7.2.2	 电子数据库

（1）ProQuest	 (ABI/INFORM	 Global/
Computer	 Science/Coronavirus	 Research/	
Publicly	 Available	 Content/Social	 Science	
Premium	Collection)

（2）中国知网（文学/历史/哲学及教育与
社会学）

（3）华艺线上图书馆（人文类及社会科学
类）

（4）Jstor	Asia	Collection

7.2.3	 订阅期刊学报	

订阅期刊学报82种；获赠35种。

7.2.4	 订阅报章

订阅报章9种。

图书馆外观

陈六使图书馆正门 一楼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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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赠书单位及册数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1 Miss	Safin	Ho 12
2 Mr.	Yoh	Sow	Cheong 39
3 爱薇女士 1
4 安焕然教授 6
5 曾衍盛先生 1
6 陈琮渊博士 1
7 陈颖萱小姐 1
8 城视报 2
9 大阳光圆梦基金与元生基金会 1
10 董总 1
11 方楚云小姐 2
12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5
13 何伟智先生 2
14 教育系 2
15 柯世力先生 4
16 黎煜才先生 2
17 廖玟琇小姐 31
18 廖文辉博士 3
19 林敏萍博士 89
20 林幸谦教授 1997
21 林忠强博士 84
22 罗紫霖小姐 5
23 吕振端博士 1
24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 3
25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雪州分会 1

序 赠书单位 册数
26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2
27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2
28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1
29 梦翔力生涯教育工作室 2
30 钱币司令 2
31 区玉洪先生 2
32 柔佛诗社 4
33 孙天美博士 1
34 孙玥儿小姐与黄菁慧小姐 2
35 台湾国家图书馆 3
36 太平福建会馆 1
37 汤翔兰女士 1
38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6
39 吴智娟小姐 1
40 校长室 16
41 谢洁旎小姐 131
42 谢诗坚博士 1
43 新加坡道教协会 1
44 星洲日报 4
45 业余者 1
46 叶清润先生 2
47 郑良树教授 24
48 钟德荣先生 2
49 周星衢基金 2
50 朱锡康博士 5

维持社交距离的阅览区 一楼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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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化推广中心

8.1	 推动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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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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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SPM华文加油站（SPM华文科应考讲座）

陈晓伟老师主讲试卷一作文及试卷二现代文的部分。

李淑君老师主讲试卷一应用文及试卷二概述与古韵文的部分。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SPM华文加油站于
2021年11月13日以线上模式进行。此讲座由新
纪元大学学院主办，星洲日报《学海》周刊及星
洲日报“爱华文运动”联办，讲座主题为“华文
之美，不期而遇”。当天的主讲人为蕉赖伯林本
国中华文科主任陈晓伟老师及安邦班丹英达国中
华文科主任李淑君老师，主持人则是由本中心主
任杨靖耀老师担任。

杨靖耀老师（上排左起）、李淑君老师和陈晓伟老师在线上
与一众与会者合照。

其宗旨是为了鼓励华裔子弟读华文及报考
SPM华文，提升学生的华文水平及加强考生的作
答技巧；同时也指导学生们如何快乐地学习华文
及珍惜先辈为我们争取学习母语的机会。讲座吸
引了多达三百人报名，学员包括来自全国各州不
同的学校。

8.1.2	 2021年华文教师交流会

由雪兰莪州教育厅（JPS）及吉隆坡教育厅
（JPWPKL）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
心主办，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加影育华国
民型华文小学及星洲日报“爱华文运动”联办以
及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协办，于2021年10月23
日在Zoom平台举办“疫情下，老师，你是怎么
走过来的？”2021年华文教师交流会，吸引多
达300位教育工作者参与。这项活动旨在提升华
文老师的教学水平，激励华文老师的士气。

陈晓伟老师分享个人如何应对实体教学转换成虚拟教学的
过程。

上述交流会的5位分享嘉宾为前吉隆坡特殊
教育师范学院讲师郑玉表老师、性教育及生命教
育工作者张宝云老师、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副校长蔡春梅老师、加影茉莉花花园国中华文科
主任江美年老师及蕉赖柏林本国中华文科主任陈
晓伟老师。他们分别从传承、自我满足、生活、
增值与工作方面切入，分享个人在疫情下如何适
应新常态，以及全新体验，让参与的老师们深有
共鸣。

出席的老师们除了聆听分享，也从嘉宾的
个人分享中，衍生出自身的经历，从而找出平衡
点，在新常态下一步步地自我蜕变，同时也从演
说中发现，原来克服新形态的教育模式所面对的
困难，是大家都曾经历的，无形中也获得心灵上
的慰藉，以及持续努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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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美年老师分享自己在疫情期间如何自我增值。 蔡春梅老师分享个人如何顺应生活，活出精彩的生活小故
事。

张宝云老师透过“自我满足”的主题分享自己的第三人生。 郑玉表老师透过“传承”的主题分享自己如何在疫情之下传
递教学技能以及师德的传承。

分享会结束后，主讲老师和嘉宾们连同一众与会者在线上进行大合照。	

8.2	 推广中华文化

8.2.1	 2021辛丑年雪州中小学线上挥春比赛

为推广中华文化和提升学生的书艺水平，雪
兰莪州教育厅主办，新纪元大学学院、吉隆坡中
国文化中心承办，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星洲日报
和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联办的“2021辛丑年雪
州中小学线上挥春比赛”于2月27日使用Zoom
视讯软件进行。

疫情无阻学生对挥春的热情，虽无法如往
年让学生聚集在士毛月中华人文碑林进行前任齐

同挥毫，但活动报名人数依然达到650位。比赛
分为四组，分别是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以及
公开组（非华裔）。小学组在开放报名当天即额
满，当中也有许多非华裔学生参与。

出席观摩比赛的特别嘉宾尚有雪州教育厅华
文科助理总监王忠伟督学、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
主任张杰鑫先生、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
先生、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蔡永根先生
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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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断传播链，主办单位唯将比赛搬到线上，学生全程开着
摄像镜头，工作人员也将监督学生。

在比赛结束后，学生向镜头展示挥春作品。

8.2.2	 第18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

第18届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是由雪兰莪
州教育厅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
办，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华文学会联办，并
获得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
和练声先生的支持。星洲日报《活力副刊》及《
学海》周刊为媒体伙伴。旨在让青少年透过中华
文化自我提升并提倡生活。此届中华文化营于
2021年6月3日至6日在线上举行。

杨靖耀老师和嘉宾们及参与者在开幕仪式上的合照。

营会的主题为“云端华夏，凝聚一个圆”，
以节日和团圆为核心贯穿始终，旨在让所有热爱
中华文化的营员们感受中华传统节日之美，重新
认识节日的文化价值及意义。营会共将近300位的
中学生一同遨游在中华文化的知识海。此届中华
文化营的各项活动环节，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中
文系教授安焕然博士主讲“华人农历新年习俗漫
谈”、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廖文辉
博士主讲“谈古今话冬至”、大马著名文史与民
俗专家李永球老师主讲“七夕是情人节？中元是
鬼节？”、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高级讲
师贺世平老师电影导读《飞越老人院》及练声先
生创办人黄英威老师主讲“声音形象的魅力”。

除此之外，此届中华文化营也增设了一些

契合节日特性的互动游戏环节，加深营员们对传
统节日内容的印象。另外，在中秋的课题上延伸
出汉文化手工制作的环节，将剪纸元素与明信片
以及灯笼融合，让营员们手作出属于自己的“节
日特色”。接着，营会也增设了多人演绎环节，
营员们通过分组进行为期四天的讨论及彩排演绎
出属于各组的作品，让营员们有机会发挥自身才
艺、创意和团队精神，留下他们这四天的集体记
忆。此外，本届营会的最大亮点便是透过Google	
Earth的技术，赏析各国唐人街街景中华元素的
同时，并以本土唐人街为主轴，探索各国唐人街
的异同，为营员们线上导览隐藏在唐人街背后的
历史文化故事。

安焕然博士正在为营员叙述华人农历新年传统习俗。

黄英威老师主讲“声音形象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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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四天的营会结束后，杨靖耀老师和活动执委们进行大
合照。

透过Google	Earth的技术带营员“走”出国门，去认识来
自五个国家的唐人街（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美国及英

国）。

李永球老师主讲“话说农历七月：七夕是情人节？中元是鬼
节？”。

各组营员完成制作纸灯笼和剪纸的合照。

贺世平老师带营员从不同的角度来观赏《飞越老人院》这
部电影。

廖文辉博士主讲“谈古说今话冬至”。

8.2.3	 2021年中学生华语诗歌朗诵在线比赛

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受邀担任
今年华语诗歌朗诵比赛评委技术主任，文化推广
中心则负责比赛流程的幕后技术人员。比赛旨在

培养学生朗诵诗歌的兴趣，提高学生朗诵诗歌的
技巧和水平，提高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以及
培养学生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以下是今年华语诗
歌朗诵县、州和国级比赛的日期与地点：

日期 活动 地点

2021年6月8日 2021年雪兰莪州乌鲁冷岳县中学生华语诗歌朗诵
在线比赛

ZOOM平台

2021年6月25日 2021年雪兰莪中学生华语诗歌朗诵在线州级比赛 ZOOM平台
2021年9月13日至15日 2021年第17届全国中小学生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GOOGLE	MEET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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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7届全国中小学生华语诗歌朗诵比赛评委成绩会议合照。

2021年雪兰莪州乌鲁冷岳县中学生华语诗歌朗诵在线比赛
评委成绩会议合照。

2021年雪兰莪中学生华语诗歌朗诵在线州级比赛评委成绩
会议合照。

8.2.4	 文化特工队与ACCG日本动漫及文化研
究社社团联动企划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下实行网课期间
提升校园学社风气和社团曝光度，本校文化特工
队于2021年1月30日至31日在ZOOM平台与本
校日本动漫及文化研究社一同联办有关汉文化及
日本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本次社团联动活动的

主题为“半夜别怕鬼敲门”，以中日鬼怪文化为
主轴。此活动分为两个场次进行，第一场活动标
题为“这是谁家的鬼这么可爱？！”分享会，当
天筹委们带领参与者们从中日影视作品中认识人
们从古至今对鬼怪形象的塑造及背后的诠释；第
二场活动标题为“英雄难过鬼门关”文化知识问
答竞赛，让所有参赛者透过答题的方式来更加认
识中日的文化知识与差异。

第一场活动“这是谁家的鬼这么可爱？！”交流会结束前筹
委们与参与者进行大合照。

第二场活动“英雄难过鬼门关”交流会结束前筹委们与参赛
者进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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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新灵手巧，漫游文化

队员们完成制作手工团扇的合照。

为推广剪纸艺术与华族舞等汉文化，藉由
工作坊的形式及将文化知识与游戏的结合，让参
与的同学对汉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为达到寓教于
乐。此活动分为三天在ZOOM平台举办，开放给
所有文化特工队的队员们参与。

第一天活动于2021年7月28日举行剪纸与
团扇制作工作坊，将剪纸元素与团扇融合，让队
员们手作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手工团扇；第二
天活动于2021年7月31日举行华族团扇舞蹈工作
坊，队员们带着他们自己在第一天手作的剪纸团
扇，跟随着李定权老师的步伐结合华族舞蹈，舞
出自己最精彩的一瞬间；第三天活动于2021年8
月1日举行文化知识问答游戏，透过猜灯谜积分
方式进行，让队员们在答题的同时，也能够了解
到有关汉服、茶道等文化知识。

李定权老师教导队员们优美的华族团扇舞蹈。

队员们在参与第三天活动的文化知识问答游戏。	

8.2.6	 第八届文化特工队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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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
本中心于2021年9月20日至27日在ZOOM平台
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培训活动，共有30位文化特
工队员参与。此届培训营有别于往年，主要的培
训内容便是考验队员们在如今资讯繁多的时代，
如何透过自身的思辨能力，分辨并撷取正确的信
息，快速的进行信息处理能力及清晰的思路转换
能力，为文化活动在未来的信息时代有更好的传
播与执行力。因此，此届培训营的主题为“大讯
息”。

此届培训营的培训手法会结合三种不同主题
性的线上游戏方式进行。首先是为期两天的“童
话密室逃脱”，队员们透过第一场培训得以从中
学习到与他人沟通及聆听他人想法，并冷静进行
逻辑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一。

第一场培训“童话密室逃脱“，队员们被困于密室，他们必
须透过寻找线索，通力合作，利用逻辑思考找出逃离密室

的方法。

第二场活动便是为期一天的“蓝海马戏团”
，队员们可以透过本场信息量极大的培训活动当
中，认识到更多新的知识，并认知到批判性思考
的重要性。

第二场培训“蓝海马戏团”，队员们将化身为故事当中的主
要角色，在错综复杂的故事线当中穿梭，他们必须透过沟通

以及思考，还原故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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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便是为期两天的第三场活动“马戏团
大亨”，队员们透过设计一日的马戏团节目表，
来认识各国的文化风情，同时从中提升自己在编
排活动当中的团队合作能力、创意力以及信息处
理能力。

第三场培训“马戏团大亨”，队员们被分成两派阵营，透
过策划活动设计节目表的同时，以夺取游戏中最关重要的

信息。

最后是为期两天的第四场活动“四国商人”
，本场的培训考验着队员们彼此之间的默契以及
危机处理能力，同时透过“打工”了解文化特工
队执委们平日里的工作范畴以及技巧，并且从中
学习到“机会”的重要性。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唯有抓住时机，找到优势，将优势发挥到最好，
才能提升所谓的“价值”。

第四场培训“四国商人”，队员们必须透过自己与队友们的
努力，完成一关又一关的挑战任务，而每一关之后将会有队

员遭到淘汰。

随着全体培训营的执委以及队员的“云端签名及盖章”，第八届文化特工队培训营正式圆满结束。

8.2.7	 汉文化·中国结制作工作坊

此活动于2021年11月27日在ZOOM平台举
行，开放给所有文化特工队的队员参与。此活
动目的是为了推广中国结文化，藉由举办工作坊
的形式，让参与的同学对传统中国结有深刻的了
解，且能体会传统文化于现代的新价值，培养同
学们对编制中国结的兴趣。

队员们完成编制中国结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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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第七届爱艺鼓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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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催，爱艺鼓队主办,

于2021年11月12日至14日在Google	 Meet平台
举办了第七届的爱艺鼓培训营，主题为“祭往究
来·疫起鼓动”，由爱艺鼓全体队员参与。此培
训营的宗旨凝聚全体队员，增强彼此的参与感和
培养合作默契，加强团员对二十四节令鼓的过去
与现状的认识，提升鼓艺基础包括敲击、肢体、
乐理和鼓艺审美观。

第七届爱艺鼓培训营开幕仪式。
活动结束后，执委和新队员们在线上进行大合照。		

8.3	 关爱社区活动

8.3.1	 文化特工队与心心相音合唱团社团联
动企划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持续一年有
余，前线人员仍与病毒抗争，学生们也无法返
校，许多事情与活动因此遭到诸多限制。因此，
本校文化特工队与心心相音合唱团持着诚恳以及
祝福的心，在疫情期间送上温暖给大家，共同为
本校全体同仁献唱一首名为《明天会更好》的歌
曲结合手语表演，并录制成MV呈现，以盼疫情
早日结束，唯愿“明天会更好”。

文化特工队代表杨立杰同学主持《疫起献唱》联动成品分
享会。

本次活动于2021年5月21日在ZOOM平台
以及面子书直播举行《疫起献唱》联动成品分享
会。除了公布此次社团联动企划MV成品，双方

社团代表也会分享此次活动的筹备过程和成品发
布的心得。

公布此次社团联动企划MV成品。

社团联动企划MV里的参演社员分享此活动的筹备过程与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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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重阳节联动企划之共寄重阳情

为了配合重阳节举行的“重阳节联动企划之
共寄重阳情”是由本校文化推广中心主催，本校
文化特工队与日本动漫及文化研究社及新光杂志
社共同联办。旨在提升校园学社风气之际，同时
宣导重阳节	 “感恩敬老”	 之传统美德，借此提
升学生社会关怀风气。本次联动企划便分为三场
活动在ZOOM平台进行，日期为2021年10月14
日、17日及18日。

第一场活动便是文化特工队与日本动漫及文
化研究社共同联办的“在重阳节剪纸和折纸是否
搞错了什么？！”。本场活动是一场融合中国剪
纸与日本折纸的手艺工作坊，让参与者在活动交
织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吊饰，在重阳之际送给至
亲，表达感恩。

接着，第二场活动是文化特工队与新光杂志
社共同打造闯关解密游戏，名为“关于究竟为什
么要在重阳节这天玩闯关游戏这件事”，让参与
者与好友们一同组队透过重重游戏关卡认识重阳
节的各色文化，并揭开故事当中遗失的	“重阳秘
宝”	。最后，第三场活动便是以面子书直播的方
式进行“2021年社团联动企划闭幕仪式”，带
领大家一同见证及回顾这一年里三场社团联动企
划的点点滴滴。

中国剪纸与日本折纸手艺工作坊，小导师和参与者们完成作
品后的合照。

“2021年社团联动企划闭幕仪式”以重阳节祝福短片为此活动画上句点。

参与者们一同进行重阳闯关解密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