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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华教界尊敬的董教总顾问拿督沈慕羽局绅（
简称沈老）不幸于2009年2月5日，晚上9时15分，与世长
辞，享年97岁。沈老灵柩停放在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
为期六天。这是马六甲培风中学创校96年以来，破天荒
第一次设为灵堂，以示对沈老的崇高敬意。

教总除了联同全国44个属会在《星洲日报》刊登
整版的挽词，以向沈老致敬外，教总常委和秘书处职员
也多次前往马六甲向沈老致哀。此外，教总秘书处也特
整理和编辑《悼念拿督沈慕羽局绅》特辑，并影印1300
本，以派给前往丧礼哀悼沈老的各阶层人士。

举殡日
沈老举殡当日（2月10日），逾万名来自各地的党团

代表、学生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排列成长达一公里的送
殡队伍，哀送沈老最后一程。沈老灵柩上覆盖着一面“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的旗帜，代表着教总向沈老
致以最高的荣誉及敬意。送殡队伍从马六甲培风中学出
发，途经晨钟励志社、培风华小一校、二校、三校、平

民华小、育民华小、孔教会大厦、书法文物馆和沈老位于怡力的老家。

近下午三时，沈老的灵车抵达董教总教育中心。在教总主席王超群、董总顾问郭全强、董
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和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的带领下，教总、董总和新纪元学院全体同仁
以及社会人士，向沈老追思致哀致奠。与此同时，教总总务陈清顺代表宣读公祭文，以向沈老
表达敬意。约有500人齐聚在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楼前，相送沈老最后一程。过后，沈老的灵车
开往士毛月，安葬在富贵山庄墓园。

“永远的沈慕羽”追悼会
为追思和表扬沈老的事迹与贡献，进而推广沈老“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精神，教总联

合26个全国性主要华团以及一些和沈老有着密切关系的团体，即有董总、董教总教育中心、林
连玉基金、独大有限公司、新纪元学院、华总、全国校长职工会、校友联总、留台联总、马来
亚南大校友会、留华同学会、华社研究中心、福联会、广联会、客联会、潮联会、海南联会、
三江总会、广西总会、晋江总会、马六甲华校教师会、马六甲华校校友联、马六甲孔教会、隆
雪中华大会堂、沈慕羽书法文物馆以及金马士沈慕羽纪念馆于2009年3月14日在加影新纪元学院
大礼堂举办“永远的沈慕羽”追悼会。超过300人，包括华教人士、大专生、中学生、党团代表
与社会人士出席“永远的沈慕羽”追悼会。新纪元学院共有70人（职员40位，学生30位）出席追
悼会。

（一）董教总顾问拿督沈慕羽局绅
与世长辞

已故董教总顾问拿督沈慕羽局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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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以播放“永远的沈慕羽”为主题的短片作为开始，并在短片播放结束后，全场为沈老
默哀一分钟，接着由教总总务陈清顺校长代表宣读追悼文。过后，27个联办单位及54个党团代表
和个人上台向沈老献花致敬。接下来是由教总主席王超群、董总主席叶新田以及华总总会长林玉
唐代表联办团体致词。沈老的家属也随后上台献花，并由沈墨义代表家属致词。追悼会最后以播
放沈老自弹自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短片结束。

现场安排了沈老的文物和资料展，同时也派发《追悼沈老》特辑予每一位出席者，以让大家
回顾沈老的点点滴滴，并学习沈老的精神和风范。

追悼会获得富贵集团协助和赞助全场的布置费用。此外，新纪元学院也给予全面的配合，包
括安排教职员和学生参与协助，使追悼会顺利进行。

对于沈老的离世，新纪元学院全体同仁深表哀悼与悲痛。

沈老的离世，是国家、是民族无可弥补的损失！沈老光辉的一生将永垂青史，深受千千万万
人敬仰。沈老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沈老, 您安息吧！

（备注：有意了解沈老其人其事，请浏览教总网站http://www.smy.jiaozong.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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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举殡日

永别了，华教斗士拿督沈慕羽局绅！ （ 摘自《中国报》，2009年2月11日。）

沈老举殡日，逾万人送行。送殡队伍长达1公里，场面庄严浩大。 （摘自《南洋商报》，2009年2月11日。）

沈老灵车缓缓驶入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董总、教总和新纪
元学院教职员与学生列队出席一场简单又庄严的告别仪式，

向沈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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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千人出席在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举行的沈老告别仪式，场面浩大庄严。

在教总主席王超群、董总顾问郭全强、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和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的带领下，
董总、教总和新纪元学院全体同仁与社会人士，向沈老追思致哀致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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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沈慕羽”追悼会

《追悼沈老》特辑 追悼会会场外，展示沈老的雕像
与文物资料。

全场为沈老默哀一分钟。

“永远的沈慕羽”追悼会布幕印
上沈老生前亲自挥毫的“一生战
斗为华教，一世服务为国家”。

董总、教总、新纪元学院领
导与华教人士向沈老献花

致敬。

沈墨义代表沈老家属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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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8月13日起，叶新田博士受委接任第三届新纪
元学院理事会主席。在任期间，叶主席不断加强新纪元学院
的管理与发展规划，加强软硬体建设，创造有利的环境条
件，开拓新院的发展空间，建立更稳健的发展计划，并朝向
新纪元大学的格局而努力。

独中教师应具备教学专业素养，以学生为中心发挥教
师的引导作用，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培育学生成人成才。
为进一步提升独中师资素质，新纪元学院于2006年创办教育
系，与各州董联会密切联系，在槟城、砂拉越、沙巴、雪隆
等地逐步开办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为更多的独中教师创造进
修的空间。至今，新院已培育超过300名独中教师，在各自
专业学有所精。

新纪元学院致力于落实“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
理念，新纪元学院于2006年创办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主要
目标为推广辅导教育，提供辅导心理学训练，为独中培育更
多辅导老师，以支援独中辅导工作。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的

创办，不仅体现人文关怀的校园氛围，亦为大马辅导教育推开另一扇窗户。

为拓宽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新院与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
shire）于2007年顺利联办第一个商学系3+0课程，两项课程为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及会计与
财务荣誉学士课程。这项学术成果，给予我们更大的信心与鼓励，为迈向新纪元大学之目
标，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为进一步提升新院中文系的教育素质与水准，董教育教育中心与中国浙江大学联办中国语
言文学硕士班，至今共开办了四届的硕士课程。为提升独中师资的教育素质，董教总教育中心与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签约联办“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新院的课程素质已逐步获提升至硕士
水平，让更多独中教师精益求精，在各自领域受惠不少。

在叶主席担任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期间，新纪元学院迈入建校的第十周年，在展望与回
顾之际，新纪元学院全体上下一心，共同欢庆创校十周年校庆的系列活动。走过艰辛的十年办学
成果，新纪元学院逐步取得可观的成果。为落实华社兴办民族大学的心愿，新院于2007年正式向
高教部提出申请，提出升格大学的10项理由，第一次提呈《申请升格为大学计划书》，朝向申请
升格为大学的目标前进。 

十年来，新纪元学院办学成果丰硕，让人耳目一新，发展日趋稳健，并且不断为迈向大学
的理想作好准备。为了让叶主席更专注于董教总教育中心事务，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
限公司第八届董事部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4月6日接纳叶新田博士辞去第四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
席，同时接纳王超群先生接任第四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

（二）叶新田博士交棒，王超群先生
接任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

王超群先生接任第四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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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群主席1942年出生于马六甲，祖籍中国福建永春。1962年毕业于马来西亚日间师训学院
毕业，1963年开始在森美兰州担任教师，并于1969年至1997年在华文小学担任校长长达28年。在掌
校期间，也参与许多文教团体和社团活动。即使在1997年退休后，还是积极参与各项推动华文教
育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工作，为社会继续献出绵力。

目前，王主席担任的职位包括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主席、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
小学工作委员会主席、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运动工作委员会署
理主席、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副主席、林连玉基金董事、西马日间师训教
师会总会顾问、森美兰华校教师会顾问、森美兰福建会馆副主席、森美兰王氏公会副主席以及中
国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第四届理事会顾问。

王主席曾获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和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颁赐勋章，以表扬他对国家社会的贡
献，其中包括高功勋章、辉煌社会勋章、国家建设勋章和建国有功人士勋章。王校长于1999年受
政府邀请成为“第二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成员。2007年获得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颁发“海外华文
教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其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王主席可说是资深的华教领袖。自第一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成立以来，他已成为新纪元学院
的理事，多年来长期参与新纪元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其表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新纪元学院在他
的推动与带领下，必定会有更多建树。

在王主席领导期间，新纪元学院的校园发展与规划已逐步落实。新纪元学院已购置了4个单位
的Kajang Sentral商业大楼，作为未来商学院的教学用途。众多华社也为新院捎来不少好消息，纷纷
表示愿意捐赠土地，作为新纪元学院未来发展的新校地。

过去十年，经过全体华社的同心协力，新纪元学院已经完成升格大学的准备工作。当前国内
外的局势有利于华教的发展。王主席体现的扩大视野、心胸放宽，且善于调整、勇于开创的领导
之风，新纪元学院必定有朝一日能升格为大学。往后的日子，新纪元学院必定更努力加强各方面
的条件，不但为了符合升格大学的标准，同时也为了建立一所优质的民办高等学府。希望这一所
未来的大学，是高素质的卓越民办学府，能够提供最优质、最适合本地学子深造的课程，能够提
供最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条件，这是华社共同的愿望。

华文教育在二十一世纪肯定有更大的发展机遇，董教总教育中心和新纪元学院将继续坚持理
想，并且善于利用新的客观环境，和凝聚华社力量，为华文教育开拓崭新、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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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纪元学院第三任院长
潘永忠博士上任

自2009年1月15日起，潘永忠博士受委接任新纪元
学院第三任院长兼首席执行长。

简历
潘院长简历如下：

• 1950年, 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适耕庄。就读适耕
庄育群华小与巴生滨华独立中学。

• 1969年，赴台湾深造。

• 1974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

• 1979年，考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理学硕士。

• 1983年，考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生物科技学博士。

• 1983-1986年, 前往加拿大加尔格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与美国纽约洛格菲勒
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从事科学研究。

• 1986-2004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任教与从事科研工作。

• 2004-2008年, 返马任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Monash University）马来西亚分校文理学院系
主任与教授。

• 曾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以及美国洛格菲勒基金会生物科技奖学金。

• 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多名博士生导师。

• 曾担任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亚大学与印度数所大学校外博士考试委员。

• 曾在国际著名科学刊物与国际会议发表论文达150篇以及多本生物科技专业书籍。

• 曾在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印度、越南、加拿大与美国各大科学研讨会上发表专题
论文。

• 曾受邀在国际多所大学、研究所演讲，包括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马来亚大学、新
加坡国立大学农业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科技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杭州水稻研究所、中山大学、台湾中央
研究院植物所及印度科学院。

• 曾担任国际生物科技学科刊物主编、编辑与科学文献评审员。

• 曾担任美国与亚太区域国际学术会议的顾问团成员。

新纪元学院第三任院长潘永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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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纪元学院院务简报 
 1. 部门重组

2009年，新纪元学院行政结构进行部门重组，主要目的是结合功能相近的部门，减少职责
重叠现象。同时，此举也确保人力资源能更有效分配，加强部门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升行政
团队的效率。本年度的部门重组包括增设政府事务处、公关与学生事务处分割, 公关处与国际交
流处合并成为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推广教育中心并入教育系。同时，也委任注册处副主任、媒
体研究系副主任与招生处副主任之职位，以便提升行政部门的效率。

2. 校园规划
目前，新院校园的空间使用情况已趋饱和，课室与办公室已不敷使用。由于新院计划在未

来推出更多新课程，讲师与学生人数会相应增加。因此，董教总教育中心协助新院在校园附近
的Kajang Sentral购置四个单位商业大楼，这栋大楼装修后将作为未来商学院的办公与教学研究之
用。购置商业大楼的部分经费来自华社热心的捐赠，拿督古润金局绅的完美集团捐献两百万令
吉。此外，Kajang Sentral发展商日兴产业亦捐献半个单位大楼。

新纪元学院于11月成立商学院搬迁工作小组，根据搬迁计划工作进度表，定期召开会议讨
论与决定搬迁前后的筹备工作。小组成员由院方职员所组成，包括潘永忠博士（院长）、莫顺
宗（副院长）、沈丽燕（财务处主任）、庄璐瑜（图书馆主任）、郑清同（庶务处主任）、孔
国樑（电脑中心主任）、邓珮君（注册处副主任）、叶汉伦（学生事务处主任）、胡禄铭博士
（商学系系主任）、李泉氚（商学系讲师）、叶佩灵（商学系讲师）与黄智樑（庶务处助理高
级执行员）。工作小组已经于11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具体讨论各项工作分配。

3. 走访独中、走入华社
独中下联华小，上接大专院校，是整体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桥梁。为维护华文教育的发

展，新院频频走入独中，加强与独中的联系，协助独中提升教育素质，这亦是新院办学宗旨之
一。为强化新院与独中的联系，了解独中所需，我们于2009年访问全国26所独中（北马8所、中
马7所、南马8所与东马3所），与校方领导进行交流。

新院与独中互动频密，宽柔中学陈伟雄董事长与许宗森校长于10月率团30余人访问新院
后，并于12月派遣宽中百人华乐团在吉隆坡天后宫为新院义演筹募清寒工读金，这场《韶乐
情》华乐演奏会，获得华社热烈响应，共筹得清寒工读金约RM160,000（超出原定目标RM100,000
）。《韶乐情》新山宽柔中学华乐演奏会的详情，请参阅大事纪（六）。

为加强新院与各州董联会的联系与交流，新院也走访了吉打、槟城、沙巴与砂拉越州董联
会，商谈落实联办或续办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等提升师资培训的计划。同时，新院也主动走入华
社，积极参与主要华团的社区活动、新春团拜、晚宴、交流会等，促进新院与华社的联系。这
些单位包括留台联总、南洋大学校友会、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星洲日报》、吉隆坡中华
独立中学、乌鲁冷岳华团联谊会。同时，新院也走访了10家媒体，加强新院与媒体的联系与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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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师资培训
走访各独中的过程，令新院深切了解独中面对的困境。新院作为一所华社的民办高等学府，

协助独中提升教学素质是义不容辞的。

2009年，新院与新山宽柔中学联办第一届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并再度与沙巴董总联办第四届
教专文凭课程。新院与各独中多次联办教专文凭课程，至今已为独中培育400余位具备教专文凭
的老师。访问结果发现各独中面对数理化教师短缺。为提升独中数学老师的教学素质，新院与国
立台湾师范大学于8月联办第一届数学教师培训课程，此课程得到各独中热烈响应，共有27所独中
及112位老师参加培训，此课程同时在新院、槟城、砂拉越与沙巴四个地点开办。此外，新院因应
槟城董联会要求，于11月在大山脚日新独中开办第一届英文专科培训课程，共有17位老师参加。
新院也因应沙巴各独中校长的要求，计划明年为沙巴独中开办国文（马来文）教专文凭课程。未
来，新院将继续协助独中开办其他专科培训课程，如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

为长期解决独中数学教师短缺问题，董教总教育中心与中国暨南大学于2009年12月签署协议
联办远距离教学的教育学学士学位课程，新院全力协助此课程的开办，让就读此课程的独中老师
可在学校假期前来新院接受暨南大学教授面授课程，其他时间可通过远距离方式学习。

近年来，为因应中国崛起，各国皆掀起中国热，热衷学习中文和华语。马来西亚得天独厚，
我国华文教育发展在前辈先贤近两百年前仆后继的耕耘下，华文教育根基深稳，已成为中港台地
区以外最成功的国家。新院创办至今已有12年，虽时日尚短，但已为华文教育发展做出贡献，尤
其是开办独中教师培训以提升教学素质，已获得校方领导与老师们的认同。新院计划继续扩大独
中教师培训工作，为此，我们首次出访汶莱4所学校，探讨开办教师培训课程与合作办学的模式。
我们也计划走出国外，协助更多邻近国家的华文学校培训教师，提升华文教育水平，期望未来新
院能发展成为一个东南亚区域的华文教育中心。

5. 开拓国际合作网络
为提升新院教育与学术水平，新院于2009年期间加强与国际各大专院校合作，并与6所新的

大专院校缔结姐妹校，这些姐妹校包括台湾的亚洲大学、东海大学和台南科技大学、英国西英格
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印尼玛中大学（Ma Chung University）与我国柔佛的时
代艺术科技学院（Neo-Art Institute）。截至2009年12月31日，新纪元学院姐妹校已增至86所。

2009年，新院访问了20余所来自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的高等院校。新院代表团出访了中国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大学与人民大学，进
行学术交流与签署中文系2+2学分转移课程。我们也出访台湾师范大学、中兴大学、彰化师范大
学、世新大学、铭传大学、逢甲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朝阳科技大学、东海大学与亚洲大学，进
行学术交流与签署2所新缔结的姐妹校（东海大学与亚洲大学）。同时，我们也拜访台湾师范大
学、台北教育大学、侨务委员会、教育部侨教会，商谈成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暨新院华文独中
师资培训中心”的计划。我们也南下出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学研究中心，商谈华语作为
第二语教学课程的学术合作。此外，新院也访问汶莱4所学校（都东中华学校、诗里亚中正中学、
马来中华中学、汶莱中华中学），探讨开办教师培训课程、合作办学契机及考察汶莱华教体制的
运行与发展。

新院与国外高等院校也加强互访与交流。2009年来访的国外高等院校共39所，包括台湾18
所、中国8所、英国5所、新加坡1所、纽西兰1所、韩国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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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
专业与有系统的行政管理和策划，是一所大专院校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新院资源有限，

为达到人事精简，减少职责重叠，从而提高行政效率，新院部分行政管理已在2009年初做出
调整。调整后适逢新院行政管理的ISO 9001资格于2009年12月期满，必须重审。重审结果，新
院行政管理通过ISO外审认证，延长ISO 9001认证资格至三年（从2009年12月21日至2012年12
月20日），ISO认证象征着新院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已得到国际机构的认同。

7. 积极申请MQA课程认证
新院办学除了合乎情与理外，也必须合法，故所开办课程必须得到高教部的准证和认证，为

新院学生开拓更宽广的升学与就业管道。学生就读政府认证的课程可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贷学
金（PTPTN），这对来自家境清寒的学子尤其重要。2009年，新院学生获得高教基金贷学金者已达
百名，相信未来新院会有更多学生获得有关贷学金。除了高教基金贷学金外，学生毕业后，若不
想出国深造，也可申请前往国立大学继续就读，或就业于政府部门成为公务员。

今年，新院在课程认证上获得多项突破，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课程获高教部准以中英文教
学。此外，新院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联办的辅导与谘商心理学2+2学士学位课程也获开办准证。这
是大马建国以来，首次批准国内大专与台湾高校联办学位课程。新院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强课程
素质，提高讲师资历和专业水平，以期顺利升格大学。

8. 朝向升格大学的理想
 为了迈向新纪元大学的目标，新院不断改善现有的各项局限，并以稳健坚定的步伐，贯彻多

元的教育理念，承先启后，发展为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优质大学。有关努力朝向升格大学的各项
准备工作，请参阅大事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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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理念，克服逆境——
为迈向新纪元大学而努力

前言
新纪元大学的倡议，旨在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实现马来西亚华社长期

以来的夙愿。自南洋大学关闭以后，本地华社在董教总的领导下，一直坚定地维持着中、小学
的母语教育，并一直盼望一所真正的华文大学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

2007年，新纪元学院提出10项升格为大学的理由，包括华人社会的全力支持、非营利的办
学理念、设备完善的校园、对社会和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学术研究的重视、藏书丰富的图书
馆、学生人数持续上扬、师资的阵容和培训、丰沛的国际学术联系网络与行政管理已迈向国际
水平。2007年12月14日，新纪元学院正式提呈《申请升格为大学计划书》给高等教育部部长拿督
斯里慕斯达法。新纪元学院提呈书面申请后，高等教育局总监拿督哈山赛益于2008年2月14日召
见新院管理层，听取院方简报，并提供适当的意见。

然而，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于2008年4月14日回函，列出拒绝新纪元学院升格为大学的8项理
由，包括具博士与硕士资格之教员不足、仅一联办课程获批准、无课程获全面认可、学术人员
的研发工作有待提升、应参与学术刊物出版、招生未展现多元化、缺全面升格计划与学科不够
多样化。同时，信函也建议院方改善相关条件，在两年内再次提呈完备的升格为大学申请书。 

针对高教部列出新纪元学院不符合升格为大学所提出的8项理由，新纪元学院全体教职员于
2009年齐心协力，努力改善各方面的工作，为迈向新纪元大学而努力。

1. 提升师资素质
高教部规定一所大学或大学学院讲师必须至少20%具有博士学位的资格，60%具有硕士学

位的资格。讲师阵容不足乃新院向高等教育部申请升格大学学院被拒的主要原因之一。经过
一番努力后，新院极力提升讲师资历，博士讲师由年初的3位增加到8位，占学术人员总人数
（共51位）15.7%，距高教部要求已不远。至于硕士讲师，目前新院共有30位，占学术人员总
人数58.8 % 。

2. 积极申请 MQA课程认证
为落实大学学院的理想，新纪元学院于2009年积极向高教部申请各项课程认证。目前，新

院开办的课程已增加至34项（包括尚未推出的课程）课程，其中18项课程已获得高教部的准证
或认证，另12项已呈交高教部审核，相信短期内会得到高教部的正面回应，尚有4项课程正准备
中。（有关MQA课程认证现况，请参阅行政部门（十一）政府事务处的业务报告。）

新院于2009年有两项课程认证获得新的突破，即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与辅导与谘商心理
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这两项课程的批准，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突破，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史
无前例的重大进展。媒体研究系专业文凭课程获得高教部批准以中英文教学，并获得开办准证
（Approval）。此课程也是目前马来西亚唯一一个获得MQA批准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课程。
辅导与谘商心理系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联办的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2+2学士学位课程首次获得我
国高教部承认，并获准颁发课程开办准证。这项重大的突破，对于提升华族母语教育与政府对
台湾高等教育学位的认同，无疑是一大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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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院也向高教部提呈开办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及招收
国际学生的申请。希望高教部未来可批准新院更多的课程以中文授课和招收国际学生准证，让新
院逐步迈向大学学院的目标。

3. 推动学术研究
一所大专院校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学术研究成果。为了升格大学学院，新院必

须从多方面推动学术研究计划，以提升学术水平与成果。新纪元学院与南大基金会合作的研究项
目“华、马教育的对比，沟通与展望”已顺利完成。这个研究项目的四篇学术论文也已送刊等待
发表。

为加强未来的研究发展，新纪元学院与南大基金会于12月17日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倡议建
立新的研究与教育合作关系。在这新合作基础上，南大基金会全力协助新院推动未来研究与教育
发展，通过推动研究与出版、邀请外国学者进行短期授课、联合出版学术专刊等，共同探讨可行
的研究项目，藉此以学术回馈社会，同时发掘学术研究议题，培植社会人文价值，逐步提升新院
的研究方向。

新院与华社研究中心多次与雪州行政议员YB欧阳捍华商谈，并获得州政府同意拨款支持雪州
乡村发展计划及相关研究项目，此研究项目计划在2010年落实。

4. 发表学术成果
新纪元学院一直鼓励讲师与学术人员从事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与论著，并参加或举办国

际或区域性学术会议。2009年，新院学术人员共发表10篇国际会议论文、刊载论文8篇以及4本著
作。此外，讲师与学术人员也举办或参加48场专题演讲或学术论坛，其中许多国际著名专家学者
亦应邀前来新院主讲，如北京大学前任校长许智宏教授于6月在新院与星洲日报联办的讲座会上主
讲“中国高等教育现况和发展战略”。

2009年，第5期的《新纪元学院学报》、《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关系》
与《Chindia : From Political Interface to Spiritual Dialogue》的顺利出版，作为学术人员发表学术研究成
果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新院迈向学术研究的努力成果。

5. 招收国际学生
高等教育朝向国际化已是今日国际各大专院校的共识，招收国际学生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一

环。国际学生能扩大国内学生的国际视野，同时，促进校园多元文化的发展和国际化校园环境，
从而提升高等教育和学术的国际竞争力。新院未来的发展必须与国际接轨，为达到此目标，除了
继续加强和扩大与各大专院校的教育与学术合作外，我们也计划今年招收国际学生，主要学生来
源将以东南亚国家以及中港台为主。

为朝向招收外国学生的计划，新院已于2009年向高教部申请招收国际学生准证，相信2010年
新院可落实此计划。

6. 推动学科多元化、重组院系规划
推动学科多元化是发展新院的重要部分。因此，新院努力朝向此目标前进，并将成立新科系

与重组未来的院系规划，为升格为大学学院做准备。除了继续大力提升教育与学术水平以及提高
讲师的阵容外，新院学术部门也在进行重组，这有助于各学术部门的互动和资源共享。同时，我
们也增设新的科系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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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后的院系规划，现有八个科系与新科系并入新成立的四个学院，即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媒体与艺术学院、商学院和理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包含教育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和辅导与谘
商心理系。媒体与艺术学院包含媒体研究系、美术与设计系和戏剧与影像系。理学院包含资讯工
艺系与新成立的应用数学系。商学院包含三个科系（会计、金融与商业系，创业与电子商务系和
经商与国际贸易系）以及两个研究中心（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研究中心与世界华人企业区域社会
研究中心）。除了四所学院外，新院尚有一个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新院正积极规划与设计新课程，作为推动学科多元化的努力。2009年，新院美术与设计系与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K）联办两项3+0新课程，即“平面设计荣誉
学士学位”与“平面设计（动画组）荣誉学士学位”课程。此外，新院另有三项新课程已准备就
绪，将在2010年正式推出，这包括教育系的“幼儿教育专业文凭”和“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
及辅导与谘商心理系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联办的硕士班课程。

结语
申办新纪元大学的梦想，不仅是董教总多年来的心愿，更是我国全体华社最大的心愿。因

此，我们呼吁全国华社团结一致，全力支持与维护这个梦想，落实申办新纪元大学的心愿，以实
现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未来，新院将继续朝新纪元大学的方向努力，不断提升教育与学术水
平，并配合国家发展的需要，培育更多的专才，为社会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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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的邀请，由百名希望工程受助学生和希望小学老师组成的“希望
工程•完美爱心使者代表团”于11月23日至11月29日在马来西亚进行为期7天的交流活动。今年是
希望工程实施20周年，又适逢中马建交35周年。这是中国希望工程爱心使者首次大规模出访，旨
在促进两国青少年相互学习交流，展示希望工程成就，传播公益精神，并促进希望工程和海外机
构的交流与合作。这次的交流，不仅增进中马两国的情谊，同时也为马中建交35周年添上一份佳
话。到访期间，此团受到马来西亚外交部、高等教育部、董总、教总及各界华人的热情欢迎。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完美集团、马来西亚马中友好协会主办的“爱心牵手马来西
亚——希望工程•完美爱心使者代表团”媒体见面暨捐赠发布会于11月25日在新院大礼堂举行。当
天，完美集团捐献200万令吉，作为新纪元学院建设与发展基金。新院为朝向升格大学的目标，除
了需要提升学生和教职员的质量，也将推出更多科系，需要更多的软硬体设施，其中扩充校园、
增建校舍是首要工作。目前，新院8.5英亩的校地已不能满足未来的扩展。于是新院决定购置四栋
价值400万令吉的加影仙特拉（Kajang Sentral）商业大楼，以应付未来新校舍的发展需要。新纪元
学院的新校舍，预计将在明年开始启用。完美集团的热心捐献，协助新院解决新校舍经费不足的
问题，该集团在实践对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责任所做的努力，值得嘉许。  

同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也捐助“希望工程•完美图书室”，价值10万
令吉（2000册）书籍给新纪元学院,以丰富新院图书馆资源。这是希望工程首次向海外捐赠希望工
程图书室。新院所获得的书籍是一份厚重的精神文化财富，同时也为大马华文教育推广工作带来
关心和支持。这批丰厚的精神文化资产，将是新院教育事业迈入新台阶的重要推动力。新院拥有
设备完善的图书馆，馆藏资料丰富，而且也具有现代化的管理经验。相信新院图书馆将继续以高
素质的服务及丰富的馆藏资料，满足师生的需求，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贡献力量。

大会邀请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见证捐赠仪式。其他出席嘉宾包括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先生、完美集团董事长拿督古润金太平绅士、完美集团总裁胡瑞连、
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希先生、《南洋商报》总经理钟启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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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新院理事杨天德博士等。

访马期间，爱心使者参观了吉隆坡著名的华文中国小学，观摩了马来西亚华校的课堂教
学，并应邀拜访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南洋商报》总社。希望工程完美爱心使者与马来西亚青少年
于11月28日在新纪元学院举办中马青少年嘉年华活动，马中两国近200名学生进行交流。中国学
生表演了中国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和维吾尔族歌舞，让马来西亚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风土人
情；马来西亚学生把马来族传统舞蹈和印度歌舞搬上舞台。同时,也表演了由马来西亚华人独创
的24节令鼓，展现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

新纪元学院作为一所民办大学，除了为国家培育人才，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
贡献之外，同时也对马中两国的经贸关系、文化发展交流扮演重要的角色。完美集团与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对新纪元学院的支持与厚爱，本院全体同仁谨此深深感激。这份情意，新纪元学院
永铭心中。

（六）完美集团捐赠200万令吉，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捐助10万令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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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集团董事长拿督古润金（左二）颁
发“希望工程•完美图书室”牌匾给新
纪元学院代表王超群先生（右二）。

叶新田（右二）和王超群（右一）代表
新纪元学院颁发感谢状给完美集团董事
长拿督古润金（左一），高教部副部长
何国忠博士见证。

完美集团董事长拿督古润金致词。 中国与马来西亚嘉宾合照。右起为杨天德、古润金、涂猛、
何国忠、潘永忠、王超群、叶新田、钟启章。



2009年大事纪  71

来自中国的“希望工程•完美爱心使者代表团”与马来西亚嘉宾合照。

嘉宾们披着在藏族象征吉祥的白色围巾“哈达”，与来自中国的“希望工程”完美爱心使者合照。后排左起为
熊咏梅、杨天德、钟启章、潘永忠、古润金、 王超群、何国忠、叶新田、涂猛、胡瑞连、谭志江。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致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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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族赠送象征吉祥的白色围巾“哈达”
给各位嘉宾。

完美集团的嘉宾与新纪元学院代表进行交流。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何国忠博士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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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中是整体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桥梁。为了维护华文教育的发展，新纪元学院办学宗旨之
一乃强化新院与独中的联系，协助独中提升教育素质。2009年期间，新纪元学院与独中互动频
密，我们走访了全国26所独中，与校方领导进行交流。

新山宽柔中学（包括古来分校）陈伟雄董事长与许宗森校长于10月率领约33位董事、行政主
管和老师莅临董教总与新纪元学院参访交流。在交流会上，新院公布每年提供100份保送生奖学
金的特别回馈计划予宽柔中学，这项计划鼓励更多的宽中毕业生前来新院升学。

新纪元学院在成长过程中，承蒙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扶持，深受各地华校董家教成员的大力
支持。长期以来，新院子弟家境清寒者众，很多都在华社热心人士的呵护与赞助下得以顺利地完
成学业。这一回，本着独中新纪元一脉相连的精神，新山宽柔中学于12月派遣百人华乐团前来首
都吉隆坡，为新纪元学院义演筹募清寒工读金，协助学生顺利完成大学教育，实乃盛事。

由马来西亚董总主催，S-Cool音乐与艺术中心承办，新纪元学院、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及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协办的《韶乐情》新山宽柔中学华乐演奏会，于12月18日在雪
隆海南会馆（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办。新山宽柔中学华乐团的演出，为新纪元学院共筹募
RM157,479的清寒工读金（筹款超过原定目标RM100,000），造福新院家境清寒的学生。

大会成功征求美景集团总裁拿督曾贵秋太平局绅捐献RM15,000，成为大会开幕人。另外，
丹斯里李深静、姚迪刚、马来西亚雪隆姑苏慎忠行餐饮业公会、Kumpulan Makmur Yuna Sdn Bhd各
捐RM10,000。华乐演奏会的捐献名单，请参阅附录（十三）。出席演奏会的嘉宾包括南洋大学校
友会会长刘庆祺、留台联总会长姚迪刚、新山宽柔中学校长许宗森等人。

当天约有百名宽柔中学学生参与演奏会，他们带来6首大合奏（庆典、赶街、公主、月儿
高、北京喜讯到边塞、十面埋伏）及4首小组曲（春到湘江、金秋、雨、蛟龙嬉舞）。每首乐曲
都让听众陶醉其中，掌声不断。

新纪元学院非常感激宽柔中学领导对我们的隆情厚谊，这场华乐演奏会获得华社热烈响
应。很多华团组织和各社会贤达人士都群起响应，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新纪元学院的发展。新
山宽柔中学与华社热心人士对新院的支持与关怀，各界的仁风义举，新院全体同仁深深感激，
铭记于心。

（七）《韶乐情》新山宽柔中学华乐
演奏会，为新纪元学院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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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乐情》华乐演奏会盛况。

鸣锣仪式
邹寿汉（左）颁发感谢状予大会开幕人

拿督曾贵秋太平局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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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

大会开幕人、鸣锣人与剪彩人及嘉宾合照。

新山宽柔中学华乐团全体团员与指挥合照。

华乐团指挥邹伯强带领宽中华乐团演绎多首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