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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部
简介
近年来新纪元学院致力于整合学校资源及提升行政效率，故于2010年8月1日成立行政
部（Office of Administration）。部门主要任务是襄助院长、副院长办理各项校务行政工作
外，并管理和协调其属下8个部门─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学生事务处、招生处、庶务处、政
府事务处、图书馆、电脑中心，以及辅导中心业务之推展，以提升校务行政效能。故就功
能而言，行政部兼具“执行者”与“沟通者”之双重角色。
行政部的业务包括：召开与主持相关行政事务会议、行政单位公文审核、跨单位综合
事务协调与联系、各项募款活动之规划与推动，以及其它重大校务发展计划等。
行政部成立至今，在推动校务工作上，秉持“教育为主、行政为辅”之原则，致力于
提升学校行政服务质量、改进行政单位公文处理流程、协助推动校务发展，并充分支持教
学及研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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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处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学院共有教职员132人，教职员中学术人员共有57人，行政人
员75人，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的教职员有93人，占教职员总人数的70.4%。
以下为教职员的学历分析表
学术人员

				

行政人员

学历

人数

巴仙率（%）

学历

人数

巴仙率（%）

博士

11

19.3

博士

0

0

硕士

31

54.4

硕士

4

5.3

学士

11

19.3

学士

36

48

专科

0

0

专科

3

4

文凭

4

7

文凭

13

17.3

证书

0

0

证书

2

2.7

高中

0

0

高中

9

12

初中

0

0

初中

8

10.7

总共

57

100

总共

75

100

在2010年内，人事处除了安排教职员参与外部培训外，同时也在学院举办了几项内部
培训课程。
为了加强教职员的英文水平，人事处安排了短期英文课程给教职员参与，
即“Academic English Class”及“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让他们从中获益，以便在
工作上及生活上都能将所学派上用场。
为了加强招生处及招生支援小组的销售与沟通技巧，以便能够在向学生、家长解说
时更加得心应手，进一步达到招生人数，人事处也于5月22日举办了“Mastering The Art of
Consultative Selling for College Education Counsellors ”，此培训课程反映热烈，一共有26位
教职员参与。
配合ISO的认证工作，学院邀请邱郁霖先生安排ISO内部培训给教职员，一共有20位
教职员参与培训。此培训的目的是让教职员获得关于ISO的知识，以便能积极配合ISO认证
计划的推展。
与此同时，为了符合ISO的要求，学院也安排内审员培训，以便减轻现有内审员不足
的问题，一共有7位职员参与培训，他们也通过考试成为合格的内审员，在将来进行ISO内
部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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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处也于10月份21日至22日为资深的执行员及主任级职员举办“21世纪新时代领
导”课程，借此课程加强他们的领导能力，让他们未来可以积极训练、教育下属，并提高
他们的技能素质，为未来培养领导人才。
在2010年12月15日至16日，人事处也为学术人员举办了“Tertiary Instructors Pedagogical
Skills”培训课程，这项培训的目的在于加强讲师们在教学技巧、评估学生的学习程度、教
学准备工作等等方面的能力。
以下为学院在2010年举办或安排教职员参与的各类培训课程及研讨会：
日期

课程名称

内部/ 外部
培训

参加人数

4/1/10-16/4/10

Tertiary English Programme

外部培训

1

外部培训

2

外部培训

4

26/1/10-27/1/10
5/2/10-7/2/10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Skills
using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NLP)
Advanc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15/3/10-16/3/10

Budgeting for Effective Planning

外部培训

2

22/3/10-15/4/10

Academic English Class

内部培训

9

23/3/10-14/4/10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内部培训

9

16/4/10-18/4/10

Professional Art Therapy Training

外部培训

1

21/4/10-22/4/10

International Doctoral Education Research
Network(Idern 2010)

外部培训

2

8/5/10-9/5/10

Narrative Therapy Workshop

外部培训

2

7/5/10-9/5/10

7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 (ISSCO
VII)

外部培训

2

17/5/10-18/5/10

Understanding Deferred Taxation

外部培训

2

22/5/10

Mastering The Art of Consultative Selling for
College Education Counsellors

内部培训

26

24/5/10-25/5/10

Mechanical & Electrical Work For Buildings

外部培训

1

5/6/10-6/6/10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Therapy

外部培训

1

28/6/10-30/6/10

Matlab: A Complete Learning Experience

外部培训

1

28/6/10

Microsoft Excel: Your Budgeting Tool

外部培训

1

29/6/10-30/6/10

MECA Industrial Relations Convention 2010

外部培训

1

16/7/10

ISO 9001:2008 Awareness and Interpretation
Course

内部培训

20

19/7/10

ISO 9001 : 2008 Internal Quality Auditing

内部培训

7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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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课程名称

内部/
外部培训

参加人数

24/7/10-26/7/10

Professional Art Therapy Training（Level 2）

外部培训

1

29/7/10-31/7/10

Outcome Base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proaches

外部培训

3

5/8/10

Malaysia’s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外部培训

1

4/9/10-6/9/10

Solution Focused Brief Therapy

外部培训

5

外部培训

2

外部培训

2

外部培训

4

8/9/10-11/9/10
23/9/10
18/10/10-19/10/10

The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Training &
Practice
Campus Safety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Forum 2010
TA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0: Emerging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21/10/10-22/10/10

21世纪新时代领导21st Century Leadership

内部培训

13

21/10/10-23/10/10

14th Unesco Apei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外部培训

1

外部培训

3

外部培训

1

外部培训

3

外部培训

1

9/11/10 -10/11/10
15/11/10 -16/11/10
19/11/10-20/11/10
8/12/10-11/12/10
15/12/10-16/12/10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Executives
Understand the Law and Application of Employment Act, 1955
Effe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 10th Conference 2010 of the Asia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PSA 10)

Tertiary Instructors Pedagogical Skills (TIPS) 内部培训

14

在这些内部及外部培训之中，学院向人力资源机构取回共约马币七万元培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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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培训与实习

参与教学技巧培训之讲师

参与销售技巧培训之同事

销售技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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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一）公关事务
公关处主要负责校外机关、社团、学校、媒体之联系与沟通，旨在建立重要公众关
系与良好维持关系之延续。此外，公关处亦负责《新院视野》的编制、筹募及接领
捐款事宜。
1、接待来访单位
来访日期：2010年2月9日
来访人员：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
接待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董教总
教育中心董事、新纪元学院理事、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新院行政和
学术主任
交流事项：何国忠副部长颁发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开办准证 。
来访日期：2010年5月7日
来访单位：彭亨文冬书艺研习会
接待人员：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吴振声
交流事项：孔婉莹主任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概况，并播放本院介绍短片予来宾观赏。会
后带领参访团参观校园。
来访日期：2010年6月30日
来访单位：吉打吉南华小发展工委会
接待人员：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院长潘永忠、董总会
务局主任赖顺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董总会务局执行员钟一
弘、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吴振声
交流事项：1、邹寿汉署理主席介绍董总的概况，以及与吉南华小发展工委会交流华小办
学所面对的课题。
2、潘院长介绍本院的整体发展概况，会后带领参访团参观校园。
来访日期：2010年11月9日
来访单位：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
处执行员吴振声
交流事项：双方讨论在11月13日联办之“华语科技术语名词讲座”的工作内容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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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访与交流
走访新闻媒体
拜访新闻媒体并加强与新闻媒体关系之建立与维护，以提升学校形象和知名度。
出访日期：2010年3月15日
出访单位：槟城光华日报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教育系主任余宗发、教育系执行
员马慧琪、教育系执行员叶姿汕
出访日期：2010年10月28日
出访单位：砂拉越古晋国际时报、诗华日报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教育系执行员萧维深
走入独立中学
拜访独中及董联会，并向董教职员汇报新纪元学院发展概况、课程与收费、奖贷学金、师
资培训课程，以及联办活动，加强新院与独中的关系。
出访日期：2010年3月16日
出访学校：槟城韩江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教育系主任余宗发、教育系执
行员马慧琪、教育系执行员叶姿汕
出访日期：2010年4月12-13日
出访学校：霹雳华校董事联合会、霹雳怡保育才独中、霹雳怡保培南独中、霹雳怡保深
斋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教育系主任余
宗发
出访日期：2010年9月14日
出访学校：新山宽柔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出访日期：2010年10月29-30日
出访学校：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古晋中华第三中学、古晋中华第四中学、石角民立中
学、西连民众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教育系执行员萧维深
拜访社会团体、教育单位
拜访各社会团体、教育单位及机构，与各界保持联系与互动，为新纪元学院开创更多资源。
出访日期：2010年8月19日
出访单位：吉隆坡广东义山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兼注册处主任叶汉伦、行政部主任
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马来西亚及区域研究所所长文平强、法律
与社会中心主任罗荣强、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美萍、马来西亚历史中
心主任廖文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吴振声
交流事项：潘院长汇报学校发展概括，以及双方就研究项目合作与经费征求课题进行交
流与探讨。会后参观广东义山先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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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2010年10月21日
出访单位：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出访人员：副院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图书馆主任庄
璐瑜、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吴振声
交流事项：1、感谢丹斯里李金友赠《四库全书》一套，以及藏书柜予本院。
2、参观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及其图书馆。
出访日期：2010年11月4日
出访单位：李氏基金
出访人员：副院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兼注册处主任叶汉伦、马来西亚及区域研究所所
长文平强、法律与社会中心主任罗荣强、马来西亚历史中心主任廖文辉、公
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吴振声
交流事项：询求李氏基金赞助本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之研究与出版经费。
出访日期：2010年11月19日
出访单位：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马来西亚及区域研究所所长文平强、法律与社
会中心主任罗荣强、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
际事务执行员吴振声
交流事项：潘院长汇报学校发展概括，以及双方就研究项目合作与经费征求课题进行交
流与探讨。
3、出席活动
活动日期

活动

1月1日

八丁燕带益群俱乐部庆祝成立74周年纪念暨筹募教育活动基金联欢晚宴

1月26日

“From A Culture of Violence to A Culture of Peace: Transforming the Human
Spirit” Exhibition

1月29日

完美集团周年晚宴

1月30日

冷岳河畔迎庚寅 老街广场耀春晖 “庚寅年亮灯仪式”

2月7日

沈慕羽先生逝世一周年公祭及献花致敬追思活动

2月26日

南洋报业集团庚寅年华团新春团拜

2月27日

乌鲁冷岳华团新春团拜联欢晚宴

2月28日

乌鲁冷岳华团联谊会“庚寅新春嘉年华庙会”

3月3日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2010庚寅新春团拜联欢晚宴

3月3日

庚寅青创新春大团拜“东方魅力之夜”

3月6日

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新春大团拜

3月10日

商联会新春联欢晚宴

3月12日

马六甲五金机械建材磁商联合会庆祝70周年纪念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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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期

活动

3月13日

纪念林晃昇先生逝世八周年公祭礼

4月8日

泰莱大学学院博士课程推介礼

4月17日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56周年会庆暨筹募发展基金晚宴

5月1日

海鸥文学奖颁奖礼及《方北方全集》赠书仪式

5月24日

新纪元代表出席吊唁张雅山先生

6月5日

吉隆坡南强校友会32周年纪念暨智能气功班17年周年纪念晚宴

7月9日

巴生滨华中学2010-2011年度董事会就职典礼暨滨华中小学三校教师节联欢
晚宴

7月31日

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南大之夜”

8月2日

2010烹炉大观世界金厨争霸赛颁奖典礼

8月10日

《2010年中国高校来马考察与参展团》开幕礼及迎宾宴

8月12日

雪隆姑苏慎忠行餐饮业公会“第63届厨师培训班结业典礼晚宴”

8月21日

乌鲁冷岳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办联合庆祝教师节晚宴“春风化雨”

8月26日

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铿锵之夜—华语正音先驱联谊晚宴”

9月17日

中文之路教育中心中秋晚会

9月25日

马来研究—中华研究比较学术研讨会

10月7日

中华民国99年双十国庆

10月7日

雪隆姑苏慎忠行餐饮业公会“第64届厨师培训班结业典礼晚宴”

10月17日

第8届世界中山恳亲同乡大会“文化开讲”及“中山之夜”晚宴

10月23日

2010雪隆校友联23周年纪念暨筹募会所设备基金文艺演唱会

10月30日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146周年庙庆联欢晚会

10月31日

《读史与学问》新书推介礼及讲评会

11月6日

槟威华校董事会联合会58周年纪念联欢宴会

11月8日

光华日报创刊100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11月9日

尊孔独立中学“第1届餐饮管理班暨第5届美术与设计班毕业作品展”

11月20日

南方学院20周年校庆

11月21日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办“教育兴邦”讲座会

11月28日

2010年度高中、初中及技术科统考评阅员慰劳晚宴

11月30日

首届世界嘉应同乡联谊大会“世界嘉应之夜”

12月4日

雪隆福建会馆主办“福建学讲座—传统与现代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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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期

活动

12月5日

第36周年台大之夜晚宴暨台大节系列活动

12月5日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联欢晚宴

12月18日

马来西亚汉语教师协会主办“第一届马来西亚汉语教学研讨会”

12月19日

林连玉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

12月22日

吉隆坡广东义山第17届“2010年吉祥消灾暨超度大法会”捐款仪式

12月25日

第3届全国老友大聚会—燎原之夜

4、宣传、联办与筹募活动
义卖嘉年华会
第11届毕业典礼暨义卖嘉年华会于2010年1月31日在新纪元学院举行，并吸引逾2000
人共襄盛举。本届义卖会成功征求50个摊位，并获得厂家、商家和善心人士赞助义卖品和
食品，共筹获约RM33,000，充作全人教育基金。
冷岳河畔迎庚寅，老街广场耀春晖
由乌鲁冷岳华团联谊会主办，加影州议员服务中心、加影市议会、加影育华校友会和
新纪元学院协办的“庚寅年新春嘉年华”，于1月30日在加影老街广场举行亮灯仪式。冷岳
河畔迎庚寅新春嘉年华会活动，主要是为了推动人文活动，从中提升人文素质，也让加影
区人民感受新年的气氛。
新纪元学院12周年校庆典礼暨新课程推介礼
新纪元学院于3月20日举办12周年校庆典礼暨新课程推介礼。在校庆典礼上，新纪元
学院推介8项获高教部认证的新课程，包括平面设计荣誉学士(3+0)、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
士(3+0)、中国语言文学学士(2+2)、新闻学学士(2+2)、广播与电视学士(2+2)、美术与设计
大学基础课程、对外汉语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以及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此外，为了协助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的开展，“中文之路语言中心”倪凤钗院
长慷慨捐赠马币3万元给新院，作为两份“中文之路奖学金”给报读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
课程的优秀学生。
中国广东艺术团文化汇演
中国广东艺术团以高水平的杂技和歌舞艺表演，为新纪元学院筹募“新纪元学院独中
师资培训基金”，以确保各类独中师资培训计划顺利展开。“中国广东艺术团文化汇演”
是由董教总教育中心承办，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文化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马中友
好协会和马中文化艺术协会协办，于6月15日在One World Hotel 举行，并成功为“新纪元学
院独中师资培训基金”筹到约马币35万。此活动获得完美集团与锦记钢铁有限公司的盛情
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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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速效教与学”师资培训班
由“Carlsberg华总教育基金”呈献，脑之优国际学院主办，新纪元学院及马来西亚幼
教公会协办的“华文速效教与学”师资培训班，于7月10日在新纪元学院大礼堂举行。此
课程邀请了现任中国徐州工程学院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杨洪清教授担任主讲人，同时还邀
请到马来西亚卫生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为“华文速效教与学”师资培训班主持推介礼。这
项师培班获得热烈响应，共600余名学员前来参加。
“客家文化与民间信仰”讲座
为了让各家乡民能够更了解中国客家人和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异同点，乌鲁冷岳区的
华团举办了“客家文化与民间信仰”讲座。这项讲座由乌鲁冷岳华团联谊会主催、乌鲁冷
岳客家公会主办，新纪元学院协办，加影州议员YB李成金赞助，并于8月9日在新纪元学院
A403讲堂举行，约40位来自乌鲁冷岳区的各家乡民、新纪元学院教职员与学生出席交流。
此讲座邀请到来自中国深圳大学的张卫东教授和刘丽川教授主讲。
捐血运动
新纪元学院联同国家血库中心，分别于4月22日及9月15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在
新纪元学院学生活动中心举办捐血运动。这两场捐血运动均有100位来自校内外的各界人
士响应参与。
2010海外巡回客语教学
由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办、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新纪
元学院与雪隆嘉应会馆协办的“2010年海外巡回客语教学”，于11月6日至7日在雪隆嘉应
会馆礼堂举行。在吉隆坡举办为期兩天的课程，邀请了三位资深教授前来授课，分别为教
导客家文化的黄丽生教授、教导客家语文的彭钦清教授，以及教导客家歌谣与戏曲的刘丽
株教授。这项海外巡回客语教学计划获得各家乡民热烈的回响。两天的上课内容包括客家
语文、客家文化和客家歌谣与戏曲等，让参与者认识客家民系与名称的来源、客家文化历
史背景及客家歌谣与戏曲的赏析与实务教学等。
“华语科技术语名词与语言规范”讲座
为了提高马来西亚华语使用者对科技术语与语言规范的认识，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
会、槟州华人大会堂图书馆与新纪元学院联合主办的“华语科技术语名词与语言规范”讲
座，于11月13日在新纪元学院A401讲堂开讲，约50多位嘉宾出席交流。主办单位邀请了两
位来自中国审定科学技术名词领域的权威潘书祥教授与刘青教授前来讲授。华总会长丹斯
里拿督斯里方天兴受邀为此讲座主持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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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代表拜访槟城光华日报。

2010年义卖嘉年华会。院长潘永忠赠送锦旗和感谢状
予森州老友联谊会。

本院代表团拜访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本院代表拜访李氏基金董事张顺发（左二）。

世界中餐名厨交流协会与麦广帆先生于2010烹炉大观世界
金厨争霸赛颁奖典礼上宣布捐献RM62,800予新纪元学院。
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中）为见证人。

院长潘永忠（左）赠送锦旗予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刘浩馨。

董总与新纪元学院率团拜访潘斯里李梁琬清，感谢其捐献RM500,000作为“新纪元学院潘斯里李梁琬清基金贷学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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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事务
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纪元学院自1998年成立以来，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可以到国内外大专院校继续升学，
本处积极推动与国内、外大学学术交流之各种活动、加强与高等院校的联系，通过双联学
制或学分转移的方式，为毕业生开拓更顺畅的升学管道。
迄今，本院已与86所国内外大专院校缔结为姐妹校，包括以文化交流、客座教授、讲
学、专题讲座、短期师生交流、双联学制、联办3+0学位课程，以及联办硕士学位课程等方
式进行。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大学交流合作，除了与已缔约姐妹校进行实质交流及强
化合作关系外，本院亦积极主动参访或联络国外大学、参与国际研讨会，以开拓更多国际
学术交流合作机会。
在2010年，本院再与2所大学缔约为姐妹校，分别是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和国立新
竹教育大学。这不仅提供本院毕业生在未来升学规划上有更多的选择，亦为全院师生创造
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环境。
1、学术联系
新纪元学院长期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致力促进多元、
多途径教育体系的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以下为2010年本院与国内、外高等
院校签订的协议：
日期

事项

1月4、5日

台湾东海大学与本院签署中国语言文学和美术与设计两个专业的双联学制合
作协议书。

1月15日

中国北京语言大学与本院续签合作交流意向书。

3月14日

中国北京语言大学与本院签署学分转移合作协议书，并提供每年两个名额的
全免学杂费优惠奖学金予本院毕业生。

5月20日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与本院签署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协议书。

5月21日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与本院续签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5月21日

马来西亚Life College与本院签署商学系两项3+0学士课程学分抵免协议书，并
接受该学院毕业生插读第二年的3+0学士课程。

6月7日

马来西亚Life College与本院签署美术与设计系两项3+0课程学分抵免协议书，
并接受该学院毕业生插读第二年的3+0课程。

7月17日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与本院签署学术交流协议书，成为本院在台湾的第30
所姐妹校。

8月26日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与本院签署学术交流合作意向书。

11月23日

台湾国立新竹教育大学与本院签署双联合作协议书，成为本院在台湾的第31
所姐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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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待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代表团
2010年期间，多间国内、外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代表团莅临本院参访，促进本院与国
内、外学术机构的教育与学术之交流合作。
来访日期：2010年1月15日
来访学校：中国北京语言大学
来访人员：校长崔希亮、研究生部主任张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专员崔冬妮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余宗发、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黄琦
旺、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苏燕婷、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伍燕翎、中国语言文
学系讲师罗志强、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林秀文、中国语言文学系执行员叶咏菁
交流事项：1、两校领导在会上续签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崔校长也允诺提供两个名额的
全免奖学金予本院学生到北语就读。
2、三位北语师长提供一场升学讲座予本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让有意到该
校就读的学生了解专业课程设置及学习环境。
来访日期：2010年1月19日
来访单位：台湾教育部国际文教处
来访人员：国际文教处简任秘书朱多铭、精英来台留学办公室主任陈沧尧、精英来台留
学办公室助理何思纬、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会长姚迪刚、马来西亚
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升学辅导组副主任魏文地、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
会行政主任李宗顺
接待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董总署理
主席邹寿汉、董总会务局行政主任赖顺吉、董总课程局行政主任李岳通、董总
学生事务局行政主任黄金贵、董总技职教育局行政主任李丽珍、董总文宣局行
政主任万家安、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潘院长在会上报告本院发展概况，以及与台湾各大专院校的学术合作情况。
会后带领贵宾参观董总、教总与新纪元学院三机构。
来访日期：2010年3月19日
来访学校：中国上海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上海市侨办文宣处副处长曹波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余宗发、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
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两校相互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概况，并播放本院介绍短片予来宾观赏，以期
未来在学术合作上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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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3月23日
来访学校：中国南京审计学院
来访人员：副院长张金城教授、科研处处长王昊、实践教学中心主任卢加元、教技与网
管中心主任王昕、金融学院副教授张维、国际审计学院副教授章之旺、会计
学院副教授董必荣、会计学院副教授王家华、经济学院副教授孙国锋、管理
学院教授李乾文、总务委员会副主任石云亮、国际合作交流处科员王静、特
许会计学院郝素珍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商学系主任胡禄铭、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
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南京审计学院此次来访主要与本院商学系进行交流，期望往后与本校能有更
多的学术合作机会，并从教师互访或短期教学展开交流。
来访日期：2010年3月24日
来访学校：台湾元智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语言文化中心主任王润华、国际暨两岸事务室彭姿榕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黄琦旺、中国语言文学系
讲师廖文辉、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伍燕翎、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罗志强、公
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中
国语言文学系执行员叶咏菁
交流事项：1、元智大学于7月举办暑期文化营，并提供五位学生和一位带队老师共六个
名额的机会参与此次文化营。
2、探讨与本院联办高阶经理人企业管理硕士境外专班，以期在原有的学术基
础上，能与本院开展更多元的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2010年3月24日
来访学校：台湾真理大学
来访人员：宗教文化与组织管理学系主任兼所长蔡维民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
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真理大学首次到访新院，蔡所长介绍了该校的校史与发展概况，并期许两校
未来能建立学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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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3月25日
来访学校：英国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来访人员：Lady Elizabeth Butler-Sloss (Chancellor), Professor Steve West (Vice Chancellor), Professor John Duffield (Pro Vice Chancellor & Executive Dean of Faculty
of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Professor Paul Olomolaiye (Pro Vice Chancellor &
Executive Dean of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Kelly Robinson (Hea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fice), Mian 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
Academic Development)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美术与设计系主任萧英蓉、政府事务处主任Azizan Bin Othman、
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两校代表进行3+0课程的教学事务交流，会上潘院长颁赠两校联办的3+0课程
开办证书予对方领导。交流结束后，由萧英蓉主任等其他主管陪同来宾参观
美术系教学课室、白色工坊以及图书馆等设备。
来访日期：2010年3月26日
来访学校：香港教育学院
来访人员：语文学院院长陈国球、语文学院副院长汤浩坚、语文学院副教授张连航、高
坤翠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黄琦旺、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伍燕翎、中
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廖文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
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中国语言文学系执行员叶咏菁
交流事项：1、香港教育学院首次到访新院，并由两校代表相互介绍学校的发展概况。香
港教育学院此次来访是希望两校能开展学术联系的合作，并推荐本院优秀
的学生到该校就读。
2、交流结束后，香港教育学院师长也提供了一场讲座予本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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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4月6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
来访人员：中国语文学系主任简光明、中国语文学系教授李美燕、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蔡荣昌、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黄惠菁、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兼学务长钟屏
兰、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简贵雀、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陈剑
鍠、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林秀蓉、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柯明杰、中国语文学
系助理教授黃文车、中国语文学系助理教授严立模、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刘
明宗、台湾文化产业经营学系主任贺瑞麟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黄琦旺、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苏燕婷、中
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罗志强、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
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中国语言文学系执行员叶咏菁
交流事项：1、两校中文系多位老师进行交流，并趁此次拜访，两校希望能从不同管道如
双联学制、教师互访、参加研讨会等方式，开展两校之间的学术合作交
流。
2、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图书馆馆长简贵雀对于本院图书馆馆藏之丰富表示十分
赞叹，也期待两校未来的交流能透过图书馆资源互通的模式展开。
来访日期：2010年4月19日
来访学校：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来访人员：校长拿督蔡贤德、注册处主任陈智强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校长拿督蔡贤德首次拜访本院，并探讨两校未来在学术合作上的可能性，包
括接受本院毕业生到该校就读、联办学术研讨会、师资交流，以及研究生交
换等议题。
来访日期：2010年4月22日
来访学校：台湾东海大学
来访人员：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科、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陈淑美、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启超、教育研究所庄崇贤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余宗发、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
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教育系执行员马慧琪
交流事项：共同探讨办理“提升独立中学教师专业发展水准计划”，以期在原有的双联
学制基础上开展更多元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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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4月28日
来访学校：台湾铭传大学
来访人员：传播学院院长陈耀竹、观光学院院长陈永宽、设计学院院长杨锦潭、国际教
育交流处副处长刘广华、国际教育交流处林郁萍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瑜、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媒体
研究系助教陈素彬、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两校进行媒体研究系2+2双联学士课程交流，并由潘院长颁赠两校联办的媒
体研究系2+2双联学士课程开办准证予陈耀竹院长。
来访日期：2010年5月3日
来访学校：中国韶关学院
来访人员：外事处处长黄华明、华语教研中心主任胡敏、留学生项目主管苏伟然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
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与韶关学院进行了多次交流，该校期望能和本院签署学术合作协议，缔结姐
妹校以便能推进两校未来更多的实质合作。此外，若两校缔结姐妹校后，学
生到韶关学院就读将可享有第一年的学杂费优惠。
来访日期：2010年5月7日
来访学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校长张国恩、国际与侨教学院院长潘朝阳、侨生先修部主任刘正传、马来西
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会长姚迪刚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余宗发、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主任
蔡苔芬、美术与设计系主任萧英蓉、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黄琦旺、公关与国
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教育系执
行员马慧琪、教育系执行员叶姿汕、教育系执行员李会治
交流事项：1、两校共同设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暨新纪元学院华文独中师资培训中心”，
并于本院教育系进行揭牌典礼。
2、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与本院多位系主任进行交流，共同探讨优化现有的双联
学制合作模式，并期望达成两校美术系的双联学制合作。
来访日期：2010年5月14日
来访学校：台湾远东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张世乡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
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远东科技大学首次到访本院，两校代表在会上作了简短的校园介绍。远东科
技大学期望往后能扩展在马来西亚的学术合作交流，以招收更多优异的学生
到该校就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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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5月14日
来访单位：中国广州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
来访人员：广州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德谦、广州市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助理吴穗英、广州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助理陈浦、广州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助理张春
英、广州市企业经理人才评价中心副主任雷雨、广州市企业经理人才评价中
心副主任李云飞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
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广州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主要是提供培训予企业界的主管，并期望
能在东南亚的国家设立培训据点。
来访日期：2010年5月24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台东大学
来访人员：社会科学教育学系教授侯松茂、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硕士班学生一行28人
接待人员：副院长莫顺宗、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陈美萍、中国语言文学
系讲师黄琦旺、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兼讲师何启才、马来西亚族群
研究中心研究员兼讲师岑劲霈、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兼讲师徐玉
燕、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1、国立台东大学此次来访，希望能更深入了解马来西亚华人政策与华语文教育
的推广。
2、陈美萍主任和何启才讲师也向来访的师长汇报马来西亚的族群发展，以及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背景与发展。
来访日期：2010年5月31日
来访单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全国校友总会
来访人员：前校长郭义雄、秘书长夏学理、助理秘书长高春松、郭聪捷、雪州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校友会会长蔡有德、校友钟金钩、校友刘天吉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教育系主任余宗发、美术与设计系主任萧英蓉、公关与国际事
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教育系执行员
马慧琪
交流事项：双方代表进行交流，郭前校长也勉励本院，要注重优秀人才的培养，以提升
学院的学术水平和行政管理品质。
来访日期：2010年6月4日
来访学校：中国广州行政学院
来访人员：常务副院长王永平、教育长单良、副研究官员刘杰、副研究官员张锐、副教
授吴瑞坚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
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双方相互介绍学校发展概况，中国广州行政学院期望未来能与本院开展实质
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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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7月1日
来访学校：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来访人员：侨务组组长颜明义、秘书黄凤娇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
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颜明义组长新上任即前来本院拜访交流，并期望两造在原有的良好基础上，
能加强各学术及教育领域的合作范畴。
来访日期：2010年7月5日
来访学校：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商学院副院长Dr. Luca Dell’ Anese、国际交流与合作区域主管赵鹏娟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商学系主任胡禄铭、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
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1、双方探讨多项学术合作事宜，期望两校未来能签署学术合作协议书，缔结为
姐妹校。
2、北京外国语大学提供本院商学系学生一份全免学杂费、四份半免学杂费优
惠，到该校进修一学期的交换学生短期课程。
来访日期：2010年7月15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进修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婷盈、数位学习中心主任陈锦章、进修教育研究中
心粘晓琪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电脑中心孔国梁主任、公关与
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此次来访，除了在原有的基础上，希望能和本院开展新的
合作领域。其中，陈锦章主任介绍了目前在台湾各大专院校颇为普及的数位
与远距教学软体。透过此软体，两校未来的合作项目都可透过远距教学的方
式，达到显著的教学效果。
来访日期：2010年7月19日
来访学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教务长吴正己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教育系执行员马慧琪、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吴教务长此次到访，除了维持两校原有的学术合作关系外，也积极推动其他
教育领域的合作，包括开拓本院毕业生到师大美术系及应用华语学系插班学
习管道，以扩展两校双联学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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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7月24日
来访学校：台湾岭东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邱一峰、招生事务中心主任刘凱平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台湾岭东科技大学此次来访，主要介绍该校的设计学院。其设计学院目前设
有视觉传达设计系及研究所、数位媒体设计系及研究所、流行设计系，及科
技商品设计系，该校设计学院完整的含括平面、数位、流行产业及立体产品
等四大设计领域。同时，邱一峰主任也冀望能和本院缔结姐妹校，以开展两
校的学术合作联系。
来访日期：2010年7月27日
来访学校：纽西兰University College of Learning
来访人员：Bruce Osborn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 Giddens (Interim Programme
Leader,CGD), Sally-Jane De Salazar (Head of Creative Programmes), Shirly Khaw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Fiyon Neau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接待人员：美术与设计系主任萧英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UCOL介绍该校设计相关的最新课程,并欢迎本院美术与设计系毕业生到该校
就读。此外, 两校也即将签订新的协议书,以强化未来的学术合作联系。
来访日期：2010年8月17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技职教育研究所所长罗哲希、国际事务处处长陈和贤、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马
来西亚校友会顾问李望平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
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陈和贤处长在会上简单介绍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的校史与发展过程，并商讨两
校未来在学术合作上的可能性，包括联办2+2课程、专业师资培训课程，以
及联办农业在职硕士课程等议题 。
来访日期：2010年8月18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李传房、工业设计系主任蔡登传；朝阳科技
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黄台生、工业设计系教授林登立、视觉传达设计系教授黄
俊明、助理范清揆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美术与设计系主任萧英蓉、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
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和朝阳科技大学设计院系首次联合来访新院，并提供
讲座予美术与设计学生，同时参观了美术与设计系第六届（秋季）毕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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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9月15日
来访学校：台湾义守大学
来访人员：副校长颜志荣、国际事务处处长谢世杰、国际事务处国际合作交流组副组长
王尹琳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瑜、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
孔婉莹、媒体研究系助教石慧丽、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义守大学于2006年和本院缔结姐妹校后，第一次到访本院。两校代表在会上探
讨课程衔接的问题，以及学生在义守大学学习时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此外，义
守大学也提供本院毕业生无名额限制第一 年免学杂费和住宿费的优惠。
来访日期：2010年10月1日
来访学校：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来访人员：副校长尤芳达、国际交流处主任Shirley Lau Siew Yung
接待人员：副院长莫顺宗、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尤芳达副校长表示该校愿意接受本院毕业生通过学分转移方式到该校就读。尤
芳达副校长也提出建议，希望能与本院联办中国广西省高等教育展，让中国参
展单位认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情况。
来访日期：2010年10月6日
来访学校：纽西兰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来访人员：Matthew Eglinton (Manager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接待人员：商学系主任胡禄铭、商学系讲师蔡来宝、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
孔婉莹
交流事项：商讨商业与行政学士学位课程2+1合作。凡本院毕业生获得录取到该校学
习，VUW同意提供10%学费优惠折扣。
来访日期：2010年10月11日
来访学校：台湾元智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暨两岸事务室余银真、管理学院国际事务办公室专案经理施亚君
接待人员：公关与国际事务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元智大学每年定期到本院摆设升学咨询柜台，让有意愿到元智大学深造的学生
掌握该大学的资料。
来访日期：2010年10月12日
来访学校：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来访人员：校长吴万益、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魏裕昌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戏剧与影像系代主任区琇诒、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魏裕昌主任对于本院校友在该校的表现赞誉有加，并考虑未来对成绩优异的
学生提供奖学金，以期未来能有更多的学生到该校插班学习。此外，两校领
导也在会中重签学术合作意向书和双联学制协议书，展望未来两校之间的学
术合作能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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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11月15日
来访学校：吉隆坡台湾学校
来访人员：校长吴宝珍、台湾教育中心黄洺隆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吴校长此次来访，会上表示希望能和马来西亚的教育工作者分享其教学经验，
以促进台、马两地的教育文化交流。此外，吴校长也期望日后和本院的往来更
密切，以开展实质的学术合作项目。
来访日期：2010年11月29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秘书黄凤娇、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会
长姚迪刚、副校长郭丽安、教育学院院长赵淑珠、教育研究所所长龚心怡、辅
导与谘商学系主任王智弘、进修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平、教育研究所教授林
素卿、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王智弘、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国桢、辅导与谘商学
系助理教授邓志平
接待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董教总新纪元学理事会主席王超群、院长
潘永忠、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主任兼教育系代主任蔡苔芬、辅导与谘商学系讲
师巫晓嫣、学术部主任兼注册处主任叶汉伦、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辅导与谘商学系执行
员陈星如、教育系执行员萧维深、教育系执行员张伟隆、教育系执行员叶姿汕
交流事项：1. 第二届《教育行政硕士班》签约
2. 第一届《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开课典礼
3. 马来西亚留台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校友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仪式
来访日期：2010年12月4日
来访学校：国立台湾大学
来访人员：李嗣涔校长与夫人、国立台湾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陈治光、署理会长拿
督斯里陈荣立、副会长谭少驹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院长、商学系主任胡禄铭、中国语言文学系代主任黄琦旺、行政
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
林秀文
交流事项：播放新纪元学院介绍短片，让首次到访的李嗣涔校长对本院有基本的认识和
了解，并希望未来能和本院有学术和教育上的联系。
来访日期：2010年12月17日
来访学校：中国华侨大学
来访人员：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许金顶
接待人员：副院长莫顺宗、马来西亚及区域研究所所长文平强、马来西亚历史中心主任
廖文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双方介绍当地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并商谈研究合作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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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2010年12月31日
来访学校：台湾大华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研究发展处研发长谢振中、研究发展处国际交流组主任赵中兴
接待人员：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
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台湾大华科技大学期望往后能扩展在马来西亚的学术合作交流，以招收更多
学生到该校就读。
3、出访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
本处于今年安排校领导、学术和行政主管赴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进行参访交
流，致力于保持良好的联系与合作，展望扩大交流，积极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
合作，推动学术交流、人员互访、合作研究等合作项目。
出访日期：2010年2月9-11日
出访学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出访人员：教育系主任余宗发
出访事项：1、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探讨联合设立“独中师资培训中心”事宜。
2、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林天祐校长、数学系主任李源顺教授及中文系主任余
崇生教授交流，以探讨两校合作之可能性。
出访日期：2010年4月25-27日
出访学校：中国浙江大学
出访人员：副院长莫顺宗
出访事项：与浙江大学商讨和了解两校行之多年的中文硕士班，并实地了解校友的学习
状况。
出访日期：2010年5月16-23日
出访学校：台湾教育部、侨务委员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中国文
化大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朝阳科技大学、元智大学
出访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院长潘
永忠、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董总常委及董总行政单位主管、董教
总教育中心董事一行15人
出访事项：1、拜访各姐妹校的学术与行政主管，与姐妹校交流新的合作方向，并参观学
校的教学设备，以及实地了解校友的学习状况。
2、本院和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签署辅导与谘商境外硕士专班协议书；与朝阳科
技大学续签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3、与台湾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交流，探讨支援独中教师培训事务，并希望教
育部和侨委会支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在新纪元学院设立“台师大暨新纪元
学院独中师资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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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2010年5月24-26日
出访单位：中国北京语言大学
出访人员：副院长莫顺宗、教育系主任余宗发
出访事项：询求北京语言大学支援本院外汉语专业文凭课程的师资与教材。
出访日期：2010年6月6-10日
出访学校：纽西兰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澳洲RMIT University
出访人员：商学系主任胡禄铭
出访事项：1、与VUW重新检讨2+1商业与行政学士学位课程的衔接，并加强两校之间的
学术联系。
2、与澳洲RMIT大学探讨两校未来合作之可能性，开发本院商学系与RMIT的
学术联系。
出访日期：2010年7月17日
出访单位：留台联总举办之“2010年台湾高等教育展”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出访事项：受邀出席由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举办的“2010年台湾高等教育展开
幕礼”与“文华之夜” 。
出访日期：2010年7月27-30日
出访学校：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主任蔡苔芬
出访事项：受邀出席台湾辅导与谘商学会举办的“2010年华人辅导与谘商学术研讨会暨
第二届两岸四地大专院校心理辅导与谘商高峰论坛”。
出访日期：2010年8月10-11日
出访单位：董总举办之“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展”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宗、学术部主任兼注册处主任叶汉伦、行政部主任
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出访事项：受邀出席“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展”与“中国高校来马考察与参展团迎宾
宴”。
出访日期：2010年9月9日
出访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出访人员：董总主席叶新田、教总主席王超群、董总副主席刘利民、董总总务傅振荃、
董总常务委员高铭良、董教总教育中心执行顾问丘琼润、董教总教育中心副
财政李云桢、教总执行秘书长叶翰杰、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副院长莫顺
宗、学术部主任兼注册处主任叶汉伦
出访事项：拜会新上任中国驻马大使柴玺，并就中马两国高等教育课题进行交流讨论。
出访日期：2010年10月15日
出访学校：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出访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院长潘
永忠、行政部主任兼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
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出访事项：拜访新上任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罗由中，并藉此希望两造未来在其
他领域能有更密切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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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2010年10月21-23日
出访学校：台湾德明财经科技大学、中原大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
出访事项：1、受邀出席由台湾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
2、与德明财经科技大学和中原大学交流，探讨双方未来的学术合作联系。
出访日期：2010年10月25-29日
出访学校：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日惹特区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西爪哇
华文协调机构、三宝垄三语国民学校、Karang Turi 国民学校、培民国际学
校、殊同学校、培伟学校
出访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副院长莫顺宗
出访事项：考察印尼华文教育体制的运行与发展，以寻求合作办学契机。
出访日期：2010年12月18-20日
出访学校：印度尼西亚万隆客属联谊会
出访人员：副院长莫顺宗
出访事项：1、出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在印尼万隆举办的全球客语巡回教学课程，并与国
立台湾师范大学和万隆客属联谊会的师长会面交流。
2、赴雅加达拜访叶联强老师，并由叶老师安排参访八华学校（小学、中学）及雅
加达教师联谊会。
4、学生交流
今年受台湾姐妹校元智大学邀请，于7月23日至30日前往参加由元智大学主办的暑期
参访营。此参访营由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率团，带领美术与设计系和
媒体研究系共11位学生参与为期一个星期的暑期参访营。
主办单位：台湾元智大学
参访时间：2010年7月23-30日
领队人员：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
参访团员：黄森豪（美术与设计系）、庄翠玲（美术与设计系）、李湄娴（美术与设计
系）、文佩依（美术与设计系）、陈汉泯（媒体研究系）、黄嘉敏（媒体研
究系）、陈蓓宁（媒体研究系）、刘忆雯（媒体研究系）、刘美莹（媒体研
究系）、官姵杉（媒体研究系）、陈玉燕（媒体研究系）
参访内容：校园导览、科系介绍、台湾文化课程、企业参访、趣味运动竞赛、景点观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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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来访

台湾第一学府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教授到访新院，并与本院代表合影。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代表团在参观白色工坊后，与本院代表合影。

纽西兰UCO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earning)代表团
与本院代表合影。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丽安和董总主席叶新田博
士交换第二届“学校行政硕士班”协议书。

潘永忠院长移交新纪元学院与台湾铭传大学联办2+2学士学位
课程开办证书予陈耀竹院长。

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156 行政部

大学来访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
院副院长鲁柯•戴尔丹尼斯教
授赠送纪念品予潘永忠院长。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与新纪
元学院两校领导，共同签署学
术合作交流协议书，成为本院
在台湾的第30所姐妹校。

潘永忠院长颁赠锦旗予香港
教育学院语文学院院长陈国
球教授。

中国北京语言大学和新纪元学
院两校领导，共同签署学术交
流合作意向书。

出访

由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和教总主席王超群校长为首的台湾教育访问
团，于5月17日至23日到台湾进行学术参访。图为参访团受到国立台
湾师范大学的热情招待。

董教总与新纪元学院代表访团于大同酒家宴请柴玺大使（左5）。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和莫顺宗副院长出访印尼万
隆、日惹和三宝垄，考察当地华文教育现况。

董总、教总与新纪元学院代表和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
事处罗由中代表合影。

本处助理高级执行员林秀文，带领美术与设计系
和媒体研究系共11位学生，到元智大学参加暑期
企业文化参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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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处
招生处的主要任务是为本院所有课程招收每学期的新生。本处通过参加各种教
育展、举办升学讲座、拜访学校及报馆、网上互动、举办工作坊、生活营及开放日
等活动，在学生义务招生团的协助下，广泛宣传本院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及所开
设的课程，以达至每年所订立的招生目标。

2010年主要活动
1. 全年例常活动
本处一如既往，参加各类教育展、升学讲座与拜访学校等活动，藉此与友好学
校保持联系，并尝试接触未开拓的国中，鼓励校方组织学生来访。同时，本处也分
派宣传资料给学生，条件允许时参与该校主办的教育展，并且鼓励学生参与本院的
生活营等活动。
教育展:
教育展

次数 （场）

THE STAR教育展

1

SURE WORKS教育展

2

升学情报大型教育展

4

TWS学校教育展

48

Excel学校教育展

1

学校自办教育展

29
85

总计
拜访学校与讲座：
区域

学校拜访次数 （场）

讲座次数 （场）

西马区

21

19

东马区

14

14

35

33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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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到访
2010年，本处接待来访团共17团，名单如下：
学校

到访日期

日新国中

16/3/2010

SMK Cheras Jaya, SMK Cheras Perdana

17/4/2010

SMK Jalan Bukit

29/4/2010

培群独中

7-8/6/2010

甲洞中学导览

8/6/2010

吧巴中学来访团

8/6/2010

SMK Tengku Mahkota

12/6/2010

宽柔中学

15/6/2010

和丰兴中

14-15/6/2010

SMK Seri Serdang

23/6/2010

SMK Seri Indah

23/6/2010

巴生中华国民型中学

24/7/2010

SMK Pusat Bandar Puchong

10/8/2010

SMJK Chong Hwa

4/9/2010

坤成中学来访

3/11/2010

麻坡中化

10/11/2010

沙巴古达培正中学

11/12/2010

外校生到访本院期间，本处照例安排说明会及校园导览，同时按需求安排生涯规划讲
座或工作坊等活动。导览工作由招生团支援，招生团团员藉此与来访者分享求学经验，体
现出本院学生良好的精神面貌及独立的一面。
3. 开放日与开放月
2010年，本处共举办了3次开放日招生活动，即3月20日至21日、7月24至25日及12月
18日至19日。当天活动包括各系展览、性向测验、学院导览、专业讲座、工作坊及互动游
戏等。此外，本处也分别于3月份、7月份及12月份安排为期一个月的“开放月”，每逢周
末、假日安排同事轮值，不间断的为学生与家长提供升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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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举办生活营
本处与招生团于2010年与多间学校举办中学生生活营。生活营有助于提升中学生对本
院的认识，同时有利于开展招生工作。
联办中学

日期

对象

生活营主题

参加人数

甲洞中学

7-9/6/2010

甲洞中学学生

大城堡中学

12-14/6/2010

大城堡中学学生 魔法列车

60

育华中学

17-19/6/2010

全国中学生

第七届中华文化营

350

四所中学学生

自我学习、快乐
成长

160

金马扬中学学生

自我学习、快乐
成长

80

马六甲四所中学
（圣母女中、公
25-26/6/2010
教中学、育民中
学、华文中学）
金马扬中学

2-4/7/2010

第八届全国升学
28-30/12/2010
辅导营

预备、起跑

全国中学毕业生 彩虹的R.O.A.D

80

48

5. 统考评阅老师特备活动
为舒解统考评阅老师一整天批卷的疲劳，本处联合媒体系于11月24日至12月25日为老
师们安排了话剧与电影欣赏会。
6. 中学生活动赞助基金计划
为提高学院的公共形象，本处自2005年推出“中学生活动赞助计划”，今年共有11所
学校提出申请并全部符合申请资格，其中包括5所独中及6所国民中学。
7. 赞助中学生活动、其他活动（赠品）
为回馈社区活动以及鼓励更多青少年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本处2010年共赞助7所中学
环保袋、笔及书签等。环保袋内装有本院简章及书签等，以加强学生对本院的认识。
8. 升学讲座
为扩大宣传，让全国更多中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对本院有更进一步了解，本处
同事今年在33所中学举办升学讲座。其中独中20所，国中13所，遍布东、西马各地。本处
通过幻灯片、短片及各种宣传资料，向应届毕业生详细介绍本院，同时收集学生的个人资
料，以作为日后跟进之用。
9. 峇株巴辖华仁中学服装设计科考试评鉴
新纪元学院继续与峇株华仁中学在美术与设计教育领域进行合作，承办华仁中学服装
设计班应届毕业生服装设计科的评鉴与认证。这是为迎合华仁中学服装设计科学生升学与
就业的需求而设置的。本院负责评鉴相关学科的学术水准，助其改进与提高，并可作为升
学或就业资格的凭证。此次接受评鉴的应届毕业生共有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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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生入学调查报告
新纪元学院创办迄今已十二年，秉持“求新求善”的办学理念，本处循例进行纯新生
调查，深入了解新生报读本院的实际情况、主要来源、选择本院的原因、对本院的意见及
期望等，以作为本院拟定未来办学策略的重要参考。
11. 邮寄或电邮学院资讯
本处在每场教育展或讲座会上都收集学生的个人资料，以便在活动结束后能继续与学
生保持联系，加强学生对本院的印象。本处过后通过邮寄或电邮方式将本院各项资讯传达
给学生。
12. 《中学生》杂志认养计划
本处自2007年起和董总出版局联合推动“《中学生》杂志认养计划”，进一步塑造本
院民办高校及教育领航者的形象。此计划的目标是推动校园阅读风气，期盼本院与各校中
学生增加互动，以让中学生群对本院非营利的公益形象有广泛认识。今年，继续赞助19所
独中和邻近的5所国中，赞助数量为10期共500本《中学生》杂志。
13. 广告宣传
为了加强宣传力度，除以上各项宣传工作以外，本处也通过报章及期刊、杂志等刊登
广告。报章广告集中在3月、7月及年底的招生旺季刊登，以全国性中文报章为主。期刊、
杂志选择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学海》、《中学生》、《升学情报》及《少年月刊》
等。此外也择期配合各报的教育特辑，刊登广告及新闻稿，以便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沙巴拿笃独中升学讲座

学生与家长踊跃出席3月教育展

巴生中华国民型中学来访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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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育民中学美术绘画工作坊

马六甲公教中学戏剧营

适耕庄育群中学讲座会

笨珍培群独中来访团参观广播室

第八届全国升学辅导营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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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事务处
现代学子对于校园生活的规划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对于大专校园的学术规格和生活品
质，也有更多的期许，俾为未来的前路铺垫更坚实的基础。学生事务处秉持本院“多元开
放、成人成才；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鼓励同学自学自治、自重自爱，于校
园生活中掌握独立的自理能力和生活纪律，同时培养关心社会、服务社会的人生观念。
1．学生服务与活动
2010年学生会的开展相对顺利，也更有活力。不仅恢复学生会办公室运作，也规划各
项校园活动，大大扩张了学生们的校园参与。学生会乃同学间的中心组织，同学们于学生
会之中有既定的权益，也有相应的义务，本应对这片校园有更大的认同和投入。10月份的
学生会改选顺利举行，行政会的换届衔接亦相对流畅，这是可喜的发展现象。
本年度的学生活动同样多姿多彩，举其要者，6月14至15日由学生事务处主办之合球
培训乃首创之校园运动项目，为国内各大专校园所独有。合球起源于荷兰（1903年），
又称为“荷兰篮球”，是男女两性混合参加的运动。本院通过董总体育局林子勇先生的安
排，邀请现为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体育学系教授的黄英哲教练（同时亦为国际合球总会亚洲
区副会长）亲临主持此项别开生面的培训。同行尚有助教范静宜、陈映君及陈颖志（皆毕
业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以及林子勇（董总体育局）和吴继亮（怡保培南独立中学体育
副主任）；共有20位同学参加上述合球培训营。伴随这项培训的完成，本院正积极筹备合
球社的成立，以期进一步推广这项健康的校园运动。
秉承爱护校园之初心，新创的本院中文传播基础班班会初试啼声，主办《零•承》汇
演，齐集院内各表演单位和组织，自发筹备、宣传，从台前到幕后一手包办，于6月26日假
本院大礼堂展开盛大的综合文艺表演。出席人数约300人，堪为年度盛事。
复苏中的学生会组织，除主持常年的新生迎新会，复于9月3日至5日举办三院球类联
赛，以球会友，借此巩固华社民间三院的联系和友谊。南方学院派出庞大代表团参与其
盛，可惜韩江学院因院内活动繁忙无法前来，只能联系附近中学大专队伍组成完整之联
赛。尽管如此，参赛队伍均展现浑身解数与高超竞技水平，3天内紧凑完成为数200余人的
球类盛会。
其他年度活动如彩虹兵团、饥饿30营等均如常举办，同时引入更多附近中学的生活营
会与区域性校园赛会，使新纪元的校园更具社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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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联赛之4大球类项目

《零•承》汇演演出留影

合球培训

黄英哲教授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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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奖贷学金事务
今年的奖贷学金事务顺畅。奖贷学金事务的决策及面试工作继续兼顾学业成绩、课外
活动及学术发展潜能,同时更加重视家庭经济状况以及课外活动表现，以期更能照顾到同学
们的实际需要。
(甲) 遴选6项奖贷学金
﹝各项得主名单，请参阅附录（十二）。﹞
1．新纪元学院毕业生大学贷学金
今年共有14名学生提出申请，结果有10名入选。
2．新纪元学院新生贷学金
今年共分三个阶段进行遴选及面试，即1月份、3月份及7月份。共有22位新生提出
申请，经过三次面试后，有15位学生获颁贷学金。
3．新纪元学院在籍生贷学金
今年共分两个阶段进行遴选及面试，即3月份及7月份，用一学年的成绩申请贷学
金。今年有8名学生提出申请，共有4名学生获得贷学金。
4．新纪元学院紧急援助贷款
本年度共有18位学生获得紧急援助贷款。
5．新纪元学院新生奖学金
今年共分三个阶段进行遴选及面试，即1月份、3月份及7月份。第一阶段9位学生
提出申请，第二阶段有90位学生提出申请，第三阶段则有54位。三次面试后，共
有137位学生获颁奖学金。
6．新纪元学院在籍生奖学金
今年共分两个阶段进行遴选及面试，即3月份及7月份，以一学年的成绩申请奖学
金。今年共有20名学生获得奖学金。
(乙) 截至年底，共获下列人士捐设新纪元学院贷学金，款额共RM705,800.00。
1. 世界中餐名厨交流协会
2. 麦广帆
3. 吉隆坡雪兰莪彭亨树胶公会
4. 潘斯里李梁琬清女士
5. 八打灵狮子会慈善基金会
6. 黄迓茱

RM 47,100.00
RM 15,700.00
RM 10,000.00
RM 500,000.00
RM 15,000.00
RM 1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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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庶务处
一．建筑物管理
1．硬体设备
为提升教学及工作品质，院内所有设备都定期检查、保养及维修，在冷气、电梯、防
火设备、防虫害、高压电及污水处理厂等均由专业厂商处理。
2．场地租借
为配合社区发展与结合，院内提供场地（各类教室、讲堂和礼堂等）外借，并与邻近
各学府均保持良好互动关系。
3．宿舍设备
3.1 为加强保安，已经增设电子卡门锁系统。
3.2 清洗水柜、更换床褥、各楼层门锁及增设热水器等。
3.3 支援全体宿舍生防火演习。
4．食堂管理
本年度进行食堂投标，重新遴选食堂经营者。
5．保安工作
执行24小时保安、巡逻工作。
6．停车场管理
现今的停车问题依然吃紧，再度与三机构、学生会协调，以期得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二．行政及庶务工作
1．采购管理
本年度推行采购政策及管理，以期获得最合理的产品与服务。
2．资产管理
进行全院资产登记，供将来资产查询、新增及报销等工作。
3．支援各类活动
院内义卖会、毕业典礼、开放日、注册日、开课典礼及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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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展望
1．节约能源、再循环及美化工作
强化以上工作项目，并与各部门、各科系师生共同进行。
2．各部门之协调
经由各部门之协调，以充分利用院内各项资源及进行空间规划。
3．部门资讯管理系统
建立完整的资讯系统，以利各项工作进行。

修复防土墙

雨棚加盖工程——美术系陶瓷工作室

加设大型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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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事务处
简介
政府事务处（Government Relations Office）成立于2009年4月1日，此部门主要的任务
是处理新纪元学院与政府有关单位的相关事务，这些单位包括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高等教育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erbadanan Ta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 PTPTN）与马来西亚
移民局（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Malaysia）。这些事务包括处理MQA课程认证申请、高
等教育基金贷学金、申请招收外国学生准证等。
新纪元学院所开办的课程皆须申请开办准证及认证，以符合高等教育法令的规定。故
此，政府事务处须不时与新纪元学院各部门配合、协调与保持密切的合作，以确保院方提
呈政府部门的文件准备妥善，符合各单位所设定的条规。
此部门的角色与功能包括：
1、策划、督导、协调、执行及处理与政府有关单位的相关事务，使新院与政府单位
保持良好互动，合作顺畅。
2、联系政府部门如MQA、高等教育部等单位，呈交课程申请开办、课程认证工作、
教师准证申请、学院准证申请与更新、外国学生准证申请、PTPTN临时认证申
请、接待政府部门来访及出访政府部门等等。
3、确保各项课程获得高教部的认证，以符合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的条件。
4、收集、整理及草拟有关当局所需的资料与文件。

工作简报
1．升办大学事项
升办大学申请已于 2010年7月21日提呈给高等教育部 。

2．获MQA课程开办准证（Approval）
2010年期间，以下课程获得MQA课程开办准证（Approval）。
（a）媒体研究系
··台湾铭传大学新闻学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Journalism)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PA 10767) 获准日期：2/7/2010
··台湾铭传大学广播电视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Radio & TV)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KA 10768) 获准日期：6/9/2010

·· 台湾铭传大学广告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Advertising)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PA 10766) 获准日期：2/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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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术与设计系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 3+0
BA (Hons) Graphic Design 3+0 in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UK) (PA 10610) 获准日期：2/7/2010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 3+0 （动画组）
BA (Hons) Graphic Design with Animation 3+0 in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UK) (PA 10613) 获准日期：5/3/2010
（c）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2+2)
Bachelor of Arts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in collaboration 2+2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PA10808) 获准日期：2/7/2010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Foundation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KA 10807) 获准日期：9/10/2010
（d）教育系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KA10765) 获准日期：12/11/2010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A 10762) 获准日期：2/2/2010
（e）证书课程
··商业与资讯工艺证书课程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10763) 获准日期：2/7/2010
··人文与社会科学证书课程
Certificat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A10764) 获准日期：2/7/2010

3．获MQA课程临时学素质认证 (Provisional Accreditation)

··台湾铭传大学新闻学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Journalism)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PA 10767) 获准日期：14/7/2010
··台湾铭传大学广告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Advertising)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PA 10766) 获准日期：14/7/2010
··台湾铭传大学广播电视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Radio & TV)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PA 10768) 获准日期：25/10/2010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 3+0
BA (Hons) Graphic Design 3+0 in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UK) (PA 10610) 获准日期：8/7/2010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 3+0（动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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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Hons) Graphic Design with Animation 3+0 in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UK) (PA 10613) 获准日期：8/7/2010
··美术与设计大学基础课程
Foundation in Art and Design (PA 10611) 获准日期：20/4/2010
··中国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in collaboration 2+2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PA 10808) 获准日期：8/7/2010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士课程（学分转移2+2）
Taiwan Degree Transfer Programme in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Psychology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PA 9586) 获准日
期：23/3/2010

··商业与资讯工艺证书课程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 10763) 获准日期：1/9/2010
··人文与社会科学证书课程
Certificat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A 10764) 获准日期：8/7/2010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A 10762) 获准日期：20/4/2010

4．获MQA课程办学素质认证（Accreditation）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 3+0
BA (Hon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0 in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UK) (A 9062)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 3+0
BSc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0 in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UK) (A 9063)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 8942)
··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
Foundation in Business (A 8298)
··系统管理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8943)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Web Development (A 8944)

5．课程准证更新 (Renewal)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KR 11660)/ (A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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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请招收国际学生执照
政府事务处已于2010年6月16日获得招收外国学生执照批准。

7．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
课程获得开办准证（Approval）后，新纪元学院可向高教部申请临时认证（Provisional Approval, PA）。
获得临时认证后，本院学生便可以向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erbadanan Tabung Pengajian Tinggi Nasional, PTPTN）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贷款（PTPTN）。一般上，由政府事
务处与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联系，跟进申请贷款的程序。
目前，本院共有21项课程可让学生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贷款（PTPTN）, 包括：
商学系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 3+0
BA (Hon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0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 3+0
BSc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0
··商业与行政学士学位课程 (2+1)
Bachelor of Commerce and Administration (2+1)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Accounting
媒体研究系
··新闻学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Journalism) (2+2)

··广告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Advertising) (2+2)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Media Studies
美术与设计系
··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 3+0
BA (Hons) Graphic Design 3+0
··动态影像设计荣誉学士学位 3+0
BA (Hons) Graphic Design with Animatio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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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Visual Art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Fashion & Textile Design
资讯工艺系

··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Commerce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Web Development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2+2)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士课程(学分转移2+2)
Taiwan Degree Transfer Programme in Guidance & Counselling Psychology
戏剧与影像系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Drama and Visuals
教育系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8. 课程审核
资讯工艺系

··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日期：10-11/11/2010
审核人员:
1. Dr. Yusmadi Yah Jusoh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 En. Mohd Norafizal Abdul Aziz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Kampus Pahang)
MQA官员: Puan Aklima Kamaru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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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Web Development
日期：11-12/11/2010
审核人员:
1. Dr. Mohd Shahrizal Sunar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2. En. Mohd Nazri Md Saad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MQA官员: Puan Aklima Kamaruddin
商学系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日期：23-24/11/2010
审核人员:
1. Puan Faridah binti Mohd Zin (Jabatan Perdagangan Politeknik Ungku Omar)
2. Dr. Mohamad Abdul Hamid (UKM-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 3+0 BA (Hon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0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 3+0 BSc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0
日期：9-10/12/2010
审核人员:
1. Prof. Madya Dr. Khairul Anuar Mohd Ali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 Prof. Madya Dr. Yusnidah Ibrahim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3. Prof. Madya Dr. Norlida Kamluddin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4. Dr. Mohd Fairuz Md Salleh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MQA官员: Cik Farrah Wahida Mohd 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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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纪念品予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审核人员。

赠送纪念品予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及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审核人员。

与商学系3+0课程审核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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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图书馆
（1） 图书馆简介
新纪元学院创校以来，对于建设图书馆不遗余力，打下了今日良好的基础，成
功营造良好的求学氛围。即使新院图书馆只有十余年历史，但在国内众多私立学院
中，颇具规模，甚至比起某些新兴的公立大学更是不遑多让。论规格与资源，新院
图书馆完全符合高教部所规定的私立学院水平。
图书馆目前全馆藏16万册，中文藏书12万册，英巫文藏书则有3万余册。硬体
方面，新院图书馆位于教学楼底层，共三个楼层，占地约3万平方公尺。全馆约有
450个阅览座位，二楼为无无线上网区，同时设有视听中心。除订购电子期刊资料
库外，也订阅国内外期刊杂志百余种。馆舍设置包括：阅报区、参考区、期刊杂志
区、视听室及阅览区。除了图书流通服务，图书馆也提供视听资料服务、无线上网
服务、影印服务、图片扫描服务、预约服务及线上续借服务。
（2） 馆藏
2010年购入图书共2,302册；获赠7,731册。
··中文馆藏：124,343册
··英文馆藏：32,796册
··巫文馆藏：1,982册
馆藏总数：159,121册

··订阅期刊学报164种；获赠117种。
··订阅报章12种；获赠2种。
··订阅ProQuest电子期刊，4个资料库超过6000种期刊全文：
1．ABI/INFORM Complete
2．ProQuest Computing
3．ProQuest Social Science
4．ProQuest Performing Arts
（3）设立图书馆委员会
为提升图书馆之服务、增进馆藏之充实与均衡，以期有效执行图书馆之任务，
特设立“新纪元学院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会组织及成员包括图书馆主任、行政部
门代表一人及学术部门代表三人。
图书馆委员会之任务为：
一、参与馆务规划及未来发展方向
二、图书馆重要章则之审议
三、指导书刊资料之选购及征集政策
四、协助书刊资料经费之分配与运用
五、其他有关图书馆经营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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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图书馆委员包括：文平强博士（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所长）、廖文辉博
士（马来西亚历史中心主任）、谢福强讲师（商学院）、孔国梁主任（电脑中心）
及庄璐瑜主任（图书馆）。任期两年。
（4） 赠书单位（100册以上者）
许雅玲小姐、黄彦华先生、潘伟威先生、李万千先生、练满秋先生、杨富皓先
生、王自和教授、永乐多斯博士、马祥来先生、饶兆斌先生、陈惠文先生及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

图书馆外观

书库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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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区

图书馆流通柜台

图书馆全体职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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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脑中心
电脑中心共设三组─技术支援小组、网络小组及软件开发组，以支援学院教职员与教
学上对电脑及相关器材的需求。

技术支援小组
技术支援小组主要工作项目为管理电脑室软硬体，以及支援教职员有关电脑软硬体之
需求。

网络小组
网络小组是改组后从支援小组分割出来的小组，主要是应付网络的维修和升级，以
及日渐复杂和多样化的工作。网络小组主要工作项目为管理学院网络，维修、保养网络配
备，以及不断提升网络功能。

软件开发组
软件开发组改组后将系统开发和网页开发结合，以增强网页组对学院其他软件开发的
功能。系统开发主要工作项目为维护和改善现有的学院管理系统，以及开发现有系统的相
关软件。网页开发的主要工作项目包括管理网页内容，制作网页及开发其他相关软体。

1. 电脑实验室
电脑室
B101

用途
开放使用

数量
40

B102

MAC 苹果电脑供美术与设计

33

B103

网络研究

28

B104A

上课

31

B105

上课

57

B106

上课

31

2．增加及提升学院管理系统的功能
为了提升招生人数，软件开发组协助招生处增设UEC 和 SPM 应届考生 “邀请就读”
信件发送功能、招生出访及来访分析系统、来访者资料系统和教育展报名系统。新增功能
与系统不但可以减轻招生人员的工作量及降低招生工作难度，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招生部门
的工作效率。
为了方便学术部职员加速整理学生对讲师的评估报告，软件开发组增设了学生网上科
目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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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完善选课系统功能，软件小组也增设了网上选修讨论课系统，以及先修
(Pre-requisite)课程设定功能。
软件小组也开发了电子邮寄信件系统,以方便注册处寄发Performa Invoice 至学生信箱。
此功能提供了学生付费的便利。

3. 重新设计网站、改进网站功能和网站内容
由于旧网站的设计和功能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网页设计员重新设计和提升原有的网
站功能。经过整合后，学生与访客将更方便查寻和使用学院的网站。同时，学生与职员也
方便进入及使用ELP和电邮系统。

4. 提升电脑设备与软件
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维修小组添购了新版本的3D Studio Max 和Adobe软件，以及升级B104A
和B105电脑课室的教学设备。同时，也将部份电脑室的CRT荧幕提升到LCD荧幕。

5. 建立电脑物品数据库
为了规范和加强资产管理，维修小组建立了电脑物品数据库。这不仅减少记录重覆的资料，
同时也提升了电脑物品的资料管理。

6．伺服器与网络提升
为了加强网络管理，优化网络流量，网络小组按装了Sang For IAM (Internet Access Management)的设备。同时，小组也将宿舍网络宽频提升至8 Mbps。
为了提升外部的网速，网络小组也增设了一条SDSL宽频。为了减低成本，小组也将原有的宽
频网络配套升级至优惠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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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辅导中心
前言
辅导中心的设立，在于协助学生提升适应大专生活的能力；同时培养正面的身心发展
和就业生涯规划，期望透过辅导服务与活动，营造校园的心理健康环境，加强学生及教职
员的生活适应能力并发挥潜能，以期能有效地关注学生的个体行为，并顾及学生及教职员
的全人发展及身心健康。
1. 个别辅导与咨询
2010年，辅导中心在个别辅导与咨询方面一共服务了215位个案，服务团队包含了辅
导主任、两位辅导员及一位修读艺术治疗的实习生。同时，辅导中心全年内也一共进行了
6次的辅导个案研讨会以及多次的辅导人员培训课后分享会。
1.1 艺术治疗实习
艺术治疗是结合创造性艺术表达和心理治疗的助人专业，案主透过艺术媒材，从事视
觉心象的创造性艺术表达，藉此心象表达探索及统整个人的内在。因此，艺术治疗有别于
口语式的辅导方式，一般受辅者较少接触。
辅导中心于今年接受了一位修读艺术治疗的学生，前来辅导中心进行实习长达七个
月。实习生在实习期间，提供了个别辅导，进行了两梯次的团体辅导，以及一场与教职员
的交流会，详情如下：
艺术治疗团体辅导
序

团体主题

团体目标

团体期限 / 次数

参与人数

1

“画”考试压 1. 了解自己的压力状况
力为动力
2. 透过绘画释放压力
3. 寻找压力背后的动力

14/4/2010 –
16/6/2010
共8次团体

3人

2

走一段知我的 1. 了解我、我与自己、我与家人、我
旅程
与环境的关系

16/4/2010 –
18/6/2010
共8次团体

13人

2. 宽恕过去、接纳现在、把握未来
3. 提高自我的觉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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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交流会
这场交流会公开予学院教职员自由报名参加，实习生带领参与的教职员透过绘画的艺
术表达方式，让参与者通往及探索个人的内在世界，并藉此增进对自己与他人和环境关系
的觉察。
主题

艺术治疗初体验

日期

14/7/2010

人数

16人

内容

··什么是艺术治疗？
··如何运用艺术治疗来了解自己的思想、情绪、价值观
··如何透过艺术治疗来聆听、探索、感受自己

辅导中心在艺术治疗实习生实习过程中，扮演安排、协调及支援的角色，使其实习过
程进行顺畅。另外，辅导中心也与实习生进行个案研讨，给予专业及个人经验上的分享与
支持。
由于艺术治疗对于本院教职员及学生尚属新的领域，因此引起了大家对艺术治疗的好
奇。教职员及学生想要进一步尝试及体验艺术治疗的内涵，辅导中心的个案人数因此而增
加。

2. 院外辅导培训活动
2.1 2010年第四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从200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辅导中心暨辅谘系今年已是第
四个年头联办此培训营了，并依然由学生辅导义工团暨辅谘系学生协办。今年的培训营于8
月27日至28日在新纪元学院举办，成功吸引了104位来自全国各地独中、国民型中学和国中
的学生踊跃参与。另外，也有11位学校领队老师参与，是四届培训营中最多领队老师参与
的一届。
主题：探索•成长•关爱
目标：
1. 从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建立更好的自我价值感，以及正向的助人态度。
2. 着重在探索同侪辅导义工本身在助人历程中的信念、价值观、态度、限制与资源等。
3. 学习运用基本的助人技巧以及内在资源，以发挥同侪辅导的效果。
4. 以较宏观的角度探讨同侪辅导在校园的角色、任务与力量，以及如何有效地与学校辅导
老师配合，更好地发挥同侪辅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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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与讲师阵容：
课程主题
放大镜中，独特的我

助人为快乐之本

学习目标

··发现自我外在与内在条件，提升自我价值。
··探索助人的意义与助人者应具备的心态。
··善用与发挥个人的条件，成为一位助人者。
··何谓助人？
··厘清助人者与求助者彼此之间的需求。
··助人者的价值观与态度对求助者的影响。
··协助求助者寻求资源。（内在资源和外在

讲师
林秀枝老师
（爱心树家庭成长
中心负责人）
叶福兴老师
（马来西亚注册及
执证辅导员）

资源）

高手过招，同侪接招

··掌握有效的倾听技巧 。
··用 心 体 会 ， 学 习 感 受 对 方 ， 拉 近 彼 此 距
离。（同理心）
··保密，求者的礼物。

走进校园，让爱流传

··同侪关系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重要与影响。
··辅导老师的小帮手：同侪辅导员
··同侪辅导员在学校所能发挥的影响力。
··同侪辅导员所需具备的特质。

马梅真老师
（新纪元学院辅谘
系兼职讲师）
王心愉老师
（芙蓉Seri Ampangan国中辅导老
师）

今年的主题“探索•成长•关爱”，叙述助人者第一关先要探索及认识自己，并在这过
程中获得个人成长。一位认识自己、经常能觉察自己的助人者，能更好地关爱～关心及爱
护身边的人。当身边的人获得关爱，也能不断地成长。所以，从助人者的探索开始，到个
人的成长，到能关爱他人，最后是被帮助的人获得成长。“探索•成长•关爱”并非单向的
道路，而是一个相系的循环。
迈入第四届，在课程特色方面依然依循往年，理论与实务并重。主讲人除了授课讲
解，教导知识与技巧，同时也透过体验性的活动深化学员的学习。在课程内容方面，主题
的编排是循序渐进式的。从“自我探索”开始，即助人者最基本的个人功课；到探讨“助
人的意义”，了解助人者的个人价值观及态度对当事人的影响；再进一步学习“助人的技
巧”，例如聆听与同理心；并在“校园同侪辅导”主题下，探讨同侪关系对青少年的影
响，以及辅导义工如何在校园运用同侪关系达到同侪辅导。因此，课程主题的编排是从个
人开始进而跨越到校园。
今年的培训营的另一项突破是筹委们自创、自编及自唱营歌《世界因你而灿烂》。
因此，营会也提供热爱音乐的筹委们一个创作的空间及发挥的舞台。
中等学校踊跃委派学生参加培训营，以及营员在营会中积极参与，投入在各项活动
中，鼓舞了辅导中心及辅谘系努力及用心地付出与回馈。这个培训营延续的背后，也叙述
了我们对推动校园同侪辅导的重视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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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院内心理健康与成长活动
3.1 “快乐学习”系列工作坊
在大专的学习生涯中，有效的阅读技巧、书写报告和呈现报告是大专生学习中非常重
要的三个部分。为了协助学生掌握学习技巧，辅导中心常年都主办“快乐学习”系列工作
坊，全年一共主办两次，分别在四月份及八月份学期，详细的活动内容如下：
（四月份学期活动时间表）
序

日期

主题

讲师

1

2010年4月7日

SQ3R读书技巧

傅玉环老师

2

2010年4月10日

学术报告撰写

黄琦旺讲师

3

2010年4月21日

报告呈现技巧

李泉氚讲师

（八月份学期活动时间表）
序

日期

主题

讲师

1

2010年8月11日

报告呈现技巧

Ms. Chan Yoke Yee

2

2010年8月21日

报告撰写技巧

黄琦旺讲师

不同课题的工作坊皆邀请了校园内不同科系的专任讲师来主讲，每项工作坊的活动内
容都在各讲师的带领下，以生动有趣的方式探讨有关课题，兼具了理论技巧及实务体验。
同时，讲师也为同学准备了丰富完整的阅读资料及讲义，让学生在课后也能复习和掌握有
效的学习技巧。
3.2 “爸爸、妈妈…谢谢您们！”双亲节献感恩运动
辅导中心今年开始推动一项有关生命教育的活动计划～“生命之爱，心灵之源”蒲公
英计划，希望藉着各类活动方式唤起学生对生命的热忱，散播爱心的心灵；灌输积极的生
命观念，热爱自己、他人与生活；以及鼓励学生关爱自己、他人及一切自然生命。
在这项计划底下展开的第一项活动，主题为“爸爸、妈妈…谢谢您们！”的双亲节献
感恩运动，于5月24日至27日举办，活动详情如下：
序
1

活动项目
DIY感谢卡

活动内容

··主办单位准备了感谢卡，学生可以DIY加上设计，并写上对父母
的寄语。之后主办单位协助将卡片邮寄给父母。
··一共销售了40张卡片。

2

温馨展览

··学生辅导义工走访了数位对象，当中包括为人父母者，以及为人
子女者，访问他们与父母的生活故事，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和度过
双亲节 。
··此展览也同时展出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起源与意义。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展览，让学生了解他人眼中的双亲节，藉此鼓
励学生感恩父母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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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活动的学生，尤其是邮寄感谢卡给父母的学生，皆尝试将对父母的爱与感谢，
透过文字表达出来。跳脱出东方社会的含蓄，学生都勇敢突破自己，向父母表达了心里的
爱与感恩。我们期待这项活动能在学生心里散播种子，也作为一个引子，引领学生感受父
母对子女的爱，也学习感恩父母的付出。
3.3“他和她的故事”两性成长系列活动
为引领学生关注、思考和探讨两性话题, 也让学生在认识自己及异性中健康的成长,学
会用爱和尊重来维系关系，辅导中心于6月22日及23日在校园内举办了一系列两性成长活
动。在短短两天的活动里内容既精彩又丰富,活动分为日间两性成长展及夜间专题讲座和专
题电影欣賞。活动详情如下：
日间活动:两性成长展—“他和她的故事”
辅导中心首度与辅谘系一年级的学生合作,共同呈现为期两天的两性成长展。学生们
利用《两性关系》课堂上所学的专业知识,透过任课老师吴启铭的指导下,精心展现出九个
两性议题,分别是:
1. 约会与恋爱

2. 婚前性行为

3. 同居

4. 避孕与堕胎

5. 分手

6. 性骚扰与性侵害

7. 同性恋

8. 性行为与性反应

9. 网络关系

展览中,辅谘系一年级的学生分别驻守在各个展示议题的摊位上,负责向前来观赏的学
生作深入的讲解及示范,如:安全套正确的使用方法、防狼器的用途等。这一次的展览活动
深受院内师生的热烈欢迎及引起回响,肯定了辅谘系一年级学生的专业学习态度,让校园两
性成长的推广迈进了一大步。
夜间活动: 两性系列专题讲座—“彩虹的另一端…走近同性恋”
随着时代的文明与开放,两性关系中除了异性的关系和交往,当然还会有同性的关系和
交往。同性恋人一般上在人群中占少数,很多人自然会对这类属性的人感到陌生。主讲人吴
启铭老师以自然開放的专业两性角度,带领着学生一起走进这一个“族群”的世界,让大家
有机会深入的认识异性恋之外的同性恋曲,长达两个小时的生动讲座方式,相信已让在座学
生对同性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 启动了大家新的思维和见解。
夜间活动: 两性系列专题电影欣賞—《春光乍泄》
续前一晚的专题讲座议题, 辅导中心为了让学生们对同性关系能抱持着更開放和自然
的心态作进一步的了解, 特别挑选了这一部电影与同学们分享。电影主要是在描述着一对
同性恋人的爱情故事和生活写照, 剧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激发学生们对于同性恋人有更多
的思考和感想。电影播映完毕后,现场便開放了一小段时间让参与者能自由地进行讨论和分
享。
3.4 “生涯加油站”
“生涯”是什么意思？生涯的英文为“Career”,原来的意思是指“具有两个轮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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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后来也被引申为“道路”的意思；在生涯规划（Career Planning）中，“生涯”指
的是“人生的发展道路”。当我们开始知道“生涯”的意思后，便也开始思索自己的“生
涯”又该如何“规划”。人生这一路上都在边规划边思索中走过，大专生是一个人生的阶
段，是一个站。
“生涯加油站”是辅导中心与辅谘系二年级学生一起精心为校园里的学生筹划与筹备
的活动。辅谘系二年级的学生藉着这项活动的参与，除了引领校园学生探索生涯，也实践
了课堂所学，可说是两者都受益的活动。
以下是“生涯加油站”的详细内容：
活动日期：19/10/2010 – 20/10/2010
活动地点：UG 天桥
活动目标：
1. 促进学生对自己及环境的认识，从而更有效地做出生涯抉择与规划。
2. 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及正向的工作观念与态度。
3. 提升学生求职所需的技巧和能力的掌握。
“生涯加油站”主要是将生涯规划视为一辆行驶中的列车，搭上这一辆列车前往各“
站”进行探索生涯中不同的议题。展览中除了资讯的展示，也有许多生涯相关的专业测验，
供参与者的个人需求而选择接受测试，辅谘系二年级学生则在旁细心的给予施测和解说。
各站名称
1. 测一测，我是什么类？
2. 您的未来怎么走？

3. 探索心里心

各站目标

··让同学了解自己合适的职业取向。
··让同学了解自己的职业范围选择 。
··通过职业组合卡协助学生更明确自己喜欢的职业。
··协助学生了解自己未来的职业展望。
··协助学生发觉未来职业展望与现阶段的异同点 。
··促进学生对自己及环境的认识，从而更有效地做出

生涯

抉择与规划。

4. 生涯愿望树

··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及正向的工作观念与态度。
··提升学生求职所需的技巧和能力的掌握。
··建立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抱有良好的希望和盼望。
··让学生可以增强对自己的愿望，坚持自己的梦想。
··学生们可学习到祝福自己与祝福别人,以及把自己 心中想
对他人说的话写出一句祝福的话。

5. 生涯大法官
6. 估价大王

··协助学院生对生涯有更明确的了解。
··协助学院生厘清对生涯持有的迷思。
··厘清求职者的价值观。
··分享个人对价值观不同的看法，慎重看待自己的职业选择。
··学会认清自己的价值观，增强对人、对事的厘清与辨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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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辅导义工团
4.1 新进辅导义工基本助人培训课程
辅导中心于今年的4月份学期，开办了新进辅导义工基本助人培训课程，共有19位新
进辅导义工参与。此培训课共有8堂课，包含4堂助人概念及技巧为主题的课程，以及4堂
自我探索为主题的课程。在每一堂课结束后，学员都必须书写课后心得报告及完成指定作
业，目的主要是让学员们能反思与吸收课堂中所学的知识。
4.2 第六届学生辅导义工团理事会交流会
2010年新一批学生辅导义工团理事正式就任后，理事们为了增进默契及提升自我的领
导能力，于是便自办了一个理事交流会，活动只限於所有新任理事参与。
一日的交流会，除了理事们自己设计的小活动，同时也邀请了辅导中心的两位顾问老
师分别带领团体课程。从早上9点开始至晚上11点，全天候紧凑又丰富的交流会，让理事
们收获良多，并且从体验式的学习里有了更多贴近自己能力上的自我觉察。
4.3 守护小天使行动
学生辅导义工团于2010年总共进行了3次的守护小天使活动，分别在1月份、4月份及
8月份学期；1月份探访了约100位新宿舍生，4月份探访了约140位新宿舍生，而8月份则探
访了约136位新宿舍生。辅导义工凭着关怀与服务校园同侪的精神，常年在院内主办这一
项活动，活动内容是拜访新进宿舍生，了解新进宿舍生在校园里的适应状况，同时也向对
方表达关怀与问题协助。今年的守护小天使活动有别于往年，因此比往年更受欢迎。
4.4 期末考前关怀服务
常年活动之一的考前关怀服务，主要是在每学期期末考来临之前推动的一项院内同侪
关怀服务，关怀对象主要是准备应考的宿舍生。今年一共进行了两次的活动，日期为7月9
日（4月份学期期末考试）及11月12日（8月份学期期末考试）。义工们根据宿舍大楼内的
住宿房号，逐一到访派送糖水、糖果、凉茶包等，同时也向宿舍生表达问候和关怀。
4.5 义工交流日
义工交流日主要是联系义工团团员之间的感情，由义工团的福乐组负责与策划交流活
动内容。在四月与八月份学期里，交流日是以每两周进行一次，内容包括了电影分享、小
餐会、团康游戏等等。
4.6 义工院内义卖会
八月份学期初，学生辅导义工团除了设立摊位招收新义工，同时也在摊位上义卖一些
小物品及糖果，向院内师生筹募善款以作为义工团出外服务的基本经费或乐捐给社区的慈
善机构。今年的义卖活动一共筹得了马币440令吉，而这笔善款在全团的支持下捐给了檀
香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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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秋聚会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是家家户户团聚的大好日子，义工团福乐组特别在这个喜气的节
日里主办了一场小型的中秋聚会，让所有忙于课业而无法回家过节的团员们都能聚在一起
庆中秋。9月22日的晚上，义工团团员们一起玩游戏、猜灯谜、赏月、品尝月饼和提灯笼游
园，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中秋聚会也成为了团员们今年内美好的回忆之一。
4.8 国家农业公园一日游
学生辅导义工团于10月2日举办了国家农业公园一日游，此项活动开放给新院的学生
以及义工团团员，一共有29位学院生及团员参与。活动主要目的是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学院
生，有机会接近大自然，从而纾解身心的压力、促进人际互动及发挥同侪关怀。一日游以
闯关游戏穿插其中，并使用脚踏车取代步行，让学生及团员透过有限的提示及地图抵达各
小站，活动考验着彼此间的沟通、领导能力和配合能力，一日游带出了很多的经验课题，
丰富了大家的生命。
4.9 檀香晚晴苑八周年纪念—素食园游会与捐血运动
今年是檀香老人院的八周年，有关机构以园游义卖会的形式作为庆祝，义卖活动需
要许多的人手协助，于是学生辅导义工团派出了八位成员代表参与和协助园游义卖会。义
卖会当天除了协助义卖工作，义工团三位成员也临阵参与了当天开幕的表演节目－手语演
出。此服务性活动除了让义工们发挥助人精神，同时也促进义工团与外界各个助人机构的
联系。
4.10 跟进潮流“面子书”
为了更快速的传递团讯及活动讯息给学生辅导义工团团员，义工团宣导组特别在网路
面子书上开设了一个群组。在群组中，除了上载一些活动资讯和照片，团员们也可透过群
组相互联系、聊天与商讨等，网路群组的设立让义工团更为凝聚与彼此照顾。
双亲节献感恩运动

温馨展览，展示受访者对双亲节的看法。

同学正在用心地设计双亲节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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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学习”系列工作坊

Ms. Chan Yoke Yee对于学员的现场呈现表现给予回馈。

傅玉环老师代表辅导中心赠送纪念品予黄琦旺老
师以表达感谢。

两性成长系列活动

正确保险套穿戴法比赛。

辅谘系一年级学生结束展览前的大合照。

第四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学生辅导义工团理事会交流会

营委营员大合照，成长路上，相互陪伴。

一起完成的绘图活动，见证合作的力量。

国家农业公园一日游

檀香晚晴苑八周年纪念

国家农业公园一日游全体大合照。

檀香老人院服务~功德无量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