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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院致力升格为大学学院的目标，以及课程的发展和组织与资源的重新整合，学
术处于今年8月份统合为学术部，负责管理与协调院内现有商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资讯
工艺系、媒体研究系、美术与设计系、戏剧与影像系、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教育系和英
文部等学术部门共30项课程及其相关学术行政作业。学术部的统合，同时为相关科系分别
提升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商学院、媒体与艺术学院、以及理学院做准备，以期为学院向
大学学院过渡进行良好衔接。另外，配合升格大学学院目标而扩大组织为马来西亚与区域
研究所的研究部门也隶属学术部，协助提升院内的教研水平。

原属学术处业务范畴之教务行政（含考试作业）与学术行政（包括论文发表等研究事
项）将一仍其旧，同时兼掌各项课程之开办与执行，协调各课程的申请与认证工作。在此
统合过程中，注册处纳入学术部，除执行例常之学籍管理、开课注册、毕业发证与仪式等
事项，亦将加强考试作业之执行与管理。

甲、兹按教务与学术业务服务以及其它相关各项分述如下：

（一）业务服务

1．教务行政：
A. 为全年约400个科目进行课程评估，并100%做出分析和计算。实施评估结果数据化并

占讲师评估的20%，藉此评估改善学科及讲师的素质。2010年并进一步开发网络课程
评估，供学生于线上直接作业。

B.	排课作业：随着课程多元化，开授科目增多，课室应用渐趋紧张。商学院新校舍的
付诸使用将能舒缓此问题。

C.	第一学期共开办8门不同领域的共同选修课。其中一门创意思考与问题解决是邀请台
湾树德科技大学金融与风险管理系施纯协教授到本院授课。课程主要是探究以“问
题-解决”的整体概念解决实际问题及能以“问题-解决”中建立有效的模式。学生选
修反应热烈，选修人数达46人。第二学期则开办了7门不同领域的共同选修课。

2．学术行政：
A.	学术部门ISO认证文件已基本完成，惟并未如期提出认证申请；2010年配合学术部门

重组调整计划，按部就班进行。

B.	本年度的“提呈会议论文及经费补助”，共获7项申请，并全数获得批准。

申请者姓名 提呈论文题目 会议主题/主办单位

廖文辉 试论南洋研究的三枝译笔——
冯承钧、姚楠和刘士木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7届国际会议/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华裔馆

（一）学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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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姓名 提呈论文题目 会议主题/主办单位

何启才 战前马来亚华人与马来人的左
翼政治运动：以马来亚共产党
和马来国民党为例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7届国际会议/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华裔馆

潘永强 海外华人的学生运动：从兴
起到被镇压的马大华文学会
（1971-1974）

2010年“海外侨教与华文教育”国际研
讨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
所侨教与海外华人研究组

伍燕翎 黎紫书微型小说研究与解读 第八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香港将
军澳勤学里二号汇知中学

苏燕婷 马华微型小说的城市书写 第八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香港将
军澳勤学里二号汇知中学

岑劲霈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ssues of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 Policy: 
A Case Study in Malaysia

14th UNESCO-APEID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Education fo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UNESCO Bangkok

徐玉燕 Online Socialization of Teenag-
ers: A Case Study at New Era 
College

Asia Pacific Sociological Conference 2010 
(APSA 2010)/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Malaysia Sabah

（二）英语密集课程(IEP)

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本院自2001年起的每年1月份都会开办为期六周的英语密
集课程，让学生逐步适应大专院校的英语学习环境。我们希望加强学生应用英语的信心，
通过此项课程，提升学生英语的读写听说能力。这项课程着重训练学生实际演练会话、熟
习词汇、听写、自学技巧与创意思考。

学生完成以上课程后，即可了解英文的基本语法、应用正确的英文语法造出完整的
句子、在某些会话场合中充满自信的使用英语、能够阅读和理解英文报章及课本的篇章和
段落。我们设计一系列的活动促进学生对英文的兴趣。此课程以分组和专题讨论的方法教
学，同时也采用报章刊物等生活化教材。课程结束后，学生必须参加一项测验。成绩公布
后，所有参与这项测验并及格的学生，都获得一张证书。2010年，招生反应不俗，学生人
数达85人。

（三）学术顾问团

自2002年起，本院即聘请多位学术顾问，组成学术顾问团，负责指导及评估各科系的
课程内容，并且提供有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而提高本院的学术水准。受聘的都在各自的
学术领域有所专精，顾问团阵容如下：

序 姓名 备注

1 梁思礼院士 中国科学院

2 谭家健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3 廖可斌教授 中国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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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备注

4 徐岱教授 中国浙江大学

5 徐强教授 中国宁波市经济建设规划研究院

6 何寄澎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

7 陈金燕教授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8 锺明德教授 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9 李春芳教授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10 崔成宗教授 台湾淡江大学

11 王润华教授 台湾元智大学

12 施纯协教授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13 伍国文副教授 美国卡罗莱那大学

14 Neil Quigley教授 纽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15 Roger Hopkins教授 纽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16 陈丽萍博士 马来亚大学

17 杜乾焕博士 亚洲国际培训总会

18 Anizan Binti Isahak副教授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19 Noriah Mohd Ishak副教授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20 杨泉博士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

21 Mustafa Kamal Anuar副教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22 薛振美教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23 李慧德女士 马来西亚微电子系统研究院

24 Louis L. Downs副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25 Paul Gough教授 西英格兰大学

26 Juliana Abdul Wahab博士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27 Doris Lim Swee Lian女士 马来西亚公共关系协会

28 Kamarudzaman Md. Isa副教授 玛拉工艺大学

29 Ezwan Mohd Mokhtar先生 玛拉工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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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备注

30 潘碧丝博士 马来亚大学

31 Halimah Badioze Zaman博士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32 黄爱明博士 国立艺术学院

33 潘碧华博士 马来亚大学

34 郑庭河博士 马来亚大学

35 蔡雅熏教授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36 金瑞芝副教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37 张国恩博士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38 蔡维衍博士 丹斯里李深静基金执行董事

乙、注册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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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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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寄发有关学院或学科等资料给已被录取的新生，以期提高报到率。

2．新旧生注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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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册日与开课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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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一年举办三次新
生注册日与开课礼，一般开课前四天举办新生报到日，集中处理新生注册手续；注册后的
第二天举办新生开课礼，引导新生正式展开新的学习历程。

第一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31.12.2009/4.1.2010

第二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25.3.2010 / 26.3.2010

第三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29.7.2010 / 30.7.2010

4．学籍管理事务

学籍管理的事务很繁杂，其中包括在报名、入学阶段，确定学生资料完整及正确，将
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表现等建立档案，还有网上公布学生成绩、邮寄学生成绩单、
知会家长和各系学生学习动态。为有效管理学籍的事务，本处极力掌握学生各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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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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毕业典礼

第11届毕业典礼，受邀颁发毕业证书予应届毕业生的嘉宾为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新
田博士、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及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先生、胡万铎先
生、格罗斯特郡大学代表Dr Kevin Hapeshi。

第11届（秋季）毕业典礼，受邀颁发毕业证书予应届毕业生的嘉宾为董教总教育中心
主席叶新田博士、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及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先生、
格罗斯特郡大学代表Dr Paul Drake。

毕业生人数

科系 第11届
（日期：31.1.2010）

第11届（秋季）	
（日期：21.8.2010）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 17 8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 18 18

商业与行政副学士课程 9 10 

中国语言文学系副学士课程 20 12 

资讯工艺系副学士课程 15 8

媒体研究副学士课程 27 29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副学士课程 10 -

美术与设计视觉艺术副学士课程 4 -

美术与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副学士课程 26 16

美术与设计室内建筑设计副学士课程 11 7

美术与设计纺织及服装设计副学士课程 10 -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3 35 

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 - 9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2 2 

系统管理专业文凭课程 3 -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 2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3 10 

教育系专业文凭课程 1 111

戏剧与影像系专业文凭课程 - 6

共计 189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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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	课程

第11届毕业典礼

IEP师生在马六甲红屋前留影 IEP学生结业呈现-朗诵

带动唱 IEP师生橄榄球友谊赛

格罗斯特郡大学代表Dr Kevin Hapeshi颁发
毕业证书给商学系3＋0课程毕业生

格罗斯特郡大学代表Dr Kevin Hapeshi致词颁发证书嘉宾与新纪元学院各系主任合影

新纪元学院第11届毕业生出席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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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林晃昇成绩优异奖与书券奖的毕业生与台上嘉宾合影

第11届（秋季）毕业典礼

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先生颁发书券奖
给媒体研究系毕业生

媒体研究系毕业生合影

毕业生一景 新纪元学院台上嘉宾肃立唱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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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顾问

Doris Lim Swee Lian Ezwan Mohd Mokhtar Halimah Badioze Zaman

Juliana Abdul Wahab Neil Quigley Mustafa Kamal Anuar

Louis Downs Kamarudzaman Md. Isa Noriah Mohd Is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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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ough Roger Hopkins 伍国文

何寄澎 崔成宗 廖可斌

张国恩 徐岱 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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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芳 李慧德 施纯协

杜乾焕 杨泉

梁思礼 潘碧丝 潘碧华

金瑞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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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华 蔡维衍 蔡雅熏

薛振美 谭家健 郑庭河

锺明德 陈金燕 黄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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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0年，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现已改称为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仍以推广研究工作及提升学术风气为主要目标。在研究中心各位成员的通力合作之下，研
究中心在本年度顺利完成其工作目标，取得一定的成果。以下依据学术业务类型，分项报
告本中心2010年度的工作成果。

1．研究课题

1.1				锡米山社区华人基层经济社会生活形态调查

学界对马来西亚华人的研究一向集中在宏观文化、教育、政治或族群关系研究上，然
而对华人社会基层的经济社会生活及其面对的问题却缺乏具体的认识。因此，新纪元学院
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从2010年2月开始，与南大基金会合作进行为期两年的“锡米山社
区华人基层经济社会生活形态调查”。这一研究计划以锡米山新村为田野点，对华人社区
的变迁作一个详细的描述，以一个距离吉隆坡约二十公里的新村，如何搭上发展列车；以
民间的资源及劳力来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过程，同时积极发展社区的文化与教育活动，作
为研究重点。

2．学术交流会

2.1“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研究”学术交流会

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与砂拉越华人文化协会于2月6日假新纪元学院举办第二届“马
来西亚英殖民时期研究”学术交流会。本届交流会的主题是“马来亚、砂拉越及北婆罗洲
（沙巴）英殖民时期的西方图像”。交流会集中讨论了在1786年至1963年的英殖民时期，
西方文化对马来亚、砂拉越及北婆罗洲（沙巴）之影响，或这些殖民地所能理解的东方文
明。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会发掘和诠释英殖民时期所遗留给马来西亚在政治、经济、文

（二）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城市化的锡米山新村 研究员与锡米山村长杨全同先生详谈锡米山
新村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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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历史、文学、教育、宗教、思想等领域的精神面貌和影响。

序 题目 研究员

第一场次
1 战前马新南洋研究的中译现象概述（1930-1941） 廖文辉博士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2 British Colonial Policies toward the Chinese in 

Sarawak,1946 to 1963
英国殖民地政府对砂拉越华人实施的政策（1946-
1963）

周丹尼博士
（砂拉越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

3 拉者詹姆士•布洛克：一个引进西方文明到砂拉越
的统治者

朱敏华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历史组主任）

第二场次
4 海丽蒂•麦陀尔与砂拉越：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妇女

的异邦书写
蔡增聪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执行主任）

5 1950年代的现代思潮——以《蕉风》、《文艺新
潮》和《中国学生周报》为例

苏燕婷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6 战后马华现代诗之颉颃——以《蕉风》（1955-
1959）诗人群体作研究个案

伍燕翎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第三场次
7 殖民后的语言焦虑——谈叶谁小说《1946》的华

裔属性
黄琦旺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8 《砂拉越曙光》中的马来民族主义与华人图像 吴诰赐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副秘书）

9 独立前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左翼组织的关系初探 何启才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
			中心研究员）

10 砂拉越华文教育的发展：探讨由英殖民时期走向
独立时期的演变

杨佳佳
（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2.2		族群关系对话会

新纪元学院族群研究中心通过“国家政策与族群关系”对话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从政、经、文、教等各个层面，探讨当前国家政策与族群的相关议题，检视族群间的
关系进展，同时重新省思国家机关在促进族群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希望加强社会大众对“
族群关系”的认识和思考，以期打造一个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

（i）	第一场：“语言政策及国族建构”

首场场次主题为“语言政策及国族建构”，经于2010年4月24日，假新纪元学院A座
401会议室顺利举行，主讲者为北方大学讲师阿里斯博士（Dr. Alis bin Puteh）及淡江大学硕
士周泽南先生。主持人为本中心主任陈美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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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自独立以来就是我国多元社会的一个纠结，国家政策几次大转弯，显示这个
课题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最好的答案。阿里斯博士首先以学界理论为基础，谈及语言
的功能、运用单一或多语言政策的利与弊，以及语言对于团结人民的意义及教育发展的利
益关系。周泽南先生就国族建构的概念、进行语言规划研究的方法论，进而探讨我国语言
政策的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与争论。

3.	人文社会教育展

新纪元学院的创办，致力于提倡多元文化的办学理念，强调社区醒觉、创意、批判思
维及人文关怀精神，藉此发展全人教育的理念。“多元开放，成人成才”，一直是新纪元
学院秉持的办学理念。我们努力营造学术自由、学生自治，充满人文气息的校园文化。通
过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学生在课余之际，参加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进一步扩展全人教
育的精神。

在这一办学理念下，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与学术处联办“人文社会教育
展”。此活动展出新纪元学院三门通识课程学生的期末作业，着重于三个主题，即：“人
类的演化”、“校园社会学”及“人是教育的对象”。有关展览于2010年6月25日至6月26
日（星期五、星期六）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于新纪元学院C座UG	 Hall（学生活动中心）
进行。此外，配合人文社会教育展，我们也于2010年6月26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
展览现场举办一场学术讲座，主题为“中学通识教育”，主讲人为巴生兴华独中谢锡福老
师（任教通识课程多年），谈论通识教育所担负的使命和分享其个人心得。同时，现场也
有短片播映、书展，以丰富展览的内容。

探讨语言政策的阿里斯博士（中）与探讨
国族建构的周泽南先生（右），左为对话
会主持人陈美萍博士

参展的同学向来自美国的学生和老师讲解展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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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户外教学

为了推动校外学习，新纪元学院的两门通识课程，
即人类学和教育与社会变迁，合力组织校外学习团到位于
Gombak的原住民博物馆参观。

2010年6月5日，由岑劲霈和徐玉燕老师带领，共有
36位学生参与，于早上八时半正式由新院出发，九时半抵
达该博物馆。虽然该博物馆地处偏远，可是该博物馆拥有
全马原住民的分布资料，同时也展示他们共有或不同的生
活方式，使学生增进对全马原住民的了解。此次参观活动
中，学生均热烈地发表他们对于政府政策和原住民发展的
意见。参观博物馆活动约12时结束，之后顺道前往黑风洞
参观。整个校外参观活动于下午1时半结束，并于下午约3
时回抵新院。

5.	第一届南大基金会─新纪元学院讲座学者

南大基金会和新纪元学院从2010年起开启
学术合作，设立“南大基金会─新纪元学院讲座
学者”项目，每年邀请一位在学术领域上，具有
突出表现和卓越声望的学者，进行短期讲学。张
茂桂是第一位受邀的讲座学者,	 课程主题是“族
群关系研究的理论与趋势”。此课程于8月27日
至29日，在隆雪华堂二楼会议室顺利举行，隆雪
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为协办单位。课程时数共10
小时，分成5讲，每讲2小时。

参加本课程的学员，有来自国立大学的讲
师、非政府组织成员、大学生、公共政策分析员、前国会议员等。课程扼要地讲述了关于
族群研究的理论发展，也深入地探讨其面对的质疑和挑战，让国内外学者共同探讨族群研
究的未来方向和应用。课堂内讨论氛围热络，学员人数约70位，学习热情很高，几乎都全
程参加了本课程。

新院学生参观原住民博物馆后合照留念

张茂桂教授授课获热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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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研究员学术活动与研究成果

6.1	学术活动
研究中心各位研究员在本年度多次出席国内外其他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

日期 研讨会、活动 主办 研究员
7-5-2010 

至	
9-5-2010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
际会议”（ISSCO VII）（地点：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
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华裔馆

何启才

22-7-2010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Patter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i-
na in Transition: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
ies (ICS), University of 

Malaya

陈美萍

21-10-2010
至

23-10-2010

14th UNESCO-APEI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ssues of Postgraduate Schol-
arship Policy: A Case Study in 
Malaysia（Bangkok）

Education fo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岑劲霈

22-10-2010
至

23-10-2010

“开拓侨民与华语文教育新境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台湾）

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
学会

岑劲霈
潘永忠

8-12-2010
至

11-12-2010

“Online Socialization of Teenagers: 
A Case Study at New Era College”       
( Kota  Kinabalu)

The Asia Pacific Socio-
logical Conference 2010 

(APSA 2010)

徐玉燕
岑劲霈

6.2	论文刊载

1）岑劲霈，〈打破跨境高等教育的窘境——承不承认的问题？〉，载入《新院视
野》2010年1月号，雪兰莪：新纪元学院，2010年1月，页11。

2）岑劲霈，〈留学生教育：迈向国际化的桥梁〉，载入《新院视野》2010年4月号，
雪兰莪：新纪元学院，2010年4月，页11。

3）岑劲霈，〈透视奖学金制度：谁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载入《新院视野》2010
年7月号，雪兰莪：新纪元学院，2010年7月，页11。

4）何启才，<战前马来亚左翼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青年协会的
关系探究>，载入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战前地下斗争时期（二）——反法
西斯、援华抗日阶段》，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10年10月，页305-320。

5）岑劲霈，〈教育电子化：虚实之间的交集〉，载入《新院视野》2010年10月号，雪
兰莪：新纪元学院，2010年10月，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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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启才，<狼牙修与古吉打王朝>，载入黄琦旺主编，《中文•人》第10期，雪兰莪：
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2010年12月，页41-48。

7）陈美萍，〈Com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载入《新纪元学院学报》（总第六期），雪兰莪：新纪元学院
族群研究中心，2010年12月，页135-137。

8）徐玉燕，〈Colonial Image of Malay Adat Law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Studies on Adat 
Law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and Some Continuities〉，载入
《新纪元学院学报》（总第六期），雪兰莪：新纪元学院族群研究中心，2010年12
月，页139-142。

6.3	出版讯息

				（i）《新纪元学院学报》

					研究中心于2010年出版了2009年《新纪元学院学报》（总第六期），内容如下：

论文发表
1）近三十年来台湾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的回顾
	 —苏源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
	 —简爱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生）
2）从原型看尤三姐和媚金殉情故事的转喻
	 —黄琦旺（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3）从《庄子》的叙事逻辑看中国小说叙事的滥觞
	 —伍燕翎（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4）跨境文化视域的闽南歌——回首与前瞻
	 —陈恒汉（中国国立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5）宝鉴正反照——论赵姨娘的表与里
	 —孙爱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助理教授）

研究报告
1）《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中之吉隆坡广东话阅谭
	 —冼伟国（博特拉大学外文组特聘讲师）

书评
1）Com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陈美萍（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
2）Colonial Image of Malay Adat Law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Studies on Adat Law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and Some Continuities
	 —徐玉燕（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
3）The Malaysian Indians: History, Problems and Future

	 —罗圣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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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学报》（总第六期）

7.			教职员深造奖学金	

“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的设立主要是鼓励本院教职员继续深造，以达致博士教研
人员占总教研人员（专任）之30%或以上之目标。“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为院长室项
目，由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执行管理。	

a)	2010年度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	

本年度“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共收到2份申请，硕、博士学位申请者各一人。经
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委员会面试遴选后，议决暂时搁置本年度的深造奖学金。基于硕士
申请者对本院无法发挥长期的功用，故委员会议决不通过其申请。博士申请者虽符合奖学
金之资格，惟申请者已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不能同时领取两份奖学金。因此，委员
会建议新院以“助学金”方式资助申请者。	

b)	奖学金得主完成课程纪录（截至2010年12月31日）	

新纪元学院深造奖学金自2005年颁发至今，总共发出了14份奖学金，其中博士学位奖
学金共计9份，硕士学位共计5份。在这14份奖学金中，已完成课程的得主共有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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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中国语言文学系是新纪元学院于1998年创办时首先开设的科系之一。本系秉承学院多
元开放、成人成才的办学理念，为社会培养具有中文专业水平的人才。因此，不论在课程
设置、教学内容、升学管道、就业安排等，都尽可能求其多元化和具备综合的特点。

本系以培养我国中文师资、学术研究人才为目标，且积极负起开拓心灵视域、提升人
文素养、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责任；同时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景观及文化涵养为主要
目标。因此也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文化、历史、艺术和思想的学术讲座及研讨会等活动，以
发展、完善和培养学生们的健全人格、心理素质和审美素养。

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精华，而中文系本属于老学科。这些年来，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已逐渐确立适合本系实际的学术特色，我们将加强在传统文化和美学教育方面的努力，在
系内培养起浓厚、纯净、师生间互动的学术氛围，以充分体现出中文系的品格与气质。

2．教学特色

中文系主要为培养具有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中学
进行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以及具有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

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主要分汉语语言学和文学两大类。汉语语言学的课程主要有：现
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字学，让学生明了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获取古今汉语
的基本知识，进而掌握分析和研究古今汉语文字材料的能力。文学类的课程，主要包括中
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马华文学和世界文学等。在学习这些课程后，学生
能阅读古典文献，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与系统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
欣赏、分析、研究和写作能力。

中文系课程，在教学上并不是一味强调理论推介、说明和剖析。对于观念的启发、
实践的体验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训，也极为重视。提倡创新意识，注重知识的建构性是中
文系的特色之一，因此，我们实行话题教学法，由讲师讲解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疑点问
题，然后就某一话题让学生发表见解，鼓励不同看法，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同时也实
行“小论文教学法”，每学期布置1-2篇小论文，完成后，即举行系内模拟学术研讨会，
以加强学生将来继续研究之需，加强学术训练、调整实用课程，同时辅导学生做好生涯规
划，让学生的就业或深造，更符合时代与前瞻。

3．学制

本系于2005年开始，由最初的三年制改成二年制，毕业学分由107学分降为90学分。结
束本课程后，学生可顺利前往中、港、台等地姐妹校升学，完成本科课程及考取学位。

（三）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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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

中文系的课程一直以来都特别注重质量的平衡，但也不断改进，一方面固然为了确保
学生素质，其它方面也为了因应中、港、台各著名大学中文系课程的变动及达到毕业生前
往升学的要求。

5．研究

中文系讲师积极从事研究，并参与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经常争取机会发表文章于学术
沙龙及国内外学报等。中文系准备让更多老师认真、专注地做学问，不浮躁。

6．活动/	讲座/	研讨会

在搞好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本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向来注重与国内外单位广泛开展
学术交流活动。自1998年以来，数位蜚声国际的资深学者和著名作家受邀到本系讲学或参
加本系所主办的公开学术演讲、研讨会或座谈会，极大地活跃了学术气氛。邀请著名学者
和作家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和对话，是中文系里极为重要的实践环节。这不仅能激发学生
的兴趣，加深对文学感性的认识，而且还可把当下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带进课堂，
并在课堂教学环节营造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良好氛围，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敏锐的思维与感受能力。

我们也经常邀请国内外资深学者前来作短期讲学，并不时邀请过境马来西亚的学者及
本地学者开设讲座，将鲜活的前沿文学信息带进课堂，使学生们真切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
和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古代、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学习和把握，不仅限于理性认识
和文学史知识的掌握，也有客观的、鲜活的、动态的艺术感受。

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文系两年一度的重点工作计划之一。透过研讨会，加强与国内
外姐妹校的交流，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和导师制的优势，希望
通过教学和学术本身，用人文学科的特征自然而然地感悟、熏陶学生，从中提高学生的文
学、文化涵养和道德修养。

本系第五届“花月正春风”文学周系列讲座：

日期 主讲者 主题

2010.10.04 何乃健 环保文学

2010.10.05 吕育陶 在万花筒选择现代诗的意象

2010.10.07 蔡兴隆、卓衍豪、黄俊麟 男人出书一点也不老土

2010.10.08 谢伟杰 电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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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系2010年系务报告

日期 内容

1月 11日
26日

胡月霞主任主编《2008年中国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	。
本系收到浙江大学中文系（2+2）学士课程的MQA申请二次回应。

2月 2日
5日-6日

本系呈交浙江大学中文系（2+2）学士课程MQA二回的修正。
廖文辉讲师、苏燕婷讲师应邀出席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联办第二届“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研究”学术交流
会——“马来亚、砂拉越与北婆罗洲（沙巴）英殖民时期的西方图像”。
廖博士宣读论文<战前马新南洋研究的中译现象概述（1930－1941）>；苏
讲师宣读论文<1950年代香港南来与本地作家构筑的文学面貌>。

3月 19日
20日-21日

24日

26日

谭家健教授授权本院出版《中国散文简史》。
廖文辉讲师出席马来亚大学主办之“第七届马来西亚汉学国际研讨会”，
宣读论文<近三十年来的马新华人研究（1981－2010）>。
元智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润华教授来访。交流会中，罗志强讲师提及双联课
程学分抵免及升学事宜。罗讲师表示有本系升读元智大学校友反映自下一
学年开始，元智大学将要求本系升学生插班二年级。王教授表示此信息有
待确认，但其认为只要学生成绩达标，直接插班三年级是没问题的。
香港教育学院院长陈国球教授来访，本系讲师黄琦旺、伍燕翎、廖文辉代
表出席交流会。陈院长传达与本院中文系合作意愿，无论是在本院的双联
课程或者是两校的研究计划。

4月 6日

7日
8日

12日-15日

台湾屏东教育大学中文系代表团来访，本系讲师黄琦旺、苏燕婷、罗志强
代表出席交流会。屏东教育大学希望两校能从学术交流开始进而洽谈本科
双联课程事宜。
本系举办导师日，师生进行交流。
本系讲师黄琦旺、苏燕婷、伍燕翎、罗志强应邀担任乌雪县华小“乌雪县
华语诗歌朗诵比赛”评判。
黄琦旺代主任应邀赴台成功大学出席会议。

5月 7日-9日

12日

廖文辉讲师应邀出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和华裔
馆联办“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宣读论文<试论南洋
研究的三枝译笔——冯承钧、姚楠和刘士木>。
本系将2+2课程设置传给香港教育学院，供双联课程参考资料准备。

6月 7日
19日

本系2+2学士课程获得PTPTN申请资格。
《中文•人》第九期出版。

7月 2日-3日

26日

伍燕翎及苏燕婷讲师应邀出席香港汇知中学主办“第八届世界华文微型小
说研讨会”。伍讲师宣读论文<巧书成就了简写——读黎紫书的微型小说>
；苏讲师宣读论文<马华微型小说的城市书写>。
罗志强讲师与作家何乃健先生在理大华文学会（槟城）举办座谈会“我的
灵感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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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8日

10日
18日

新纪元学院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联办“家园意识与文学流变：第三届
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新纪元学院）。
廖文辉讲师筹办聂珍钊博士在院内进行“中国学术期刊的投稿攻略”讲座会。
黄琦旺讲师与作家方路先生在院内举办座谈会“如果我是真的——谈隐喻”。

9月 3日-6日
17日

伍燕翎老讲师应邀出席亚洲华文作家代表大会（印尼）。
黄琦旺代主任提呈2011年中文系全年工作计划报告书。

10月 4日-10日 举办第五届《花月正春风》文学周。

11月 1日-4日
3日

26日

伍燕翎讲师应邀出席中国（南昌）第三届国际华人作家滕王阁笔会。
黄琦旺讲师应邀担任循人独中文学奖讲评。
廖文辉讲师应邀到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讲课，课题为“读史心得-中国与马
来西亚华人历史比较研究”。

12月 10日-12日

10日-12日
12日

17日-18日

18日
30日

廖文辉讲师应邀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南洋学会7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
会——南洋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宣读论文<试论许云樵的交通史研究>。
罗志强讲师（顾问）及中文系系会协办2010年新纪元文艺营。
伍燕翎讲师（顾问）及中文系系会协办第17届新纪元学院大专文学奖。
本系讲师黄琦旺、伍燕翎、苏燕婷应邀出席“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
忆”国际学术研讨会。黄博士宣读论文<缪斯最钟爱的（马来）幼女驻留
在香港──再读方娥真>；苏讲师宣读论文<1950-60年代香港作家在马来西
亚构筑的文学面貌>；伍讲师宣读论文<马华文学书籍出版在香港（1950-
1960年）>。
廖文辉讲师应邀出席槟城族谱座谈会。
《中文•人》第十期出版。

7．中文系杂志

本着“文史定位，本土关怀”，本系于2006年4月出版中文系杂志创刊号《中文•人》
。内容方面，除强调以马新乃至整个东南亚为主要撰写内容或对象，也兼及中港台或西方
的文史范围。

（a）2010年6月，《中文•人》第九期出版。

（b）2010年12月，《中文•人》第十期出版。

8．其它

本系除强调学术探讨与加强研究外，也积极鼓励学生们从事各类文艺创作，进行各项
学艺比赛等。同时，也协助举办文学营、书法比赛等各类活动，旨在鼓励学生尽量发挥所
长、展现才华，让每位学生都能有机会扮演他们的角色。

中文系学生的作品与表现除获得院内讲师的鼓励与赞赏外，同时也获院外各学术机构
与单位的认可。以下为本年度本系学生得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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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学生得奖记录

在校同学得奖记录

得奖人 作品 奖项

张勃星 〈阅读（说故事给你听）〉
台湾第7届林君鸿儿童文学奖

第一名

刘雯诗 〈岛上之小变，我心之大变〉 全国青少年散文创作赛优秀奖

叶丁心 〈师恩〉 第3届星云极短篇小说入围奖

李毓琪 〈听说〉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特优奖

叶建勇 〈村口榕树下〉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佳作奖

叶丁心 〈童梦〉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佳作奖

许淑晴 〈父亲〉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佳作奖

林子策 〈移民〉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佳作奖

张勃星 〈丑石——读贾平凹《丑石》有感〉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佳作奖

王洁怡 〈回首〉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佳作奖

蔡慧丽 〈来自恒河的一叶心〉 第11届全国嘉应散文佳作奖

叶丁心 〈一直往前走〉 第11届全国嘉应散文佳作奖

王秀莹 〈	走调的口琴	〉 第11届全国嘉应散文佳作奖

周长键 〈爱的区域〉
第11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奖

第三名

李毓琪 〈南方鸟〉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

散文首奖

张勃星 〈Selamat Jalan〉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

诗歌次奖

张勃星 〈定位〉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

小说佳作奖

叶丁心 〈伊莎贝拉〉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

小说入围奖

陈欣怡 ——
2010年度新纪元学院全人教育社

会服务奖

刘雯诗 ——
2010年度拿督周瑞标中文系

奖学金

余蕴宁 —— 日本动漫问答比赛优胜奖

夏晓曦 ——
入围“绝对新声”校园歌唱

大赛8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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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系友得奖记录

得奖人 作品 奖项

林有仁 〈我的童年纪事〉 第10届元智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

周泳恩 —— 生活@兴大创意征文邀请赛优选奖

颜明德 〈对弈〉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特优奖

曹洁莹 〈南国忆〉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佳作奖

管伟森 〈世情〉 第3届游川短诗创作奖佳作奖

管伟森 〈遣闲等12首〉 第27届中兴湖文学奖古典文学组佳作奖

谢明成 〈搬身〉 第27届中兴湖文学奖散文组佳作奖

苏芸若 〈那一场小雨〉 第11届全国嘉应散文佳作奖

刘雯诗 〈缺口〉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佳作奖

林子策 〈亡命之徒〉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入围奖

颜明德 〈自夏天离去〉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诗歌首奖

何征仓 〈眠〉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小说次奖

刘雯诗

〈李永平回家了？──
谈《大河尽头》中“母
亲”的失落与还原缺

口〉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论文三奖

叶颂菁
〈谱出一首生命成长的
歌──谈邢诒旺的十四

行诗与两首长诗〉
第17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论文佳作奖

本系讲师得奖记录

得奖人 作品 奖项

苏燕婷 〈流云驿站〉 2010海鸥年度文学奖散文组优秀奖

罗志强 〈隔绝〉 第11届全国嘉应散文奖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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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系列讲座后，学生与主讲人谢伟杰先生
（右三）合影。

《中文	• 人》第九期 《中文	• 人》第十期

系上讲师与乌雪县华小“乌雪县华语诗歌朗诵比赛”得奖者合照。

文学周开幕礼，学生表演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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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发展	

本院今年一月份与八月份的毕业典礼上，商学系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学士课程的毕业生共60位。格罗斯特郡大学和新纪元学院，自合作以
来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已经成为双方在教育合作领域的最佳典范。这是让我们身处在环
球经济无疆界的年代中，继续扬帆奋进的绝佳动力。

2.	学术资格鉴定

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官员偕同本地大学讲师组成的审查团分别于今
年11月23日至24日及12月9日至10日莅临本院，为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 in Busi-
ness Administration）、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3+0）课程﹝BA	 (Hons)	 Business & Manage-
ment﹞及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3+0）课程﹝BSc	 	 (Hons)	Accounting & Finance﹞进行课程
审核。审查团对课程素质表示满意。	

3.	招生活动

商学系积极参与各种招生活动，包括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举办的《星报》教育展（1
月份）、新院开放日（1月、7月及12月）、FACON教育展（3月份）及谷中城大型教育展
（12月份）。学生和家长纷纷询问新院所提供的课程等资料。本院透过以上活动，宣传新
院是一间优质的高等学府。此外，商学系的讲师们也踊跃参与拜访各所中学，并为同学们
发表讲座。

4.	职员发展与培训

今年，商学系加入一批新力军，包括谢福强讲师、Navaratnam讲师、谢心蒂助教、
执行员陈素佩、郑铭扬与陈素嘉。为了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商学系职员不断地提升自
己，如研究、参与研讨会、讲座、培训及升学。今年，系主任胡禄铭博士出席“Malaysia’s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研讨会。Shamuni讲师与胡国鸿讲师出席“International Doc-
toral Education Research Network	 (Idern 2010)”研讨会。雷金和讲师与胡国鸿讲师出
席“Advanc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工作坊。卢美
杉讲师、Navaratnam讲师与谢福强讲师出席“Outcome Base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
proaches”工作坊。叶佩灵讲师、胡国鸿讲师与谢心蒂助教出席“Effective Classroom Man-
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工作坊。叶佩灵讲师、Navaratnam讲师与谢心蒂助教出席	
“Tertiary Instructors Pedagogical Skills	 (TIPS)”培训课程。执行员陈素佩、郑铭扬、陈素
嘉与谢福强讲师出席“ISO 9001:2008 Awareness and Interpretation Course”培训。执行员陈
素佩与陈素嘉出席“Mastering The Art of Consultative Selling for College Education Counsel-
lors”培训。执行员陈素嘉出席“ISO 9001:2008 Internal Quality Auditing”培训。	

（四）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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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小企业中心

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推展各类商业讲座会、工作坊、讲座会等活动，促进本院与商业
界的交流与联系。本中心以华教的传承精神，配合先进实务的管理思维，为华裔中小企业
与学生提供能够为他们创造价值的课程与服务。

新纪元中小企业中心也于2010年9月29日在新纪元学院UG Hall礼堂举办一场座谈会，
主题是“创业制与连锁业”。举办这场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对创业与连锁事业有更
深的了解以及明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本中心很荣幸地邀请到新兴电器(吉隆坡)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的私人助理的洪庆铭先生
来当这场座谈会的主讲嘉宾。在座谈会上，洪庆铭先生与学生们分享新兴电器的企业发展
过程及企业文化，包括生意经营及管理问题，传统生意及连锁加盟产业的比较。此外，他
也剖析管理不善的原因及解决之道。最后，他向出席者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它如
何令企业成功或失败。

主讲嘉宾非常乐意发表个人意见及分享宝贵经验，出席者也踊跃地发问，气氛热烈，
出席者均获益不浅。

6.	其他活动

为了让学生们学习如何经营企业，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DBA)举办为期两天的“
小型生意博览会”。学生们利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以及在任课老师的指导下，精心展出
各型各类的生意，分别有食品、糖水、糕点、日常用品、精品，以及服饰等等，学生们各
出奇招吸引更多的客人。从学生们很努力地经营这两天小型生意的表现，可说是已踏出成
为全方位企业家的第一步，未来前景可期。

趁屠妖节节庆期间，商学系于2010年11月1日举办屠妖节米粒拼图“Kollam”比赛，
让各族师生共同欢度一年一度的印度佳节。商学系的学生很踊跃参与比赛，参赛队伍一
共有11组，每一组是由三至四位学生组成的。学生们很用心的制作美丽的“Kollam”，其
中最困难的就在于如何调出图案原本的色彩，以及有耐心的把米粒一层层铺在空白的图
案上。Kollam艺术可谓“粒粒皆辛苦”。单从染色、调色、拼排的步骤，每一颗细小的米
粒，都蕴含著学生们的用心与诚意。此外，印裔学生也呈现精彩的印度舞蹈、歌曲以及介
绍屠妖节由来的短片。这个活动让各族师学们更了解这个节日融合着印度数千年的宗教、
神话与艺术。这次的比赛最重要的目的是能促进学生们团结合作的精神。最后，商学系的
主任与讲师们颁奖给所有参赛者。



90  学术部

商学系举办米粒拼图比赛，让师生们共同欢度屠妖节，并促进各族师生的了解与合作精神。

院长潘永忠博士（中）率领管理层接待来自MQA的
官员，为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及会计与财务荣

誉学士课程进行审核。

来自加影地区各中学的学生访问本院出席
商学及会计课程介绍讲座。

商学系系主任兼中小企业中心主任胡禄铭博士（中）颁发纪念品
予创业与连锁事业座谈会嘉宾。右为李泉氚副主任。



学术部 91

1.	重新粉刷网络实验室（B103）

2010年2月份期间，本系为了让网络实验室的外观拥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能够让参
观者留下美好印象，决定重新设计与粉刷网络实验室。我们请来目前仍在本院修读美术系
室内设计课程的同学，为网络实验室设计外观的图样。设计概念主要是以“Barcode”数码
的线条感为主，大门的设计主要是以网络线的插头为范本，相当创意有趣。整体的粉刷工
程在3月27日正式完工。学生对其外观设计的评语甚佳，上课环境与色调让人感觉更加舒
适。

2.	“现代学生学习心态”工作坊

本系为了了解学生学习心态的转变以及解决其学习上的困扰，主办了“现代学生学习
心态”工作坊，并邀请辅导中心一同协办。该活动在2010年4月24日，上午9时开始至下午1
时30分结束，参与者一共24人。

当天工作坊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由傅玉环老师和黄嘉琪辅导员分开带领老师与
学生进行活动。傅玉环老师带领系上老师进行的活动，主要是探讨自身在教学上所面对的
问题和以老师的角度所察觉到的学生学习问题等等。黄嘉琪辅导员带领系上学生进行的活
动，主要是用问卷的方式去了解学生自身所面对的学习问题和让学生试着去扮演老师的角
色，引导他们提出心中对老师的想法与感受。

第二环节的活动主要是由郑珍真执行员带领，这个环节主要是让老师与学生能够直接
面对面沟通。学生所面对的问题与困扰一一提出，系上老师给予清楚回应，从中减少双方
误解与摩擦。这场工作坊可说提供了有效沟通的管道，减少了隔阂，成功拉近了学生与讲
师之间的距离。

3.	EC- Council Academy举办CEH课程说明会

基于EC-Council Academy非常有诚意与本系合办CEH（Certified Ethic Hacker）课程，
本系邀请该单位的负责人于2010年4月28日，中午3时至5时，假本院举办一场CEH课程讲
座会，为学生们详细讲解相关的课程内容与报读条件等事项。本系学生对此课程相当感兴
趣，当天出席人数高达40人。本系已在七月份开办CEH课程。

4.	江沙崇华国民型中学来访团

2010年5月16日，趁江沙崇华国民型中学来访，本系安排讲师为该校师生讲解“高性
能计算与面子书”。此讲座让江沙崇华国民型中学的师生认识电脑的历史及了解高性能计
算的效益和种类，其中包括网格计算和云计算（Grid Computing and Cloud Computing）。最
后，此讲座讲解面子书和云计算的关系及使用面子书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五）资讯工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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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C-Council CEH	(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短期课程

本系于7月26至30日，在B104b电脑室举行为期5天的EC-Council CEH	(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短期课程。这项课程共有25位学生和5位讲师参加，由EC-Council的1名教练为我们
执教。

6.	EC-Council CEH	(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证书考试

本系于12月15日，在B104b电脑室为11位学生EC-Council CEH (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证书考试场地。本系派出讲师担任监考员。此考试总共有四位学生考获此证书。

7.	期终考试使用Cisco Packet Tracer 

Cisco Packet Tracer	是Cisco	网络路由器模拟器，适用于培训和教育，还可以进行简单
的电脑网络仿真研究。本系于11月18日，在B105电脑室，采用Cisco Packet Tracer网络模拟
软件为科目“TNWK254	网络路由和交换”	的期终考试。这让老师可以考核学生对电脑网
络的实习效果。

8.	赞助学生考CCNA证书

CCNA是一项受到国际认可的专业证书。本系以回扣考试费的方式，鼓励学生考取这
项证书。本系其中3位学生：刘群峰、陈德泓和邹文骏在今年9月和11月间考获此证书。

9.	学术资格鉴定

今年11月10至12日，5位由本地大学讲师和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官员
组成的审查团莅临本院，为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与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Diploma in Web Development）进行课程审核。经过两天的审
核，MQA官员满意课程素质。



学术部 93

前言

迈入第九年，媒体研究系以平稳的脚步、务实的态度提升及巩固系上学术水平，积极
配合院方为新纪元升格大学的格局而努力。	

2010课程特色基本上延续2009年的蓝本，以中英双语授课加强学生的媒体知识与技能
训练，课程涵盖“媒体研究文凭班”以及3项与台湾铭传大学联办的2+2双联课程。这3项课
程分别是新闻学士课程、广播电视学士课程和广告学士课程。就读以上课程的学生不但能
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贷学金(PTPTN)，2+2双联课程的同学在完成新院2年课程后亦可申
请插班至铭传大学或新院姐妹校，修读2年及考取学士学位证书。

在过去的一年，媒体研究系表现依然相当活跃，共举办13场讲座、1场大型活动和与
业界联办1场培训营，系上师生不但关系密切，亦同步共振，积极走入社区，走向人群。此
外，本系也全力以赴参与多项由新院、董总和业界筹办的活动如下：

1.“SE3D森生不息”环保与社区关怀活动
活动宗旨：	 1	)	提倡环保意识
	 							2	)	推广社区关怀
	 							3 )	发扬新纪元学院“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教育理念
活动名称：“SE3D”森生不息
举办日期：10月24日至27日

公关组今年延续环保公关路线，依旧以环保为主，推广面从幼儿园小朋友开始，以教
育小朋友应该从小就学习如何去感受和爱护地球，所以希望把“做环保、爱地球”这一个
观念种植到小朋友的心里，让这颗“种子”能够“生生不息”，共同创造美好的地球。

“SE3D森生不息”是媒体系“公关实务”课程的实习活动，从筹备到执行都由公关
组二年级学生运作，如设计活动元素、活动流程、寻找赞助商、活动宣传等。SE3D所代表
的含义是：S: Sense，E: Environment，E: Every，D: Day。身为地球子女的一份子，要相信
让爱地球、救地球“从自己开始做起”的信念。	

学生结合运用时下最热门的3-D立体话题，呈现创意环保的新概念。3-D代表着感官上
的多重体验，更真实，也更贴近地球。3-D也代表：
1.	听、看、触动
2.	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
3.	少用、再使用、再循环
4.	棕色、蓝色、橙色（垃圾分类的代表颜色）
5.	爱环境、爱地球、爱自己

（六）媒体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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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苑州议员YB李映霞受邀为活动主持开幕仪式，此环保与社区关怀活动吸引了超过500
位民众聚集在新院，参与一系列精彩活动，包括环保袋画画比赛、素素乐、创意教室、“
绿色希望”孩子区、纸皮隧道、领养仙人掌宝宝，亲子素食坊、“科技与地球”等环保讲
座，SE3D环保运动会等。运动会的比赛项目皆带有环保概念，包括教导小朋友如何作垃圾
分类。

2．《观察家》社区报增添影音新闻

目前海外许多知名媒体，如美联社（AP）、英国新闻广播网（BBC）、台湾联合报
等媒体，都在网页上加入影音新闻，马来西亚的媒体相信很快会加入这一波风潮，2010年
度的媒体研究系学生试验报纸《观察家》在3月份的学期开始，除了原有平面和网路版本
外，亦增加了影音部分以便媒体系的学生与时俱进。

《观察家》影音新闻推介礼于2010年5月10日（星期一）中午12时正于新纪元学院饮
水思源G楼食堂进行。本次《观察家》影音新闻推介礼主要推介《观察家》首次制作的影
音新闻。影音新闻是由“报章出版实务”同学到新闻现场拍摄的画面，并制作成1至1分钟
半的影片，上载至《观察家》官方网站，让读者观看。

此电视新闻的发布形式为每学期配合《观察家》出刊日期，每两周一次，每次二到三
则，每则至少一分钟，发布在《观察家》的网页上。拍攝内容方面,	每期会挑选二到三则重
大和有趣的新闻，随同《观察家》文字记者采访时拍攝。

3．《空中之城》校园广播更改至傍晚黄金播音时段

2010年第一个学期也是《空中之城》电台首次在傍晚时段播音，时间为5:00pm至
7:00pm,共播出12个节目。在广播正式开始前，助教会在4点半到5点期间播放节目预告和流
行歌曲。为了加强直播同学在播报新闻上的能力，这一学期的同学也首开先例，播出6点正
的三分钟新闻快讯。这个学期共播出8周节目，外加一集特别的户外广播。

2010年第一学期节目表：

星期 时间 节目名称

一

1700-1800	(直播) 时尚颖航

1800-1830 (预录) 乐动听

1830-1900	(预录) 新闻福克斯

二
1700-1800	(直播) 新闻new一news
1800-1900	(直播) 玩乐响歪Y

三
1700-1800 (直播) 感觉•	follow me
1800-1900	(直播) 轻亲点唱亭

四
1700-1800	(直播) 百事可解

1800-1900	(直播) 我是孩子王

五

1700-1800	(直播) 艾上影视厅

1800-1830	(预录) 访新出击

1830-1900 (预录) 乐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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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视调整节目播出时间的成效，节目播出第六周，本组在校内进行了600份的收
听状况调查表，问卷回收数为426。调查结果显示，共有158位同学曾在校园内听过“空中
之城”，整体认为校园广播最佳播出时段是从傍晚6点到晚上10点，这也意味着本电台更改
播放时间至傍晚时段的决定是恰当的。

这个学期共播出8周节目。在吸取上学期的节目播出经验后，“空中之城”在第二学
期继续沿用播歌曲作为每天开场节目，广播组同学成为播歌环节的当然负责人，也因此有
机会提早接触广播电台的工作，受益匪浅。

2010年第二学期节目表：

星期 时间 节目/主持人

一 1600-1700（播歌）	
1700-1800（直播）

1800-1900（预录）

Music Library
升学伯乐

6点新闻快讯
乐动听

二 1600-1700（播歌）
1700-1800（直播）

1800-1900（直播）

Music Library
心情漫游记
6点新闻快讯

麻辣两性俱乐部

三 1600-1700（播歌）
1700-1800（直播）

1800-1900（预录）

Music Library
本地音乐放大镜

6点新闻快讯
你知道吗？

四 1600-1700（播歌）
1700-1800（直播）

1800-1900（直播）

Music Library
红谈娱乐

6点新闻快讯
倒带Memory

五 1600-1700（播歌）
1700-1800（直播）

1800-1900（预录	）

Music Library
异国的耳朵
6点新闻快讯
Music on Air

4．更新系（校）友联系网　

媒体系自2001年成立，迄今有500余名毕业系友。目前媒体研究系系友会的面子书
（Facebook）成员有518名，系管理员会不定期的透过“面子书”的系友网络社群，并提
供工作与实习机会资讯给所有成员。现阶段我们已经展开每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义工招募工
作，希望透过与系友的联系，凝聚系友与新院的共识，藉此扩大新院在社会的影响力，促
进人才培养、招生就业，以建立一个互惠互利、资源共享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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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0年媒体研究系活动　
			（2009年12月16日－2010年12月23日）

日期 主讲人/活动嘉宾 活动名称

12月19日-20日 主办单位：《中学生》
协办单位：媒体研究系新闻组师生	

“文字DJ”采访营
-	如何拟采访大纲、追问问题

12月20日,
3月21日

张纹综老师（特约摄影、新纪元学
院摄影讲师）

“如何拍出一张好照片”	讲座

12月25日-27日 主办单位：988电台
协办单位：媒体研究系

陈嘉荣（988电台高级节目总监/	
8TV新闻主播）
大宝（988DJ）
余仁生-黄家建总经理
May/Kian（988DJ）
欣怡（988DJ）
May/kian（988DJ）
林淑萍（988节目总监）
988开心车队
陈嘉荣（988电台高级节目总监/	
8TV新闻主播）
关瑞琼（98.8	FM	丽的商台编剧、
导演、演员，拥有25年录制广播剧
的经验）/广播剧组
林添民
胡渐彪（988市场营销总监）

彪民/盈盈（988DJ）
陈嘉荣（988电台高级节目总监/	
8TV新闻主播）/黄颖彤（Website 
Content Executive）
KK/ANSON（988DJ）
家艺/皓敏（988DJ）
彪民/盈盈（988DJ）

“988中学生”广播营

课程一：发现广播的魅力	

课程二：节目主持技巧
广告个案习作：余仁生
节目预录：街头乐霸	
课程三：户外节目主持技巧
988圣诞节派对
课程四：访问技巧
团康活动：开心车队	
课程五：新闻播报

课程六：声音表情	

课程七：广告制作技巧	
课程八：评论节目主持技巧
实习作品recording—广告、广播
剧、节目Promo
才艺大比拼
988校园DJ俱乐部运作说明

DJ分享会
成果发表会
闭幕礼暨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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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讲人/活动嘉宾 活动名称

4月15日 空中之城广播室师生
林乐伟（网络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空中之城4周年台庆

5月5日	 Thirusambandam S/O Ramasamy
（现任RTM新闻摄影师，拥有14年
				摄影经验）

系列专题演讲（一）:“摄影机同
在的人”讲座

5月8日-9日 带领公关组同学参与由莲花苑州
议员所举办的“我的地球我的
家”地球日嘉年华

5月24日-28日
5月20日

5月24日

5月26日

5月27日

胡禄丰（《大马部落》主席）
钟进贺（《万挠男孩》出版负责
人）
黄建明（The People way博客）
周泽南-第二电视台《前线视窗》节
目前制作人
黄义忠-	NTV 7《非谈不可》及《追
踪档案》前制作人
黄进发-WAMI主席
YB郭素沁-雪州行政议员
李政贤
地下乐团
胎乐队、慑魂、NEUYABE、灰色
地带
曾薛霏-《独立新闻在线》中文版助
理编辑
黄德峻-Maybank	管理层
988开心车队

世界新闻自由日-Revolution
-	About Blog!部落格讲座活动

-世界新闻自由日之人权组织讲座
-大马资讯自由论坛

-电影分享—15 Malaysia
- Revolution Night

讲座（三）：媒体识读

-	988开心车队

5月28日 进行600人次的广播电台收听调
查表

6月6日 带同学前往面试988 UDJ计划

6月14日 媒体研究系	《	观察家	》 I-mage	大改造

6月23日 陈亚才 系列专题演讲（二）：
生态危机：经济发展	VS 社会公平

SMK Seri Indah	和SMK Seri Ser-
dang参访及广播室活动——校园
DJ户外广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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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讲人/活动嘉宾 活动名称

6月28日 媒体研究系学士班1年级B班同学 《听。思。说》媒体识读讲座

6月28日 媒体研究系学士班1年级A班同学 《追星追什么？》媒体识读讲座

7月2日 媒体研究系文凭班1年级A班同学 认识媒体

7月4日 陈素彬 媒体好好玩之广播节目的诞生

8月18日 广播组 600 份广播电台收听状况问卷调查

8月18日 彭素芬（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
毕业生）
谢劲程（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
毕业生）
陈志堃（义守大学大众传播系大三
生）
蔡惠欣（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
大四生）

留学台湾生活分享会

8月27日 巴生滨华中学大众传播协会与广
播组同学交流主持技巧

9月6日 媒体研究系广播组同学 2010年第二学期空中之城造势
活动

9月30日 黄明志 系列专题演讲（三）：
呐喊-年轻人的反叛与行动-黄明
志与您的对话”活动（展延）

10月14日 媒体研究系《观察家》 “绝对新声”校园歌唱比赛

10月18日 媒体研究系广播组同学 飞机上的万圣节

10月20日 邱涌耀，赖锦昆 系列专题演讲（四）：
纪录片拍摄经验分享

10月21日 媒体研究系广播组同学 “Let's Go On Air”

10月24日 媒体研究系公关组同学 “SE3D森生不息”环保与社区
关怀活动

10月24日 Douglas Tan
（Export and Eco Development Man-
ager Greatpac Sdn Bhd）

系列专题演讲（五）：
Why Eco-Friendly?
环保知多少？

10月24日 Jaron Keng 系列专题演讲（六）	：
Technology & Earth地球与科技

10月24日 郑佐鸿（慈济志工） 系列专题演讲（七）	：
环保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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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讲人/活动嘉宾 活动名称

10月24日 梁颉惠	(叶太) 系列专题演讲（八）：
亲子素食坊

11月4日 学生参访	 参访八度空间和OneFM

11月24日 曾丽萍（媒体研究系讲师）
陈素彬（媒体研究系助教）

独中统考评阅老师的夜间活
动：“你是胜还是败犬？”影视
剧欣赏暨分享会

11月25日 曾丽萍（媒体研究系讲师）

陈素彬（媒体研究系助教）

独中统考评阅老师的夜间活动-玛
丽和梦露在一起？短剧演出暨讨
论会

12月1日 学生参访 988电台

12月3日至5日 主办单位：《中学生》
协办单位：媒体研究系

2010环保尖兵彩飞扬
-认识新闻工作																										
（主讲人：孙天美）

12月9日至12日 主办单位：	988电台
协办单位：媒体研究系

988第二届校园DJ培训营

12月16日至18日
—

广播室活动——校园DJ户外广播
活动

12月22日 张惜珩（Grey Group, G2PR的客户
经理）

就业辅导讲座
-搞定自己，搞定Event

第二届988校园DJ培训营顺利落幕，全体营员和工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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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州立法议会州议员YB李成金参观
SE3D环保展览区，媒体研究系系主任陈心

瑜（右二）陪同。

台湾留学的学长与学姐趁寒假回院分享升学点滴

媒体识读	-	走入社区与中学生互动

2010年11月4日媒体系广播电视组和文凭班、基础班同学一同前往参观八度空间电视台和OneFM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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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了9个年头，美术与设计系的所有课程已经全数获得高教部的办学准证，同时获
准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贷款，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学生解决经费的困境，得以顺利地继续
求学。今年年初的毕业生中，有4位到纽西兰Wanganui设计学院继续修读最后1年设计学士
课程；获得全额奖学金到台湾继续修读最后2年学士课程的同学分别到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亚洲大学、台南科技大学、树德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深造；继续于研究所修读硕士学
位则到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其余的同学则已顺利毕业回国就业。

与英国UWE大学合作在本院开办的3+0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与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
士课程目前已有2个梯次在上课。讲师在教学上亦从容顺利，同时不断与英国UWE大学设
计系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此课程原汁原味的跟随英国UWE大学的教学内容与教法。与此
同时，本系开办一年制的美术与设计大学先修班课程，以方便符合资格的SPM毕业生就读
后得以顺利地升读与英国UWE大学合作在新纪元开办的3+0平面设计学士课程与平面影像
设计学士课程。

有关美术与设计系的历届毕业展览：2009/2010年美术与设计系的第六届春季毕业展
览主题为“I Dare therefore I am”,	展出日期为2010年1月27日至2月9日；同年第六届秋季毕
业展览在7月9日至8月22日举行，主题则为“Cross Over”，地点皆在本院C座UG楼的学生
活动中心。一如往年，同学们组织毕业生筹委会，努力地向外找赞助商，进行毕业特刊，
毕业美展海报，布条，请柬等宣传品的设计与制作，同时与媒体合作加强宣传。

2010年其他主要的事项

在教学与行政方面，与英国UWE大学合作在新纪元开办的3+0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
与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士课程，已经顺利地进行至第2年了。2位教职员于6月13-20日到英
国Bristol的UWE大学的设计学院作第二次视察有关课程并接受相关课程教学与评估的训练
与指导。同年7月29日、8月25日，英国UWE大学国际交流处的代表，亦到新院进行2场课
程行政与管理的培训，并为期末考试作评阅。

在接待方面：今年的3月25日，本系接待了英国UWE大学校长Dame Elizabeth Schloss
的到访，双方对于两校的合作状况感到满意，亦期望能有多方面更深入的学术交流。5月7
日及31日，本系先后接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现任及前任校长的到访。另于7月27日接待纽西
兰UCOL Wanganui设计学院的拜访。8月18日则有国立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及台湾朝阳科技大
学的到访。

至于招生及宣传活动方面，本系拜访了多所国立与私立中学，计有：文东启文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吉隆坡尊孔独中、怡保育才独中等等。在1月至12月之间，本系亦积极地
参与了多项招生宣传活动如：星报教育展、谷中城教育展，当然还包括3月、7月及12月的
学院开放日。

（七）美术与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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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活动与教学成果方面，本系白色工坊全年开放展出学生作品。今年3月，本系
3位老师Cikgu Azizan Othman, Cikgu Raha Jaafar,	及Ambrose Poh 进行了一项名为“Art To 
Art”	- Art & Culture Learning, A Journey to Beijing”的国外旅游，带领近30位美术与设计
系学生到北京游学。同时拜访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美术系，并与该校师生取得的成功互动与
交流。

今年的青少年美术工作营——“跃弹”如期成功举行。这次的美术工作营内容稍作
调整，增加了课程设计的部分。而第4届全国中学生美术绘画比赛亦顺利进行，主题为“
我的幸福”。今年的参赛作品超过100件，整体表现比往年更强更有创意，其中不乏出色
的参赛作品，使评阅工作更具挑战。优胜作品由本系4位讲师选出，成绩已经于11月初公
布。在此恭贺所有得奖的学生，亦感谢全国所有给予支持的国中与独中校长、老师及参与
的学生。

在讲座与工作坊方面，本系邀请了国内各类专业美术与设计工作者发表专题演讲，内
容遍及美术与设计知识产权、数码插画技巧、专题研究方法、有效的沟通方式、网络1.0与
2.0的差异等，启发学生在学习上的创意与思考的方式与方向,	 进而提升学生的创作水平，
内容精彩万分，学生获益不浅。

对外方面则进行了7场工作坊，内容有平面设计、服装设计、广告设计、素描、峇迪
腊染、陶艺等。参与的学校为峇株华仁中学、加影育华中学、蒲种国民中学、加影Jalan 
Reko国民中学、马六甲育民国民中学、吉兰丹中华独中及霹雳曼绒南华独中。此类活动由
美术与设计系及招生处联办并藉此宣传本系课程之特色。

总结2010年美术与设计系的整体表现，可谓扎实。服装设计课程的学生在全国鞋艺
设计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又于全国MODA Young Designer的选拔赛中，入选为六位最佳年
轻设计师之一，深获好评。同时平面设计课程的学生亦受邀参与亚洲设计学院联盟所举办
的COP10环保海报设计展览、国立台湾云林科技大学主办的国际设计工作营及元智大学暑
期生活营。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一起努力促使本系更壮大，课程更多样化，活动更精
彩，表现更出色。

2010	年度美术与设计系已进行之工作计划		 	 	 	 	

月份 工作项目说明

1月 出版第一期2010 Atelier。
9-10日：KLCC星报教育展。
11日：远距教学示范，电脑中心技术援助。
11	日：彭亨文东启文中学美术与设计系课程讲座。
27日：向第六届美术与设计系毕业生介绍英国3+0课程讲座。
1月27	日	至2月7	日	:	第六届春季毕业展览主题为“I Dare therefore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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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8日：“	Art To Art”	-	Art & Culture Learning, A Journey to Beijing”的北京游
学之旅。
20-21日：参与新院开放日。
24日：检阅与审查英国UWE 3+0课程第一年课程，由UWE代表Mian Ng负责执行。
25日：接待英国UWE大学校长Dame Elizabeth Schloss拜访本院本系。
26-27日：柔佛峇株巴辖华仁独中服装设计工作坊。
28日：参与英国UWE大学在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毕业典礼。	

4月 4日：马来西亚制鞋厂商工会主办“全国创意鞋绘比赛”本系服装系学生李绿焕
得第二名，陈德劭与彭洁莹得安慰奖。
7	日：服装电影欣赏会“华伦天奴-最后的皇帝”。
7日：第八届美术与设计系迎新晚会。
15日：特殊建筑材料引介。
28-29日：APD	两天美术与设计迷你书展于白色工坊。
29日：拜访八打岭Alpha学院推广英国3+0课程。

5月 1日：Autodesk绿色建筑会议，森那美会议中心。
4日：拜访尊孔独中推广英国3+0课程。
6	日：英国UWE 3+0课程第一年第一学期学生作品期末评阅：由本系校外学术
顾问及考委Kamarudzaman Md. Isa博士及Ezwan Mokhtar负责评阅。
7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长拜访新院。
10日：拜访吉隆坡中华独中推广英国3+0课程。
20日：参加MQA	课程标准及认证讲座，Menara PKNS, PJ.
21日：森那美会议中心Autodesk建筑讲座系列-	绿色建筑与BIM系统。
31日：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长拜访新院。

6月 2日：举办知识产权演讲。
9日：Epson 7990	大型彩色打印机装置与软件培训。	
13-20日：第二次到英国UWE大学视察有关课程并接受相关课程教学与评估的训
练与指导。
18日：加影育华中学陶艺一日工作坊。

7月 7月9	日-8月	22	日：举办第六届秋季毕业展览，主题为“Cross Over”。
20日：马来西亚MODA全国年轻服装设计师比赛，本系服装系学生陈德劭获选
为六位最佳年轻设计师之一。
24-25日：参与新院开放日：进行拚贴画、漫画及魔术画板工作坊。
27日：纽西兰UCOL Wanganui设计学院国际代表及讲师拜访本系。
29日：UWE国际代表Mian Ng审查及指导英国UWE 3+0课程——平面设计荣誉
学士课程与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士课程学生作业。

8月 5日：出席国际知名得奖摄影家Klavdij Sluban于八打岭Private Gallery发表的视觉
文化讲座
9日：本系3名讲师Denise Fernandez、谢易申和简如意为教总举办的教师节儿童
绘画比赛，主体为“我爱老师”担任评审。
11	及25日：UWE国际代表Mian Ng参与英国UWE 3+0课程期末评阅。	
18日：国立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及朝阳科技大学代表拜访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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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出版第二期Atelier。
4-6日：美术与设计系学会主办2010年全国青少年美术工作营，主题为“跃弹”。
9月7日至10月10日：美术与设计系学会主办第4届全国中学生美术绘画比赛，主
题为“我的幸福”。
28日：数码插画工作坊。

10月 10日：蒲种市国民中学陶艺及峇迪工作坊。
12-13日：白色工坊迷你书展。
15日：“专题研究方法”演讲，主讲者为国立国民大学教授ADI IRFAN博士。
15及22日：“有效的沟通方式”	演讲，主讲者为Rizwanah Souket Ali女士。
20日：加影Jalan Reko国民中学排版设计讲座。
26日：马六甲育民国中峇迪及素描工作坊。
29-30日：峇株巴辖华仁独中期末服装评阅。

11月 2-4日：参与全国独中统考美术科评阅。
6-7日：吉兰丹中华独中陶艺工作坊。
10日：霹雳曼绒南华独中马来西亚广告设计欣赏讲座。
28日：拜访怡保育才独中，与独中统考评阅老师交流。

12月 18-19：新院开放日。
18-19：吉隆坡谷中城教育展。

2010年全国美术营全体大合照。

青少年美术工作营营员摄于白色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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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工作营团康活动。

学员峇迪蜡染作业。

“	Art To Art” - Art & Culture 
Learning, A Journey to Bei-
jing”	北京游学之旅。

MODA全国年轻服装设计师比赛，陈德劭同学获选为六位
最佳年轻设计师之一。

“全国创意鞋绘比赛”：李绿焕得第二
名，陈德劭与彭洁莹得安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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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系6年，戏剧与影像系逐渐累积了一定的成果，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形象和品牌。今
年，本系在深耕之余开始进行开拓的工作，开拓本系师生作品的能见度，也同时开拓学生
在参与国际性活动的视野。

本系讲师贺世平带领3位学生演员，以本地著名剧作家廖培珍的作品《三个小孩》，
参与了在澳门举行的第一届亚洲青年戏剧汇演，备受瞩目。尔后更获得台湾剧评人于善禄
撰文给与相当好的评论，更获得澳门主办当局的再次青睐，应邀再去澳门演出。《三个小
孩》结束了海外行之后，更在雪隆地区重演，同样得到热烈的回响。而本系的师生不仅让
海外人士与本地观众看到本系的实力，本系师生更借此机会和来自澳门、韩国等国家的表
演艺术工作者交流，开拓了更多的视野。

影像组的学生，以《破•像》为主题，透过学生短片巡回播放的方式，将影像创作推
广到更多的地方。播映的地方包括吉隆坡的Annexe艺廊、怡保小绿洲图书馆、槟城光大A
会议厅、马六甲培风中学以及本院黑箱剧场。

本系的年度公演更首次走入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虽然因为演出场地的档期问题而延
后至2011年1月，但无损演出的素质和师生的热诚。由贺世平导演的年度公演《十八楼》
，以少有的长型舞台，刻画了大城市里头居住于政府组屋的边缘族群。当中有笑有泪，也
带出了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矛盾、争执以及关怀。《十八楼》除了几乎场场爆满以外，
也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同与热烈回响。

另外，本系的公演作品在“第九届戏炬奖”荣获共8项提名，而其中更凭学生毕业
演出《两个小丑…等运到》以及《三个小孩》拿下3个大奖，包括本系讲师贺世平再度蝉
联“年度最佳导演”。本系毕业生许慧珊在学期间的作品《24/7》入围台湾、印尼等地的
国际性影展。本系讲师区琇诒也受邀到2010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发表最新作品，以及
台湾国际实验媒体艺术节策划马来西亚实验媒体作品的单元，并发表文章与成为论坛的主
讲人之一。

这一切的荣誉与不断开拓本系师生视野的机会，不仅能推动师生坚持创作的毅力，也
带给本系非常大的鼓舞！

1.		学术/艺术交流	

 a)	第一届亚洲青年戏剧汇演（澳门）

2010年2月6日及7日，本系受到澳门戏剧农庄邀请，由系主任孙春美带领，导
演贺世平讲师及一年级学生梁家恩、邓绣金和何慧婷前往澳门参加第一届亚洲青年
戏剧汇演。

本系的演出剧目《三个小孩》改编自本国著名剧作家廖培珍的剧作《Three 
Children》。该剧透过不同的的童玩扮演，游戏中的喜怒哀乐，牵引出马来西亚华人

（八）戏剧与影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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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片国土的迷思。本剧采用片段形式，结合多种本土语言，混杂的文化、教
育、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突显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

与本系在戏剧农庄的黑盒剧场同台演出的还有韩国的Playsprout剧团。两场演出
的观众大部分是澳门的剧场工作者和学生，约百多人，当中还有来自港台澳的戏剧
学者和剧评家如：陈敢权、周凡夫、于善禄等。有机会让师生与国外表演者交流学
习，受益良多。

《三个小孩》的演出内容丰富有趣，演员落力精彩的表演，成功引起澳门观众
的兴趣、共鸣和反思。演出结束后，主办单位澳门戏剧农庄立刻提出邀请本系于4月
份成为澳门交际戏剧比赛的表演嘉宾。

b)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主办十九届校际戏剧比赛（澳门）

2010年4月17日及18日，本系受邀赴澳门任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主办，戏剧农庄承
办的第19届校际戏剧比赛的表演嘉宾。由贺世平讲师领队，带领五位一年级生，包括
三个演员加灯光陈薇琪和音效梁依琳，再次到澳门呈献《三个小孩》演出。两天的澳
门校际戏剧比赛分为11队小学组与19队中学组，假澳门理工学院礼堂举行，两场观众
共约四百多人。在紧张的比赛计分时间呈献《三个小孩》的精彩演出，同样获得观众
的赞赏，为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走出校外，走向国际舞台作了先驱。

2.	戏剧演出

a)《黑夜白贼》（排演I，11月5日至7日，共4场）

由毕业自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并曾在台湾著名剧团果陀剧场担任驻团导演的
李奕翰指导的一年级汇报演出《黑夜白贼》，改编自台湾剧作家纪蔚然的同名剧本。

《黑夜白贼》是纪蔚然家庭三部曲的首部曲。故事以遗失的珠宝为轴，带出了
家里每个人的心理纠葛，以及家人之间的争执、矛盾、猜疑、关怀和不满。

在李奕翰的带领之下，本系一年级学生，大胆挑战超乎他们心智年龄的剧中人
复杂的心理状态与变化，让观众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潜力。

第一届亚洲青年戏剧汇演（澳门）



108  学术部

b)《热带语林》（排演II，7月16日至18日，共4场）

本系的二年级汇报演出《热带语林》，源自于曾在本地以及新加坡和日本巡回
演出的剧场作品《“思想+自分”报告》。本地著名导演导演罗国文指导并带领学
生，把原本的4个演员的版本，发展成一个17位演员的演出。

《热带语林》探讨的是语言在马来西亚社会种种面貌和窘境。在罗国文的带领
下，学生进行各式的访问调查，再把调查的成果，以模仿受访者的方式，整合在演出
当中。这样的做法不仅提升学生对社会的批判思维，也同时让学生参与创作的部分。

《热带语林》以简洁的舞台，凸显出导演场面调度的能力，也展现了学生在模
仿和角色扮演上的趣味。

c)《十八楼》（排演III，2011年1月24日至26日，共4场）

2011年1月24日至26日，由本系二年级生制作呈献的《十八楼》舞台剧于吉隆坡
表演艺术中心（KLPAC）的PENTAS 2专业剧场内共演出四场。此演出是2010年本系
二年级排演三的汇报演出，由于剧场档期关系，被迫延至2011年才正式上演。

这是由贺世平讲师带领二年级16位学生共同制作与即兴创作的演出，叙述一
位年轻女编剧入住一栋传说闹鬼的18楼旧组屋内，从而带出五个家庭背后的感人故
事。学生演员15人，演出各年龄层的市井小人物，而且大部分是扮演五十岁以上的
父母，甚至婆婆级的老人家。演员们各有发挥，他们的精彩表演也深获观众好评。

《热带语林》

《黑夜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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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楼》四场的演出，总共吸引了观众约四百人。此演出选择在吉隆坡表演
艺术中心呈献，对学生是一大挑战。制作费多达马币一万余令吉，主要花费在昂贵
的剧场租金。值得的是在专业剧场内，学生有机会使用专业器材，更深入了解专业
剧场的运行操作。由于分秒必争的工作时间，让学生更积极和更谨慎。在技术指导
陈永兴讲师的引导下，学生全体通力合作，最后圆满完成这一项大任务。

d)《两个小丑…等运到》	（毕业公演，2010年7月23至25日，共4场）

2010年7月23日至25日，本系舞台组第五届毕业生呈献的《两个小丑等。。。运
到》毕业公演，于本院黑箱剧场演出。本届舞台组毕业生只有两位，所以演员方面
有本系一年级和二年纪的学生，甚至外系学生也一同参与演出。四场的演出，大约
吸引了二百多位观众。

这是毕业班学生包章洋所执导，改编自荒谬大师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果陀》。
经过改编后的《两个小丑等。。。运到》述说一群不专业的小丑演员被迫表演此经
典名剧，由于各自观念和态度不同，之后发生了剧中演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
带出人生荒谬的主题。《两个小丑等。。。运到》看到舞台组毕业生利用有限的资
源和人力，去完成一个完整演出，其中付出了不少精神和努力，也看到不同班级的
同学可以互相配合和付出。更值得开心的是学生的表现获得外界的肯定。演员之一
李佳洵同学更凭此剧获得第九届戏炬奖ADA AWARDS	最佳女配角。

《十八楼》

《两个小丑等。。。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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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三个小孩》马来西亚对外公演	（8月7日至10月3日，共	14场）

《三个小孩》自澳门载誉而归后，为了与更多本地观众分享，2010年8月7日至
10日在本院黑箱剧场做7场的演出，包括由董总安排招待中国高校考察团的百多名代
表观赏，也吸引了不少院内师生前来捧场，最后还因为满座而加演一场。

2010年10月1日至3日，《三个小孩》又搬到吉隆坡邵氏广场仁生剧场演出7
场，让吉隆坡的观众一起来分享。在吉隆坡的演出由于宣传不足，观众每场平均40
人，只达到观众席的一半人数。无论如何，观众的评价还是很好。

之后《三个小孩》继续接受不同地区团体和学校的邀请，包括加影、马六甲、
希望把这个演出推向全国各地，也让更多人认识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2011
年，《三个小孩》将会到怡保、吉打、槟城等地上演。

深受好评的《三个小孩》在第九届戏炬奖获得六项提名，并在颁奖典礼中由贺
世平讲师获得最佳导演奖，学生邓绣金获得最佳新人奖。

3.		影像展演

a)《破•像	——	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毕业巡回影展》（7月30日至9月3日，共7场）

本系4位影像组毕业生举办了《破•像》毕业巡回影展，向大众展示他们学习两
年半的成果，也获得了大众相当热烈的回响，展现了非常多元也不失深度的创作思
维。《破•像》影展的概念源自“破掉一切表层，还原影像的力量”，可以是低调批
判或显现生活形态，也可以是绽放崭新思维的毕业影展。参与巡回的影展的短片风
格都迥然不同，其中包括黄晓萍执导远赴吉兰丹取景并找来马来西亚国宝级唯一的
华人tok dalang操刀，在戏中大玩皮影戏的《Bayang-bayang》；侯纬晨执导充满单格
动画元素的幻像世界《搁在空中HOP》；许慧珊执导的《再见•黑鸟》，讲述平凡男
女在都市流失的岁月中暗涌着细微的深刻情感；以及穿梭在公路上的现实与梦境之
间，由俞云冰执导的《AWAY》。

《三个小孩》马来西亚对外公演	



学术部 111

此毕业影展巡回了马来西亚半岛，巡回的地点包括吉隆坡的Annexe艺廊、怡保
小绿洲图书馆、槟城光大Auditorium A、马六甲培风中学以及本院黑箱剧场。在巡回
过程当中，仰赖各地不同单位的协助方能圆满进行。这些单位包括怡保小绿洲图书
馆、槟城Noise剧团以及马六甲培风中学。

4.		系列讲座

延续本系自创系以来的宗旨，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并接触更多元领域的创作者，并
进而鼓励学生进行创作，本系的系列讲座同样邀请了来自海内外不同艺术领域的工作者，
到新纪元学院来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或创作模式，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创作养分。2010年本
系曾主办的系列讲座如下：

日期 讲题 艺术家

4月9日及10日 默剧工作坊 Soo San

8月11日
打破第四道墙，与观众即兴对话	-	
Playback Theatre

梁伟杰（香港）

8月17日 无处不音乐 莫颖诗（香港）

8月18日
半山芭社区艺术计划	+	半山芭老社区
傍晚游

杨两兴

9月15日 谈摄影时收音 吴乾坚（Ng Ken Kin）

9月22日 郭少麒<花非花>舞蹈剧场工作坊 郭少麒

《破•像—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毕业巡回影展》

默剧工作坊



112  学术部

5.	中学生戏剧美学教育

a)		TEA Time	中学生戏剧创作观摩会

本系于2010年6月18日至19日协办了TEA剧场策划与主办的第十七届TEA Time 
中学生戏剧创作观摩。这次的活动主要是让中学生能够有更完善的技术器材以及表
演空间，即黑箱剧场，发挥他们的小品创作，并在个别的演出之后，获得一些剧场
导演或老师们的专业意见和评语。

TEA Time的宗旨是为了提升中学生的表演水平和增加他们对外表演的机会，同
时提供一个没有约束及限制的空间，让中学生发挥无限的创意和原创的动力。一直
以来，TEA Time都非常强调中学生创作的原创性及实验性，在展现才华的同时，也
能够通过这个观摩的平台，加强各校戏剧分子间的交流，培育各校戏子互相学习的
精神。

b)“走入剧场——全国中学生戏剧观摩比赛”

2010年9月12日由本系与隆雪戏剧互动空间及凭舞台联合主办的走进剧场——
全国中学生戏剧DIY观摩比赛，于本院黑箱剧场举行。宗旨是让中学生有互相观摩
的机会，从中发掘戏剧人才，同时培养更多的戏剧爱好者走入剧场。这次的比赛
队伍共有9队，来自不同的中学。比赛方式与往前一样，由主办单位提供五样指定
道具，再由三道题目中选其一，限定人数，在当天直接演出。赛会一共有十多个奖
项，包括最佳戏剧金银铜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演员、优秀演员奖
等。本届的五位评审有：贺世平讲师、黄爱明博士、黄菲立、叶伟章、王涵奕。现
场观看的观众有数十位，包括一些学生家长。这一届特别的是在2010年8月1日在槟
城先主办了北马区赛，而获胜的冠亚军由主办单位安排到吉隆坡参加全国赛。最后
胜出的名单如下：

 ·最佳戏剧金奖：YID
 ·最佳戏剧银奖：零
 ·最佳戏剧铜奖：巴生光华国民型中学戏子研究会
 ·最佳编剧：零（骆彦瑾）
 ·最佳导演：YID（陈威杰）
 ·最佳表现女演员：YID（陈凌岭）
 ·优秀演员：刘可成、杨杏瑶、林嘉翔、吕以馨、洪其贤、谢微歆、陈慧珺	、彭舒敏
 ·最佳团队精神奖：新山宽柔中学戏剧研究会

c)		第二届全国中学生戏剧生活营

自1992年尊孔独中戏剧学会开始主办全国中学生戏剧生活营以来，每一年都得
到全国各地热爱戏剧的中学生积极参与和热烈的回响，并得到外界一致的好评。然
而，在举办了15届之后，却在2007年停办。这造成了广大想参与戏剧生活营的中学
生，甚至是大专生在这两年里都无法再参与这么大型和有意义的生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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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极力推广戏剧教育的TEA	剧场于2009年和本系联办第一届全国戏剧生活营
获得全国戏剧爱好者的踊跃参与。为了再次能让更多戏剧爱好者聚集在一起互相学
习戏剧，并给与他们更专业及凝聚的学习空间，故此和TEA剧场再度携手合作，联
办第二届全国戏剧生活营“宇宙姥姥的魔法”。

“宇宙姥姥的魔法”共吸引了超过200名来自全马各地的中学生参加。学员们
被分派到以神殿命名的13个不同组别去，如仙水城、烈火殿、神光城等，经过5天4
夜的学习，在12月30日晚上呈现了各组的学习成果，并在12月31日举行了不失隆重
但充满青春与热血气氛的结业仪式。

6.	戏剧与影像系讲师与学生荣誉榜

a)	讲师
i.	 讲师贺世平获“第九届戏炬奖”“年度最佳导演”。
ii.	讲师区琇诒获邀于“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和“台湾国际实验媒体艺术节”发

表最新作品。

b)	在籍生/毕业生
i.	 	毕业生许慧珊短片作品《24/7》入选台湾国际实验媒体艺术节、印尼日惹纪录

片电影节以及吉隆坡国际实验电影节
ii.	 在籍生李佳洵获“第九届戏炬奖”“年度最佳女配角”
iii.	 在籍生邓绣金获“第九届戏炬奖”“年度最佳女新人”
iv.	 毕业生陈忠实获“第九届戏炬奖”“年度最佳男主角”
v.	 在籍生梁家恩获剧艺研究会“2010单人剧观摩赛”“导演铜奖”
vi.	 在籍生苏中宏获剧艺研究会“2010单人剧观摩赛”“演员优秀奖”
vii.	 毕业生谢宛儒获剧艺研究会“2010单人剧观摩赛”“导演金奖”
viii.	毕业生俞云冰获剧艺研究会“2010单人剧观摩赛”“导演金奖”
ix.	 毕业生陈俊嘉获剧艺研究会“2010单人剧观摩赛”“导演金奖”
x.	 毕业生包章洋获剧艺研究会“2010单人剧观摩赛”“演员金奖”

第二届全国中学生戏剧生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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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创办谘商与辅导专业文凭课程（黄昏成人进修班），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
（简称辅谘系）累积了近5年的办学经验，直至2006年提升为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2+2学
士课程，从培养辅导义工转至培养辅导专业人员。本系学生需在本院修读2年的课程后，
再申请进入台湾姐妹大学继续完成另外2年的学士课程，四年课程结束后，修满毕业学分
者将获得台湾姐妹校所颁发的学士学位资格。

本系迈入办学的第五个年头，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2+2学士课程的新生人数增至17
位，今年一、二年级人数总计30人。本系与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联办的《辅导与谘商境
外硕士专班》已在今年11月29日正式开课。此硕士课程共有23位学员研读。此外，今年11
月下旬，院方新缔结了一间姐妹校——台湾国立新竹教育大学。辅谘系学生在本院完成2
年的课程以后可申请到该校教育心理与谘商学系，继续完成大三、大四的课程。本系学生
的升学管道由原有的四所大学（台师大、彰师大、文化大学、铭传大学）增至五所。

为开阔学生们的学习视野，系上主任、讲师和职员们在忙碌课务之余，多次带领系上
的学生到校外参访。校外参访的单位包括了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Turning Point Integrated 
Wellness）、博爱辅导中心（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Malaysia）、马来西亚安宁疗护中
心（Hospice Malaysia）、恩典青年中心（Charis Youth Centre）、得胜之家（House of Vic-
tor）与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教育中心（PKIK, Persatuan Kanak-Kanak Istimewa Kajang Selan-
gor）。

为了让系上师生的心灵得到大自然的涤净，本系举办了两次师生交流活动，一为波德
申丹绒端之“森”呼吸，一为吉胆岛生态之旅。全系师生在课堂外的大自然交流与互动，
促进了彼此间更融洽的情谊。

辅谘系的学生在结束本院的两年课程后，有意愿者可获得系方的协助，安排到独中进
行为期三个月的学校实习。为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不同独中的辅导运作模式，以便作出实
习学校的选择，本系讲师蔡福花带领一、二年级共六位学生在8月份南下参访了几间实习
的学校。本系自2009年起推展实习计划，今年共有两位学生分别到柔佛宽柔中学和峇株吧
辖华仁中学实习。

重要事项简报

1.	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

配合院方人才培育策略取向，提供华文中等学校教师与社区辅导工作者研习辅导专
业知能及拓展行动研究能力，鼓励辅导工作者在职进修，落实“国际交流、学术共享”的
理念，董教总教育中心与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签定协议，联办“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
班”，由本系承办。

（九）辅导与谘商心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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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是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与本院的第二项高等学
位课程的学术合作。开班宗旨是提供教育专业领域从业人员成长机会，提升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的专业发展，并协助院方开展教育专业的学术研究，促进马来西亚与中华民国的教育
与文化交流。正取生为26位，报到学员为23位。

《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在11月29日正式开课，当天也于董总行政楼A401会议室
举行了第一届开课典礼，出席嘉宾有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新纪元学院
理事会主席王超群校长、新纪元学院潘永忠院长、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郭丽安副校长、
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赵淑珠院长、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学系王智
弘主任、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进修学院进修研究中心李建平主任、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
联合总会姚迪刚会长、新纪元学院学术部叶汉伦主任、新纪元学院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蔡
苔芬主任、新纪元学院行政部孔婉莹主任及辅硕班全体学员。

《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自年11月29日至12月17日为期三个星期的课程包括了谘
商理论与技术研究（由邓志平助理教授指导）、研究方法（由谢毅兴副教授指导）和谘商
实务（由林杏足副教授指导）。此专班为期三年，总共需要修毕36个学分，再到台湾作论
文答辩与参加毕业典礼。

2.	校外实习

为使本系毕业生能在华文独中透过实务工作演练所学专长，以实践理论与实务结合之
教育理念，本系续去年的方案进入第二届毕业生实习计划。实习的最大目的乃为加强学生
对独中辅导工作的认识，了解辅导教师之职责与角色；透过课堂实习，提高学生的教学知
能与班级管理能力，透过参与辅导处的日常业务，了解学校的行政运作。

实习内容以辅导活动课教学、成长团体及辅导行政实习为主，为期3个月。今年参与
校外实习的学生为邹文迪和张瑞涵，他俩分别到柔佛宽柔中学和峇株巴辖华仁中学实习。
在实习的过程中，实习生需要定时缴交实习记录表与辅导课的教案等，在过程中不断成
长，可谓收获丰硕。

辅谘系第四届毕业生在2010年6月15日于团辅室进行了一场实习分享会，出席这场分
享会的学长有关振顺、张芮涵和邹文迪。分享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学弟妹分享到独中实
习的心得，让学弟妹们对校外实习有比较具体的概念。

为了让2010年辅谘系二年级同学提早了解校外实习的内容及实习的环境，蔡福花讲
师特地带领学生在2010年8月6日南下参访了几间与本系有实习协议的学校（马六甲培风中
学、麻坡中化中学和峇株巴辖华仁中学）。

3.	户外教学

3.1参访辅导中心——博爱辅导中心、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和马来西亚安宁疗护中心

辅谘系在今年4月份学期（6月17日）由系主任、讲师、辅导中心老师、执行员陪同
下，全体同学参访了八打灵的博爱辅导中心和蒲种的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以了解社区辅导
中心的运作。参访的最后一站，我们也让同学接触了生命教育－临终关怀这个课题，参访
了位于蕉赖的马来西亚安宁疗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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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辅导中心是成立了20年的辅导机构。在参访的开始，博爱的赖裘华顾问和中心主
任为师生们介绍博爱辅导中心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也讲解了博爱辅导中心现有的服务范围
包括游戏治疗、沙箱治疗、面谈辅导、婚前辅导、电话辅导、电邮辅导、书信辅导和测验
等等。博爱辅导部主任也带我们到沙箱游戏治疗室和游戏治疗室现场为我们讲解其运作过
程。

位于蒲种的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是一个布置新颖的全人发展中心。透过中心工作者郑
裕浩和蔡学敏的讲解，我们了解了其服务范围和中心的特色。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的服务
范围涵盖心理辅导	/	心理咨商	/	心理治疗服务、生涯咨询	/	辅导、企业心理咨询（Employ-
ee assistance programme）等等。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尝试打破人们普遍对辅导的想法，把
辅导变成是可以亲近的。此外，转捩点全人发展中心也开拓了企业心理咨询，这对学生而
言，是一个认知不深的范畴。同学们以提问的方式了解辅导在企业心理咨询的运用。

蕉赖马来西亚安宁疗护中心成立于1991年，是个慈善团体，宗旨是推广和建立一项专
业缓解疗程服务，并且不分种族、宗教或社会地位，为末期病患者提供免费的专业服务，
纾解病患的痛苦。来自马来西亚安宁疗护中心的医生Dr Felicia Chang Chui Fun和护士Ms 
Lilien Chen为我们深入讲解该中心为末期绝症患者提供病痛及病症缓解服务的内容，让病
患能安度生命最后的岁月。此外，医生也为我们讲解辅导的技巧，例如怎样协助医生和护
士们帮助病患。

三个团体的参访，让学生获益良多，更让学生了解辅导与谘商在辅导界和其他行业的
实际运用情况。

3.2	参访恩典青年中心与得胜之家

此活动为《人格心理学》户外教学的其中一堂课，参访戒毒中心主要是让学生亲身去
观察、聆听、感受以及理解戒毒者反思其吸毒与戒毒过程（如：初期吸毒的诱因与造成复
吸的原因；吸毒者的迷思、行为、情感、意志及思维等）。此外，也让学生了解不同毒品
的荼害及其对个人身心、家人朋友与社会造成的影响。

透过福音戒毒中心参访与戒毒者面谈，学生可以引用人格心理学的概念去探讨人与
自己、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例如:佛洛依德的潜意识动机论--生之本能与死
之本能、从精神分析论的观点去了解人的异常行为与焦虑的性质以及马洛斯的自我实现
潜能--人不只是只图活着而已，而是，在情况许可下，须不断地探索与改善自己的生存条
件，由不完美指向完美。

3.3	参访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教育中心

参访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教育中心为辅谘系二年级同学教育心理学的户外教学的其中
一堂，在马梅真老师的带领下，辅谘系15位二年级与单科选修的学生在10月1日参访雪兰莪
加影特殊儿童教育中心。

透过参访，同学们了解了雪兰莪加影特殊儿童教育中心成立的原因、服务范围与社会
工作者在与特殊儿童互动时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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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师生交流

4.1	波德申丹绒端-“森”呼吸

这是4月份学期（4月11日）由辅谘系系主任蔡苔芬与蔡福花讲师带领26位一、二年级
学生与大自然接触的活动。我们也邀请了一位热爱大自然的年轻人——吴永铨老师带我们
走一趟“森”呼吸之旅，为同学们解说红树林的生态环境。这次“森”呼吸的地点位于森
美兰州的波德申丹绒端（Tanjung Tuan）。

丹绒端是在沿海地区。同学们徒步走了大概30分钟后就来到了历史悠久的灯塔。在灯
塔附近，大伙儿遥望着海湾，看到了海龟不断地从海里浮在海面上呼吸。再绕过灯塔，我
们经过了陡峻的斜坡到了海边。在蜿蜒的沙滩深处有一些生物例如蚌类、寄居蟹等等，在
吴老师的讲解之下，同学们也些许地了解了海岸的生物链。此活动除了让导师和学生可以
进一步交流之外，也是一趟生命教育之旅。让同学在研修辅导知识的路上，也学习爱护大
自然。	

4. 2 吉胆岛生态之旅

2010年4月份学期单科选修生命教育的学员－蔡福文为了感谢福花老师之前在课堂上
的启发，特别安排了这次的吉胆岛生态之旅。同班的另一位单科选修生李昭昭也协助筹备
了这次的吉胆岛生态之旅。系办老师与同学们在2010年9月25日至26日浩浩荡荡地乘搭电动
火车（KTM）辗转地来到吉胆岛。

为了让学生了解岛上的生态环境，活动中特别安排了参观渔场的环节，渔场负责人为
大家详细说明鱼的种类、渔场设立的过程等等。福文则与大家分享他个人结合了渔夫捕鱼
和摄影的生活历练。由于系办将活动策划的重任委托给辅二，这次的吉胆岛生态之旅让辅
谘系二年级的同学更有机会学习团队带领与安排活动，与老师们、学弟妹们联系感情。

5.	客座教授与讲师到访

5.1客座教授Louis Downs副教授：“四川灾后之危机处理”分享

8月19日，本系学术顾问Louis Downs	副教授应本系兼职讲师陈如湘的邀请，为辅谘系
二年级的同学分享“四川灾后之危机处理”。学生对此课题非常感兴趣，教授透过自己所
拍摄的照片来阐述四川灾后及其危机处理的过程。教授强调危机处理中，让灾民宣泄情绪
和表达自己有助于灾民灾后的情绪康复。听完教授的分享后，同学们踊跃发问。“四川灾
后之危机处理”让辅谘系二年级的同学上了一堂不一样的“危机处理”课程。

5.2	妇女援助中心王妤娴小姐：“家庭暴力之危机处理”

10月28日，在陈如湘老师的邀请下，妇女援助中心王妤娴小姐到访新纪元学院，为辅
谘系一年级与二年级同学解说家庭暴力之危机处理。王妤娴小姐分享的范围包括了性与性
别、家庭暴力简介、暂时人身保护令的申请和如何等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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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Downs 副教授与师生合照 “森”呼吸师生合照

参访博爱辅导中心赠送纪念品之合照 吉胆岛生态之旅全体合照

实习分享会全体照 马来西亚在职进修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
班开课典礼之全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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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1	新开办班级

1.1.1《第届马来文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沙巴区）》

沙巴州第1届以马来文为媒介语的《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于2010年12月4日正式开课，
参与此课程的老师共34位，分别来自沙巴9所独中。当天也举行了开课礼，出席者包括了沙
巴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代表、新纪元学院代表和媒体记者。此课程的联办单位为
新纪元学院与沙巴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上课地点为沙巴建国中学。

此课程第1阶段的第1门课《教育心理学》和第2门课《班级经营》的讲师分别为大马
师训学院怡保校区的Dr Lee See Seng和Madam Tan Ai Lee。第3门课为《教学原理与实践》
，讲师为来自双溪大年新民独中的林清寿校长。

1.1.2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继2009年《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结束后，本系今年再度和吉隆坡中华
独立中学联办第二届教专班。

本系在2010年10月15日与隆中华举行了签约仪式，正式宣布新一届教专班的诞生。随
后在2010年12月6日，也就是开课的第一天举行开课典礼，并邀各校校长以及媒体记者出
席。12月份学期共上课3门，分别是由施明发助理教授讲授的《班级经营》、蔡顺良副教授
讲授的《教育心理学》以及温明丽教授讲授的《教学原理与实践》。

本届共录取了33名全职报读的学员，外加1名单科选修生。除了16名学员来自隆中华
外，也加入了4名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学员、7名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学员、2名巴生滨华中学
学员以及5名巴生兴华中学学员。

1.1.3《第九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霹雳区）》

《第九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霹雳区）》于2010年12月13日正式开课，同日举行开课
典礼，参与学员共29位，包括4位旁听生，分别来自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双溪大年新民独立
中学、霹雳深斋中学、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霹雳班台育青中学和培南独立中学的老师。
此课程的上课地点为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霹雳区第1阶段课程的第1门课为《教学原理与实践》，讲师为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的邱
世明讲师；而第2门课为《班级经营》，讲师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何希慧副教授。

1.1.4 马六甲培风中学《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本系在去年成功举办马六甲培风中学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后，由于
反应不俗，今年12月再次与培风中学联办《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培风中
学第二届学员共有31位，于12月14日举行开课典礼。上课地点为马六甲培风中学。

（十）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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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学年第一阶段里，《教育心理学》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蔡顺良副教授讲授，
《教学原理与实践》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温明丽教授讲授，及《马来西亚教育研究》由邓
日才校长讲授。

1.2	进行中的班级

1.2.1	新山宽柔中学《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本院与新山宽柔中学联办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学员共有60位，上课地点为
新山宽柔中学。至今年12月，该课程已进入了第二学年。上课科目有《学校辅导工作》由
蔡苔芬博士及吴启铭老师讲授、《班级经营》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黄纯敏副教授讲授、《
多媒体辅助教学》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郝永崴助理教授讲授。

1.2.2	《第三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槟城区）》

	本院与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于2010年3月正式开办第三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参
与此课程的老师共60位，分别来自槟城5所独中。此课程的上课地点是钟灵独立中学。

本班在今年3、6和12月上课。3月份，第1阶段的课程是《马来西亚教育研究》，讲
师为邓日才校长。6月份，本系邀请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陈淑美教授担任《教育心理
学》的讲师。12月份，台湾的游进年副教授和张民杰副教授分别讲授《教学原理与实践》
和《班级经营》。

1.2.3《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沙巴区）》

本院与沙巴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举办的第四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分别
在6月和12月上课。6月份开办了《学校辅导工作》，讲师为台湾吴淑祯老师。而在12月
份，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游进年副教授和张民杰副教授，分别开授《教学原理与实践》和
《班级经营》。此外，学员在今年3月至7月进行了校内视察。

1.3	结业班级

1.3.1《第八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雪隆区）》

雪隆区第八届课程的开课地点分为两处——巴生兴华中学和巴生中华中学，巴生兴
华区共有31位老师；而巴生中华区包含了巴生中华、巴生光华和巴生滨华的老师，共有29
位。在今年3月至7月完成校外视察后，学员们于8月21日参与本院举行的第11届（秋季）毕
业典礼，有17名结业学员参与。荣获林晃昇学术成绩优异奖为巴生兴华的林美燕老师和巴
生中华的陈春福老师。另，获得书券奖者为来自巴生兴华的林玉莲老师、邱慧诗老师和吕
俍駩老师；至于巴生中华区获得此奖项的老师为洪美芬老师、潘凤清老师、颜美华老师。

1.3.2 马六甲培风中学《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校本）》

马六甲培风中学第一届共28位学员顺利毕业，学员分别来自麻坡中化中学、利丰港
培华独立中学、波德申中华中学与马六甲培风中学。在今年3月至7月完成校外视察后，19
位学员于8月21日参与本院举行的第11届（秋季）毕业典礼。荣获林晃昇学术成绩优异奖
为林艾妮老师；获得书券奖为何赞豪老师、杜美珊老师和温淑欣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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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第二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砂拉越区）》

砂拉越区第2届的学员分别来自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古晋中华第三中学、古晋中华第
四中学、诗巫公教中学、民都鲁开智中学，共16位老师顺利毕业。在今年3月至7月完成校
外视察后，并于9月8日参与由古晋中中校董会举办的毕业典礼。荣获林晃昇学术成绩优异
奖为黄子芩老师；获得书卷奖为翁小芬老师、沈美端老师和郑玉宝老师。

2.	短期工作坊

2.1	《数位华语文师资培训计划》

《数位华语文师资培训计划》的开办目的是为合作单位提供后续师资专业培训机会，加
强教师运用资讯科技融入教学上的知识与技能。此课程于2010年5月20、22及23日分别在巴
生兴华中学以及新山宽柔中学（两个据点）举办。参与人数共有147人，即巴生兴华中学54
人，新山宽柔中学93人。参与此项培训计划的学员分别来自吉隆坡中华中学、尊孔中学、
循人中学、坤成中学、巴生中华中学、光华独中、滨华独中、兴华独中、芙蓉中学、宽柔
中学以及宽柔古来分校。此课程是由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应用中文系蓝玉如教授讲授。

2.2	《数学教师短期工作坊》

《数学教师短期工作坊》的开办是为了因应马来西亚独中教育的需求，培训更多在职的
数学老师，以提升独中教师在数学科的教学技巧与素质。此课程于2010年9月6至8日在新山
宽柔中学进行，共有88名执教高中及初中的老师参加，分别来自南马区的新山宽柔中学、
宽柔古来分校、峇株华仁中学、居銮中华中学、永平中学、麻坡中化中学、笨珍培群中学
及利丰港培华独中。此课程是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刘正传教授（数理学科主任）及林世
昌教授（招生组组长）讲授。

2.3	《学校行政主管培训课程》

除了《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外，新山宽柔中学也要求开办《短期工作坊——学校行政
主管培训课程》。参与的学员共有32位，来自新山宽柔中学、宽柔古来分校、利丰港培华
中学、永平中学及居銮中华中学，当中包括了校长、副校长及各部门主管。此课程于2010
年12月13至17日在宽柔中学举行，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谭光鼎教授讲授，上课时数也应宽
柔中学要求从原本的18小时增加至36小时。

3.《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本系于2010年4月份学期正式开办《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并开放予公众人士参
加，决心将优秀华文师资的培养拓展到幼教领域。此项课程为期2年半，以中文为主要教学
媒介语。课程设置以理论性课程垫实基础，例如：《幼儿教材教法》、《幼儿心理学》，
也融入实践性强的课程让学员们学习教学中的实际操作，例如：《幼儿体育》、《婴幼儿
保育概论》，再辅以教学实习，达致课程的完整性。

第一学年共录取了15位报读《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的学员，实属不易。未来，新
纪元学院教育系将继续努力，往幼教课程学士学位，甚至硕士学位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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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方兴未艾，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培训更是迫切，亦是本院致
力开拓的重要项目。与传统的中文系课程比较，对外汉语教学着重于训练学员教导零中文
基础、或中文基础较弱的人士学习中文，因其教学对象包括友族同胞或外籍人士，学员本
身对中文和中华文化需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同时兼具一定的外语能力，从而让不同的族群
认识中华文化，加强族群谅解。

课程的第一学年共录取了9位学员，并邀得北京语言大学的邱冰教授讲授2门课：《语
言学》和《语法教学》，为期30天。邱冰教授的教学认真，点出学员们的中文咬字、写作
等需要改进的部分，为学员们日后的教学工作产生启蒙的作用。

5.	与国外大专学府合作之课程

5.1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暨新纪元学院华文独中师资培训中心

教育系于本年度取得的最重大硕果莫过于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联合成立了“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暨新纪元学院华文独中师资培训中心”。中心的成立旨在提升全马各独中教师的
教学素质，以及提供良好与专业的教师进修培训管道，以便往更宽广的方向继续发展。

自2005年起，本系多次成功邀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为独中教师授课、联合开办师
资培训课程。在学员的良好反应以及本系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合作愉快的基础下，两校合
作成立一所专门培训独中师资的中心，以协助华文独中解决师资问题，最终促成“国立台
湾师范大学暨新纪元学院华文独中师资培训中心”的成立。

2010年5月7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暨新纪元学院华文独中师资培训中心”在马来西
亚加影新纪元学院正式成立。出席见证中心成立的嘉宾包括马来西亚副高等教育部长何国
忠博士、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张国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院长潘朝阳、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侨生先修部主任刘正传等。

此中心是本院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第3个合作项目，它是本院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展开学术合作的正式平台，并将成为本院为独中培训师资的主力。这是一项长期的合作，
未来还会有更多教育与学术合作计划。师培中心的成立不但促进两校的学术交流，更为华
文教育及师资培训开创一个新时代。

5.2 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第一届学校行政硕士班》

董教总教育中心与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于2008年1月19日正式签约联办《第一届学
校行政硕士班》，到今年已进入最后的授课阶段。2010年6月，杨忠斌副教授讲授《教育
美学》和林素卿教授讲授《课程专题研究》。12月，龚心怡所长和王智弘副教授分别开授
《社会心理学研究》和《组织心理学研究》。此外，多次来马授课的林素卿教授和林国桢
助理教授亦前来为学员审查论文。一旦论文顺利完成，学员们将在2011年6月份到台湾参
与论文口试和出席毕业典礼，为《第一届学校行政硕士班》的学程划上美好的句号。

11月29日，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丽安博士、教育学院院长赵淑珠博士、辅
导与咨商学系主任王智弘教授和进修教育研究中心李建平主任从台湾远道而来出席辅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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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班开课典礼，并同时举行《第二届学校行政硕士班》签约仪式，再接再厉，为提升独
中行政专业水平作出贡献。

5.3	华中师范大学硕博班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成立于2005年5月，由原教育科学学院的教育系、教育科学研
究所与教育部中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湖北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课程研
究中心和教育评估中心等单位组建而成。

新纪元学院教育系提供教育专业课程之外，也为老师们申请赴华中师范大学修读硕博
士班的课程，希望借此为独中师资培训系统奠下良好的基础，以培训更多具备卓越专业素
质的独中教师。

透过新纪元学院保荐而报读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硕博士在籍生共有10人，硕士班学员包
括张济作，研究方向为学校行政管理；郑惠蓉，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曾湘茗，研究
方向为教育学，还有今年才报读的陈丽冰老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学。报读博士班的老师为
李天岱，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倪凤钗，研究方向为中文第二语文教学；蓝志东，研究
方向为教育心理学；王淑慧，研究方向为教学与课程；洪天赐，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蔡
华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目前，张济作、郑惠蓉、陈丽冰、李天岱、蓝志东、王淑慧和洪天赐老师已经在今年
赴华修读此课程，李天岱老师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预计2011年初能够毕业。至于倪凤钗
已在2010年10月获得博士学位。蔡华星和曾湘茗则休学一年，预计于2011年复学。

5.4 台湾元培科技大学《健康促进与养生保健》短期培训班

2010年度台湾元培科技大学《健康促进与养生保健》短期课程于8月中旬正式开课，
其宗旨在于：

1.	 提供专业的护理知识，提高马来西亚公民于养生保健的意识。
2.	 促进台湾与马来西亚的学术与文化交流。

此为新纪元学院与元培科技大学的第8度合作，元培科技大学特派护理系的洪兆嘉助
理教授以及吴素绵讲师来马授课。依据往年学员的一致好评，本系在固有合作模式下开设
课程——学分班以及巴生区的民众班，本年度特加办一场命名为《上班族纾解压力与养生
保健》的16小时短期训练班，以广招乌鲁冷岳区的民众参加，上课地点为新纪元学院。

2010年度元培科技大学在马来西亚开设的短期课程如下：

授课模式 课程命名 授课时数 授课讲师 上课地点

学分班 健康生活与护理 24小时
洪兆嘉助理教授
吴素绵讲师

新纪元学院

民众班
上班族纾解压力
与养生保健

16小时
洪兆嘉助理教授
吴素绵讲师

巴生中华独中

民众班
上班族纾解压力
与养生保健

16小时
洪兆嘉助理教授
吴素绵讲师

新纪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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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学分班

元培科技大学学分班的授课总时数为24小时，以2学分的共同选修方式开放予新纪元
学院的在籍学生参加。由于课程内容生动，符合现今年轻人的生活作息，辅以台湾讲师远
道而来授课，因此吸引了新纪元学生的踊跃参加，以致原定为45人的学分班增加名额到49
名学生，外加一名新纪元学院讲师旁听。

学分班的课程分为6大单元：“压力处置及另类疗法”、“体重控制”、“女性经期
保健”、“骨骼疏松及下背痛的预防”、“体重控制”、“乐活养生”、“电脑族的保
健”，由两位台湾讲师轮流授课，以确保学生们得到最佳的教学素质。

洪老师和吴老师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辅以柔和的古典音乐作为背景，以致学生们在
经过长时间的上课都不觉得疲倦。两位老师还不时在班上抛出话题，引起学生们热烈的讨
论，从而让学生们对课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课程内容针对马来西亚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作探
讨，更能引起本地学生的共鸣。

5.4.2	民众训练班

2010年度的民众训练班，新纪元学院诚邀巴生中华独立中学作为雪隆区的协办单位，
与本院联合开办《上班族纾解压力与养生保健》。民众班的总授课时数为16小时，以每天
8小时的密集式上课模式进行。由于课程内容适合于普罗大众，所以招生时不设立任何的
学术要求。参加者多为女性、家长以及老师。

2010年8月14至15日，洪兆嘉助理教授和吴素绵讲师前往巴生中华独中授课。课程单
元与学分班无异，但内容调整至符合公众人士需要的切身话题，而成人学生主动的学习态
度及交流能力也令两位台湾老师大开眼界。这项课程得以顺利完成，必须感谢巴生中华独
立中学王增文校长、事务处主任苏耀原老师和家教协会的大力支持。

6.	学术顾问会议

教育系一年一度的学术顾问会议在2010年3月4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举行。参与会议的
新院代表为余宗发主任、执行员李会治、马慧琪和叶姿汕；学术顾问包括莫顺生老师、邓
日才校长、李宽荣校长、叶天送副校长和林国安主任。

此会议主要议程为商讨《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教学视察的评量与检讨表的修订、评
审方式以及编排考试时间。会议决定一律通过采用由叶天送副校长修订的教学视察的评量
与检讨表格；至于教学视察的评审方式，各学术顾问都认为应该加强校外视察员的评审方
式。最后，会议也通过考试时间可依据讲师的需求做更改。

结语

本年度教育系的业务主要集中于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的开展，以及高等学位课程的执
行。原推广教育中心的业务则逐步进行重组和调整，务求配合教育系的整体发展推动教育
专业培训。未来一年，教育系计划继续在各州开设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同时积极推动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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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师范大学合作的师培中心业务，开办更多短期课程协助独中做好师资培训的工作。除了
由台师大师资援助的数学单科培训课程，本系也将开办其他学科的单科培训。

至于高等学位课程，除继续保荐独中老师到中国华中师范攻读硕博士学位，本系与台
湾彰化师范大学合作的《第二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也将于2011年开办。

教育系于本年度开办的两项新课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与幼儿教育专业文
凭课程仍在起步阶段，将扩大招生，希望在生源、师资和课程方面持续成长。

左图起为华中硕博班学员（王淑慧、蓝志东、
洪天赐与李天岱）赴华学习的照片。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校长
（中）为沙巴第一届马来文教育
专业文凭课程主持开课礼后与众

人合照。

吉隆坡中华独中第二届教育专业
文凭课程开课礼大合照：左四起
（坐者）为隆中华总务何木生局
绅、董事长丹斯里拿督童玉锦局

绅、潘永忠院长和方成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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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霹雳区）开课典礼全体
照。前排左二起育才独中谭福海校长、莫顺宗副院

长、授课讲师施明发教授和育才独中陈汉水董事长。

潘永忠院长（左二）于马六甲培风中学第二届教
专课程开课典礼上赠送纪念品予培风中学冯秋苹
董事长（右二），由曾昭明总务（左一）和张永

庆校长（右一）陪同。

图为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全体学员为邱冰教授
（中间站立者、白衣）举行欢送会。

台湾元培科技大学洪兆嘉老师（站立者）于《健
康促进与养生保健》短期课程成人班中教导学员

们进行手部和腕部按摩。

《学校行政硕士班》全体学员与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四位教授一齐合照。

2010年教育系学术顾问会议：左起为李宽荣校
长、林国安主任、叶天送副校长、莫顺生老师与

邓日才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