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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简介
图书馆面积约3万平方尺，设备完善，环境舒适。总馆藏量约15万册，其中中文馆藏超过11

万册，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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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购入图书共3,710册；获赠7,850册。

• 中文馆藏：116,786册

• 英文馆藏：30,419册

• 巫文馆藏：1,883册

 馆藏总数：149,088册

• 订阅期刊学报146种；获赠100种。

• 订阅报章11种；获赠3种。

3.  读者利用教育
凡新进教职员及新生，图书馆将进行读者利用教育，介绍馆藏资料及馆舍设置，以加强读

者对馆藏资源的认识，善加利用图书馆。除了参观导览外，更重点说明借阅规则及OPAC查询系
统的使用。

4.  图书馆会员
为实践资源共享及回馈社会的理念，图书馆自2004年起开放外界人士申请成为会员，每年会

员约维持150位左右，主要是附近社区居民、大专生、中小学教师及学生。会员可借阅图书2册，
同时享有利用馆内各项服务的权利。     

5.  赠书单位（100册以上者）
OHS Group Sdn. Bhd.、陈惠文先生、陈松生律师、台湾朝阳科技大学、吴龙云博士、叶乙金

先生、黄浩明先生及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一）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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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阅览区

出版品及纪念品陈列

图书馆全体职员合影。

图书馆外观

书库入口

新书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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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区

期刊区

旧期刊区

流通柜台

视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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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中心以下共设三组（技术支援小组、网络小组及软件开发组），以支援本院教职员与教
学上对电脑及相关器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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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援教职员对电脑软硬体之需求。

网络小组
网络小组是改组后从支援小组分割出来的小组，主要是因为网络的维修与升级工作性质日渐

复杂与多样。网络小组主要工作项目为管理学院网络，维修、保护网络配备，并不断提升网络功
能。

软件开发组
软件开发组改组后将系统开发与网页开发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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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现有的学院管理系统及开发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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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制作与开发其他相关软体。

1.  电脑实验室

电脑室 用途 数量

B101 开放使用 40

B102 MAC 苹果电脑供美术与设计 33

B103 网络研究 28

B104A 上课 31

B104B 开放使用（苹果电脑） 13

B105 上课 57

B106 上课 31

2.  增加及提升学院管理系统的功能
• 增设外部成绩输入功能，以便兼职老师从院外输入成绩。

• 为了提升庶务处的资源管理，电脑中心软体小组提供新的庶务资源管理系统。

• 基于本院即将开始招收外国学生，学院管理系统的学生界面增设英语媒介，以便外籍人
士或友族查阅资料。

（二）电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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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一条网络线
为了提升宿舍生的上网速度，电脑中心已将其中一条网络线从2mbs升级到4mbs。

4.  提升电脑设备
• 完成安装LCD投影器于所有B座教学楼课室。

• 提升部分电脑室的CRT荧幕至LCD荧幕。

• 在使用多媒体和绘图功能的电脑上增配DVD烧录器。

5.  伺服器与网络提升
• 增设美术与设计系无线网络服务。

• 提升防火墙设备，以应付不断增加的网络流量。

• 提升樞链路（Backbone）的网络，从百兆以太网至千兆以太网，以提升内部电脑对伺服器
的连接速度。

• 完成网上教学的测试，并全面提供课程管理系统服务，以便提供网上教学。同时，本中
心也为各系讲师提供使用课程管理系统的训练，以便日后可以全面推行网上教学。

 电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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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与角色
招生处的主要任务是筹划及参与各项宣传，以推介本院各项课程，以及推广新纪元学院办学

理念、特色等工作。通过参加各类教育展、举办升学讲座、拜访学校及报馆、举办生活营或开放
日等活动，达到每年订立的招生目标。

为了让社会人士对本院有更广泛且深层的认识，本处除了在平面、电子媒体展开宣传与邮寄
课程资料，也与中学生感性接触，如传送电子贺卡及在考试前后邮寄鼓励性的明信片，以区别人
们对一般大专院校的刻板印象，体现民办学府独特的一面，以期出奇制胜。

本处与全院教职员不畏挑战，面对日趋艰巨的招生考验，携手凸显民办学院特色。随着不
断提升的学术素质、3+0课程的开办及加影社区对本院认识的提升等因素，希望未来能迈向另一
个高峰。

学生义务招生团
自2001年成立招生处后，我们成立了学生义务招生团。参与的学生秉持“回馈华教，热爱母

校”的精神，义务性参与协助各项招生工作，从中学习，为大专生涯增添色彩。为了让有意参与
的学生充分了解团员的责任、精神，本处近年采取了面试录取方式。招生团所给予的支援与协
助，不容忽视。因此，本处定时安排培训活动，如自我成长、提升等课程，建立学生的自我心理
健康。

2009年主要活动

1.  全年例常活动
本处参加或举行各类活动，如教育展、升学讲座与拜访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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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同时，本处也分派宣传资料给学生、参与
该校主办的教育展，同时邀请学校在本院举办生活营等活动。

教育展:

教育展 次数 （场）

THE STAR教育展 1

FACON教育展 1

升学情报教育展 3

学校教育展 74

南洋教育展 1

总计 80

（三）招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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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访学校与讲座：

区域 学校拜访次数 （场） 讲座次数 （场）

西马区 57 13

东马区 3 24

总计 60 37

2.  学校到访
2009年，本处共接待了13团来访团。名单如下：

学校 到访日期

北海钟灵国民型中学 16/3

笨珍培群独中 17/3

SMK Tengku Afzan 21/3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18/4

SMK Pulau Ketam 23/4

SMK Jalan Bukit 27/4

SMK Cenderawasih 11/6

宽柔古来分校 14/6

SMK Jalan Bukit 15/8

SMK Jalan Bukit 5/10

尊孔国民型中学 27/10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31/10

巴生区学校 20/12

本处在学校到访期间，安排相应的行程。除了新纪元学院简介、校园导览，也安排讲座
如“生涯规划”及工作坊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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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本院学生精神面貌良好、独立的一面。

3.  开放日与开放月
2009年，本处共举办了3次开放日，即3月21及22日、7月18至19日及12月20日。当天活动

包括各系展览、性向测验、学院导览、专业讲座、工作坊等。另，本处也个别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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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照常办公，为来自远地的家长与学生
提供升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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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举办生活营
本处与招生团于5月29日至30日配合辅导中心及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举办2009年第3届“真

心英雄，相互成长”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营，此次的营队吸引了近11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中、国
民型中学以及独中生的的参与。此生活营旨在提升参与者对辅导建立正确的见解。

5.  统考评阅老师特备活动
为纾解统考评阅老师一整天批卷的疲劳，本处于11月24日至12月3日设置了一系列精彩活动，

让老师们参与。这些活动都是由各系设计，让独中老师对本院各系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与接触, 从而
协助本院传达最新消息予学生。有关活动如下：

• 教育系：健康活动分享会

• 媒体研究系：电影赏析会《15th Malaysia 》及手机铃声录制活动

• 中文系：电影播放《夜店》（喜剧）及中文硕士班（旁听）

• 戏剧与影像系：学生作品《斗法——新世神话白蛇》及学生短片播放会

•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电影分享会《街头日记》

• 资讯工艺系：电脑游戏趣味比赛

• 美术与设计系：拼贴画

6.  中学生活动赞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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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学校提

出申请，符合申请资格的学校有7所，包括4所独中及5所国民中学。

7.  走进心理电影院 ——“巴黎，我爱你”
本处联合戏剧与影像系及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向高中生推广“走进心理电影院”活动，导读

老师通过由18个有关亲情、友情、爱情及人性的故事组成，围绕着巴黎20个区，不同的角色与遭
遇在巴黎这座城市里流转的故事，与学生分享值得反思的情节。希望透过这些短篇剧情，让师生
了解情在人间，生活当中其实穿插了亲情、友情及爱情，而使人生因此而美丽、感动。

8.  峇株巴辖华仁中学服装设计科考试评鉴
今年，新纪元学院与峇株华仁中学在美术与设计教育领域进行友好合作，承办华仁中学服装

设计班应届学生实施服装设计科评鉴与认证。目的主要是为华仁中学服装设计科学生的升学与就
业需求而设置，评鉴相关的学术水准，以资改进与提高，作为升学或就业资格的凭证。此次参与
评鉴的应届毕业生共有27位。

9.  赞助“第七届雪隆年少情全国生活营”
为回馈社区活动及鼓励更多青少年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本处决定赞助“2009年雪隆年少情

《FUN特希》全国生活营”，参与者由15岁至25岁青少年。希望通过此机会，让青少年有机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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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认识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念，让他们对华教有更深的了解，落实“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
学理念、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使命。目前，全球各地都提倡环保，鼓吹
再循环使用的运动。为此，新纪元学院特制作了环保袋，赠送给来宾与学生，以推动学生使用环
保袋，减少使用塑胶袋。除此之外，本处赞助的环保袋内，也存入本院期刊《新院视野》、媒体
研究系学生实习报章《观察家》、学院简章及原子笔。

10.  新生入学调查报告
新纪元学院创办迄今已有十一年，秉持着本院一贯“求善求新”的办学理念，本处对纯新生

进行了一项新生调查，目的为深入了解新生报读的实际情况、新生的主要来源、选择本院就读的
原因、对本院的一些意见及期望等，让本院能在未来的日子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11.  邮寄或电邮学院资讯
在每场教育展或讲座，本处向学生收集资料，以便在活动结束后继续与学生保持联系，加强

学生对本院的印象。本处也通过邮寄或电邮方式，传达本院各项资讯给学生。

12.  赞助中学生广告
为加强新纪元学院与各校之间的良好关系，本处于2009年财务预算拨出RM3000，作为学校毕

业刊的广告赞助费。赞助学校毕业刊的目的包括加强本院与学校的良好互动关系、回馈学校，并
允许本院到学校进行讲座或活动。通过广告，学院形象与升学资讯直接传达给毕业生，以加深他
们对本院的印象。今年，共有17间学校受惠。

13. 《中学生》杂志认养计划
为进一步塑造本院民办高校、教育领航的形象，2007年起，本处与董总出版局联合推动“中

学生认养计划”。此计划目标为推动校园阅读风气，期盼本院与各校中学生加强互动，让中学生
对本院非营利的“公益”形象产生好感。今年，共有19所独中和邻近5所国中是此计划的赞助对
象，赞助数量共500本（10期）。

学生与家长在大型开放日询问课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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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育华中学来访团

笨珍培群独中来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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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区中学毕业生在本院的大型开
放日组团到访。

本院副院长莫顺宗赠送纪念品予巴生光华
国中陈国源校长。

本院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向沙巴
丹南崇正中学生介绍新院。

本院与砂拉越《诗华日报》领导层交
流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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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团团员在加影锡米山村委会举办
的中秋晚会担任义工之景。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蔡福花讲师为吉胆岛
国中学生提供“从心出发”讲座。

来自尊孔国中学生亲身体验“空中之城”
广播室的录音情形。

商学系校友YB欧阳捍华祝贺第一届商学系英国3+0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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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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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处亦负责编制《新院视野》、筹募及接领捐款事宜。

1.  接待来访单位
来访日期： 2月23日

来访人员：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图书馆
主任庄璐瑜、庶务处主任郑清同、招生处副主任李韵洁、资讯工艺系副主任林志
高、戏剧与影像系系主任孙春美、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郑文泉博士

交流事项：捐赠100本《台湾地理百科》书籍给新院图书馆，以及探讨华人新村研究计划之
合作。

来访日期： 4月21日

来访人员：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

接待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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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教
育中心董事和理事、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新院行政和
学术主任

交流事项：移交新院媒体研究专业文凭学术认证证书，以及代表高教部拨出2万令吉作为新院
学生活动基金。

来访日期： 5月14日

来访人员：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公关部崔国姗、陈艳君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图书馆主任庄璐瑜、美术与设计
系系主任萧英蓉

交流事项：探讨联办宣导和平、环保、减少暴力为主题的展览，以及赠送艺术画集给新院
图书馆。

来访日期： 6月13日

来访人员：中国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教授

接待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新院理事、院长潘
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新院行政和学术主任

交流事项：商讨加强两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分享高等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

（四）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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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7月1日

来访人员：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官
员阿都贾法

接待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新院理事会
主席王超群、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新院理事、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
处主任莫顺宗、新院行政和学术主任

交流事项：移交高等教育基金贷学金（PTPTN）给新院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来访日期： 8月19日

来访人员：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

接待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新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新院理事、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新院行政和学
术主任

交流事项：移交新院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开办证书。
来访日期： 8月28日

来访人员：完美集团总裁拿督古润金局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代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系
列活动组委员会代表

接待人员：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

交流事项：赠送李伯淳教授的《神秘的天机》、《中华商道》、《中华文化之21世纪》给新院
图书馆。

来访日期： 10月1日

来访人员：新院校友会副主席黄渼沄、秘书王声宾、理事刘国伟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回访母校，并借赠送月饼之举，表达对母校的关心，体现月圆人团圆、饮水思源的
中华美德。

来访日期： 10月1日

来访人员：宽柔中学陈伟雄董事长率董事、行政主管和老师33人

接待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新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董教总教育中心
董事、新院理事、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新院行政和学
术主任

交流事项：本院提出发放100份保送生奖学金予宽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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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访与交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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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学校形象与知名度。

出访日期： 5月22日

出访单位：星洲日报、光明日报、东方日报、光华日报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
莹、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郑文泉博士、招
生处副主任李韵洁、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罗奕媚

出访日期： 8月17日

出访单位：中国报、南洋商报、独立新闻在线、当今大马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
莹、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商学系系主任胡禄铭博士、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
博士、招生处副主任李韵洁

出访日期： 9月24日、9月26日

出访单位：华侨日报、亚洲时报

出访人员：新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院长潘永忠博士、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公关与
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教育系课程策划专员赵苑冰

2.2  走访独立中学
拜访独中及董联会，并向董教职员汇报新院发展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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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

出访学校：新山宽柔中学、居銮中华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
出访日期： 3月17日

出访学校：马六甲培风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
出访日期： 8月14日

出访学校：芙蓉中华中学、波德申中华中学

出访人员：新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张志开、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
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
博士、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政府事务处主任Azizan Bin Ot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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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 8月18日

出访学校：峇株华仁中学、新文龙中华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
莹、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政府事务处主任
Azizan Bin Othman

出访日期： 8月20日

出访学校：巴生兴华中学、巴生中华独中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
莹、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招生处副主任李韵洁、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
蓉、媒体研究系副主任陈心瑜

出访日期： 8月25日-27日

出访学校：沙巴建国中学、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出访人员：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出访日期： 9月8日-10日

出访学校：新山宽柔中学、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利丰港培华独中、麻坡中化中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
莹、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美术与设计系主任萧英蓉

出访日期： 9月17日-18日

出访学校：槟城钟灵独中、槟城菩提独中、槟城槟华女子独中、槟州独中基金会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教
育系课程策划专员赵苑冰

出访日期： 9月24日-26日

出访学校：沙巴吧巴中学、沙巴崇正中学、沙巴建国中学、沙巴董总

出访人员：新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院长潘永忠博士、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公关与
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教育系课程策划专员赵苑冰

出访日期： 10月26日

出访学校：巴生滨华中学、巴生光华独中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媒
体研究系副主任陈心瑜

出访日期： 11月4日-6日

出访学校：双溪大年新民独中、亚罗士打新民独中、亚罗士打吉华独中、吉打董联会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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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拜访社会团体

出访日期：12月8日

出访单位：乌鲁冷岳19华团联谊会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

交流事项：汇报新院发展概况，以及宣传和推动《韶乐情》华乐演奏会售票工作。

3.  宣传与筹募活动

3.1  义卖嘉年华会
第10届毕业典礼暨义卖嘉年华会于2009年1月11日在新纪元学院举行，并吸引逾1000人共

襄盛举。本届义卖会成功征求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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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5千余令吉，充作清寒工读金及学生活动基金。

3.2  美术与设计系3+0课程推介礼
新纪元学院于3月21日在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美术与设计系3+0荣誉学士学位课程推介礼。

美术与设计系于2009年9月和英国著名学府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
tol）联办两项3+0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分别为平面设计荣誉学士学位课程（BA Honours Graphic 
Design）及平面设计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动画组）（BA Honours Graphic Design with Animation）
。

3.3 “从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展览会
新纪元学院与大马创价学会于10月14日至17日，在学生活动中心联办“从暴力文化到和

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展览会。展览会希望透过揭示核武器对人类存续带来的威胁，让
参观者反思如何参与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威胁的世界。

3.4  完美集团捐献20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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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完美

爱心使者代表团”于11月25日在新纪元学院5楼大礼堂举行媒体见面暨捐赠发布会。当天，完
美集团捐出200万令吉予新纪元学院作为建设发展基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捐赠新院图
书馆2000册（总值10万令吉）书籍。大会邀请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前来见证捐赠仪式。
请参阅大事纪（六）。

3.5  新山宽柔中学华乐演奏会
新山宽柔中学派出百人华乐团，为新纪元学院筹募清寒工读金，协助学生顺利完成大学

教育。《韶乐情》华乐演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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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12月18日在雪隆海南
会馆（天后宫）举行，成功为新纪元学院筹获RM157,479。请参阅大事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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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其他捐献者
  2009年，新纪元学院建设与发展基金、奖贷学金捐献者名单如下：

新纪元学院建设与发展基金

序 单位/个人 数额    

1 拿督李瑞安（纪念已故杜玉兰女士） RM 20,000

2 Hup Hup Sdn Bhd RM 5,000

3 马六甲五金磁商联合会 RM 1,000

4 马六甲德教会紫呷阁 RM1,000

新纪元学院新生/在籍生奖贷学金

序 单位/个人 数额    

1 拿督沈慕羽博士贷学金 RM10,000

新纪元学院紧急援助贷款

序 单位/个人 数额    

1 李承芳 RM 4,000

2 李孝室 RM 3,000

3 加影基督教卫理工会 RM 1,000

4 五金团有限公司 RM 1,000

5 刘添财夫妇 RM 1,000

6 麻坡中华总商会 RM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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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校友会副主席黄渼沄、秘书王
声宾、理事刘国伟回访母校，并借
赠送月饼之举表达对母校的关心。

院长潘永忠博士赠送锦旗予马
来西亚创价学会公关主任崔国
姗女士（左三）。

完美集团总裁拿督古润金与中国
青 少 年 发 展 基 金 会 代 表 来 访 新
纪元学院。来访者包括完美（中
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熊咏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常务副秘书长杨晓禹、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海外合作中心项目
主管盛圆圆、湖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会长冯海燕、山东省青年
联合会副主席暨山东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理事长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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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潘永忠博士与《光华日报》策划编辑郑彩凤及记者
进行交流。

新山宽柔中学陈伟雄董事长率团莅临本院
参访与交流。

院长潘永忠博士率领新院代表团访问《星洲日报》总
社。右起为罗正文、李韵洁、萧英蓉、卜亚烈、许春。

左起为郑文泉博士、孔婉莹及莫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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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代表团于11月5日拜访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本院代表团于9月10日拜访麻坡中化中学。

院长潘永忠博士在新山宽柔中学主讲“生物科
技未来挑战及粮食危机”。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新院理事与新院代表于4月21日接待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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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卖会获得热心人士赞助烧猪。

义卖会

义卖会邀请醒狮表演助兴。

出席美术与设计系3＋0课程推介礼的嘉宾，左起：刘国伟、邹寿汉、李宽荣、李云桢、施纯协教授、
潘永忠博士、叶新田博士、沈德和、高淑平、翁诗佣、莫顺宗、邝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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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事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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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本院与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联办商学系3+0荣誉学
士学位课程取得成功后，本院于2009年再与该大学进一步商谈合作开办资讯工程系3+0荣誉学士
学位课程。

此外，本院于2009年3月与英国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签订
合作协议书，并于9月开办两项3+0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即平面设计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和平面设
计（动画组）荣誉学士学位课程。

与此同时，本院今年与4所大学缔约为姐妹校，它们是台湾的东海大学、亚洲大学和台南科
技大学，以及印尼的玛中大学。这不仅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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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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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本院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签订的
协议：

日期 事项
3月6日 印尼玛中大学（Ma Chung University）与本院签署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成为本院在

印尼首间姐妹校。
3月13日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与本院签署美术与设计系3+0合作协议书。

3月30日 台湾明新科技大学与本院续签学术交流协议书。

4月13日 台湾世新大学与本院续签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4月14日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与本院续签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

4月15日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与本院续签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

4月16日 台湾亚洲大学与本院签署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成为本院在台
湾第27所姐妹校。

4月17日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与本院续签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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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项
4月17日 台湾东海大学与本院签署学术交流意向书，成为本院在台湾的第28所姐妹校。

4月23日 台湾铭传大学与本院续签媒体研究系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5月20日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与本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续签双联学制协议书。

5月21日 中国南京师范大学与本院续签学分转移合作培养本科生项目协议。

6月10日 中国传媒大学与本院续签教育合作交流协议书。

6月11日 中国人民大学与本院续签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2+2联合培养本科生协议书。

6月25 -
26日 中国清华大学与本院签署合作交流意向书、中国语言文学系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7月27日 台湾台南科技大学与本院签署教育合作协议书，成为本院在台湾的第29所姐妹校。

9月8日 马来西亚时代艺术科技学院（Neo-Art Institute）与本院签署合作交流意向书。

3．接待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代表团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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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9日

来访学校：台湾东海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教育合作室国际长刘舜仁、国际教育合作室蔡圣良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来访代表介绍大学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双方探讨未来的学术合作模式，以期缔结成  
为姐妹校。

来访日期：1月19日

来访学校：台湾元智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暨两岸事务室主任余念一、国际暨两岸事务室余银珍、国际暨两岸事务室徐
心荷

接待人员：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元智大学代表汇报本校校友在该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对本院校友的表现赞誉有
加，期望未来本院推荐更多的学生到该校插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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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1月30日

来访学校：英国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来访人员：副校长Dr. Paul Hartley、驻马办事处代表Ms. Tan Sook Bee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商学系讲师Shamuni、注册处高级执行员邓珮君、国际交流处执行
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两校于2008年首次联办商学系3+0学士学位课程，双方对合作课程的推行情况，以及
教学所面对的问题作出严谨的讨论。

来访日期： 2月3日

来访学校：台湾台南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交流组组长王娟娟、注册组组长黄莎美、商品设计系讲师陈中圣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国际交流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来访代表介绍大学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双方探讨美术与设计系双联学制合作计划。
交流会结束后，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带领大学代表参观教学设备、学生作
品、白色工坊和陶艺室等。

来访日期： 2月5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副校长郭丽安、教育学院院长赵淑珠、辅导与谘商学系袁志晃教授、辅导与谘商学
系王智弘副教授、企业管理学系主任黄明祥、进修学院文主廖锦任、进修学院课务
及学务组组长吴婷盈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系主任陈如湘、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讲师马
梅真、国际交流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1.国立彰化师范大学郭丽安副校长率团拜访本院。两位到该校辅导与谘商学系插
班学习的新院校友杨凤展与许舒雯受邀列席，并提出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如学
分抵免和学杂费减免。郭副校长允诺回校后先了解情况，并尽力解决学生所面
对的问题。

2.该校也希望与本院商洽开办辅导与谘商学系硕士班，以及和推广教育中心联办在新
纪元学院设立华语文能力测试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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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2月6日

来访学校：中国北京大学

来访人员：中文系副系主任陈跃红、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王勇、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文莉、数学学
院王冠香教授、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史明、法学院孙东东教授、新闻传播学院何姝教
授、国际合作部项目官员康涛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胡月霞博士、
媒体研究系讲师高佩瑶、媒体研究系讲师陈心瑜、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1.双方商讨加强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培养本科生的合作。2008年到该校学习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校友翁柳洁受邀列席会议，并提出学生到该校学习时所面对的校内住宿问
题。国际合作部王勇副部长表示北京大学外籍学生人数众多，床位有限，学校建议
学生自行预订校外住宿。

2. 本院建议扩大合作至媒体研究系，惟须通过该校院系核准。
来访日期： 2月12日

来访学校：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工商业设计系林廷宜助理教授、硕博士研究生18人

接待人员：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该校工商业设计系林廷宜助理教授率领学生一行18人莅校参访，并与本院美术与设
计系讲师进行交流与经验分享。交流结束后，本院带领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师生参观
本地著名的广告公司Moon FX，让代表团了解马来西亚广告业界的运作。

来访日期： 2月13日

来访学校：英国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来访人员： Ms. Polika Tzortzi (International Officer)

接待人员：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该校表示欢迎本院美术与设计系和商学系之毕业生到该校插班就读相关学位课程。
来访日期： 3月10日

来访学校：中国广东韶关学院

来访人员：副校长许俊杰、外事处处长黄华明、外事处留学生项目主管苏伟然

接待人员：董总学生事务局行政主任黄金贵、董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黄秋琳、董
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林冰冰、董总学生事务局训导组助理辛惠娴；新
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由董总学生事务局安排交流，三方介绍学校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和概况，
并探讨未来的教育合作模式。会上也提出奖学金设置事宜，以鼓励毕业生到该校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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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3月13日

来访学校：韩国公州大学

来访人员：总长金在炫、国际通商战略研究院院长尹荣坤、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处副处长姜信
天、世界海外韩人贸易协会首席副会长Dato’权炳河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双方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并探讨未来的教育合作模式。本院建议尝试开展
师生交流活动，通过跨文化的学习经验，增加师生的知识、拓宽师生的国际视野。

来访日期： 3月23日

来访学校：台湾亚洲大学

来访人员：副校长刘育东、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主任萧震纬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亚洲大学代表首次到访本院，双方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并洽谈建立两校合
作及办理双联学制之相关事宜。亚洲大学答应提供本院毕业生奖学金，希望吸引毕
业生到该校学习。

来访日期：3月30日

来访学校：台湾明新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教务长吕博裕、精密机电工程研究所所长廖信德、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郭学美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1. 两校于2005年缔结成为姐妹校，本院已有两名毕业生到该校插班学习。该校希望加
强合作关系，并提供奖学金予有意到该校就读的毕业生。

2. 明新科技大学与本院续签两校学术交流协议书，以维持两校之间的学术联系。
来访日期：4月7日

来访学校：英国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来访人员： Professor Paul Gough (Pro-Vice Chancellor of UWE & Executive Dean Faculty of Creative Arts)
、Ms. Mian Har 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政府
事务处主任Azizan Bin Othman、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两校于2009年3月签署美术与设计系3+0学士学位课程合作协议书，并于9月初开课，
双方针对合作细则进行详细的交流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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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4月8日

来访单位：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来访人员：会长姚迪刚、副会长马秋南、秘书何宗荣、公关组主任符国龙、策略组主任张金
发、文教组主任陈泽清、升学辅导组主任余福泽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媒体研究系讲师陈心瑜、国际交流
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处执行员林秀文、国际交流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1.本院汇报与台湾姐妹校的合作情况，以及校友在台湾的学习状况。

2.留台联总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本院的发展，以及协助提供教育类相关资源。
来访日期： 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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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接待人员：国际交流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该校代表特此到访本院提供升学讲座，让在籍生多方面了解升学和院校的资料。该
校代表也在院内摆设升学咨询柜台，让本院学生取得升学新资讯。

来访日期： 4月23日

来访学校：台湾铭传大学

来访人员：传播学院院长陈耀竹、餐旅管理系主任赖宏升、国际教育交流处副处长刘广华、数
位媒体设计学系讲师贺天颖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双方商讨加强双联学制合作，并续签媒体研究系双联学制合作协议书。
来访日期： 4月24日

来访学校：马来西亚时代艺术科技学院

来访人员：院长陆植华博士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双方商谈建立合作关系。该校表示有意推荐毕业生至本院插班就读美术与设计系3+0
学士学位课程。

来访日期： 5月14日

来访学校：英国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来访人员：Ms. Rachel Smith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ficer)、驻马办事处代表Ms. Janet Ng

接待人员：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双方商讨加强合作关系，该校表示欢迎本院毕业生到该校插班就读相关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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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5月15日

来访学校：纽西兰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来访人员： Mr. Shenwei Teo (Coordinator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接待人员：商学系副主任雷金和、商学系讲师蔡来宝、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注册处
副主任邓珮君

交流事项：1.商讨2+1商业与行政管理学位课程衔接事宜。该校将于2010年更新课程设置，本校
课程设置也将作调整，以利毕业生衔接至该校最后一年的课程。有关课程细节，有
待商学系与该校进一步联系、确定。

2.维大代表会见7月份即将到该校就读的两位本院商学系学生，并告知学生行前应准
备事项，以及分享在纽西兰的学习和生活经验。

来访日期： 5月26日

来访学校：英国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来访人员： Mr. David McGravie (Recruitment & Admissions)、驻马办事处代表Ms. Lim Pui Ngan

接待人员：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双方探讨3+0室内设计学士学位课程的合作。美术与设计系欢迎该校讲师或教授到本
院讲学及联办美术工作坊。

来访日期： 5月29日

来访学校：英国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来访人员： Dr. Steve Swindells (School of Art,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接待人员：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双方探讨3+0室内设计学士学位课程的合作。
来访日期： 6月16日

来访学校：台湾东吴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合作组组长柯琼凤、国际合作组专员苏意秋、马来西亚东吴大学校友会会长黄
志成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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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事项：东吴大学代表首次到访本院，双方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并商谈建立两校合
作及办理双联学制之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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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6月24日

来访学校：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精诚荣誉学院院长卢希鹏、总务处事务组主任谢志伟、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女篮网球
队团员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学生事
务处执行员杜素馨、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林秀文、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罗
奕媚、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卢希鹏院长率该校女篮网球队团员到访本院，希望与本院女篮网
队球员进行一场友谊赛，惟本院没有女篮网队，因此安排一场交流会。本院介绍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概况，也汇报校友在台湾各姐妹的学习状况及表现。

来访日期： 7月6日

来访学校：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来访人员：中国文化大学服务团课外组组长陈宗显、课外组老师吴玥玲、国际志工团团员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学生事务处执行员杜素馨、公关与国际
事务处执行员罗奕媚

交流事项：该校国际志工团乘暑假赴马来西亚教育机构进行考察与交流。此活动由学生事务处
安排与本院师生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来访日期： 7月8日

来访学校：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助理校长施纯协、资讯学院院长陈龙铭、夫人潘音利、资讯管理系主任张铎、资讯
工程系主任吴鸿志、电脑与通讯系主任潘善政、助理吴嘉乐、助理杨千燊

接待人员：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资讯工艺系副主任林志高、资讯工艺系讲师林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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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商讨加强、扩大合作领域。本院建议与该校联办中短期课程，以及协助独中进
行师资培训课程。

来访日期： 7月21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勤益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事务处国际教育行政组组长陈树信、国际事务处国际交流组游纯红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林秀文、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该校代表首次到访本院，双方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并商谈建立两校合作之
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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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7月24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校长张惠博博士、进修学院进修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廖锦文

接待人员：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校长、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
宗、教育系课程策划专员赵苑冰、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罗奕媚、公关与国际事
务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双方检讨教育行政硕士课程教学情况。本院亦建议该校支援独中师资学科专业培训
工作。

来访日期： 7月24日

来访学校：台湾大华技术学院

来访人员：研究与发展处副研发长赵中兴

接待人员：新纪元学院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董总技职教育局行政主任李丽珍、董总
学生事务局行政主任黄金贵、董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林冰冰、董总
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黄秋琳、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助理黄美姿

交流事项：三方介绍学校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并探讨未来的教育合作模
式。会上也提出奖学金设置办法及各类优惠方案，以鼓励独中技职班毕业生到该校
升学。

来访日期： 7月25日

来访学校：台湾中原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事务中心主任邓治东、景观学系主任喻肇青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双方代表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概况，并商谈建立两校合作之相关事宜。
来访日期： 7月25日

来访学校：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

来访人员：委员长吴英毅、教育部常务次长林聪明、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曾庆源、驻
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秘书黄凤娇、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秘书陈正忠、马来西
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会长姚迪刚

接待人员：董总主席暨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教总主席暨新纪元学院理事会
主席王超群校长、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董总常务委员、董教总行政主管、新纪元
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

交流事项：1. 商谈侨务委员会支援在职师资培训课程，以及教师职前培育计划事宜。

2. 本院汇报与台湾姐妹校的合作情况，以及校友在台的学习状况，同时也表示欢迎
台湾大专生来新院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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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7月30日

来访学校：台湾世新大学

来访人员：外事副校长熊杰、外室副校长秘书易玮玲、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承办人林韦婷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媒体研究系副主任陈心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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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代表汇报本校校友在该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对本院校友的表现赞誉有加，
期望未来本院能推荐更多的学生到该校插班学习。该校将争取更多的奖学金名额和
工读机会予本院优秀学生。

来访日期： 8月6日

来访学校：中国景德镇陶瓷学院 

来访人员：景德镇陶瓷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欧阳小胜、林佳发、林维业

接待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董总会务局行政主任张基兴、董总技职教
育局行政主任李丽珍、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
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政府事务处主任Azizan Bin Othman、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1.双方代表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概况，并与本院美术与设计系和董总技职教育局探讨
双方未来的合作模式与方向。

2.欧阳小胜处长趁此交流会邀请本院美术与设计系师长和其他行政主管出席该校10 月
份的陶瓷艺术国际研讨会，藉此实地考察该校的学科发展和设备设施。

来访日期： 8月10日

来访学校：台湾元培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护理系讲师陈美慧、护理系讲师黄瑜琛、张智钧

接待人员：董总首席行政主任邝其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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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总师资培训组黄雪嘉、教总师资培训组罗佩贞、新纪元学院副院长
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教育系课程策划专员赵苑冰、公
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以现有的合作模式，与新纪元学院、董总和教总，商讨拓展实质性合作项目。该校
希望透过董总协助宣导，藉此吸纳本地有志于护理领域发展的独中生到该校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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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8月12日

来访学校：中国北京大学

来访人员：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卓南生教授、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吴廷俊教授、
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程曼丽教授、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董事岑瑞楼、南
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委员孙勇南、叶金晖

接待人员：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媒体研究系副主任陈心瑜、媒体研究系讲师高佩瑶、
媒体研究系讲师蔡青翰、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林秀文、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
王碧云

交流事项：本院代表讲解马来西亚华教历史背景和新纪元学院的发展概况。交流会结束后，由
媒体研究系安排一场专题讲座会：“当传统新闻学搭上资讯列车—21世纪中国新闻
教育的挑战”。

来访日期： 8月22日

来访学校：英国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来访人员： Dr. Paul Hartley (Deputy Vice-Chancellor)、Dr. Jim Simpson (Dea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驻马办事处代表Ms. Tan Sook Bee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商学系系主任胡禄铭博士、商学系副主任雷金和、资讯工艺系副
主任林志高、公关与国际事务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1.该校代表出席本院第十届秋季毕业典礼，并颁发学士学位文凭予第一届商学系3+0
课程毕业生。

2.除了目前开办的两项商学系3+0学士学位课程，本院希望与该校开办新的商学和资
讯工艺学科的3+0学士学位课程，以提供学生更多的选择。

来访日期： 9月2日

来访学校：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传播艺术学系主任安碧芸、传播艺术学系助教杨淑静、9位传播艺术学系学生

接待人员：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戏剧与影像系系主任孙春美、戏剧与影像系讲师区琇
诒、媒体研究系副主任陈心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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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助理王碧云

交流事项：1.本院校友表现优异，深得该校师长好评。

2.本院戏剧系与该校的传播艺术学系的课程设置方向不同，双方就此事件进行探讨，
并作适当的调整，以利戏剧与影像系学生衔接至该校的传播艺术学系。

3.本院也欢迎传播艺术学系讲师或教授前来协助讲学，以促进师生交流。

4.交流会结束后，本院戏剧与影像系和媒体研究系学生与该校师生进行影片分享与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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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 9月4日

来访学校：台湾树德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应用社会学院院长林燕卿、儿童与家庭服务系主任颜世慧

接待人员：董总学生事务局吴启铭、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
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教育系课程策划专员赵苑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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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幼儿园园长李淑仪

交流事项：1. 双方探讨联合开办幼儿保育专业文凭课程之可能性。

2. 本院建议组团到该校进行实地考察，以汲取幼教办学和管理经验。
来访日期： 9月11日

来访学校：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 ( Nanyang Academic of Fine Arts )

来访人员：Ms. Ng Siew Wai (Director of Marketing and Admissions)、Ms. Heidi Wu Shi Wan (Executive of 
Marketing and Admissions)、Ms. Janice Lim (Executive of Marketing and Admissions)、驻马办
事处代表 Mr. Chiau Choon Kiak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该校代表汇报与英国Loughborough University联办之学士课程。本院美术与设计系四个专
业文凭课程（视觉艺术、平面设计、室内设计及纺织与服装设计）毕业生，可选择到
该校的3D Design、Graphic Communication、Fine Art和Fashion Design学士课程插班学习。

来访日期：10月21日

来访学校：中国南京审计学院、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

来访人员：南京审计学院副院长时现、副院长尹平、研究生处处长李群；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
院长李德威、副院长/执行董事郭家镖

接待人员：董总顾问郭全强、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董总会务局行政主任张基兴、董总组织与
文宣局行政主任沈天奇、新纪元学院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
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三方介绍学校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和概况，并探讨未来的教育合作模
式。该校与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联办双联学位课程，本院毕业生亦可选择到新加坡
升学。

来访日期：11月2日

来访学校：纽西兰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来访人员： Mr. Matthew Eglinton (Manager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商学系系主任胡禄铭博士、商学系讲师蔡来宝、公关与国际事务
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双方商讨加强2+1商业与行政管理学士课程合作事宜。



行政部门 187

来访日期： 11月14日

来访学校：中国华侨大学

来访人员：招生处副处长洪雪辉、体育学院院长宋振镇、招生处境外招生科蔡锦忠

接待人员：董总首席行政主任邝其芳、董总学生事务局行政主任黄金贵、董总教师教育局行政
主任林国安、董总体育局执行员林国勇、董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林
冰冰、董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黃秋琳、董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
学金组助理苏美娟、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以现有的合作模式，与新纪元学院、董总，商讨拓展实质性合作项目。针对独中需
求，该校可量身订做独中师资培训计划，以提升专业及相关技能。

来访日期： 11月14日

来访学校：中国海南大学

来访人员：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兼考察团团长严福孝、海南大学副校长严庆、海口
市华侨中学对外汉语中心主任丁颖、海口市龙华区常委马光、《光明日报》记
者王晓樱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交流事项：双方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和概况。本院建议两校探讨开展海外华侨华人之研究课题。
来访日期： 11月17日

来访学校：马来西亚时代艺术科技学院（Neo-Art Institute）

来访人员： Ms. Renukha d/o Prelatha (Director of Academic Development)、Ms. Johanny Ramlee (Executive         
Assistant to President)

接待人员：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招生处副主任李韵洁、公关与国际事务处执行员林秀文

交流事项：1.商讨该校专业文凭学生插班就读本院美术与设计系3+0学士学位课程之入学条件、
学分转移、奖贷学金申请条件等事宜。

2.该校于12月举办毕业展览，并邀请本院美术与设计系设摊宣导，提供该院学生有关
美术与设计系3+0学士学位课程资讯。

来访日期：11月23日

来访学校：纽西兰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来访人员：Professor Roberto Rabel (Pro Vice-Chancellor International)、Mr. Roger Armstrong (Marketing & 
Recruitment Manager)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商学系系主任胡禄铭博士

交流事项：1.双方商讨加强合作，提高本院商学系毕业生到该校升学的人数，期望2010年招揽15位
学生到该校就读。

2.本院教职员若有需要，该校可以提供英文课程予本院教职员进修，以加强英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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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日期：12月2日

来访学校：中国天津科技大学

来访人员：国际学院院长刘砚、滨华中学前校长王谦怡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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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事项：该校代表建议在本院开设境外本科学历课程，学生亦可选择通过联合培养方式到该
校插班学习。

来访日期：12月17日

来访学校：中国华侨大学

来访人员：副校长李冀闽、外事处处长项士敏、学生处处长陈国柱、工商学院副院长曾路、华
侨大学校友会会长苏耀原、华侨大学校友会副会长王武昌、华侨大学校友会财政黄
福万

接待人员：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董总学生事务局行政主任黄金贵、董总会务局行政主任张基
兴、董总体育局执行员林子勇、董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黃秋琳、董
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林冰冰、董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
理苏美娟、董总学生事务局升学与奖贷学金组助理王亮宇、董教总教育中心执行员
廖玉霞、新纪元学院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

交流事项：双方商讨加强学术合作事宜。
来访日期：12月21日

来访学校：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来访人员：进修教育中心主任李毓峰、教务处课务组组长汤玉珍、台湾教育中心行政助理林芫
合、台湾教育中心行政助理王翊骅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黃琦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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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执行员黃嘉琪

交流事项：1.本院建议该校参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的双联合作模式，规划一套大学三、
四年级的课程，让学生在两年内完成大学部学业。

2.商讨第二届的学校行政硕士班开办事宜，本院均乐观其成。

3.商讨明年开办第一届的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硕士班。计划书尚待台湾教育部审批。合
作细则尚待辅谘系新任系主任跟进、商榷。

来访日期：12月21日

来访学校：台湾华夏技术学院

来访人员：教务长陈錫圭

接待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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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事项：双方代表介绍学校的整体发展概况，并探讨双方未来的合作模式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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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访国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
本处于今年安排本院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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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8日-13日

出访学校：中国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出访人员：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胡月霞博士

出访事项：1.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胡月霞博士受邀参加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的《马华文学的教
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商谈第四届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班合作事宜。
出访日期： 3月16日

出访单位：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国际交流
处执行员林秀文

出访事项：汇报与台湾姐妹学校的合作发展，以及校友在台湾的学习情况。
出访日期： 4月12日-18日

出访学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立中兴大学、世新大学、铭传大学、中
国文化大学、逢甲大学、朝阳科技大学、东海大学、亚洲大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媒体研究系副主任陈心瑜、国际交流处主任孔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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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世新大学、朝阳科技大学重新签署
两校学术合作意向书、双联合作协议书。

3.建立新合作关系。本院与亚洲大学、东海大学缔结姐妹校关系，成为本院在台湾的
第27与28所姐妹校。

出访日期： 6月1日

出访单位：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公关与
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教育系课程策划专员赵苑冰

出访事项：探讨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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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 6月5日-13日

出访学校：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出访人员：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胡月霞博士

出访事项：1.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胡月霞博士受邀参加国立中山大学清代学术研究中心、中国
文学系主办的第五届国际暨第十届全国清代国际学术研讨会。

2.拜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林庆勋教授、中文系系主任简锦松教授，以及国立成
功大学副校长林朝成教授、文学院院长陈昌明教授，并在会上提出各增加2个名额
予本院中文系学生前往两校插班学习，此建议均获得两校的支持。

出访日期： 6月7日-12日

出访学校：中国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出访事项：1.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商谈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课程学分转移合
作，并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书。

2.本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重新签署两校学术合作协议书。

3.寻求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姐妹校关系，商谈联合培养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事宜。

出访日期： 7月20日-25日

出访学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林口校区）、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国立彰化师范大学、铭传大
学、中原大学

出访人员：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

出访事项：1.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铭传大学和中原大学商讨开办华语教学专班的合作事宜。

2.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商讨华文独中师资培训专班合作事宜。
出访日期： 8月10日

出访学校：马来西亚时代艺术科技学院

出访人员：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政府事务处主任Azizan Bin Othman、公关与国际事务处
主任孔婉莹、招生处副主任李韵洁

出访事项：受邀出席该校课程推介礼。
出访日期： 9月8日

出访学校：马来西亚时代艺术科技学院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美术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学生
事务处主任叶汉伦、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出访事项：两校签署合作交流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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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10月13日-15日

出访学校：汶莱都东中华中学、诗里亚中正中学、马来奕中华中学、汶莱中华中学

出访人员：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

出访事项：1.考察汶莱华文教育体制的运行与发展，以寻求合作办学契机。

2.探讨开办教师专业培训课程。
出访日期： 10月20日-23日

出访学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侨务委员会、教育部侨教委员会

出访人员：教育系系主任余宗发博士

出访事项：1.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商谈合作成立独中师资培训中心，寻求未来共同开办独中师资
培训课程。

2.与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幼儿教育学系商谈合办“学前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3.寻求侨务委员会、教育部侨教委员会支援独中师资培训计划。
出访日期：11月10日-12日

出访学校：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华文教育学院

出访人员：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新纪元学院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
巴生滨华中学董事长谢松坤、巴生中华独中校长王增文、吉隆坡中华独中副校长叶
天送

出访事项：商讨合作开展成人教育系列华文教育专业本科学历教育。
出访日期：11月16日

出访学校：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出访事项：1.介绍本院概况，并汇报美术与设计系校友的表现。

2.参观该校的教学设备，以及了解课程申请程序及入学条件。
出访日期：11月16日-19日

出访单位：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

出访事项：1.受邀出席第一届“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教与学”国际研讨会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开
幕礼。

2.与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商谈“对外汉语专业文凭课程”、“学前教育专业文凭课
程”合作事宜，双方同意签署学术合作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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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日期：12月21日-29日

出访学校：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世新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朝阳科技大学

出访人员：戏剧与影像系系主任孙春美、戏剧与影像系讲师区琇诒、戏剧与影像系学生6人

出访事项：1.与姐妹校的师生交流，同时也让学生了解姐妹校的教学设备，以及学习专业方向。

2.与在台湾留学的戏剧与影像系校友交流，并了解校友在姐妹校的学习状况。

3.商谈课程衔接事宜，建议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学系修业年限调整为理想的两年
模式。

来访日期： 12月30日

出访单位：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出访人员：院长潘永忠博士、副院长兼注册处主任莫顺宗、公关与国际事务处主任孔婉莹、学
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

出访事项：加强与留台联总的合作关系。双方配合并提供更多元化及优质教育予马来西亚的
学生。

5．举办学术讲座
除了在双联学制、教师与学生交流的形式外，本院亦邀请国外学者来院短期访问或办理讲

座，增加院内师生与国际学者交流互动之机会，以提升本院师生的国际观。

讲题：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况和发展战略

主讲人：许智宏院士（中国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大学前校长） 

主持人：院长潘永忠博士 

主讲日期：6月13日
讲题：利用维基百科辅助资讯检索

主讲人：吴世弘助理教授（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资讯工程系） 

主持人：资讯工艺系讲师王明达

主讲日期：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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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来访

台湾东海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跃红副系主任
与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合影。

台湾元智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务室余念一主
任与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合影。

台湾台南科技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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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台湾明新科技大学吕博裕教务长与本院院
长潘永忠博士交换合作协议书。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传
播艺术系师生与本院
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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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公州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中国北京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女篮网球队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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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铭传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英国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代表与本院美术
与设计系系主任萧英蓉合影。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进行交流。

台湾世新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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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元培科技大学代表团与本院、董总代表合影。

台湾华夏技术学院陈锡圭教务长与本院院
长潘永忠博士合影。

中国天津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刘砚教授
与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合影。

中国广东韶关学院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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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侨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合影。

台湾亚洲大学代表团与本院代表和董总学生事务局同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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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中国

本院代表团与中国北京大学代表合影。

本院代表团与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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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代表团与中国传媒大学代表合影。

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与中国北京语言大学
崔希亮校长合影。

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薛浣白
副校长交换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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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台湾

本院代表团与台湾铭传大学代表合影。

本院代表团与台湾世新大学代表合影。 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郭义雄校长交换合作协议书。

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张惠博校长交换合作协议书。

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李天任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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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代表团与台湾逢甲大学代表合影。

本院代表团与台湾国立中兴大学代表合影。

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与台湾亚洲大学
张纮炬校长交换合作协议书。

本院院长潘永忠博士与台湾东海大学程海东校长
交换学术合作交流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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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代表团与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代表合影。

学术论坛

中国北京大学许智宏院士。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资讯工程系吴世弘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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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学院业务的调整，公关事务与国际事务并合，学生事务处则更集中于院内的学生相关
工作。随着课程的多元化，本院迎来了更多不同背景、学术程度和专业理想的青年学子，他们对
于校园生活以及大专生涯的规划和要求，也显得多样而多变。对于大专校园的学术规格和生活品
质，现代学子有更高的要求，关于对外网络、升学就业和生活辅导，也有更多的需求。因此，在
学生事务上，本处与学术相关部门、公关与国际事务处和辅导中心都需有较大的配合。

1．学生服务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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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所大专院校，同学们可按本身志趣投入各种社团活动，采自动自发自愿的原则，鼓励
同学致力自我提升。学生会及学生社团乃自发同仁组织，为着各别的理趣宗旨协同合作，其运作
基本上是由同学自行处理，院方只扮演督导的角色。今年10月，学生会改选。很遗憾的，学生会
会长与副会长竞选无人问津，整体投票率低落，随后举行的补选亦因技术性错误而流产。

目前，学生会仍由临时性质的“托管委员会”主持日常行政事务，并将于2010年新学年开学
后再行补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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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策群力推动学生会之发展，亦为同学们整体提升之一助。

彩虹兵团计划（小型独中关怀计划）旨在提升小型独中的办学士气，提升大专生对母语教育
的关心，进而回馈华校。今年继续由同学们自行规划筹措，并由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蔡福花讲师
担任顾问，从旁督导。

5月间，彩虹兵团到吉隆坡进行一系列社区考察，在区内早期华人聚落与文物建筑展开深度探
索。11月，彩虹兵团到砂拉越泗里奎民立中学服务，为这所70余人的小型独中注入生气。兵团前
后在民立中学服务7天，策划课程、团康和互动分享等各项活动，事前并为此特别安排了为期3天
的集训，成果丰硕。

饥饿30营自2008年开始落户于新纪元学院，2009年再接再厉，8月15至16日假新纪元学院举
行，参与人数从200人成长至430人。今年的饥饿主题为“齐心赶走饿势力”，营友们在营会期间
的30小时里仅以清水果腹，藉此体验饥饿，并为马来西亚世界宣明会儿童发展基金筹款。营会过
程中，主办单位为营员准备一连串活动，如饥饿挑战、明星演唱会等，使营员保持热力度过饥饿
30小时。

 “舞法舞天”舞团和扯铃社常年均有系统训练，并经常受邀演出，屡获嘉评。“舞法舞天”
舞团今年首次主办《007 Evolution•反斗占士邦》舞蹈剧，从舞台技术、服装设计、公关宣传、筹募
款项、音响到短片制作都由团员一手包办，让同学们一展所长，也高度发挥出团队的合作与献身
精神。舞蹈剧一连两天（8月27-28日）假本院大礼堂盛大演出，入座率与口碑俱佳。

为了更有效推动院内活动，本处成立活动小组M7，协助策划及带动学生活动，9月份开始
设计了系列培训和策划工作。适逢台湾88水灾，M7小组于9月8日至11日推出水灾资料看板，并
发动捐款及义卖，4天内筹得RM2,546.50，所得款项透过佛教慈济基金会马来西亚分会捐助台
湾88水灾灾黎。

（五）学生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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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事务兼及同学起居与校园生活，宿舍设备的日常维修得到庶务处的配合，解决同学们生
活上的许多不便。饮水思源楼已投入使用8年，维持与修护的工作日多，安全与便利始终置于首
位。今年陆续更新了同学的床褥和基建，以及新式门锁，确保门锁更耐用也更安全。同时得到电脑
中心的配合，提升宿舍网速，尽可能满足同学们对通畅上网的需求。为了提升宿舍安全，今年装置
了楼层大门的智能安全系统，所有住宿同学都必须以智能卡（Smart Tag）一触即通的方式，进出楼
层大门；所有进出都将记录于电脑系统。

A型（H1N1）流感肆虐，全国各地均录有死亡病例，各级院校首当其冲。本院从8月13日起
实施强制体温检测，所有进出校园者均须检测体温，体温偏高者将被拒进入校园，并受促立即就
医；本院最终幸未殃及。 

彩虹兵团远赴砂拉越泗里奎民立中学服务留影。 M7小组88水灾资料看板与筹款现场。

饥饿30全体营员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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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跑古迹，带出关怀”千人义山行。

反斗占士邦舞蹈剧海报“和你一YOUNG”彩虹兵团与砂拉越泗里奎民立中学师生合影。

2009年3月份迎新营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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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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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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名学生提出申请，结果有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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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位新生提出申
请，经过三次面试后，有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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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学年的成绩申请贷学
金。今年有13名学生提出申请，共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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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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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学生提出
申请，第二阶段有37位学生提出申请，第三阶段则有37位。三次面试后，共有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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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名学生获得奖学金。

（乙）截至年底，沈墨义先生捐献RM10,000以捐设新纪元学院贷学金。命名为新纪元学院拿
督沈慕羽博士贷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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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9年12月31日，新纪元学院共有教职员127人，年龄35岁以下者共105人，占总数的
82.7 %。教职员中，学术人员共有50人，行政人员77人，拥有学士或以上资格的教职员有88人，
占教职员总人数的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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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8 15.7

硕士 30 58.8

学士 10 19.6

专科 - -

文凭 3 5.9

证书 - -

高中 - -

初中 - -

总共 51 100

2009年，人事处除了安排教职员参与外部培训外，也在院内举办内部培训课程。

学术部门的ISO认证计划在2009年展开，为配合这项计划，本院特别邀请邱郁霖先生，在2009
年安排内部培训给相关部门的教职员参与培训，共有22位职员参与培训。培训目的为让教职员获
得ISO知识，以便能积极配合ISO认证计划的进行。 

同时，邱郁霖先生也特别为学术人员举办“MQA与ISO的相互关系与影响”讲座，让学术人
员了解 MQA与ISO相似之处，为明年要获得学术部门ISO认证做出努力。

本院也邀请了中国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为中文系讲师们提供了“定量分析与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培训课程，让他们学习如何利用定量分析，进行文学方面的研究。

在2009年12月10日，人事处也为学术人员举办了“Assessment and Alternative Assessments”培训课
程。这项培训目的是让讲师们更进一步了解各种测量与判断学生学习进度的教学评估。

（六）人事处

学历 人数 巴仙率（%）

博士 - -

硕士 6 7.9

学士 34 44.7

专科 3 4

文凭 13 17.1

证书 3 4

高中 8 10.5

初中 9 11.8

总共 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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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本院在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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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3/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外部培训 1

17/1-19/1 Global Conference on Worlds Religions After September 
11: An Asian Perspective

外部培训 1

10/3-11/3 Classic Grounded Theory Workshop 外部培训 1

9/5-10/5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外部培训 2

13/5 Teaching Tertiary Level Education 外部培训 1

31/5-1/6 Persidangan Antarabangsa Pengajian Melayu 2009 外部培训 2

6/6-7/6 The 5th International and the 10th National Conference in 
Ch’ing Dynasty Studies

外部培训 1

9/6-10/6 Meca Industrial Relations Convention 2009 外部培训 1

18/6-19/6 Microsoft Excel Functions and Formulas 外部培训 2

24/6-25/6 Implementing and Maintaining Winning Kpis 外部培训 1

29/6-30/6 12th IBIMA Conference 外部培训 1

7/7-8/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09(ISFA 2009)

外部培训 1

5/8-6/8 Key Competencies for Managers & Executives 外部培训 1

17/9 ISO 9001:2008 Awareness & Interpretation Course 内部培训 22

14/10 Tax Audit & Investigation By IRB 外部培训 2

19/10-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ast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外部培训 1

21/10-22/10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Annual Conference 2009 外部培训 1

6/11 定量分析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内部培训 7

12/11-13/11 Hacker Halted Asia Pacific 2009 Workshop 外部培训 3

23/11-24/11 Records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with MS Access 外部培训 3

7/12-8/12 Key Competencies for Managers & Executives 外部培训 2

10/12 Assessment and Alternative Assessments 内部培训 23

11/12-13/12 Systemic Constellation Workshop 外部培训 1

14/12-16/12 Kursus Kemahiran Pedagogi 外部培训 1

19/12-20/12 Wholistic Exploratory Journey Art Therapy Workshop 外部培训 1

在这些内部及外部培训之中，本院向人力资源机构取回共约马币五万元培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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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邱郁霖先生为教职员讲解ISO。

教职员上ISO培训时聚精会神聆听。

教职员上ISO培训时积极参与讨论。

副院长莫顺宗颁发纪念品给主讲人邱郁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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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出席“MQA与ISO的
相互关系与影响”讲座。

“Assessment and Alternative Assess-
ments”培训课程的学员与讲师
大合照。

学员在“Assessment and Alternative 
Assessments”培训课程时积极参
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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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别辅导与咨询
在个别辅导与咨询服务方面，今年的个案总人数为66人，而这包涵了辅导主任、两位辅导员

及一位来自马来亚大学辅导系硕士班的实习辅导员所接的个案。

2．2009年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辅导中心从2007年开始，已连续三年连同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举办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

营，而今年更获得招生处协助举办，壮大筹备资源。今年的培训营于5月30日至31日顺利举行，吸
引了110位来自全国各地独立中学、国民型中学与国中学生踊跃参加。另外，课程的进行方式依然
以体验性活动为主，教学为辅，冀望学员从活动中获得体验，并从个人体验中加深学习。

主题：真心英雄，相互成长

目标：1）学员具体地发掘个人的正向资源。

 2）学员意识到提升个人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性。

 3）学员觉察到自己与他人相处常使用的互动模式。

 4）学员懂得与他人建立相互支援、共同成长的互动关系。

课程纲要与讲师阵容：

课程名称 学习目标 讲师
课程（一）：
人际圆舞曲

• 觉察个人在人际互动中的内
在情绪、想法与行为

• 观照自己平常的人际关系互
动模式

蔡福花老师
（新院辅谘系讲师）

课程（二）：
发掘内在宝藏

• 探索助人的意义及发掘建立
正向自我价值感的方法

• 助人者的正向自我价值感在
建立有效助人关系的重要性

王心愉老师
（芙蓉Seri Ampangan国中辅导老师）

课程（三）：
帮助别人，成长自己

• 体验助人与被助者的感受
• 厘清求助者及助人者在过程

中的期待与需求

林秀枝老师
（“小熊熊教室”创办人）

课程（四）：
从分享中发现自己

• 自我价值感如何影响个人的
心理健康

• 如何透过人际互动过程，提
升个人的自我价值感

余洁琦老师
（吉隆坡循人中学辅导主任）

课程（五）：
真诚鼓励，用心陪伴

• 欣赏与肯定，对建立高成效
助人关系的作用

• 维系相互成长关系所需具备
的养分

叶福兴老师
（新院辅导中心 辅导员）

（七）辅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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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成为本中心推动及支援中学辅导老师成立同侪辅导义工的平台。
我们深信，建立健全的机制、提供更有系统和全面的培训予中学同侪辅导义工，将促使他们在同
学群中建立相互支援、共同成长的同侪关系，发挥支持和正向引导的角色。

3．院内心理健康与成长活动

3.1“快乐学习”系列工作坊
为协助新生适应大专的学习方式，增进新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技巧，以及提升他们的学习

能力，辅导中心于今年的三个学期开课初举办了“快乐学习”系列工作坊。各系列工作坊的
详情如下：

“快乐学习”系列工作坊－1月份学期

序 日期 主题 讲师

1 2月3日 图像记忆法 叶福兴老师

2 2月16日及2月18日 课堂小组呈现技巧 傅向红老师

3 2月23日及2月25日 个人作业技巧 李泉氚老师

总出席人数：55人

“快乐学习”系列工作坊－4月份学期

序 日期 主题 讲师

1 4月7日及4月10日 图像记忆法 叶福兴老师

2 4月14日及4月17日 报告撰写技巧 吴益婷老师

3 4月21日及4月24日 报告呈现技巧 苏燕婷老师

总出席人数：32人

“快乐学习”系列工作坊－8月份学期

序 日期 主题 讲师

1 8月5日 图像记忆法 叶福兴老师

2 8月8日 报告撰写技巧 吴益婷老师

3 8月12日 有效的读书技巧 傅玉环老师

总出席人数：39人



214  行政部门

今年的“快乐学习”系列工作坊，以理论课程与实务课程并重。在工作坊的初期，讲师
教授相关的学习技巧，并且让学生现场练习，以及讲师给予讲评。辅导中心冀透过此学习方
式，让学生实践所学习的知识，并从实践中发现可以改善之处。此外，学生也受鼓励同时参
与多项不同主题的工作坊，以便更全面地学习各种实用的学习技巧。

8月份学期的系列工作坊进行前，辅导中心更举办了系列有关学习的趣味心理测验，例
如学习模式、记忆力、学习方法的正确性、学习计划性及学习坚持性，期待学生透过趣味心
理测验，了解自己在学习上的资源及可能面对的困扰。

3.2“微笑Pasta之夜”两性成长活动
秉持引导学生建立和谐互助的两性关系，以及促进两性之间相互交往和了解的目标，

辅导中心于第二学期举办了“微笑Pasta之夜”两性成长活动。此活动分为两阶段进行，即第
一阶段进行投票选出心目中的优质情人及优质情人需具备的特质；第二阶段为“微笑Pasta之
夜”，公布票选结果及两性互动成长的分享会。详情如下：

票选心目中优质情人（8月3日至8月8日）

第一阶段的全院票选活动进行长达一周。辅导中心在食堂、UG天桥设立了投票站，鼓
励全院学生参与投票，以票选心目中的优质情人及优质情人需具备的特质。此票选活动获得
全院学生的热烈反应，共有近300多位学生参与票选活动。

“微笑Pasta之夜”（8月10日）

经历为期一周的票选活动后，有幸被提名角逐“优质情人”的候选人及关注此投票结果
的学生，皆带着期待的心情，盛装出席“微笑Pasta”之夜，共同见证“优质情人”的诞生。
来自媒体系的温淑莹同学及陈志坤同学，以大热门的姿态荣获新院“优质情人”的荣衔。此
外，大部分投票者以内涵与修养作为择偶的首要条件，进而以此为投选优质情人特质的重要
考量，显现学生在择偶时所持的成熟态度。

除了进行“优质情人”颁奖仪式，晚会也邀请 I Do音乐室演唱情歌，掀起了浪漫温馨的气
氛。除了轻松的演出与团康，晚会也进行一场主题为“两颗心要多靠近？”的分享会，藉此引
导出席者思考踏入恋爱关系前的准备，择偶条件和背后隐藏的意义及如何谈场成功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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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生涯宝藏图”生涯规划系列活动
今年的生涯规划系列活动，以寻找宝藏的概念进行策划，因此系列活动的名称均以“

站”来命名，希望学生透过参与不同的“站”，寻找自己的生涯宝藏。另外，今年其中一项
系列活动是由辅谘系二年级学生策划与筹备。而辅谘系二年级学生也藉着这项参与，实践课
堂所学习到的知识。以下系列活动的详情：

目标：1）学生对自己的探索及了解，以更好地做生涯抉择。

 2）建立学生健康及正向的工作观念及态度。

 3）提升学生求职所需之技巧和能力的掌握。

序 日期 活动项目 讲师 / 负责单位
1 23/9 生涯分享站：“子细贤谈”－

生涯历程分享会
主讲人：刘子贤先生
（前NTV 7华语新闻主播）

2 30/9 生涯加油站：求职应征准备工
作坊

讲师：柯淑凌小姐
（Human Resource Senior Manager, Amstell 

Mills Sdn. Bhd.）
3 10/10 生涯冒险站：求职应征模拟赛 主试者：

1.龚义德先生（Human Resource&Training 
Manager, Padini Holdings Berhad）

2.岑劲娴小姐（Store Manager, Watson’s Per-
sonal Care Stores Sdn. Bhd.）

4 12/10-17/10 生涯探索站：生涯规划系列活动 辅谘系二年级生

每项系列活动都获得参与者的良好反应，让他们收获良多。以下是各项系列活动的主要
内容及其他详情：

序 活动项目 内容详情
1 生涯分享站：

“子细贤谈”～生涯历程分享会
透过在主讲人分享生涯历程中所面对的风浪与挫
折，以及他如何凭个人特质面对困难与挑战，突破
人生瓶颈，以鼓励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勇敢地
面对在职场上与生涯中的未知数。

2 生涯加油站：
求职应征准备工作坊

提升学生掌握求职所需具备的技巧和能力，增进应
对面试的信心，而工作坊内容包涵：
1.面试前各种准备：认识自己、认识本行、认识雇

主及所申请的职位
2.求职信及履历表写作格式及技巧
3.面试的技巧：常问问题、回答问题的技巧
4.面试应注意的事项：衣着打扮、礼仪、准时、正

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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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活动项目 内容详情
3 生涯冒险站：

求职应征模拟赛
• 从实战的经验中，提升学生求职面试的技巧和能

力，增进应对面试的信心。
• 面试以英语进行，而参赛者必须在比赛前交上以

英文书写的求职信和履历表。每位参赛者的面试
时间约20分钟，而主试者从各个方面进行评估（相
关工作经验、知识与技能、语文与沟通能力、求职
动机、礼仪与态度、履历表等），并在最后遴选出
色的优胜者。

• 比赛结果：
首奖：王可柔（辅谘系二年级）
次奖：陈慧芬（辅谘系二年级）
三奖：王莉媚（辅谘系二年级）
安慰奖：邹文迪（辅谘系二年级）

4 生涯探索站：
生涯规划系列活动

透过资料展、小活动、心理测验等，让学生探索
本身的职业兴趣、工作价值观、能力等，以更好
地做生涯抉择。

4．学生辅导义工团

4.1  新进辅导义工成长团暨基本助人培训课程
辅导中心于2009年共开办了两次的新进辅导义工成长团暨基本辅导培训，即4月份学期

的8堂课，以及8月份学期的9堂课，共培训了24位新进辅导义工。课程内容依然着重于自我探
索与成长、对辅导理念的认识与了解及掌握基本的助人技巧。

4.2  守护小天使行动
守护小天使行动是透过辅导义工拜访宿舍新生，从而了解新生的适应状况及他们在学习

及生活上所面对的困难。在拜访过程中，辅导义工适时提供咨询，给予关怀与支持，以协助
新生面对适应的问题。今年，辅导义工团共进行了3次小天使行动，分别在1月、4月及8月；4
月探访了88位新生，而8月则探访了91位新生。

4.3  生活小叮咛
生活小叮咛是在考试前夕传递关怀的一项活动。辅导义工团于7月1日（4月份学期考试

前夕），以及10月27日（8月份学期考试前夕），参访宿舍派送巧克力、凉茶，以提醒宿舍生
在考试期间要多多照顾身体，同时传达减压方式，表达对宿舍生身心的关怀。

4.4“走近大自然”甲洞森林局（FRIM）一日游
辅导义工团理事于5月24日举办“走进大自然”甲洞森林局一日游，共有27位辅导义工

参与。目的为提升义工关爱大自然、提高环保意识、纾解身心的压力及促进彼此的联系。

一日游的活动包涵行走山林，并且有讲解员讲解动植物的学名、来源和用途等等。辅导
义工藉此机会亲眼观察及亲身体验大自然，让他们上了宝贵的一课。除此之外，理事们也准
备了团康活动，让辅导义工在轻松气氛中，更进一步地认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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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关怀服务
辅导义工团规划到雪州双溪毛糯的麻风病院进行关怀服务，除了藉此认识文化古迹的维

护、认识麻风病的历史演进，更从院民豁达的生命价值观中，提升本身的品格；从与院民的
互动沟通中，学习聆听与关怀，可谓收获丰硕。以下是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关怀服务计划的活
动一览表：

序 日期 地点 活动项目
1 10/4 隆雪华堂 • 出席《永远的希望之谷》短片分享，从中对麻

风病院的历史有初步的了解。
2 19/4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 • 参与“古迹考古之旅”，由张集强先生主持。

• 参与目的：收集资讯、考察服务地方，作为日
后规划关怀服务计划的基石。

3 3/5 麻风病院的佛教静修院 • 参与静修院在欢庆卫塞节前的大扫除。
• 参与目的：收集资讯、接触和认识社区居民。

4 9/5 麻风病院的佛教静修院 • 参与卫塞节庆典的义工行列。
5 18/6 新纪元学院 • 播放《永远的希望之谷》短片，促进义工对麻

风病院的认识，作为关怀行动前的准备。
6 20/6 双 溪 毛 糯 麻 风 病 院 － 

西院女病楼和中院居民
的 住家

• 拜访居民、初步接触她们及了解她们的背景、
在病院的生活、对生命的价值观等等。

4.6  有机农场体验行
有机农场体验行是辅导义工团8月份学期的重点活动之一，目的是让辅导义工亲身体验

耕种，学会珍惜与感恩。同时，从付出过程中，感受收获的喜悦。辅导义工团挑选了靠近加
影，位于Dengkil的Gk Organic Farm为目的地，并于10月4日及10月18日，分别有10位及7位义工
前往有关农场。

由于辅导义工们并无耕种经验，因此被安排协助简易的工作，例如拔杂草、收割农作
物、制作酵素与产品标签等等。农场负责人也向辅导义工们介绍有机农场、有机生活的好
处，更分享了许多健康保健的知识。同时，辅导义工们也有机会向农场负责人学习瑜伽。

有机农场体验行不但让辅导义工获得许多健康生活的知识，体验从劳动中的喜悦收获，
更趁此行体会身心的放松。

4.7《心灵下午茶》电子报
由辅导义工编辑的《心灵下午茶》自2003年4月创刊以来，一直都以小手册的方式出版。

今年的编委会进行改革与创新，以电子报的方式出版，并上载到辅导义工团的部落格。这项
改革与创新是为了减少纸张印刷，达到环保目的。另外，电子报可透过部落格而广为传阅。
今年共出版了一期《心灵下午茶》，主题是防范A型H1N1流感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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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辅导义工团部落格
辅导义工团部落格设立于2008年，为了鼓励更多辅导义工及其他学生浏览部落格，进而

成为彼此之间的沟通平台，今年理事会推出了全新的部落格（http://necsvg.spaces.live.com），
不但介面设计更为清新与温馨，内容也增设义工们参与活动后的心得分享、活动照片、小品
分享等等。

 2009年全国中学生同侪辅导培训营

学习之余，不忘透过玩乐
放松心情！

全体营员、工作人员及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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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宝藏图”生涯规划系列活动

 1. “仔细闲谈”生涯历程分享会

辅导中心代表傅玉环赠送纪念品予主讲人
刘子贤先生。

出席者与主讲人刘子贤先生合照。

辅导中心代表傅玉环赠送纪念品予柯淑凌小姐。

2.  求职应征准备工作坊

参与者细心聆听，专心学习。

模拟赛面试的场景。

3.  求职应征模拟赛

辅导中心代表傅玉环与两位主试者岑劲娴小姐
（左）及龚义德先生（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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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大自然”甲洞森林局
（FRIM）一日游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关怀服务

1.  参与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古迹考察之旅

辅导义工参与麻风病院的古
迹考察之旅。

2.  拜访双溪毛糯麻风病院西院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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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场体验行

辅导义工协助农场的工人收割番薯。

辛劳的一天，收获满载，离开前辅导义工和负责人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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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学术处逐步落实学术与教学品质管理ISO目标，并加强教务系统管理，以及建立更严

密的考试作业系统。通过系统化、规章化的评估，学术职员得以逐步提升各别教学专业，有系统
地改进教学与研究的服务品质、效能。

此外，学术处亦秉持着全人教育理念，继续与海外姐妹校开办多元化的课程，全面推进大学
生素质的培养。兹按各业务服务以及学术拓展与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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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占讲师绩效评估的20%，藉此评估改善学科及讲师的素质。

B．排课作业：今年已实现每间课室都有LCD设备目标，以应付各系用量增加问题。

C．学术处与电脑中心配合，开发校外成绩输入系统。自8月份学期起，全体全职及兼职
讲师可以在校外进行成绩输入。

2．学术行政
A．新纪元学院于2008年4月份学期开始采用平均成绩点数制(Grade Point Average, GPA)作为

评分标准。此评分标准更着重于评估学生综合能力，而非单个科目的水平，除了主
修科目，也考量其他共同选修及必修科目成绩。初次执行不尽完善，即于2009年2月
份开始检讨及修订，以解决学生升学、奖贷学金、工作申请等方面困境。修订版本
在四月份正式在全院实施。

B．学术处ISO认证业务因2009年人事更动，未能如期进行规格申请。计划挪到2010年才
开始进行宣导与造势活动。预估在明年年底完成学术部门ISO规格申请。

C．固定收集全职讲师历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挂在学术处网站，供院内外学术人员相
互交流与参考。

D．本年度的“提呈会议论文及经费补助”，共获9项来自中文系、商学系、学术处及马
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的申请，并全数获得批准。

（八）学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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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姓名 提呈论文题目 会议主题(主办单位)
胡月霞博士

（中国语言文学
系系主任）

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文文
学的关系

马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复旦大学中文系）

郑文泉博士
（马来西亚族群
研究中心主任兼

研究员）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of 
Confucianism to World Religious

Global Congress on World’s Religions After Sep-
tember 11-An Asian Perspectiv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Religions & 
Civilizations, India and Faculty of Religious Stud-
ies, McGill University,Canada)

廖文辉博士
（中国语言文学

系讲师）

马新南洋研究的渊源、范畴及
其意义和定位

第4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

信息中心）
苏燕婷

（中国语言文学
系讲师）

马华小说的橡林刻画与本土意义 第4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

信息中心）
何启才

（马来西亚族群
研究中心研究员

兼讲师）

Perbandingan Kosmologi Tamadun 
Cina dan Tamadun Melayu dari 
Aspek Hubungan Manusia dengan 
Alam Semasa

Persidangan Antarabangsa Pengajian Melayu 2009
(Pusat Pengajian Melay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胡月霞博士
（中国语言文学

系系主任）

原乡•想象•书写——谈东南亚
华文文学中的召唤意识

第五届国际暨第十届全国清代学术研讨会
（国立中山大学）

胡国鸿
（商学系讲师）

Country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n exploration of major economic 
indicators for selected countries and 
identify coun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ademics Consortium, 
College of Busines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廖文辉博士
（中国语言文学

系讲师）

1930年代马新南洋研究观 “东亚区域整合:人口跨国迁移与影响”国
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厦门大学苏式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

研究院）

岑劲霈
（马来西亚族群
研究中心研究员

兼讲师）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
度与发展探析

“2009教育研究与教育政策之对话”国际学
术研讨会
（中华民国比较教育学会）

              
（二）学术拓展与交流

1．第一学期共开办9门不同领域的共同选修课。其中一门“创意思考与问题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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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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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学期则开办了5门不同领域的共同选修课。其中与本院关系密切的姐妹院校台湾元
培科技大学也安排两位讲师（黄瑜琛及陈美慧）到本院教授妇女健康养生课程。课程
着重在谈妇女的健康与养生议题，加强学生对自身利保养意识。学生选修反应热烈，
选修人数达47人。

3．美术与设计系与英国西英格兰大学于3月13日正式签订美术与设计系3+0学士课程合作
协议。这项课程于9月14日正式开课，共有4位学生报名。为配合3+0课程的开办，也特
设美术与设计系大学基础课程。

4．2009年7月开始，学术处定期举办系列专题演讲，藉此促进教职员的学术交流，塑造校
园的学术氛围普及化。专题演讲主要是提供一个开放及多元的交流平台，让来自不同
学科及专业的学者聚集，分享他们最新研究课题。本年度共举办7场专题演讲。

序 日期 讲题 主讲
1 7月29日 马新南洋研究的渊源、范畴

及其意义和定位
廖文辉博士
• 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
• 中文系讲师

2 8月12日 马华小说的橡林刻画与本土
意义

苏燕婷讲师
• 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 中文系讲师

3 8月19日 原乡•想象•书写——谈东南
亚华文文学中的召唤意识

胡月霞博士
•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文艺学博士
• 中文系系主任

4 9月2日 从人与自然关系比较中国和
马来文明的世界观——以神
话和哲学为例

何启才讲师
• 马来亚大学文明研究硕士
• 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

5 9月9日 从中国文献的角度看马来文
献的分类研究

郑文泉博士
•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哲学博士
• 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

6 10月14日 Country Development and Growth 
– An exploration of major economic 
indicators for selected countries 
and identify coun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Mr. Woo Kok Hong
• 马来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博士生
• 商学系讲师

7 10月21日 1930年代马新南洋研究观 廖文辉博士
• 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
• 中文系讲师

（三）英语密集课程（IEP）
为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自2001年起的每年1月份，本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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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自信地使用英语，能够阅读、理解英文报章及课本篇章和段落。我们设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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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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招生反应不俗，学生人数达70人。

IEP学生到Putrajaya野外旅行。

IEP学生在Putrajaya Wetland留影。

IEP学生与全体讲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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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学生亲手制作感谢卡，赠送给外国讲师。 IEP学生参观有机农场。

IEP学生小组呈现——街头舞。 IEP课程结束前举办欢送茶会。

（四）学术顾问团
自2002年起，本院聘请多位学术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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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者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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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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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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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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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U.S.A）

14 Neil Quigley教授 纽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New Zealand）

15 Roger Hopkins教授 纽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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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 Systems ）

24 杨仁龄先生 马来西亚美术奖得奖人 
（Malaysian Government Award For Services to Art ）

25 Louis L. Downs副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of Sacramento）

26 Paul Gough教授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27 Juliana Abdul Wahab博士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28 Doris Lim Swee Lian女士 马来西亚公共关系协会
（Institute of Public Relations Malaysia）

29 Kamarudzaman Md. Isa副教授 玛拉工艺大学

30 Ezwan Mohd Mokhtar先生 玛拉工艺大学

31 潘碧丝博士 马来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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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备注
32 Halimah Badioze Zaman博士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33 黄爱明博士 国立艺术学院
（National Arts Culture and Heritage Academy）

34 潘碧华博士 马来亚大学

35 郑庭河博士 马来亚大学

结语
学术处将针对讲师评估制度实施评估结果数据化（占讲师评估的20%）及成绩评分标准从平

均分数制转换成平均成绩点数制度进行评估，确保其绩效符合学术发展。与此同时，学术处也将
定期开展专业培训课程，以提升整体教研能力与素质。学术处在未来将继续贯彻学术与教学行政
并重的方针，确保教学相长的卓越素质，以立足于具国际水准的大学行列中。

Halimah Badioze Zaman

Juliana Abdul Wahab

Doris Lim Swee Lian

Ezwan Mohd Mokhtar

Kamarudzaman Md. Isa

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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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ough

伍国文

王润华

Neil Quigley

Noriah Mohd Jshak

李春芳

Louis Down

Roger Hopkins

何寄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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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纯协

梁思礼

潘碧华

杜乾焕

崔成宗

潘碧丝

李慧德

徐岱

廖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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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泉

锺明德

Mustafa Kamal Anuar

杨仁龄

郑庭河

黄爱明

薛振美

谭家健

陈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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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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各系与各处调整招生策略。这项工作包括接收报名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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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09

第二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26.3.2009 / 27.3.2009

第三梯次注册日/开课礼 23.7.2009 / 24.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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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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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毕业典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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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部主席叶新

田博士、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先生及教总主席王超群先生。

 第十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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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部主席叶新田博士、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郭全强先生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英国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副校长Dr. Paul Hartley。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副校长Dr. Paul Hartley与
商学院院长Jim Simpson首次出席新院毕业典礼，本院首次拥有第一届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商
学系学士课程的毕业生，共有31人（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13人、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
程：18人）。此届毕业典礼首次出现第一批戴上四方帽的荣誉学士毕业生。

 （九）注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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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人数
科系 第十届

（日期：11.1.2009）
第十届（秋季）

（日期：22.8.2009）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 - 13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 - 18

商业与行政副学士课程 72 48

中国语言文学系副学士课程 18 18

资讯工艺系副学士课程 10 7

媒体研究副学士课程 27 36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副学士课程 19 0

美术与设计视觉艺术副学士课程 4 1

美术与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副学士课程 26 20

美术与设计室内建筑设计副学士课程 13 5

美术与设计纺织及服装设计副学士课程 8 -

商业学管理专业文凭课程 12 17

资讯工艺专业文凭课程 3 -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1 1

系统管理专业文凭课程 4 6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 -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8 -

教育系专业文凭课程 - 100

戏剧与影像系专业文凭课程 1 7

共计 226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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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第十届毕业典礼

新纪元学院第十届毕业典礼全体台上嘉宾与毕业生合影。

新纪元学院全人教育奖之卓越创意奖（个人）
得主：黄莹云（美术与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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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副校长 Dr. Paul Hartley致词。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商学系会计与财务
荣誉学士课程毕业生合影。

第一届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商学系学士课程的毕业生与台上嘉宾合影。

新纪元学院第十届（秋季）
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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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副校长Dr. Paul Hartley（左）与商
学院前任院长Jim Simpson首次出席新纪元学院毕业典礼。

新纪元学院全人教育奖之人文关怀奖（团体）得主为李永
升与程素恩（戏剧与影像系），携手共创的社区活动《轻

松唱游•绿色加影》校园环保嘉年华。

新纪元学院全人教育奖之卓越创意奖（个人）得主：
李永升（戏剧与影像系）。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颁
发毕业证书给商学系3+0学士课程毕业生。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致词。



行政部门 237

毕业典礼现场一景。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先生致词。新纪元学院全人教育奖之社会服务奖（个人）
得主：叶侨艳（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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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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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lifi-
cations Agency, MQA）、高等教育部（Ministy of Higher Education）、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erbada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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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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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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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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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收集、整理及草拟有关当局所需的资料与文件。

2009年部门工作简报

1. 获得MQA课程开办准证（Approval）
2009年期间，以下的几项课程获得MQA课程开办准证（Approval）:

（1）媒体研究系

•  新闻学学士课程 Bachelor of Arts (Journalism)

•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 Bachelor of Arts (Advertising)

•  广告学士课程 Bachelor of Arts (Radio &TV) 

（2）美术与设计系

• 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3+0 BA (Hons) Graphic Design 3+0

• 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程(动画组) BA (Hons) Graphic Design with Animation 3+0

• 美术与设计大学基础课程 Foundation in Art And Design

（十）政府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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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语言文学系

•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2+2）Bachelor of Arts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2+2) 

•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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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helor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Psychology (Credit Transfer 2+2) 

•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Guidance & Counselling Psychology

（5）教育系

•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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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证书课程

• 商业与资讯工艺证书课程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Studies & IT

• 人文与社会科学证书课程 Certificate i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 获得MQA课程办学素质认证（Accreditation）
• 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 Foundation in Business

•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3. 申请招收外国学生的执照 
政府事务处已于2009年5月向教育部申请招收外国学生执照，目前尚待政府部门批准。

4. 申请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
课程获得开办准证（Approval）后，新院可向高教部申请临时认证（Provisional Approval, PA）。

获得临时认证后，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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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课程可让学生申请PTPTN贷款, 包括：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课程3+0 BA (Hon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0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课程3+0 BA (Hons)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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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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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Fashion & Textile Design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E-Commerce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Accounting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Media Studies

5. 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in Business）的审核
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4名官员于2009年8月4日至5日莅临新院，为商业学大

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in Business）进行课程审核（Accreditation）。4名官员为Puan Noor Asi-
mah Ali (MQA)、Encik Abdullah Sanusi Othman(UKM)、Puan Rohani Ibrahim(UITM) 与Mdm. Kamala A/P 
Kandasamy（MQA）。

出席的院方代表包括潘永忠博士（院长）、莫顺宗（副院长）、Azizan Bin Othman（政府事务
处主任）、叶汉伦（学生事务处主任）、邓珮君（注册处副主任）、梁健林（人事处主任）、胡
禄铭博士（商学系系主任）、雷金和（商学系副主任）、李泉氚与Shamuni（商学系讲师）。4名
官员对课程进行了评估，包括检查课程相关文件、与讲师及学生面谈、进行教学视察等

经过两天的审核过程，MQA官员满意此课程的素质，且给予全项高度评价。他们赞许新院拥
有很高的学术标准，并提出一些建议，以便新院进一步提升学术水准。新院尚待MQA当局正式来
函，告知对此课程认证的结果及状况。

MQA官员进行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
的评估与审核。

MQA官员与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3名学生进
行面谈。



行政部门 241

MQA官员与新院代表合影。

新院院长潘永忠博士颁发纪念品给
Encik Abdullah Sanusi Othman(UKM)。

新院院长潘永忠博士颁发纪念品给
Puan Rohani Ibrahim(UITM)。

新院院长潘永忠博士颁发纪念品给
Puan Noor Asimah Ali (MQA)。

新院院长潘永忠博士颁发纪念品给
Mdm. Kamala A/P Kandasamy（M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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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MQA课程认证现状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序 课程 提交申请文件
（Submission）

获得MQA课
程开办准证
（Approval）

临时认证
（Provisional 
especially for  

PTPTN）

获得MQA
办学素质认证

（Accreditation）

备注

商学系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
1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
shire (UK)
• 商业与管理荣誉学士

课程3+0 ( PA 9062 )
BA (Hon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3+0 Pro-
gramme ( PA 9062 )

√ √ √ - -

2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
shire (UK)
• 会计与财务荣誉学士

课程3+0 ( PA 9063 )
BSc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0 Pro-
gramme ( PA 9063 )

√ √ √ - -

3 纽西兰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
lington (New Zealand)
• 商业与行政学士课程

(2+1) ( A 6252 )
Bachelor of Commerce 
and Administration (2+1)  
( A 6252 )

√ √ √ √ -

4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
程 (PA 8942)
Diploma in Business Ad-
ministration (PA 8942)

√ √ √ - -

5 会计学专业文凭课程
(PA 9291)
Diploma in Accounting 
(PA 9291)

√ √ √ - -

6 商业学大学基础课程 
(A 8298)
Foundation in Business 
(A 829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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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课程 提交申请文件
（Submission）

获得MQA课
程开办准证
（Approval）

临时认证
（Provisional 
especially for  

PTPTN）

获得MQA
办学素质认证

（Accreditation）

备注

媒体研究系Department of Media Studies
7 台湾铭传大学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 新闻学学士课程(2+2) 

(KA 10767)
Bachelor of Arts (Journal-
ism) (2+2) (KA 10767)

√ - - - -

8 台湾铭传大学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 广 播 电 视 学 士 课 程

(2+2) (KA 10768)
Bachelor of Arts (Radio & 
TV) (2+2) (KA 10768)

√ - - - -

9 台湾铭传大学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 广 告 学 士 课 程 ( 2 + 2 )   

(KA 10766)

Bachelor of Arts (Adver-
tising) (2+2) (KA 10766)

√ - - - -

10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PA 9335)
Diploma in Media Studies 
(PA 9335)

√ √ √ - -

美术与设计系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11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K)
• 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

程3+0 (KA 10610)
BA (Hons) Graphic De-
sign 3+0 Programme      
(KA 1061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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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课程 提交申请文件
（Submission）

获得MQA课
程开办准证
（Approval）

临时认证
（Provisional 
especially for  

PTPTN）

获得MQA
办学素质认证

（Accreditation）

备注

美术与设计系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12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K)
• 平面设计荣誉学士课

程(动画组) (KA 10613)
BA (Hons) Graphic Design 
with Animation 3+0 Pro-
gramme (KA 10613)

√ - - - 2009年
开课

13 美术与设计大学基础课
程 (KA 10611)
Foundation in Art and 
Design (KA 10611)

√ - - - 2009年
开课

14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PA 9098)
Diploma in Visual Art 
(PA 9098)

√ √ √ - -

15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PA 9099)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PA 9099)

√ √ √ - -

16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A 5992)

Diploma in Interior Design 
(A 5992)

√ √ √ √ -

17 服装与纺织设计专业文
凭课程 (KA 9100)
Diploma in Fashion & Tex-
tile Design (KA 91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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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课程 提交申请文件
（Submission）

获得MQA课
程开办准证
（Approval）

临时认证
（Provisional 
especially for  

PTPTN）

获得MQA
办学素质认证

（Accreditation）

备注

资讯工艺系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8 英国格罗斯特郡大学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
shire (UK)
• 应用电脑荣誉理学士

课程3+0
BSc (Hons) Applied Com-
puting 3+0 Programme

- - - - -

19 资讯工艺大学基础课程
Founda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 - - -

20 系统管理专业文凭课程 
(KA 8943) 
Diploma in Systems Ad-
ministration  (KA 8943)

√ √ - - -

21 电子商务专业文凭课程 
(PA 9008 )
Diploma in E-Commerce 
(PA 9008 )

√ √ √ - -

22 网站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PA 8944)
Diploma in Web Develop-
ment (PA 8944)

√ √ √ - -

中国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23 中国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

程(2+2) (KA 10808)
• Bachelor of Arts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2+2) (KA 10808)

√ - - - -

24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学分转移2+2)
Bachelor of Chinese Lan-
guage & Literature (Credit 
Transfer 2+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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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课程 提交申请文件
（Submission）

获得MQA课
程开办准证
（Approval）

临时认证
（Provisional 
especially for  

PTPTN）

获得MQA
办学素质认证

（Accreditation）

备注

中国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25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文凭

课程 (KA 10672)
Diploma in Chinese Lan-
guage & Literature (KA 
10672)

√ √ - - -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Psychology

26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士课
程(学分转移2+2) (KA 9586)
Bachelor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Psychology 
(Credit Transfer 2+2)
(KA 9586)

√ √ - - -

27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专业
文凭课程 (KA 10612)
Diploma in Guidance & 
Counselling Psychology 
(KA 10612)

√ - - - -

戏剧与影像系Department of Drama & Visuals 

28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PA 8536)
Diploma in Drama & Visuals 
(PA 8536)

√ √ √ - -

大学基础课程Common Foundation

29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KA 10807)
Foundation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KA 10807)

√ - - - -

证书课程Certificate

30

商业与资讯工艺证书课
程 (KA 10763)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Studies & IT (KA 10763)

√ - - - -

31

人文与社会科学证书课
程 (KA 10764)
Certificate i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KA 1076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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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课程 提交申请文件
（Submission）

获得MQA课
程开办准证
（Approval）

临时认证
（Provisional 
especially for  

PTPTN）

获得MQA
办学素质认证

（Accreditation）

备注

教育系Department of Education 

32 教育专业课程
Diploma in Education

- - - - -

33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KA 10765)
Diploma in Early Child-
hood Education (KA 10765)

√ - - - 2010年
开课

34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文凭
课程 (KA 10762 )
Diploma in Teaching Chi-
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A 10762)

√ - - - 2010年
开课

共：34项课程

备注：

1. 已经获得MQA课程开办准证（Approval）：15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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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经提交申请文件: 12项课程

4. 准备提交申请文件: 4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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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庶务处肩负的是本院设备维修与保安工作。部门制定的工作原则为对内“开源节流” ，秉持

清廉服务态度，间接地提升本院对外形象。

实质工作略述
1）1月：本处共聘请10名保安人员（日间5人、夜间4人、其中一人轮替休假保安人员），以

执行24小时的保安工作。《毕业生问卷调查》显示，本院学生对学院保安整体的满
意度比往年提高。

2）4月：本院于4月7日接受董总庶务局移交B座与C座建筑图测、原配锁匙及当初建委会所添
购的3个文件铁箱。现存放在图书馆L1后段储存室。4月18日，B座L1电流开关管制
部分电线短路引发小火患，影响行政楼办公室的照明，经修理后恢复操作。

3）5月：

• 在院方与学生进行的交流会中，学生要求宿舍供应热水盥洗的课题。由于本院设定这
笔预算，此费用之高，也非学院目前可承担，因此院方决定暂时搁置此计划。

• 教育系办公室增设3条电话线，同时在B座行政楼招生处、人事处、财务处及中文系都
增设文件橱及书橱。

• 整修学生社团、华乐社在C座天台的练习室，让学生拥有更好的练习空间。

• C座10楼宿舍，供办活动租借的4间普通房也已装上冷气设备，多年愿望终于实现。

4）7月：

• 座与C座楼层的冷气机使用年限已超过5年以上，而B座3楼冷气控制电板故障频繁，6
月中已进行更新工作。

• 本院曾具函加影工程局申请路边设置学院指路牌，该单位于7月回复本院，此提议不
获批准，因路牌必须用国文书写。之后，本院再提出申请清理C座后山山坡树木，以
免对本院停车场及教职员构成威胁。经加影市议员协助处理，该地段已由地主负责砍
伐，还有一半的后续工作，尚待加影市议会跟进。

5）8月：

• C座10楼宿舍楼的4间普通宿舍（外借）已完成安装冷气机的工程，同步调整宿舍收
费，并于2010年1月1日起执行。

•  B座五楼大礼堂屏幕控制电板已完成修理，LCD投影机租借费也稍作调整。

• 为解决宿舍楼水压不足的问题，本处已完成C座天台两边四台水泵电板的修理工作。

（十一）庶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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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月：新院B座行政楼添购自动邮资盖印机（Franking Machine），其型号为普通型IJ 25。同
时，本处已拟定此器材的使用办法。

7）10月：更换B座与C座课室防火门。原有课室防火门上的一片普通玻璃，已换成防火玻璃。

8）11月：本处也更换C座学生宿舍的门锁，在学生退宿后完成。同时修理损坏的设备，以应
付每年独中评阅老师入宿。

9）12月：

• 独中评阅老师于12月3日退宿后，本处即准备新生入宿的工作。

• 今年，消防局人员于12月17日到访学院检查防火系统，检查工作已顺利完成。

• 为改善住宿环境，本院于12月28日完成C座10楼教职员宿舍安装冷气的工作。

教育系办公室

课室防火门的防火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