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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欄

何妨吟嘯且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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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欄

 我们那无休止的疫情，该如何从头说起，又该如
何叙说下去呢？最初应该是天灾吧，后来却成了剪不
断理还乱的人祸，宛如剧情拖沓的烂戏，活脱脱歹戏
拖棚，唯一亮点是高官们无日无之的插科打诨。这戏
真烂，但弃之不得，我们都是剧中人物，共度着不知
何时方休的患难日子。

 防疫抗疫一年多，大家累得连说累都没有力气了。
政府宣布的行动管制令名目何其多，马来西亚疫情却
是每日节节上升。管制、放宽、管制，那些措施究竟是
严是宽是否有效，没有人说得清楚，只知道时间来到
2021年中，确诊病例是惊人的天天破万，五位数了，
累计感染人数也已超过百万。翘首以盼的春天没有到
来，寒冬之后仍是寒冬。多少人经已举起白旗。

 我们仍然一面上着网课，一面想着何时回去校
园。日复一日。但日子久了，记忆中的校园似乎渐渐
虚幻成为光影，反倒是网课感觉越来越真实。去年病
毒来袭初期，大家说了又说的“新常态”，现在鲜少
再说，已经是常态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线下真实世界的需
求与追求有所改变。线上无论何时终究只是工具，在
疫情下，穿梭游走于线上，链接宽阔无边的世界，放
飞无限的梦想。疫情下，我们依然活跃着，奋发着，
心中都还有理想呢。你想知道关于新纪元疫情下的故
事吗？打开《新光杂志》吧。

 半年一期的《新光杂志》记录了新纪元师生所
有的努力、表现和心思。每一页的图文，是我们每一
步的脚印，深深浅浅，点点滴滴，疫情无阻我们的前
进，教育就是希望，花期再远，也要归来盛放。

 这半年里，众多线上活动中，包括了新纪元媒
体系为了他们社区报《观察家》创刊二十周年，而举
办的系列纪念节目。还有教育系，也是创系十五周年
了。线上看到一张张兴奋的脸庞，一路走来，满满的
记忆，庆典适逢疫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继去年首度招收了一百多位
海外硕博留学生，今年再有佳作，成功在中国深圳开
办“全球工商管理高级专业课程”，出不了国的这些
日子，我们在国外开了班。2月19日大年初八，我们特
地为这个专班六十八位学生举行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
开课仪式。疫情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自由，我们却跨出
了更远的一步。

 今年农历新年过后不久，我们接获香港南洋大学
校友会会长林顺忠先生电话，林先生决定捐献港币五
十万，充作新纪元文学院学生奖学金之用。5月，林
先生再度来电，又捐五十万，合共港币一百万。林先
生说，新纪元在马来西亚发扬中华文教，传承南大精
神，他深受感动。像林先生这般的热心支持，令人满
怀感激，更使我们对前景充满信心。病毒无情，人间
有爱。

 疫情持续不断，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但人
心终究不可以失去希望。心灵的自主自由，远比什么都
重要。烦恼的事从来不会少，不可以灰心，怎么可以灰
心。噪音干扰了我们的心，乱象污染我们的眼，那就放
慢脚步，但请继续稳步前进。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
啸且徐行。我们有些计划受到影响，不能起飞了，总可
以徐行吧，一面徐行，一面吟啸。境况越是辛苦，越是
要趁机厚植实力，提升自己。疫情期间，我们继续招揽
人才，办学，说到底，就是要有良师。
 
 我们始终坚信疫情必定会过去。最可怕的也许不
是疫情，而是当疫情过了，才发现该做的准备，完全
都没有做好。7月，我们开始展开教职员生的疫苗接种
调查，掌握新纪元每一个成员施打疫苗的最新情况，
我们不能只是袖手等着回去校园，我们必须要为此做
好万全准备。

 当我们重新回去校园时，那必定是一个不一样的
我，经历疫情磨练后全新的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
妨吟啸且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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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物

Design King——梁國銘博士
湯美珍、廖思芩

焦点人物：
梁国铭

与室内设计的渊源
　　梁院长从小便喜欢设计，但由于
家庭条件有限，以及当时室内设计并
不是被大众所看好的升学选项，因此
他的第一个学士学位选择了商业与管
理课程。他曾在一家百货公司打工，
工作之余有机会观察那些耀眼夺目的
展示橱窗，这也成了他与设计的缘
起。“我会跟装修工人搭话聊天，然
后在得到他们的允许之后，将那些过
季的摆设品拿回去布置房间。”梁院
长起初用琳琅满目的摆设品布置自己
的房间，后来他的布置得到了妈妈的
认可，甚至被允许在家里的一个小角
落展示他的“杰作”。就此，梁国铭
与设计有了深深的牵绊。

 梁国铭博士是大马著名设计师，同时也是一名设计教育家。
在考取了美术博士学位（DoctorrofrArt）后他仍继续前进，目前
正进修着第二个博士学位，即工商管理（Doctor理of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有着大马“设计大王”美誉的梁国铭博士，正
式在2021年加入并成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美术与设计院院长暨助理教
授。梁院长也曾在今年年初成为新院升学与职涯规划的座谈嘉宾，并
以《美术与设计可以让你变百万富翁吗？（Dr.）Eric Leong：一个
Kampung Boy 变成国际设计明星的故事》为题，大谈其设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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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物

对的时间，
梁遇见对的新纪元 

　　梁国铭院长认为，新纪元对比其他美术与设计院
校的优势在于，现阶段的新纪元遇到了现阶段的自
己。院长多年的经验累积，无论是阅历亦是人脉方面
都有了一定的根基，现在可算是院长的黄金时期。此
刻的他觉得可以将所拥有的资源融汇在一起，回馈给
学生。“我个人很喜欢新纪元的一点是，我觉得新纪
元的学生跟我在其他院校遇到的学生是不一样的，我
认为这会是个有趣的新尝试。” 

 院长补充道，学生不仅应具备应付现今市场需
求的能力，更是需要为将来做准备。院长劝诫毕业
生不该只学习美术，因为这对应付未来职场需求远远
不足，毕业生应当有一些基础的商业与品牌知识。举
例，本院原有一门Fashion Design 与 Textile Design
课程，但梁院长将此课程改为Fashion Design and 
Marketing。

 “我个人的教学模式更多是偏向于让我的学生了
解现阶段和未来的流行趋势以及社会的变迁，然后再
让他们与市场能够达到一定的连接。我认为作为一个
艺术工作者，如果只会创作是不够的。若不具备一些
商业或品牌知识，将会很难把自己推销出去，无法制
造属于自己的市场。”梁国铭博士认为现在的美术生
更应该走出课室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同时也要与各行
各业进行接触。

疫情之下，
打造最具竞争力的美术与设计生

　　疫情之下，尤其美术与设计这门科目需要一些基
础技能的课程，的确给美术与设计学院带来了一定的
挑战。“但无可否认，科技的确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

难题。”一些需要画画技巧或实践的部分，新院讲师
将以录影的方式逐个步骤教导学生，或是以一对一的
方式进行指导。院长庆幸新院的授课方式以小班制进
行，代表老师有足够的时间指导学生。

 但 最 大 的 问 题 仍 归 于 网 络 的 不 稳 定 。 因 此 ，
每 一 堂 授 课 将 录 成 影 片 ， 上 传 至 校 方 的 学 习 系 统
（Electronic Learning Portal），让学生可以通过这样
的方式去回顾每一堂课。当然，院长最希望疫情早日
结束，学生能够尽早返回校园，好让学生与老师有面
对面的互动。

梁国铭博士有话对你说

　　“大家一起努力，因疫情之后将面临更大的挑
战。2020年是一个重启的年份，2021更是蓄势待发
的时代。随着疫苗的研发，相信大家都能看见希望的
曙光。新常态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所以生活的需求
已经大不相同。因此，本院需要如何以自身的专业去
适应新常态和制造更好的作品成了我你日后巨大的挑
战。我相信数据与科学，我们全体职员也将探讨如何
与时并进地设置本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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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新師資——安煥然教授專訪
杨立杰

焦点人物：
安焕然

新纪元·新希望

问：安教授在来到新纪元大学学院之后，对自己在本校的发
展有着什么样的规划？同时，请问您对本校的未来有什么期
许吗？

答：首先对于自己在新纪元的发展，我认为自己应该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运用于学术和教导方面。我如今也已经53
岁，坦白说到了个年龄也可谓是来到了“学术顶峰”，想要
在这个年龄去超越这个顶峰，着实困难。因此，我认为自己
现阶段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提拔和培养更多的新人，尤其是在
本地研究这一块。对于新纪元的期许，对我来说其实即是十
分简单的四个字——勿忘初衷。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一所民
办学府，又以“源自社会，回馈社会”为办校理念，我希望
新纪元可以一直秉持这样的初衷，在教育的路上继续浇灌出
更为灿烂的花朵。

2021年5月，新山知名学者安焕然教
授正式加入新纪元大学学院，为我校
中文系再添重彩。安焕然教授1995
年取得台湾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系硕士
学位，2009年取得厦门大学历史系
博士学位。之后更担任南院华人族群
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南院中文系教
授。2019年更受委为该校副校长。安
教授学术背景深厚，研究成果丰硕，
对新山地区的华族历史与文化更是贡
献卓著。为了让读者更认识安焕然教
授，《新光》杂志本次特邀安博士作
为本期杂志“人物专访版”的专访嘉
宾。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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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网络为新纪元一大优势

问：相比其他的高等学府，教授您认为新纪元的优
势在哪里？

答：新纪元大学学院本身最大的优势，与其教育制
度是密不可分的。新纪元虽作为一所民办学府，却
同样也配合国家的教育体制，提供的课程皆受马来
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的认证。同时又能
够在这套规定的范围之外，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学
习空间，而这样的优势在去年的行动管制令期间尤
其显而易见。由于疫情肆虐，教学活动被迫改为线
上进行，而新纪元正是把握了线上的优势，开始为
学生们提供了诸多跨国越界的线上活动。这不仅帮
助学生们在疫情期间争取到更多的学习机会，更能
拓展学生们自己的学习视野，而这一优势在其他高
等学府是十分少见的。

中文需更多元发展
问：作为中文系教授，您认为“中文”这一领域于
未来该有怎样的发展？

答：对于“中文”这一领域，能够将其掌握绝对是
一个莫大的优势，因为我认为“中文”不单单只是
一种语言，它包含更多的是古人的智慧，而这些智
慧正是当今的社会所欠缺的。但话虽如此，在我看
来“中文”若要有更好的发展，于课程方面就必须
要做出改变，而在这点上新纪元便做得十分优秀。
我认为新纪元中文系的课程十分多样化，不仅仅保
留了诸如“经史子集”的传统课程，同时也增设了
如“文案创作”“华人企业文化”“孙子兵法与现
代管理”等课程，使得新纪元中文系的学生能够接
触到更为多元的“中文”，且更具竞争力。加之现
今，学习华语，甚至报读有关中文领域的硕博课程
的非华裔族群也越来越多。由此可见，中文于今或
于后，必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在这种趋势之
下，身为“中文人”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发展，去经
营，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回馈社会、勿忘初衷

问：最后，安教授有什么话想对新纪元
抑或是中文系的学生说吗？

答：希望同学们能够发现你们自己的优
点，同时我也想发现各位同学的优点，
再结合我们各家之长，建立一个强而有
力的团队，并做到“源自社会，回馈社
会”，这点是我一直以来的初衷，也是
我想对同学们说的话。

安焕然博士与硕博士班论文指导学生聚餐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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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畫 邊 聊

伍芯慧、李洁苡

一 個 融 合 畫 畫 與 直 播 的

治 愈 系 節 目

Jelynxdiary

千禧年出生于柔佛新山，

修读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

程。曾代表学校到香港、

日本等地留学交换。捷励

兴趣广泛，包括画画、书

法、摄影、写作、弹琴和

唱歌。此外，捷励也是校

园专辑《起飞》歌手，热

衷于用声音表达自己。她

在2019年参加了青运口才

班，也当上第7届八度空

间校园主播。

新光人物



     2021年6月號 9    

新光人物

问：您曾在自己的专页里提到在18岁时选修了自己未
曾想过的科系，请问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据说您的
文科和理科成绩都不错，为何后来选择了大家都认为
没“钱”途的美术科系？

答：18岁之前一直都以为自己将继续修读理科，并没
有考虑往美术这个方向发展。一直到中五（17岁）那
年在老师的推荐下修了美术科，为自己再争取一科甲
等。美术科是需要考试及完成项目作业的，而当时的
我已经比其它同学的进度落后许多。那时候过程很辛
苦，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选了这科，但也未有修读美
术系的念头。
        家人期盼我攻读医学系，但我自己更喜欢药剂系，
但无奈其发展在马来西亚较为有限，故此我放弃了这
个念头。我也因此一度遭受家人的反对，但我不气馁
并自己去查寻各大专院校奖学金的资讯。后来得知新
纪元大学学院有美术系，加上我自己其实从小喜欢画
画，一直以来都没想过我的兴趣会变成我的职业，但
也很开心，就这样阴差阳错选读了美术系。
 大家可能觉得美术系没有“钱”途，但我在这疫
情期间依然有工作。我觉得如果有一技傍身，依然能
够做出一番成绩，正如俗话说“行行出状元”。在很
多时候人们一旦觉得某些行业有前途就会一窝蜂挤进
这个行业，造成这些行业中的人才膨胀。

问：您到国外（香港&日本）交流或留学期间是否有什
么文化冲击，改变您的想法？

答：我在香港交流的时间仅有短短一个星期，并没有
感受到太大的文化冲击，但我仍然能够感受到香港人
总是非常忙碌和努力，我自己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而更
努力。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发现他们很有礼貌，生活
节奏也很快，其中有个文化是员工不会早于自己社长
（即老板）下班，还挺让人意外。虽然有文化环境的
不同，但习惯其节奏及学习简单实用的日语后，也能
应付得来。
 去了这两个地方交流及留学后，我会觉得自己很
渺小。因为看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生拿着奖学
金来留学，而自我怀疑是否有资格拿这个奖学金，也
让我坚定要更努力提升自己，觉得应该多出去走走看
看，提高眼界。

问：您刚刚有提到日本和香港是生活节奏较快的国
家，相较起来马来西亚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当您去到
那里生活的时候是否有不适应的地方？

答：其实我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节奏也蛮快的，所以不
会觉得很难适应，反而会觉得很自在。在马来西亚，
我会在空闲时间接一些自由工作，但在日本是在周末
去打工，而没接自由工作。日本老师会介绍一些跟中
学生以英文进行交流对谈的工作，帮助他们训练口
语。虽说薪资较高，但当地的生活消费也很高，所以
收支还算平衡。

问：为什么会想创建jelynxdiary这个专页？你想要
透过专页传递什么事物给你的观众们呢？

答：当时创立这个专页是因为去年疫情期间时待在家
无所事事，就想要开创一个专页分享自己的作品和画
作，同时也能为自己谋取一些工作机会，但从未想过
会开启我的直播事业。我也想透过这个专页传递自己
的想法和作画理念，因为我觉得作画可以是一个抒发
情绪的管道。每个人抒发情绪的方式都不一样，而我
在绘画之后会觉得很放松。

问：您在《边画边聊》聊的大多数都是有关日本留学
的事情，之后有可能还会和观众们聊什么话题呢？

答：日后将会邀请嘉宾来一起与观众聊聊更多的话
题。目前是有一位嘉宾和朋友一起上来聊关于音乐的
东西。原本计划还有其他几位嘉宾，但他们最近都比
较忙而展延。《边画边聊》不仅仅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节目，接下来有计划邀请嘉宾一起谈谈其他的课题，
如“环保爱地球”和“声音”的课题。目前这计划还
在进行安排，最快会在5月尾或6月初与大家见面。

问：请问您平时画画的灵感来自哪里? 您平时的绘画
风格是偏哪一方面的呢？是偏向人像、风景或抽象类
呢？

答：我在直播前几天就开始构思《边画边聊》的主
题。我通常会在空闲的时候画画，但因为白天有工作
的关系，所以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可以静下心来
构思内容。偶尔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让我突发奇想，产

新光人物

     2021年6月號 9    



新光雜誌  ·  第十三期10    

生灵感。我一般会设立一个人物作为主题。打从我
开始画画起，我所绘制的人物脸上都会画上所谓的
醉酒妆，这也成了我独有的人物风格。我一向来都
是以插画类为主，很少绘画风景图。我不喜欢太过
一目了然、片面直接的风格，所以我的绘画风格会
偏向意象化，更有故事性的。

问：请问过程中是否出现否定的声音？

答：没有，一般都是对我使用的绘画用具或方式给
予建议。我都会斟酌一番，才接纳建议。或许是因
为《边画边聊》系列较为新奇、特别，很多人包括
我自己在此前都从未看过类似的节目，这是我自己
的创意节目。一开始，我去上了一个直播课程，
这个专页原是为了完成直播课程的作业才创建出来
的。在发现反响不错后，我便坚持将它继续发展下
来，直到现在变成我自己的事业。那位直播课程的
老师可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以前是比较要强的
人，长大后心态也逐渐改变，不再去嫉妒他人的优
点，而是学会去欣赏及学习他人的长处。我奶奶跟
我说过：“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这句话一直以来
都影响着我的处事及个人风格，所以做什么事情都
会都尽全力做到最好，即便失败了，也不成遗憾。

问：您在开设专页后是否获得了什么？领悟了什
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答：现今在面子书开创专页并不难，但在这个平台
上存在很多竞争者。我发现续航力很重要，倘若你
不能定期更新专页内容，专页的关注度就会开始下
降，所以你必须坚持定期更新，不能松懈。在充满
竞争的网络世界，有着很好的推动力让自己跟自己
比赛。我的美术老师曾说过不要害怕去抄别人，画
画都是以模仿开始的，但你需要做的是在抄的过程
中找到自己的风格及特色，例如我人物的醉酒妆便
是我的个人特色。
        

问：您对未来有什么规划或安排吗？是否在该领
域发展下去或开拓更多方向前进？

答：其实美术方面的工作性质都比较不稳定，我
不喜欢长期呆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因这太过于沉
闷了，所以我希望未来能够担任讲师之类的工
作。我也计划在未来出国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
位，希望在提供他人一些意见的同时，也能够发
掘出更多的灵感及想法。我认为除了学习美术之
外，也应该学习更多额外的知识，以帮助自己未
来的工作，所以我报名了由校方安排到中国留学
的国际商务课程。常有人说画家找不到工作，我
认为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融入自己的专业里，
可帮助自己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有打算让这个专页继续发展，但现今因工作
忙碌及时间不足的关系，所以期望待我继续升学
后，能够拥有更多空闲时间来经营这个专页。 

郑捷励主持《边画边聊》时的照片

捷励自画像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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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日本的习俗

把不吉利的签

挂在绳子上，

便能消除厄运。

——郑捷励

（美術系）

祷
告
少
女

     2021年6月號 11         2021年6月號 11    



新光雜誌  ·  第十三期12    

《芳華拾伍》新紀元大學學院
教育系15週年慶 洪子康、谢癸铨、杨籽健

 2021年是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成立的第十五
周年，在疫情肆虐与行动管制令的影响下，新纪元
教育系首次将一系列周年庆活动从线下转换成线上
模式来筹备。本次教育系周年庆的主题为《芳华拾
伍》。新光记者团队采访了负责策划本次周年庆的
张万霖讲师和李韵欣讲师。

 截至采访日，系列活动中的《一线专业教师-
分享会》、《芳华拾伍-徽章设计比赛》、《牛转乾
坤》、《疫情下-文化节》、《疫起说出来》、《幼
教人的故事》和《学术沙龙》都已成功举办。 

 访谈伊始，询及本次教育系周年庆筹备时遭遇
的困难，张万霖讲师表示，不同于教育系十周年庆
所策划的线下活动，筹备本次周年庆主要的问题，
是缺乏良好的方式向学生传达任务，因为网络筹备
会议召开时，会面临部分同学因网络不佳而掉线，
或部分同学同时在筹备其他的活动的情况，无法像
在学校可以召集大家面对面传达资讯，也无法共同
筹备和完成任务，只能各自为阵，故较为耗时。李
韵欣讲师也赞同张万霖讲师的说法，但提到网络会
议的一个好处，那就是大家的时间较为弹性，可以
在晚上时段随即展开会议。张万霖讲师补充说，局
限于线上模式，周年庆的活动的形式不像以往般多

元，同时也需要考虑大家是否能一同参与，故无法
有表演类的活动。

 李韵欣讲师说，本次教育系周年庆第一站活动
《一线专业老师-分享会》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敲定
举办的。今年1月份有许多学生进入实习阶段，以
线上教学的模式进行实习，让他们有所担忧，于是
她与张万霖讲师决定举办一个分享会，邀请教育系
学姐为实习生分享线上教学的技巧和问题。分享会
获得许多实习生的良好反馈，认为对他们很受用，
有效解决了他们在实习上所遭遇的问题。

 张万霖讲师说道，以往的周年庆都会先举办
一系列的小活动来为一个大型活动作为铺垫。本次
的线上周年庆也不例外。除了目前已举办的六站活
动，教育系将会每隔一至两个月推出一场小活动，
直到10月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场国际学术研
讨会即是本次教育系周年庆的大型活动，将作为今
年周年庆的总结。此外，李韵欣讲师也预告教育系
周年庆将会举办一场比赛——绘本讲故事比赛。她
说，以往的绘本讲故事比赛只提供给教育系的在籍
生参加，而这次的比赛将开放给教育系系友和全体
新纪元在籍生参加。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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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万霖讲师提及，为了配合本次周年庆，教育
系硕博研究生也利用YouTube平台开了一个节目频
道——《侃侃而谈》，目的是制作直播性质的访谈
节目，同时希望让观众得以随时来观看节目。《侃
侃而谈》主要邀请教育系的系友担任节目嘉宾，分
享毕业后的自身经历和工作生涯，以期打破大众对
教育工作的刻板印象。

 张万霖讲师也分享道，筹办教育系周年庆系列
活动的最初用意，除了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新
纪元教育系之外，更重要的是把有价值的东西传达
给有需要的人。比如：《一线专业教师-分享会》
是给教育系的实习生，《疫起说出来》提供平台让
各行各业的人士分享在疫情下的状态。大众对教师
这份职业有刻板印象，他觉得是不可避免的，要打
破社会对教师的刻板印象，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他
提到，教师这份职业虽然不能像企业家般拥有百万
收入，或想网络创作者般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但依
然极其重要。教师有着传承的职责，把知识和信念
传承给世世代代。他也谈起，教师也是人，会有自
己私下的情绪和生活，并非只有教课的这一面，因
此《侃侃而谈》节目的目的，其实也是想把教师的
另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了解教师其实和常人一
样，只是职业有所不同。

 李韵欣讲师也认为，要一举打破社会对于教师的刻
板印象绝非易事，但她认为筹办系周年庆一系列的活动，
其实可以逐步改变社会对教师的看法，让人不再觉得教师
只是一份墨守成规的职业，只能写教案和教书；教师这份
职业其实也能很有趣且多元化，就如将绘本故事带入课堂
中，以较轻松的方式把学生们带入学习的环境，从而提高
学生们的学习兴致。李讲师也分享道，她授课的过程中也
常鼓励学生未来不要把自己框在只要教好书的范围而已，
可多尝试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辅助教学。对于教育系的前
景，李韵欣讲师认为还是十分乐观的。虽然国家师范学院
在招收华文教师的反应不比往年好，但仍有很多教师在极
力地灌输学生乃至社会大众，教师这份职业其实也是多元
而有趣的。

 访谈的最后，李韵欣老师提到，教育不能以金钱作
为衡量，学生的反馈是教师前进的动力，学生的成就可让
教师满足一整天。张万霖讲师则引用了王淑慧讲师的一句
话作结：“我们教师，就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
职业。我们教育系办活动、培育教师，核心本质也是如
此。”。

《侃侃而谈》宣传海报

《疫起说出来》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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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無阻，屹立不倒
媒體研究系走過的20年歲月

黄皓敏、黄义和、黄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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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经历风雨的洗礼，不
知不觉已步入了第二十年。在2021年这重大且有意义
的年份，媒体研究系筹办了二十周年活动。此活动的
筹办不仅是为了庆祝，更是希望向外推广媒体系的特
色及探讨未来方向。

 媒体研究系院长廖朝骥博士表示，二十周年活
动是持续进行一年的线上活动，包括媒体系学生携
手筹办的活动，如公关室的图文创意甄选比赛与系
会的《媒玩媒了2.0》体验营；由杨洁老师带领的《观
察家》编委会，也将出版一本纪念特辑。另外，媒体
系公关实务课程举办的“观廿Never Stop Observer”
活动，让学生与校友联系，重新探讨《观察家》作为
纸媒，在纸媒与数位媒体的转型交界期间所面对的挑
战。最后，则将在年底结合业界、学界和校友办一个
论坛。

 高佩瑶老师受访时说，媒体研究系以注重批判、
反思与人文关怀的理念来培养学生独立批判的思维
与精神，若遇到不符合正义的事件便会第一个挺身而
出。二十年来，媒体研究系栽培了无数在台前幕后发
光发热的优秀校友，也经历过跌宕起伏，并卷入许多
事件，如“媒体系海啸”、“新火燎院”、“新纪元
风波”及《观察家》言论被扼杀等事件。二十年来，
新纪元媒体系虽经过两次转型，但依旧坚守培养学生
独立思维与批判理念的理念。与马来西亚的其它相同

领域比较起来，新纪元媒体研究系，还是走得较前端
的一派。

 媒体研究系学生在各社团都表现得相当活跃，他
们活跃于I-DO音乐社与辩论社等，并获奖无数，舞法
舞天早期的创始人也来自该系。媒体研究系学生也曾
在2015年出版《影行人》，共采访并记录了15位加影
人的人生轨迹，让我们得以从他们的口述中见证加影
的发展。该系的采访写作课，使同学们有机会与社区
建立关系，发挥所学回馈社会，如：为知知港和五条
港绘制人文地图、在适耕庄提倡保护海洋意识、到老
旧巴刹记录人事物等。

 今时，媒体系也刚好走到了是否应数码转型的三
岔路口。在数位资讯蓬勃发展和传统媒体逐渐衰落的
这个时期，媒体系该如何在顺应局势的同时，又能不
忘初衷，培养学生作为媒体人该具备的内涵素养与思
维。高佩瑶老师表示，如何在此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将会是今年最大的挑战。

 廖朝骥院长希望媒体系文凭与学士课程早日通过
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认证，接下来再
展开硕博课程的规划。最后，廖朝骥院长与高佩瑶老
师以学校的教学理念：“多元开放，成人成才”，期
许媒体系未来有更多元的师资，培养的学生包容能力
也更强。

媒体研究系学生走出户外之实践真实人生采访

2019年9月份学期公关实务课《重联》醒觉活动大合照

户外绿棚一日体验：
佩瑶老师正在教导
学生使用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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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自主的學生社區報
觀察家20周年快樂

钟晓莹、黄义和、黄晶莹  《观察家》是由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的二年级学生出
版的社区报，是马来西亚第一份由学生自主负责的社区报，也是
目前唯一获得永久出版准证的学生实习报章。

 2002年5月20日创刊的《观察家》，奠基于新纪元媒体研
究系。该科系一直都是以批判精神为本、关怀行动为骨的课程
定位与教育。作为社区报，《观察家》为落实学术理论与实务
实践，以敏锐的观察、深层的关怀及积极的执行力，让学生主动
报导不同的社区议题、在地生活文化等面貌，积极展现多元与丰
富的人文价值观点。

 2022年，《观察家》将正式步入20年华。如今，观察家正
筹划着20周年系列活动，其中主要着重于整理历年出版的《观察
家》。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系专任讲师杨洁老师表示，观察家成
立初期大部分的资料库保存方式、排版软体都与现今的不一样，
因此没办法把所有《观察家》的内容都完整地保留下来。

言论自由，敢论敢言
 杨洁老师透露，在整理过程中，不难发现以往的《观察家》
娱乐成分比例不高，而且牵涉较多的政治、媒体自由、性别、群
体权益等课题，虽然曾引起争议，也受到一些质疑，但团队皆是
本着批判、公正、客观的态度，延续着新纪元媒体系的精神在制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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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自主的學生社區報
觀察家20周年快樂

作。杨洁老师认为，媒体要时刻保持中立的态度，
不该偏袒任何一方。主流媒体与政党有着密切关
系，以致弱势和边缘课题较少被报导。《观察家》
一直坚持自我立场，保持客观，挖掘真相，不报导
假消息，不因外在声浪而迷失自我，与主流媒体相
抗衡。

莫忘初衷，展望未来
 各个阶段的《观察家》由不同的老师指导，带
来不同的报导视角，不一样的色彩，但其中的本质
始终不变。杨洁老师说，《观察家》曾试过每周出
版，实力令人佩服。20周年的资料汇整工作，目的
不在于一味地回顾历史，而是以核心理念为本，反
思20年一路走来是否不忘初衷，同时再思考未来
走向。杨洁老师表示，《观察家》从以前的黑白版
本，蜕变成现今的彩色版本，因疫情的关系，又将
迎来数码转型，在顺应时代变迁的当下，也必须专
注于学生的全方位训练，以及《观察家》核心理念
的坚守。探讨纸媒在未来的发展或转型的可能性，
摆脱被淘汰的危机，也是《观察家》20周年庆全国
研讨会的主旨。

  《观察家》是媒体系二年级学生专属的实习
报刊，从未对外开放让其他科系的学生加入。据杨
洁老师所述，媒体人首要的特质便是自带浓烈的好
奇心与刨根问底的精神。美编部，美感与排版的基
础极其重要；广告部，要善于交际、与各大商家接
洽以获得广告赞助等资源；社群经营部，除了推广
《观察家》一系列活动外，活泼开朗、积极乐观的

性格亦必不可少。杨洁老师也提及，在媒体系老师
们不过于干涉，提倡学生们自由发挥创新思维的前
提下，学生们得以往自己感兴趣的社会议题拓展，
因而更认真对待犹如自己孩子一般的出版品。简而
言之，《观察家》的学生们在长期专业技能的浇灌
下，无疑是材优干济。

特殊位置，独家情怀
 杨洁老师表示，《观察家》工作室的外墙设
计，出自媒体系校友之手，是历代媒体系生的永恒
印记，有特定的工作空间，能提高学生们的办事效
率，促使他们意识到时间规划的重要性，以在特定
时限内完成刊物出版。无可否认，学生们长时间共
处一室，也能大幅度增强整个工作团队的凝聚力，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媒体系将《观察家》工作室
设立在显眼的位置，目的更倾向于宣告言论自由的
精神，让其他学生在走过时，也被《观察家》独立
自主的核心态度所感染。

年轻人的媒体，起飞观察家
 杨洁老师也叙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观察
家》毫不畏惧，且勇于突破困窘。老师们考量到非所有
学生的电脑都能下载特定软件，抑或是具备稳定的网络
环境，因此老师们在作业评分标准上稍微做出调整。杨
洁老师也坦言，《观察家》正在筹划研讨会，邀请媒体
系校友回母校分享各领域的经验，望有助《观察家》发
掘崭新的发展思路，共创融合新旧理念的媒体未来。访
问的尾声，杨洁老师希冀《观察家》在未来的漫漫征途
上，能让年轻读者产生共鸣，让读者们都有所触动。

新纪元大学学院
媒体系专任讲师
杨洁老师

《观察家》工作室忙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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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中心數碼保安
實驗室成立！

黄丽婷、陈欣勤、黄祖儿

 2020年11月，本校第一间数码保安实验室
成立了！为了让师生们了解这座特别的电脑教
室，新光记者团队专程采访了电脑中心梁帏雄
主任。 

 梁主任提及，为了配合资讯工艺（数码
保安）荣誉学士课程的开办，原有的B104B电
脑教室获提升为数码保安实验室，以提供专业
的设备和环境让该课程的学生使用。梁主任说
道，新建的数码保安实验室和一般的电脑教室
有所不同，一般电脑教室的桌子和器材是固
定的，而数码保安实验室使用的是可掀式折合
桌，电脑设备也是可随意移动的。这新颖的设
计让实验室在有需要时也可变为普通教室。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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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码 保 安 实 验 室 共 有 2 1 台 高
端配置的电脑和1台独立的伺服器
（server），实验室的网络也是全校
唯一一个独立的区域网络（LAN），
与其他的网络线路分开以防学校网络
误被攻击。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
课程注重网络实验，而任何的网络实
验都属于高风险。实验室采用独立的
网络，学生在进行测试时就不会影响
校内的主干网络。另外，这些网络线
还被设定成“岛屿”，一个“岛屿”
代表一个地区，例如马来西亚的网络
受到新加坡的网络攻击，那我们可以
通过实验室内的岛屿网络设计，去模
拟网络攻击的具体情况。这样的设计
可以让学生以模拟的方式，用网络进
行互相攻击或防御的情况。

 另外，实验室里也有2台无线网络
接收器（WiFi）供学生使用。网络攻
击不一定来自线路，也可能来自于无
线，随着无线网络的普遍化，学生除
了研究通过线路的攻击，也必须探究
来自于无线网络的攻击。实验室也安
置了3台55寸的显示器（monitor），通
过电脑的显卡（graphics card）可以
输出三合一的画面。这样学生看到的
画面就会相对较大，清晰度也更高，
更有助于学生研究一些看不到的细
节，这也是网络安全实验室的一个特
点。

数码保安实验室装修中 数码保安实验室装修完成

 梁主任还表示，虽然实验室主要是应数码保安
课程的内容而设计，但同样也开放供其他课程的学
生与教职员参观和使用。该实验室也是电脑中心团
队的测验实验室，早前就曾安排供应商在此进行防
毒软体测试。如果这个实验室的网络设计与学校的
主干网络连在一起，那么当“毒”放出来的时候，
就可能间接影响学校的网络。 

 再来，梁主任也提到，校方一共已投资了大约
马币 20 万令吉来提升电脑室，当中包括装修与设
计、硬体设备和各方面的软体设备与教材。其中电
脑硬体和软体上的花费就占了80%，足见校方对数
码保安实验室的期望与信心，希望此次投资能为学
生和教职员带来更大的回馈。 

 大数据（Big Data）的迅速发展以及普及化，
让数码保安、网络软体与系统安全的重要性变得更
为显著。数码保安课程的学生有了这间完善的实验
室，毕业后即可无缝衔接到相关领域工作。

 梁主任说，校方在2020 年 8月已有了初步设立
此实验室的概念，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在校方
与供应商的极力配合下，整个建设过程仅耗时 3 个
多月。2020 年 10 月初完成整个实验室的硬体设备
设定之后，电脑中心团队中的网络工程师和技术工
程师便迅速进行软体的设定工作，最终成功在11 月
初把完整的实验室设立起来。 

 目前，数码保安实验室已正式开放使用，梁主
任与电脑中心团队非常欢迎同学们返校后亲临数码
保安实验室参观和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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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再見，
不說再見”

新纪元（学术生+技职生）毕业
典礼之毕业生：

这一年里，我们听到最多来自
学生的心声就是“可惜”“遗憾”。

“我就这样悄悄地毕业了。”

“我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堂课。
”

“我就这样，好像还没好好感受
校园，就毕业了。”

“我的毕业典礼，到底什么时候
来？”

“我们不想，连毕业典礼，都是线
上的。”

是的，我们都听到了。

2月17日，会议上，校长提及，想
给学生办一个毕业趴。

17日，23日……一天一点，企划
案形成。

期间，一个月，找商家，拿预算
案，拟进行思路基本成型。

是的，属于你的毕业典礼，也是
我们不断守护坚持的，是展延

，不是取消。

是的，为你趴天趴地趴住你青
春的记忆，配合毕典，

陪你走过为毕业转大人的这一
个重要的时刻。

學校爲你趴天趴地
趴住你青春記憶畢

業季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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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學與資訊科技學院與雪州政府合作研發

SMART INFORMATION GUIDE
手機程序

容嘉雯、彭安琪、鄺傑豪

 2020年6月2日，雪州政府向
新纪元大学学院伸出橄榄枝，邀请
本校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简
称FICT）一同合作研发一项名为
SMART INFORMATION GUIDE（简
称SIG）的手机程序。SIG手机程序
的主要功能是介绍雪州政府的各个
部门。此程序还结合了AR技术，让
使用者能与之进行互动，体验宛如
身临其境的感觉。这项手机程序适
用于各阶层人士，为民众在处理政
府部门事务上带来便利。

 近年来，新纪元FICT系学生
在学术表现与成就获得了外界的
认可，讲师也积极参与学术研讨
会，更让该院获得雪州政府关注，
进而促成了这一次难能可贵的合
作。FICT共有11位讲师与行政人员
参与本次计划，通过各单位的努力
与配合，计划目前已完成百分之七
十。萧维深主任透露，SIG手机程

序计划于2021年6月正式上线，届
时民众可在雪州政府官方网页免费
下载。

 萧主任在访谈中细心讲解SIG
程序研发的基本程序。首先是实景
拍摄的前期洽谈，由于涉及机密及
安全因素，FICT与对方负责人必须
先进行会议沟通，寻找合适的拍摄
地点，再到相关地点进行环境整理
以确保画面完美。 

 再来是实景拍摄，此项目主要
的实景拍摄地点为雪州政府Bangu-
nan SSAAS大楼和加影区YB许来贤
服务中心。拍摄团队使用360度全
景相机进行实景拍摄，拍摄一张非
动态图片需30秒，而影片则需要1
分钟。拍摄时8颗鱼眼镜头同时开
启连拍，分辨率高达8K。团队在拍
摄完成后通过软件进行图像处理，
制作360度全景图。

 最后则是软件开发与测试。后
期的制作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制作
告一段落后，会利用虚拟器进行模
拟测试，确保程序的流畅度以及可
行性。在程序成功上架后，新纪元
也会定期维修与更新，确保民众获
取的是即时且准确的资讯。 

 据萧主任所言，研发过程中固
然面对不少困难与挑战，但这些都
是一种学习。本次计划早在疫情爆
发前开始，然因新冠疫情的迅速蔓
延，使得项目进度一延再延。庆幸
的是如今计划已逐渐完成。

 最后萧主任表示非常荣幸有机
会参与雪州政府的程序开发，本校
在此次的合作中获益良多，FICT的
技术能力也获得肯定并得以展现。

项目负责人— Cikgu Idayu （中间）向加影州议员YB许来贤
服务中心负责人说明拍摄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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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中華獨中
參訪新紀元技職與推廣教育學院

 4月14日，吉隆坡中华独中张梅莲校长、陈玉丽副校
长、李瑞安副校长，与该校数名老师一行到访我院，由李泉
氚院长，蔡苔芬助理院长，吴伟光主任，颜建翔主任，李应
伦主任, 曾伟勤主任出席接待。

 张梅莲校长表示，此次到来的目的是为了与我院导师们
做科技学术交流及观摩本院的AI机械人科技，包括：智能种
植箱、精品咖啡、甜点、蛋糕装饰与翻糖艺术、航空客舱服
务与酒店营运技能、影视制作技术，过程非常顺利。

 本院对于吉隆坡中华独中张校长提出的科技学术交流，
尤其是高科技智能型农业的合作开发表示欢迎，并期待两校
在不久的将来，能落实新的合作项目。

吴伟光主任讲解机械人的操作

吉隆坡中华独中一行人来访技职学院。左起吴伟光主任、曾伟勤主任、蔡苔芬老师、李泉氚院长、吉隆坡中华独中张梅莲校长、
陈玉丽副校长、李瑞安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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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技职教育体制成立于2012
年，2016年获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技
术发展局（JPK）核准注册，正式名
为 新 纪 元 技 职 与 推 广 教 育 学 院 N e w 
Era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NEIVCE）。我们办学将近
十年，却仍如初生之犊，不畏艰难，在
技职教育的领域中茁壮成长，从原有的
两个系发展到如今4大科系和30多种课

程的规模。为配合国家迈向工业4.0的
发展，本院在2020年初改组而成立了
“创新科技发展系”，“创意媒体与美
妆系”，“精明产业与餐旅系” 和 “企
业发展与专业培训系” 四大科系，提供
的课程涵盖技职专业、推广教育专业及
企业转型培训专业。随着规模的不断扩
大，学子们的选择也更为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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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焦點：

學術。啟 
           航                   

 学术，是一所大学的办学核心，也是大学在不断追求的终极目标，
新纪元一路走来，兢兢业业，即所为如此。升格为大学学院之后，我们
继续尽一切所能，将新纪元打造成具有优质学术水平的高等学府，为大
学之路做好准备。

 为此，我们的教职员不断进行学术发表，出版专书。我们也在现有
的研究生课程基础上，开设境外的工商管理高级专业课程，供国际生研
修。学术的经营幷非闭门造车，为提升新纪元的学术风气，我们也实施
了客座教授和访问学人的制度，邀请经验丰富的校外学者驻校讲学，与
我们的学术人员、学生进行交流、讲学。

 作为民办学府，我们在提升学术的路上，也不忘与民间机构合作，
结合社会的力量共同推行线上课程，不只让校内师生受益，也开放校外
人士参与，打破校园高墙，做到学术与社区共享。特别是在这半年里，
因为网路的便利性，可以见到我们与富贵集团合作共同推动生命教育；
与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等机构合作办理大马民间信仰系列讲座；与新山中
华公会合办甘蜜与华人文史系列讲座；与生命线协会和不惑生命学苑合
办的倾听心灵迎向新常态系列讲座。

 学术之路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我们不敢自诩取得重大成就，但
我们始终往不断追求卓越的方向前进，毕竟在新纪元迈向大学之路上，
学术始终是大学启航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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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深圳全球工商管理高級專業課程
新紀元首度國外辦專班

 为了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及满足无法出国研修
学历课程的在职人士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夙愿，新纪元大
学学院面向中国企业及在职人士提供了本校认证的全球
工商管理高级专业课程（企业高管非学历项目），希望
能借此培养拥有跨文化国际意识的工商管理专才，通晓
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经济与文化的企业人士。

 2021年2月19日，全球工商管理高级专业课程（企
业高管非学历项目）正式开课。第一梯次入学的在职人
士共有68位。

 鉴于马来西亚疫情关系，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
长未能亲临中国与学员们见面，透过线上连线的方式与
学员们交流及传递祝福，祝愿各学员学有所成，业有所
精。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线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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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马满天神佛系列”是新
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中文传播大
学基础课程于2021年5月份学期中
文大讲堂这门课的课堂活动。在疫
情中，本课程采取线上教学。本次
活动以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中常
见的神祇为主题，邀请新、马、
港、台对于这些神祇学有专精的学
者、文史研究者前来分享神明的研
究。这一些列的演讲并非尖端的学
术发表，而旨在用有趣的方式，深
入浅出地去引导学生对于本地民间
信仰的兴趣，从而发现问题，以期
培养自我主动追求知识、解决问题
的学习动机。本系列包含了十三个
主题，包含王爷、大伯公、仙四师
爷、妈祖、三奶夫人、观音、真君
大帝、广泽尊王、拿督公、九皇大
帝、感天大帝、大士爷、黄大仙、
田伯爷、吕祖仙师等。讲座也开放
让有兴趣的社会大众参与。本系列
讲座也很荣幸获得吉隆坡仙四师爷
庙赞助讲者费用，同时也获得“有
店”网路书店以及新山华族历史
文物馆为本活动提供购书优惠。
从“满天神佛”，我们看见了大马
华人民间信仰的活力与多元性。

6 / 3    《信仰与传播：马来西亚“六圣府王爷”的探析》 

               张伟隆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高级讲师）

6 / 10 《婆罗洲的四公：大伯公、土地公、拿督公、啦督公》 

               蔡静芬 （砂拉越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系高级讲师）

6 / 17 《感天大帝伯公信仰与甘蜜业的田野考察》 

               萧开富 （马来西亚独立文史研究者）

6 / 24 《尤庇远人的圣王公：浅谈广泽尊王信仰在东南亚的传播》 

               洪毅瀚 （新加坡独立文史研究者）

7 / 3    《妈祖是海南神吗？》 

               安焕然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7 / 8   《九皇大帝是什么神？》 

              李永球 （马来西亚独立文史研究者）

7 / 15 《有求必应：移民专家黄大仙》

               罗乐然 （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

7 / 22  《稻地守护：田伯爷与Semangat Padi》

               张吉安 （马来西亚乡音考古工作者）

7 / 29 《客家女神崇拜：从布赖村的观音和三奶夫人谈起》 
           廖筱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8 / 5    《秘传四方：真君大帝在中国与东南亚》 

               刘健宇 （香港史学后进倡议秘书长）

8 / 12  《从马来西亚客家到华人的在地信仰：仙师爷盛明利》

               张维安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8 / 21 《鬼王下乡：边佳兰大士爷信仰丛谈》

               莫家浩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

8 / 26 《华人宗教传播的局限：马来西亚的满天神佛少了吕祖吗？》 

               孔德维 （沙特阿拉伯王国费萨尔国王学术及伊斯兰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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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蜜與華人文史講堂
 甘蜜（Gambier）自十八世纪以来，
一直是世界市场上所需的重要商品。在马
来半岛南部的廖内、新加坡和柔佛地区，
甘蜜种植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有着深远的影响，交织成特有的人文社会
风貌。

 为此，新山中华公会新山中华公会西
北区联络委员会与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
学系联手举办《甘蜜与华人文史讲堂线上
讲座》。本系列线上讲座将在2021年3月
底开始，一连10个月带领我们了解甘蜜与
华人社会文化的点点滴滴。

 《甘蜜与华人文史讲堂线上讲座》
从3月27日开始，于每周六晚间8时至10
点，在Zoom会议室线上进行。主办单位
邀集本地和新加坡大专院校的专家及民间
文史学者组成讲师阵容。讲题涵盖华人社
会史、民间信仰、人物故事、甘蜜植物
学、华文教育、聚落发展史等，精彩可
期。

 《甘蜜与华人文史讲堂线上讲座》从
3月27日开始，并于每个月的星期六晚上
8时至10时，在Zoom会议室线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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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諮商心理學系

《傾聽心靈迎向新常態》
 本着“取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新纪
元大学学院辅咨系于这段后疫情时代的开启，与不惑
生命学苑及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协办《倾听心灵迎向
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目的在于与社会大众以坚定
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辛时刻，迎向新常态的
生活。

 《倾听心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在2021年4
月9日至8月27日，每周五晚上8时至10时进行，全系列
讲座共20场。《倾听心灵迎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
将跟大众分享不同的学术主题，提供案例与心理辅导
方法、有效的生活因应技巧，以助大家应对后疫情时
代。

针对不同群体而设计

 此学术讲座系列的讲题范围广泛，针对不同群体而
设，包括教师、学生、老人、家长和一般大众。每场讲
座有半小时的交流环节，以达到“倾听心灵”的目的。
讲座为免费公开，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倾听心灵迎
向新常态》学术讲座系列官方脸书专页。

 新纪元于2002年创办咨商与辅导专业文凭课程，
为华社培养以华语作为沟通媒介语的辅导义工。随着升
格为大学学院，新纪元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也于2017
年5月起开办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BCP）。

學術講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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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人文社會科學 
 期刊是大学营造学术氛围，进行知识生产的重要
平台。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扎根本土，放眼世界的学术
机构，校内各学术单位也发行学术期刊，为相关领域学
者专家讨论专业议题打造理想的平台。本校所发行的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首先是在2012年发刊的《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及英文的“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再来即是2019年发刊的
《教育与教学研究》。

領域的三本期刊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报》为学者发表原创性
的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平台。
本刊收录有关人文与社会科
学，特别是与马来西亚、东南
亚及东亚相关的研究论文，一
年两期，主编为东南亚学系廖
文辉和中文系伍燕翎副教授。

 《教育与教学研究》以教育与
教学的原创性研究为基础，以教育
政策、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育
与教学的问题与挑战、教育趋势等
课题的探讨为核心，为教育、教学
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交流与讨论的平
台，为世界各地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的发表提供学术通路。本刊一年两
期，主编为教育系王淑慧和王睿欣
助理教授。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杂
志）是一本以英文为媒介语，聚
焦于华人研究的跨学科期刊。主
要收录当代东南亚及东亚华人社
会 相 关 的 学 术 文 章 、 评 论 和 书
评 。 这 本 期 刊 欢 迎 各 种 经 验 研
究、比较或理论研究为方法论的
稿件，一年两期，主编为文平强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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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州府是华人对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所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Straits 
Settlements）的俗称。这个政治体系自1826年开始，延续了120年，到1946年
才结束。《三州府文件修集》原是殖民政府培训公务员的华文读本，1894年在
新加坡出版。此教材由海尔（G.T.Hare）主编，分三册七卷，共收录383篇函
件，内容包括民间向殖民地政府上呈的禀帖、中英政府的告示、各类商业和私人
往来书信、遗嘱、申请书、誓词、章程、条规、合同、借据、序文、议论文、咨
文、照会和奏章等，不一而足。原书现珍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缮本珍藏部。 
《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只摘录其中162篇与早期新马华人社会有关的文件。本
书可说是一座宝库，存放著大量19世纪新马华社信息，与底层人民的生活样相，
研究《三州府文件修集》会有不少惊喜发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史资料。

本校學術人員相關出版品

编注：柯木林、廖文辉
出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纪元大学学院
出版日期：2021年1月
语言：简体中文

    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

 本书收录了贺世平于2009年至2013年期间带领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
与影像系学生集体创作的四个演出剧本。剧本集收录的剧本《斗法-新
世神话白蛇》将现实中的一宗坠楼悬案，套上民间传说『白蛇传』来借
尸还魂，对弄法滥权提出控诉；《三个小孩》的概念取自大马著名编剧
廖培珍的英文原著剧本，采取其形式和部分情节再创作。以小孩角度玩
历史扮演，回顾华人祖先南来的奋斗史与生活困境，经历时代变迁，追
寻自我身份认同的游戏旅程；《十八楼-与鬼同一屋檐下》是窥看即将面
临拆除的旧组屋，关注老年人的邻里生活起居，反映两代人的代沟等社
会伦理问题；《我爸是李小龙》则透过作者童年环境的所闻所见，借助
偶像李小龙为题，切入亲情关系的旧情怀。四个剧本着眼于与现代人生
息息相关的命题，以理性的创作思维表达感性的戏剧内容，进而探讨历
史、文化、社会、伦理的意义。

主编：张永修
出版：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会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
语言：简体中文

  斗法

     2021年6月號 31    

專題 學 術 啟 航專題：學術·啟航



新光雜誌  ·  第十三期32    

 我国华文教科书收录不少马华文学作品。华文小学（华小）、国民中学（国
中）和华文独立中学（独中）华文教科书皆收录马华文学作品，意味着马华文学
在我国儿童小学时期即开始传播，进一步深耕至青少年阶段，为日后培养马华
文学专业读者积淀了一定的基础。本书——《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国中
篇）》共收录了教科书中16篇马华文学作品，分为评论导读和作家心得两个部
分，尝试从不同面向分析和解读文章，特别给授课老师提供多一种阅读的可能。
文学阅读可以有千百种方式，经由评论者和作家两种不同视角进行审美，方法不
一样，感受亦不一样。

主编：伍燕翎
出版：马华文学作家协会
出版日期：2021年2月
语言：简体中文

    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 国中篇

 在马来西亚华社，民俗无可置疑是影响我们最深远，同
时也是我们最为深刻的文化表现。故此，本论文集汇集了马来
西亚相关的学人，就民俗学的各个领域撰写论文，涉及的计有
生产民俗、生活民俗、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曲艺娱乐、语文
民俗、岁时节庆和人生礼仪，希望能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民俗做
些累积工作。

主编：廖文辉
出版：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
出版日期：2021年1月
语言：简体中文

   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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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

 继2016年《马来西亚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2018年《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出版后，教育系再次编选了《华文教育与教学》，为华语文教育教学研究
系列丛书的第三辑。

 走过两百余年风雨路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随着大环境教育变革的趋势，各
级各类学校调整与转型发展的态势越发积极。从“母语教育”，到“华语作为第
一语言教学”和“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区分，再到多元化的教育与教学实
态的探究，突显的是华文教育与教学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停留在经验的积累，更
需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呈现相互联系和建制。对华文教育与教学研究的发展，不
仅是对过往或当下问题的梳理、探析和对策，而且标志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教
学的逐步成熟，极具意义。

主编：王淑慧、张伟隆
出版：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出版日期：2021年3月
语言：简体中文

华文教育与教学

 Workplace Learning in the Malaysian Tourism Sector: Determining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Among Employees of 
Small to Mid-sized Tourism Enterprises. 

 Lack of skills and innovative ability among employees hamper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n organisation regardless of its size. Yet human 
capital can be developed through workplace learning. This book explores 
workplace learning among employees of small to mid-sized tourism 
related enterprises. It looks at types of learning, factors that encourage 
it, competencies that are developed through it and job satisfaction as the 
outcome of participating in workplace learning. Besides this, it also urges 
organisations to rethink their workplace culture in order to encourage 
workplace learning, and encourages authorities to redesign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small to mid-sized organisations.

Author: Shamuni Kunjiapu
Publisher :  SIRD and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Year of Issue: 2021
Language: English

Workplace Learning 
In the Malaysian Tourism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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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客座教授、訪問學者
Adjunct Professor, Visiting Fellow of NEUC
 客座教授及访问学者一直以来皆为本校极为重视的师资部分。为了丰富各院系学生的学习成果与见闻，本校
早前诚邀数名来自不同领域的教授及学者，为学生分享他们深厚的经验与知识。此次与本校合作的教授及学者可
谓声名赫赫，当中包括来自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的邱武德名誉教授，以及前南方大学学院人
文与社会学院院长黄大志教授。两位教授将为东南亚学系的学生带来不同学术领域的分享。除此之外，商学系、
金融与会计系及研究生院亦分别迎来数位教授及学者。客座教授及访问学者的到来，助本校建立更为壮大的师资
阵容，可谓让本校如虎添翼。本校不忘强化教育品质的初心，期许学生能从中获益良多。

姓名
Name

职历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客座/访问期程
Period of

 Appointment

访问单位
Service in the 

Department/School

学术领域
Academic Field

拿督杜乾焕博士
Dato’ Dr. Toh Kin Woon

前槟城研究院研究员
Penang Institute Reserch Fellow

1/4/2020
 – 
31/3/2021

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甄义华教授
Prof. Chin Yee Whah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主任
暨社会学学院教授
Head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Section cum 
Professor,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s

1/7/2020
 – 
30/6/2022

商学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

经济社会学
Economic Sociology

工业社会学
Industrial Sociology

刘祿登教授
Prof. Kevin Low Lock 
Teng

管理与科学大学客座教授
Adjunct Professor, Management and Science University 

1/7/2020
–
30/6/2022

金融与会计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金融学
Finance

黄大志教授
Prof. Wong Tai Chee

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兼
教授
Dean cum Professor,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1/1/2021
–
31/12/2021

东南亚学系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城市规划
Urban Planning

城市地理学
Urban Geography

邱武德名誉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 
Khoo Boo Teik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GRIPS）教授
Professor,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n 
Tokyo, Japan

1/2/2021
–
28/2/2022 

东南亚学系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政治科学
Political Science

柯木林
Kua Bak Lim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董事
Board of Governor, Chinese Heritage Center,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1/3/2019
–
28/2/2021

中国语言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历史学
History

吴建国
Mr. Ng Kean Kok

FRSIC会计师协会（MIA）成员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
资深会员
Professor,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n 
Tokyo, Japan

1/2/2021
–
28/2/2022

金融与会计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会计学
Accounting

                                  

李文通教授
Prof. Lee Boon Thong

汝来大学副校长
Deputy Vice-Chancellor of Nilai University

1/1/2021
–
31/12/2021

东南亚学系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城市研究
Urban Studies

客座副教授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访问教授  Visiting Professor

客座教授  Adjunct Professor

專題 學 術 啟 航專題：學術·啟航



     2021年6月號 35    

新紀元各系師生學術發表名單
List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by Newerians   (2020 to 31 May 2021)

中国语言文学系
伍燕翎（2020），〈“一带一路”视域下马来西亚华人文教社团的建设和发展〉，《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
（5）：63-72。

伍燕翎编（2021），《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国中篇）》，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Ng Yean Leng. 2021. A multi-perspec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Malaysia: Calling Malaysia Home: Studies on the Ma-
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by Phin-Keong Voon (Book Review).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1): 97-100.

郭思韵（2020），〈汉代谶纬界对“河图”“洛书”概念的重整——兼论“汉无河图”通说中〈河图赤伏符〉的官方定
位〉，《南都学坛》2020（3）：11-18。

林素卉（2020），〈源与变一古歌部的历时发展〉，《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9(2)：43-57。

林素卉（2020），〈东南亚闽南语对外来语所使用的音译策略──以《华夷通语》为研究中心〉，《声韵论丛》，24：页
数不详。

林素卉（2020），〈语言同化与转移——以新山地区老、中、青三代移民的潮州方言为例〉，收录于安焕然编，《新史
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新山：南方大学学院。页101-131。

林素卉（2020），〈马塞华小－数代马西华人的共同记忆〉，收录于莫家浩、白伟权、庄仁杰 编，《2019年新山华族历
史文物馆年刊·柔佛百年华文教育》，新山：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页85-88。

白伟权（2020），〈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马华人对地名的诠释与标准化－以新加坡《叻报》为主要研究材料（1887-
1932）〉，《历史人类学刊》（THCI Core, ACI），18（2）：67-96。

莫家浩、白伟权、庄仁杰 编（2020），《2019年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柔佛百年华文教育》，新山：新山华族历史
文物馆。

白伟权（2020），〈绵裕亭义山的“氵月 ” 墓〉，收录于安焕然编，《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新山：南方
大学学院。页1-24。

白伟权、陈国川（2020），〈多重认同与族群边界：马来亚柔佛新山华人祖籍地意识的变迁1861-1942〉, 收录于汪朝光
编，《东亚变迁与周边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185-208（本文原载于2015年《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经
编辑部同意转载）。

Pek Wee Chuen. 2020. Toponyms of a Colonial City: Street Names of George Town, Malaysia.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2): 15-31.

东南亚学系
廖文辉（2020），〈马来西亚文化发展概论〉，收录于锺瑜编，《当代马来西亚：文化与艺术》，吉隆坡：华社研究中
心。页1-34。

廖文辉（2020），〈马新华人建筑史略〉，《源》，143：54-57。

廖文辉（2020），〈马新交通发展史略〉，《怡和世纪》，43：72-74。

柯木林、廖文辉编注（2020），《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新加坡：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廖文辉、黄义斌（2020），〈马来西亚客属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41 (2)：44-49。

廖文辉 编（2021），《2021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吉隆坡：资讯与策略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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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
王淑慧（2020），〈调整与转型:社会变迁中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对华文教育的现代作 用〉，《中国知识网络》（韩国研究
财团核心期刊），16：37- 58。

王淑慧（2021），〈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与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收录于李其荣主编，《华侨华人家国情怀与文化认
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 157- 169。

王淑慧、张伟隆编（2021），《华文教育与教学》，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王睿欣（2020），〈马来西亚华语传播的新趋势〉，《全球华语》，6（1）：179-190。

王睿欣（2020），〈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马来西亚汉语教学专业的建设〉，《世界华文教学》，2020（7）：110-122。

王睿欣（2020），〈马来西亚华人主体性建构的哲学思考〉，《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0（6）：34-41。

王睿欣、张伟隆、王汉国（2020），〈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学生华语学习动机的调查与研究——以吉隆坡冼都区为例〉，
《世界华文教育》，2020（4）：60-71。

李韵欣、张万霖（2020），〈第三届“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教育与教学研究》，2（2）
： 82-89。

张伟隆（2021），〈王爷信仰研究：以马六甲“六圣府王爷”为例〉，收录于廖文辉主编《2021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论文
集》，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吉隆坡：资讯与策略发展中心。页263-273。

Xiang Liu, Micheal Yao-Ping Peng, Muhammad Khalid Anser, Wei-Loong Chong, Biqu Lin. 2020.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oward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Sources and Student Well-Be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copus, SSCI). 11:1852. doi: 10.3389/fpsyg.2020.01852.

Teng Heng Lan, Fonny Dameaty Hutagalung & Chew Fong Peng. 2020. Exploring Preschool Teacher’S Attitudes And 
Beliefs Toward Teaching Visual Art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2(2): 61-71.

Yan Xu, Micheal Yao-Ping Peng, Yangyan Shi, Shwu-Huey Wong, Wei-Loong Chong, Ching-Chang Lee. 2020. Key 
Teacher Attitud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Employability by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The Medi-
ating Roles of Self-Efficacy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copus, SSCI). 11:1945.doi: 10.3389/
fpsyg.2020.01945

Junhui Yang, Micheal Yao-Ping Peng, Shwu-Huey Wong, Wei-Loong Chong. 2021. How E-Learning Environmental 
Stimuli Influence Determinate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SOR Model Perspective. Fron-
tiers in Psychology (Scopus, SSCI). 12:584976.doi: 10.3389/fpsyg.2021.584976.

Gunawan Wibowo & Wang Ruixin. 2021.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Trilingual Schools of Indone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1): 27-43.

廖文辉 （2021），〈人神共舞狂欢——谈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神祇崇奉与人群移动的关系〉，《国文天地》，428
：58-62。

Voon Phin Keong & Goh Chin Seng. 2020.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Resistance and compromise: The influence 
of Malaysian 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on the policy setting of mother language education among ethnic Chinese by 
Chun-Yan Hu (Book Review).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2): 63-65.

Voon Phin Keong. 2021. Malayan epidemiologist Dr.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
nese physician by Lien-Teh Wu (Book Review).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1): 101-106.

Wong Yee Tuan. 2020. A narrative of rags to riches: The King’s Chinese: From barber to banker, the story of Yeap Chor 
Ee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by Daryl Yeap (Book Review).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2): 67-70.

Wong Yee Tuan. 2021. Chinese Merchants and Penang-Eastern Indian Ocean Nexus, 1820s–1890s.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1): 59-79.

Raha binti Jaafar. 2020. Mosque architecture: Mosque architecture in the Malay World by Abdul Halim Nasir (Book Re-
view).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1):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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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J.S.H. & Chan, K.T. 2021.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Future Work Self on Career Adaptability Fac-
tors: A Study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 58(2): Forthcoming. 

Amutha, Navaratnam & Azizi. 2020. Hubungan Amalan Kepimpinan Transformational dengan Kesediaan Pembelajaran 
Professional Terarah Kendiri Guru Sekolah Rendah. Journal of Humanities, Language Culture and Business (HLCB). 14(4): 
92-102.

Chin Lai Kin,Siow Zheng Siong,Navaratnam Vejaratnam,Amutha Anathuri. 2021. “Theory to Practice” A conceptual 
paper on HRM.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GBSE). 7(20): 1-10.

Hue Jia Bao,Heng Kwek Cheng,Navaratnam Vejayaratnam,Amutha Anathuri. 2021. A study on Human Resource 
Function: Recruitm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Compensation.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GBSE). 7(20): 11-22.

Shamuni Kunjiapu & Lee Kam Hing. 2020. Mahatma Gandhi: Inspiring Change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Journal of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7(2): 8-14.

Shamuni Kunjiapu. 2021. Workplace Learning In the Malaysian Tourism Sector : Determining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Among Employees of Small to Mid-sized Tourism Enterprises. Kuala Lumpu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Shamuni Kunjiapu & Mageswari Kunasegaran. 2021.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Undergradua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58(2): 9179-9187.

Shamuni Kunjiapu & Mohamad Fariz Mohamad Hanip. 2021. Productivity, Competence and Middle Income Trap: The 
Malaysian Scenari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ssues i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27(2): 2183-2200.

Shyue Chuan Chong, Han Kok Heng, Siok Jin Lim, Vejaratnam Navaratnam & Andaeus Zun Khan Neoh. 2021. Financial 
Risk Tolerance: The Case of Older Chinese in Klang Valley, Malaysia 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2(2): 1-9.

Abdullah Al Mamun, Rajennd Muniady and Noorul Azwin Binti Md Nasir. 2021.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Performa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Micro-Enterprises in Malaysia.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copus, ESCI, ID: CE-2018-0118) . 15(2): 122-137.

商学系

孙一宁（2020），〈浅谈孙丰先生的油画作品风格与表现〉，《美术界》（广西省级刊物），2020（10）：76-79。

孔令强（2020），〈全媒体时代数字媒体艺术人才的培养模式〉，《青年记者》（北大中文核心），2020（11）：302-103。

孔令强（2020），〈模仿、创新与新闻黑箱----对“AI合成主播”的技术反思〉，《传媒》（CSSCI）:47-49。

孔令强（2021），《动画艺术与传播机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

曾筱霞（2020），〈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问题意识”的缺失及解决路径〉，《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0（6）：27-29。

曾筱霞（2020），〈试论汉语国际教育场域中的福建地方史教学〉，《福建史志》，2020（6）：36-41。

邵士德（2020），〈传统美术类非遗融入高校美术类专业教育的互动路径研究〉，《大众文艺》，2020（22）：192-194。

邵士德（2021），〈论闫平《小戏班子》系列主题油画中的表现性〉，《四川戏剧》（中文核心期刊），2021（4）：
178-180。

韩方林（2021），〈油画作品南行记系列〉，《编辑之友》，2021（5）：印刷中。

国际教育学院

资讯科技系
Eliana W.N & Chng C.W. 2020. A Review of the Best Practice Forensic Tools for Storage Recover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APJITM).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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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富貴生命教育精品課程》

新紀元大學學院與富貴集團聯辦

 为塑造更多尊重生命的新一代，以及推广
珍惜生命、关爱生命的教育理念，新纪元大学学
院文学院联手富贵集团推出《新纪元——富贵生
命教育精品课程》。这是继《生命教育学堂系列
讲座》之后，两造的再次合作。自2019年九月
份展开的19场《生命教育学堂系列讲座》1.0及
《生命教育学堂系列讲座》2.0，一共累计了国
内外两千多名参与者，这反映出生命教育课题得
到社会大众之关注。

 《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程》
分为三个主题课程，每一课程含有四场讲座。
课程1为《生死攸关》，由中国广州大学教授
胡宜安主讲。胡教授在中国积极推广生死学教
育，亦是北京市癌症防治学会生死学与生死教
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其线上精品课程被列
为“五星精品课程”。课程2为《ICU重症现场
的生死观察》，主讲人为台湾奇美医院加护科
主治医生陈志金。陈志金医生著有《ICU重症医
疗现场：热血暖医陈志金勇敢而发真心话》，

并常受邀到台湾节目分享。课程3为《大马名家
系列》。此课程分别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张吉
安、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安焕然、星洲日
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及新纪元辅导与咨商心理
学系系主任郭富美担任讲师，四位讲师将分别从
文化、历史、亲子关系及心理学探讨生死课题。

 为此，主办方也于3月22日在富贵生命馆藏
恩阁举行推介礼。推介仪式中，富贵山庄首席执
行长拿督游家昌与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
学院院长伍燕翎博士签署合作备忘仪式。本课程
也很荣幸获得佛光文化的参与，作为活动的合作
单位，为参加者提供购书优惠。

富贵山庄首席执行长拿督游家昌（左二）与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院长伍燕翎博士（右三）进行签署《新纪元——富贵生命教育精品课程》
合作备忘录仪式。见证者有富贵山庄首席行销及培训营运长拿汀李姐䭲（左一）、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咨系系主任郭富美博士（右二）、
新纪元大学学院注册处助理主任白伟权博士（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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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初心，逆流而上 

素闻中国学风鼎盛，

您为何会有赴马深造的想法呢？

是什么契机让您接触并选择新院的研究生课程呢？

答：我出国留学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出国
能捕捉到国际的学术动态，拓宽自己包括学术在内
的各方面视野。第二，跟我探索新奇世界的兴趣有
关。马来西亚拥有庞大的华人群体以及多样的族群
文化，同时，在2013年中马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背景下，马来西亚成为许多中国学子考虑出
国留学的首选之一。

 当然，我最终决定到新院学习也是缘于新院
优秀的导师团队。其中就有地理学和人类学研究领
域的学者白伟权博士，其研究论著总能把扎实的田
野调查与适用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将诸多问题客观
严谨地论述清楚。同时，新院学术讲座活动非常活
跃，时有邀请到优秀的知名学者来做学术交流。如
此积极地倾力学术建设的新院，定会有良好的学
习研究氛围与发展前景。当收到博士课程录取通知
时，我兴奋的同时亦感些许压力，兴奋源于新院博
导团队由饱学之士坐镇，压力迫于自身学识浅薄，
恐无法完成博士阶段应有的科研训练。所以，与其
说是我选择了新院，不如说是新院接纳了我。

國際研究生余順順專訪

余顺顺小档案
学长出生于中国贵州省遵义市。父母结婚时买的录音机伴随了他的童年时光，由此培养了他对音
乐旋律与律动的兴趣。在十八岁那年高考填报志愿，不忘做音乐老师的初心与对大海的向往，
于是报读中国海南省三亚市琼州学院音乐系，主修作曲。本科毕业后，他考入新疆艺术学院，
攻读民族音乐学硕士学位。一年后，他被学校推荐到中国音乐学院继续完成硕士阶段的学术训
练。2020年硕士毕业，同年的10月份，学长入学新院学习中华研究专业博士课程。博士研究主要
以硕士阶段的积累为基础，研究领域为中国的苗族音乐。此外，目前他任教于中国本科院校—百
色学院，授课群体为音乐学院的本科生。

專題 學 術 啟 航專題：學術·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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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仪、邝杰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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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吗？

答：田野调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切勿急功近利。我
这里主要从分享田野的三个阶段来顺带讲自己田野里
的事情。正常情况下，当你遇到一位陌生人，他每天
揣着录音笔，胸前挂着照相机，每天来观察你的生活
日常、聊你的文化风俗，我猜你也会觉得奇怪，甚至
反感。

 因此，第一阶段是从陌生到建立沟通，这一过程尤
为关键。如果能找到这个村的村长（寨佬）或者该区域
内有威信的人，跟他建立沟通、解释来意、获得认可，
如果再能由长老来将自己介绍给其他村民，那就最好不
过了。因为那样，你开展田野工作会顺利许多。

 第二阶段，不要着急去找人刨根问底的形式开始你
的调查。我认为最开始的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应主要建
立良好的田野关系。总结来说，少说话、多倾听，少打
扰、多做事。

 第三阶段，我们不得不关注自己研究所需的材
料，经常翻阅备忘录上记录的材料清单，总结收获的
与疑惑的一切信息。在提出问题、交流解答、整理文
本的三步骤里循环反复，终会有所收获。

 笼统来讲，田野调查从陌生到建立沟通、获取材
料、交为朋友的过程是一个合格研究者的必经之路。我
很荣幸在田野的时间里如此顺利地完成调查研究，此外
更加幸运的是，2019年，我们完成了贵州苗族古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申报工作，这也算对苗族文化
的传承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迄今为止，您如何评价自己目前的学习状况呢？

答：一直以来，我习惯给自己做任务规划和安排，尽
可能合理分配和利用时间，关于学习方面我总结了三
点心得。

 第一，我将阅读分为精读与泛读。精读是推敲
作者的观点，从论述的支撑材料、逻辑过程、写作方
法等多个视角精细阅读，最后以结合自己的理解将文
章的观点以及自己的理解记录下来。泛读是指了解论
文的主题框架和主旨内容，在心中留下印象，知道某

领域有过哪些什么样的研究，以及当前研究到何等程
度。这么做目的是为掌握某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为
日后的研究做铺垫。

 第二点，反思和总结。我们都知道“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无论是去田野调查，或是
案头工作，我们都需要经常反思。思考别人建构的研
究架构，总结论文中的优缺点，报以学习与批判的精
神从中提取经验。

 第三点，田野调查与写作。这里引用我国民族音
乐学家赵塔里木先生的话:“田野得新知，田野出真
知”。研究者唯有真正地去了田野，才能建立对研究
的对象与文化新的、准确的认识，进而生产新的知识
为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

您对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期许吗？

答：常言：名师出高徒。恰好相反，我与我的博士导
师都是“新秀”，这次交流的时间是我博士一年级阶
段，同时也是我导师招博士生的第一年。若谈学术研
究期许，就博士阶段来讲，在自知能力浅薄的情况
下，高成就的目标我不敢轻言。只愿在老师的指导
下，达到博士研究生应有的研究水准，合格完成该阶
段所需的学术训练，我便心满意足。 

 长远来看，从民族音乐学发展来谈，引入中国四
十年里，诸多学者将该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开
来，推出许多经典之作。身为中国学者，理应对该学
科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为之奋斗。同时，我身为中国
的一员，应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尽绵薄之力。结合自己
专业所学，应将民族文化弘扬发展视为己任，为国家
发展软实力、文化自信的建设倾力。

 总结来说：肩负责任担当、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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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桌遊世界
新天鵝堡桌遊社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大二生萧荣健同学的实习单位——新天
鹅堡桌游马来西亚分公司，是在2002
年创办于台湾的桌游出版社及代理商。
新天鹅堡桌游社想带给顾客最好的家庭
娱乐活动，透过一系列有趣的桌游，以
轻松游戏的方式让父母与青少年共同培
养兴趣。除了自己发行新桌游，也有德
国、法国、美国及日本出版社所设计制
作的桌游，由新天鹅堡代理发行中文版
本，并与原出版社同步生产。

 萧荣健同学透露，当时在寻找实习
单位的过程中不太顺利。他曾尝试与988
电台洽谈实习主播的工作，却因疫情来
袭，电台暂不招收实习生。无奈之下，
萧荣健同学向白伟权老师寻求帮助。起
初，他打算在白伟权老师的工作单位实
习，但白老师担心实习工作的发挥空间
不多，因而推荐了新天鹅堡桌游马来西
亚分公司。新天鹅堡的工作范畴本不符
合中文系实习条件，后来经白老师与老
板沟通与协调后，调整出符合中文系的
工作范畴，萧荣健同学才开始实习。身
为新月桌游社社长的萧荣健同学，玩桌
游是他的兴趣爱好之一，但他没想到有
一天自己也能在桌游领域实习，对他而
言确实是个意料之外的收获。

 萧荣健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为公司
撰写宣传品牌文案，以及测评桌游并撰
写心得报告。新天鹅堡桌游马来西亚分
公司偶尔也会举办一些线上或线下的活
动供大众参与，以推广桌游。由于是线
上实习模式，老板除了透过视频会议向
萧荣健介绍桌游的游戏机制，也寄送一
些桌游让他试玩，从而了解桌游想传达
的价值。萧荣健也透过这次实习，重新

认识各个桌游厂商的创作理念、背景，
以及市场方向。萧荣健于实习期间与老
板的互动与交流，得到许多的收获。老
板对桌游充满热忱，也与萧荣健同学分
享而立之年的梦想。他从老板的故事中
明白了很多的道理和价值观。

 在工作时间安排上，老板不是以
传统的朝九晚五模式拟定工作时间表，
而是在一周内完成40个小时的工作时
间，并确保工作安排妥当即可。萧荣健
同学表示这种方式对他而言非常特别，
能够有自由规划工作时间，但同时也需
要自律。

 在实习过程中，萧荣健同学领悟
到桌游的价值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而不仅是桌游本身的娱乐性。他认为，
其实从桌游中也能体验到人生的价值，
游戏失败了没关系，只要从中吸取教
训，以更好的方式不断地去尝试、进
步，就如同人生一样。萧荣健同学表示
在新天鹅堡实习之前，与家人或朋友的
聚会仅是逛街吃饭而已，但实习之后的
他经常会透过桌游与家人或朋友进行交
流，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经过这次的
实习，萧荣建同学对桌游有了全新的理
解，更懂得透过桌游去感受生活。

 萧荣健同学也希望自己与其他实
习生能够好好地珍惜实习生涯，把这段
过程视为累积经验的机会。虽然疫情期
间特别不容易，但相信大家还是可以在
实习过程中寻找到快乐。最后，萧荣健
同学希望在疫情下面临困境的桌游市场
能够好转，新天鹅堡的老板也能达成他
三十而立的梦想，继续把桌游的价值推
广下去。

马嘉圣、黄义和、洪月馨

實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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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中的馬來西亞
本土幻想 马嘉圣、黄义和、洪月馨

苏晓萱同学与实习单位的
老板及同事合影。

本土幻想摆放商品的小角落，
也称门市。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大二生苏晓萱同学的实习单位——本土
幻想成立于2015年，位于雪兰莪梳邦
再也。本土幻想秉持着探索马来西亚本
土元素的理念，结合青少年的创意与想
象力，承载着马来西亚人民的回忆与故
事，创造出属于本土的漫画风格插图与
设计，呈现出马来西亚一些被隐藏，被
忽略的老街景色，让更多人看见马来西
亚不同的面貌。

 苏晓萱同学回忆起，郑诗傧老师
曾经在课堂中向同学们介绍本土幻想，
让她对本土幻想有了初步的认识。苏晓
萱曾经从事过教育和销售行业，所以想
趁此次实习的机会，尝试不同的领域。
本土幻想对苏晓萱来说是全新的工作领
域，且本土幻想创立仅仅几年，就拥有
闯出海外的代表作品，让世界看见马来
西亚，令她非常敬佩，所以选择了本土
幻想为实习单位。

 苏晓萱同学虽在寻找实习单位的
过程中非常顺利，但万事起头难，她在
刚开始工作时并未能完全适应工作新常
态。由于疫情来袭，前期的工作都采用
线上模式，因此无法与同事面对面洽谈
和相处，也少了一些真实感。她认为，
工作的归属感是无法透过虚拟空间产生
的，所以觉得有些惋惜。

 本土幻想在实习期间，为苏晓萱
同学提供机会尝试一切与文字相关的工
作范围，例如撰写文章和设计文案。
苏晓萱同学主要撰写一些活动报告，例
如本土幻想所举办的工作坊、展览，或
拼图挑战赛，让读者透过文章了解产
品和插画的设计理念以及所传达的讯

息。  另外，苏晓萱同学也尝试撰写本
土幻想的创业及历史故事，老板也从旁
指导如何准确地表达内容，让读者可以
容易了解本土幻想的背景及其运作。苏
晓萱同学也在本土幻想参与了立体明信
片的制作，其手作明信片的内容是非常
有趣的，也就是将马来西亚黄昏行业和
传统手艺呈现于立体明信片。

 苏晓萱坦言，在撰写文案的过程
中因不太熟悉其规范及要求，也沒有一
个确切的概念，故在这项任务中有面
临挑战。所幸有老板一直从旁帮助，她
才慢慢对文案工作熟悉起来。苏晓萱同
学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增进自
己。本土幻想给予了苏晓萱同学很多写
作及发挥创意的机会，而她在课堂所学
的知识也得以在实习过程中运用。她表
示，中文系大部分接触的都是文字相关
的领域，此次实习让她尝试以不同的方
式推广马来西亚本土文化。苏晓萱感谢
老板在实习期间不断提供建议，协助解
决遇到的难题。在实习后期，终于恢复
线下上班模式。在她能够真正熟悉工作
之时，却也是该告别的时候，令她感到
有些不舍。

 如果还能重新选择，苏晓萱同学
依然会选择本土幻想，因为每一次的机
会，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无论结果是
好是坏，都是一种收获。苏晓萱同学也
在此勉励自己及所有的实习生不要害怕
犯错，每一次的错误都能让我们获得经
验，也是这些经验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最后，苏晓萱同学祝福本土幻想可以发
掘更多马来西亚本土文化，也希望可以
引起马来西亚人民的共鸣。

實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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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年

新紀元優秀教師獎

为表扬本校教职员长期以来的
付出，并树立优秀典范，校长
室特别规划了新纪元优秀教师
奖，以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尽心
尽力地付出。经过评选，2020
年度新纪元优秀教师奖获奖人
员如下：

吴伟光老师
New Era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Ms. Nor Idayu 
Binti Ahmad Azami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FICT)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王睿欣老师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FASS)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Ms. Theepa
a/p Paramasivam
Faculty of Accountancy,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FAME)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Ms. Hafatin Natrah 
Binti Md Noh@Safar
Registrar’ s Office

注册处

新光燦爛

谢易伸老师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FAD)

美术与设计学院

贺世平老师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Cinematic and Performing Arts 

(FCPA)

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

颜建翔老师
New Era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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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年

新紀元優秀服務獎

为表扬本校教职员长期以来的
付出，并树立优秀典范，校长
室特别规划了新纪元优秀服务
奖，以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尽心
尽力地付出。经过评选，2020
年度新纪元优秀服务奖获奖人
员如下：

新光燦爛

沈丽燕
Finance Department

财务处

白伟权 
Registrar’ s Office

注册处

蔡淑芳
Registrar’ s Office

注册处

熊维慈
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

庶务处

Ms. Norhafizah
Binti Abdullah
Marketing and Sales Department

市场与行销部

梁若晖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国际教育学院

戴惠萍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

人事处

王佳容
New Era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EIVCE)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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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校級與院級

優秀生名單
             2020年9月

                校级优秀生名单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梁馨元、陈慧欣、丘凯文、苏琬婷、张淑钧、林欣慈、林千惠、冯维宣、
黄智辉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黄念慈、梁善彦、陈俊燕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邱依铃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陈静妮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林永晉、黄贾峻、叶俊宏、魏骏汶、陈斌、陈家伦、李浩铭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谢正濠、陈永康、谢誉丰、蔡慧宜、刘鉫洋、林志佑、廖国栋、伍师谅、
冯伟杰、谢鉴侒、黎旆杏、黄文俊、庄佩茹、陈奕璋、杨詠证、黄长实、
徐志文、邓嘉慧

            院级优秀生名单

一、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汤美珍、杨立杰、杨惠絜、姚凯雄、黄紫盈、黄良康、林佳仪、岑韵婷、
苏紫卿、黃义和、锺晓莹、李承澳、谢癸铨、苏晓萱、刘骏维、蔡咏琪、
王谕婷、马嘉圣、吴惠谦、苏楚莹、张嘉瑜、林淑可、马俊泓、黄霈怡、
刘慧恩、丘芷绮、陈婷婷、郑惠琦、张佩珊、范明诗、鲁美琪、张嘉文、
植美琪、赖苾君、黄诗茵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 马锦源、郑志明、李子健、刘宛融、陈思颖、邓秀如、伍沛霖、李书琳、
曾文杰、刘紫盈、曾依娃、陈凯盈、陈彦玲、朱健悦、张沛琹、许雪薇、
吴宇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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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伍锹淇、尤潔瑜、戴紫莹、钟桧沁、汤弦颖、許愛立、杨洺洁、蔡沂璇、
潘婕琋、王玮麟、符芳慧、何依绫、叶柔斈、郑淑铃、郑妤伶、杨佳翊、
丘梅香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李恩行、刘千卉、徐煌升、林丽虹、黄伟健、曾繁乐、黄晶莹、彭歆兒

二、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李筱萱、温灏幸、麦瀚生、朱章豪、胡靖暘、张宇航、张颖异、古英琛、
陈伟健、邬浚乐、李佳穅、张恺文、陈新儫、梁诗敏、莫詠惠、刘俊权、
彭俊恺、凌添辉、王镇豪、李浚杰、陈峻业、郑嘉友、林徳位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蔡吉茛、张子为、谢振豪、陈慷玮、梁嘉乐、钟幸历、许文豪

三、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ARUSHADIP KAUR A/P ARJAN SINGH、许家诚、李芷忻、郑欣仪、
陈慧淇、黄嘉琪、钟宝琳、钟艾琳、曾芷晴、张淑贞、黄詠恩、周子雄、
赖静怡、王康娴、李婉莹、李俊樑、王贵真、罗楷胜、温浩良、余巧晶、
黎志锋、陈丽芹、许勇杰、白伟瑜、许家宝、徐洁柔、禤嘉伟、江婉媚、
邓伟豪、谢美云、彭俊涌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陈昱嫣、林莉晶、洪宝仪、林雯馨、李慧仪

市场营销（荣誉）学士课程 周淑银

四、媒体与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陈丽烜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全日制学士班学生

               将获评选为校级优秀生：

  ·在评估学期内成绩点数（GPA）达4.00；

  ·重修或重考成绩不被列入评估考虑；

  ·未受过纪律处分；

  ·每学期的注册学分至少须达12个学分或以上。

 二、符合以下条件的全日制学士班学生

               将获评选为院级优秀生：

  ·在评估学期内成绩点数（GPA）达3.67至3.99之间；

  ·在评估学期内，没有重修科目；

  ·重修或重考成绩不被列入评估范围；

  ·未受过纪律处分；

  ·每学期的注册学分至少须达12个学分或以上。

评选资格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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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師生榮譽榜 2020年12月1日 — 2021年5月31日

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丘凯文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时空来信”文学创作比赛特优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会

王睿欣
（教育系助理教授）

2020年新纪元-优秀教师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贺世平
（戏剧与影像系高级讲师）

2020年新纪元-优秀教师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沈淑琪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以网络电影《绑架案》获胜 亚洲“妙”影视剧本创作2020

戏剧与影像系
第十五届舞台组毕业生

《我们之间的距离1.0》获选为“幸福计划”
支持项目之一

机兴海星基金会

彭俊聪 作品《希望它还在》Move On获短片制作比赛冠军 第三届马大十二宿舍元宵节庆典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作品《新疫年·新体验》获摄影比赛亚军 《缘惜·弎思》

Ms. Theepa a/p Paramasivam
（金融与会计系 讲师）

2020年新纪元-优秀教师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黄玲玲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讲师）

最佳会议论文奖
题目：“The Impact of Aged Care Training 
Programme on Aging Knowledge, Aging 
Attitudes, Aging Preparation, and Service 
Intention among NEUC GC Students in 
Malaysia”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 
Medicine 2020

*05-06 December 2020

谢易伸  《WIND POWER IN ASIA》优秀奖 ASIA NETWORK BEYOND DESIGN

（美术与设计系合约讲师） 2020年新纪元-优秀教师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Ms.Nor Idayu 
Binti Ahmad Azami
（资讯科技系讲师）

2020年新纪元-优秀教师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李泉氚

荣获英国计算机学会;英国特许信息技术协会专业
科技会员 - MBCS(UK) 会员号码: 995091107

1.BCS,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for 
IT UK (Royal Chartered). 

英国计算机学会;英国特许信息技术
协会 （皇家特许）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

荣获英国特许教师学院国际会员

2.The Chartered College of 
Teaching (Royal Chartered) UK

英国特许教师学院 (皇家特许)

吴伟光

荣获马来西亚政府技术委员会(MBOT) 专业技术人
员(Technology Specialist)的认证并获得技职教育界
最高专业头衔(Ts).

马来西亚政府技术委员会(MBOT)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创新科技
发展系主任） 2020年新纪元-优秀教师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颜建翔老师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精明产业
与餐旅系主任）

2020年新纪元-优秀教师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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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紫轩、李嘉盈

 在互联网时代，很难再看到有
孩子双手捧着纸质书本的踪影，更多
的人只愿意捧着手机接收一些碎片资
讯。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的陈
家旸同学从小受家中长兄影响，自小
学起，便开始提笔写作并乐此不疲。
初中时期，他在课余时间写下了第一
篇长篇小说，并于2016年出版第一部
小说《听，我的天使在唱歌》后，陆续
出版了《我们不会忘记，终将消失的
你》、《就算星星忘了，我也记得你
喔！》、《学姐，请不要捉弄我！》。
在去年年杪，陈家旸同学凭借娴熟的
写作技巧，赢得“第9届红蜻蜓少年
小说双年奖”的银奖，也是第9届红
蜻蜓少年小说双年奖的唯一得主。

 陈家旸同学表示，此次获奖是
他创作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红
蜻蜓出版社举办第1届小说奖时，就
萌生参赛的念头，但最终却因为没
有尝试写过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而
放弃参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及逐渐纯
熟的构思能力，家旸同学在创作的路
上越走越远。本次获奖的《提灯与泥
偶人》便是经过他精密部署而成的作

品，他在小说里的世界观、地理位
置、气候、人物性格等的细节里注入
大量心血，只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想象
出小说里的情节。当他遇到创作瓶
颈，就会重新细读故事情节，反复推
敲，再慢慢理清故事。

        经历了一年的居家防疫，家旸同
学表示已习惯居家创作。在他入学第
一年，因为疫情而需以线上学习，花
了不少时间来适应新的上课模式，所
以在写稿进度比起往常会稍微慢些。
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创作及投稿。
虽然已获奖，但他不会固步自封，在
此之后也会为自己设定目标，以突破
自己和获得更高的成就。家旸同学表
示他人的认同就如同助燃剂，会让自
己觉得付出的努力都没白费。

 最后，家旸同学表示虽然马来西
亚的阅读风气低迷，但未来他还是希望
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他说：“成为一名
全职作家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他希望自
己在创作之余也能够兼顾好学业，也希
望本地的阅读风气得以提升。

第九届紅蜻蜓少年小說
雙年銀獎得主
媒體研究系陳家暘同學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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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社團

文化特工隊

 熟悉的校园，人群的喧嚣，
好友的嬉笑打闹……仿佛都随着
行管令的落实按下了暂停键。新
常 态 之 下 ， 校 园 显 得 空 落 落 ，
学生们暂别了往昔的热闹，打开
电脑，开始了漫游在线上的活动
模式。各社团为了迎合“云端课
堂”的线上趋势，也纷纷转为线
上营运方式。这个突如其来的寒
冬，令不少社团因此却步，选择
暂停运作。而另一边厢，也有人
坚守初衷，在逆境中求新求存，
迎向属于他们的春天。

李伟详，林佳仪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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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特工任务

 针对这个转变，来自文化特工队活
动组的汤美珍同学坦言，相较于疫情前的
全线下模式，如今的线上活动或多或少影
响了文化特工队的运作，但她相信这也是
一个创新的契机。由于活动都被迫转到线
上进行，筹委会在策划的过程中确实面临
了许多阻碍，加上是初次以线上模式举办
活动，令他们略感战战兢兢，对线上活动
的体验感也产生一定的疑虑。因为受限于
线上模式，他们无法事先对活动的流程进
行模拟，所以不免担心效果不如预期。她
也提到，活动组希望通过不断地尝试与创
新，提升活动的趣味性，以增加队员们的
参与度，填补线上模式的落差感。

    文化特工队在筹划内部活动毫不懈怠，
早前举办的特工任务，令人印象深刻。汤
美珍同学表示，特工任务是迎新会的一项
附加活动，虽以线上形式进行，但在队
员们的积极配合下，仍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特工任务是一场为期六天的线上交流
会，队员们将根据不同的主题，在脸书上
分享各自的喜好兴趣。她透露，此举是为
日后的线下交流做铺垫，希望促进新旧生
的互动，并借此发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
友，进而让新成员更好地融入文化特工队
的大家庭。

文化特工队在脸书上的“特工任务”活动图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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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联动企划
 在疫情期间，文化特工队无论对内对外都举办了多场的线上活动。在今年的1月30至31日，他们与
日研社联办了一场以中日鬼怪文化为题的联动企划。此次的线上联动模式颠覆社团的既定印象，开启了
学社之间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为一大突破。对此，负责人之一的赖姵璇同学指出，文化特工队当初之所
以产生联动的想法，是希望社团在疫情期间不再原地踏步，也借助这个新颖的方式，打破社团原有的框
架，让校内的各社团变得更多元化。她也提到，透过联动企划一连串的宣传活动，除了能有效地推广各
自的社团，也提供了参与者一个收获知识的平台。未来，文化特工队也将与其他社团续办联动企划。

 当被问及联动企划的挑战时，来
自宣传组的杨立杰表示，社团间的相互
沟通在筹备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次联动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借此带动新
纪元的学社风气，但无可否认，在策划
的当儿，双方社团在活动细节上仍会出
现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他强调，每一
项计划的落实都需要经过反复协商，相
互包容与谅解，活动方能圆满落幕。他
透露，文化特工队也将在五月时，与心
心相音合唱团发动第二次的联动企划，
吁请读者们敬请期待。

 对于未来的期许，文化特工队表
示，他们冀望继续以联动的形式，引领
校内的学社风气，开阔社团之间的合作
空间，共同迈向多元性的未来，以便将
来能以全新的姿态回归线下模式。此
外，他们也期盼有更多志趣相投的同学
加入文化特工队的行列。在匆匆的大学
生涯中，除了繁重的课业，也别忘了经
营自己。可以选择加入感兴趣的社团，
充实自我的同时也能扩大朋友圈，让大
学生涯更精彩、难忘。

挑战与期许

文化特工队与日研社的线上联动活动——《半夜别怕鬼敲门之这是谁
家的鬼这么可爱》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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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社團

稷下学社

 疫 情 肆 虐 ， 打 乱 了 生 活 节
奏 。 理 想 中 丰 富 多 彩 的 大 学 生
涯，也被迫受限于冷冰冰的四方
屏幕中。当网课成为常态，当社
团活动被迫采用线上形式，不免
令 人 倍 感 失 落 。 突 如 其 来 的 转
变，促使不少社团陷入了沉寂状
态。但与此同时，仍有人迈着坚
持不懈的步伐，力求突破当下的
瓶颈，迎来不一样的曙光。李伟详，林佳仪

挑战与期许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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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社”的诞生

 稷下学社以鼓吹大专生关注时事课题与学
术讨论为创社宗旨，冀望打造一个言论自由的交
流平台，通过议题讨论会、读书会及演讲等管
道，推广本地阅读与时评风气。身为创社人之一
的林欣慈同学提到，稷下学社的成立缘起于早前
参加的马港交流会，当初的她，仍是对时事课题
一无所知的大专生，而在交流的过程中，她发现
香港同学在时事课题的讨论上是言之有物的，这
让她逐渐理解思辩的重要性，而这股学生势力正
是校园内所缺少的。回马后，由于新院的学运风
气低迷，加上大专生对时事冷感，一度令她不知
所措。直到后来，她意外得知由拉大学生所创办
的“哟哒！议题群”，加上校内外好友的推波助
澜，令她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于是，她找来几位
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谋划，与众不同的“稷下学
社”也因此诞生了。

 在疫情期间稷下学社秉持着这份初心，积极举办一系列
线上活动，立志继续为大众提供意见交流的平台，聆听社会
各阶层的看法，借此相互学习。其中就在2021年3月20日举
办了以“浅析大马军事力量”为题的线上讲座会，有别于早
前以教授或学者担任主讲人的形式，此次的讲座中邀请了新
院在籍生（洪子康同学）进行分享。对此，现任社长谢癸铨
同学指出，此举与创社理念有关，他们认为人人都享有平等
的发言权，不应受到身份或学历所局限，至于分享内容的是
非对错，在交流的过程中自会有人进行批判，这场别开生面
的讲座会也因此促成了。

疫情下的

              稷
                   下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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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稷下学社以内部读书会为主要活动内容，
而读书会又以阅读、分享以及讨论为主要流
程，社员们将透过阅读各类社科书籍，针对
内容摘要与心得进行分享，并将学说融汇套用
于现代，以充实自身的思辩能力。社长谢癸铨
同学提到，先前举办的读书会也得到不错的回
响，因此有意继续举办，届时可能会对外开
放。他也透露，稷下学社的活动性质不会造成
群聚风险，故将在疫情后以线下模式进行。

 在无法回到线下活动的此时，稷下学社常
在脸书专页上分享懒人包与梗图，除了让社团
在疫情间继续运作，也为普罗大众梳理时事脉
络，希望影响更多人关注社会议题。因为时事
议题之间的关联性极高，无法单凭一个事件就
断章取义；而诙谐的懒人包，内容有趣易懂，
让人深有共鸣，能为零认知的时事新鲜人科普
基础框架，提供深入研究的资本。稷下学社希
望借助这个桥梁，提升我国的公民教育素养，
唤醒大专生对公共课题的讨论与关注。而相较
疫情前，懒人包的更新在疫情期间更为频密。
为此，社长回应道，由于行管时期衍生了许多
备受争议性的议题，十分发人深省，尤其值得
公众去探讨，所以稷下学社毫不懈怠，渴望将
自己的满腔热血传递给更多人。

 稷下学社期盼遇见更多同路人，以让社会
议题在大专生的圈子中更为普及化，他们同时
也展望日后能与他校的学生有所交流，促进大
专生之间的互动，开阔彼此视野，达至共同进
步的目标。

未来的

                  稷下

疫情下的

              稷
                   下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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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管理與經濟學院 學生協會
林佳仪

 尝试与创新不仅是勇敢的体现，
更是日后亮眼的勋章。疫情的诸多局
限也曾让我们感到沮丧，而线上模式
带来的不便却让我们有所成长。当学
生们都努力适应着全新的教学常态，
奋力赶作业之际，本校会计、管理与
经济学院学生协会的筹委们也正透过
一次次的会议讨论，各司其职筹划着
一系列活动，为疫情下学生的学习生
活谱写崭新的篇章。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学生协会迎新晚会大合照

疫情下的社團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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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上的

FAME学生协会

 

疫情前，协会老师与学生举办的寻宝游戏Treasure Hunt，当时活动非常热烈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学生协会
（后简称FAME学生协会）是本校会
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商学系以及金融与
会计系学生所组织的学生团体，两系的
学生都是该协会的当然会员。在疫情期
间，FAME学生协会的运作也面临一定
的挑战，对于运作模式的转化，系长
温浩良坦言，比起疫情前忙忙碌碌地准
备各类迎新活动，现在的全线上模式确
实少了人与人接触的那种热情。即便如
此，此次的逆境却教会了他们如何在疫
情中迎难而上。

 温系长指出，由于行管令再三延
长，筹委们无法面对面沟通，加上他与
筹委们都缺少筹办线上活动的经验，疫
情又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筹划活动的
困难度也因此加剧。他透露，以往系会
所举办的活动以讲座居多，而这些静态
形式不免令人感到沉闷，因此他与筹委
也希望透过此次的契机，将新颖的元素
融入其中，借此提高学生们的参与度。
就在反复斟酌与决定的过程中，他与筹
委团也开始掌握许多新技能，他认为，
突如其来的疫情虽然打乱了协会先前的
计划，却也为提升了他与筹委团解决问
题的能力。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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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时我秀

 对于疫情期间活动的创新，FAME学生
协会举办了《疫时我秀》一分钟短视频竞
赛，温系长表示，这个活动是在校方与商学
系师生们集思广益后，所拟定的活动框架。
在早前的讨论会中，筹委们纷纷表示想举办
一场推陈出新的比赛，将线上模式的局限性
与时下流行的自媒体趋势相结合，为学生们
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因此便催生了这个短
视频竞赛。问及筹划活动时的特别体验，他
说，在起初筹划活动的时候，筹委们对于经
费问题最为担心，而且此次的活动也没有类
似的先例可供参考，内容的详情与规则都需
要去细想，不免令他们感到迷茫。但在莫顺
宗校长与商学系许家宝学长的鼎力支持下，
筹委们开始着手筹划活动的细节，在不断尝
试的经验中坚定步伐，与众不同的《疫时我
秀》也在各方的协助下诞生了。

 此外，温系长坦言，在活动刚推出之
际，学生们的反应是相当冷淡的，令他们倍
感压力，但筹委团却不因此萌生退意，反而
决定加强宣传力度，借助精美的海报与宣传
影片，推广《疫时我秀》的讨论度。正因为
筹委们当初的坚持不懈，此次活动才能获
得热烈的回响。如今筹委也决定延长投稿日
期，让参赛者能有更充分的时间发挥自己的
创意。截至目前，《疫时我秀》共收到18部
来自各系的投稿作品，其中商学系的参赛者
占多数。

 再此，温系长也想对全体参赛者与筹委
表示感谢。他认为，《疫时我秀》之所以能
圆满举行，除了是拥有尽心尽力操办活动的
筹委团，参与者的踊跃度也是因素之一。要
在繁忙的课业中，抽空拍摄参赛影片，筹划
各类线上活动，都是疫情期间难能可贵的收
获，也是求学期间自我锻炼的契机。

FAME学生协会举办《疫时我秀》一分钟短视频
竞赛宣传海报

未来与展望

 对于FAME学生协会的期盼，温系长则希望
全体协会的同学们能更加热情与活跃，积极参与
校方所举办的活动，充实自己的大学生活。此
外，FAME学生协会也将竭尽所能，充当师生之
间沟通的桥梁，扮演带动者的角色，在未来筹划
更多与商业领域相关的活动，为会计、管理与经
济学院的学生们打造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第20届商学系执委交接礼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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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系會活動：FICT系會主辦的

            “王者爭霸賽” 
李伟详

 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年代，本该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
生活，也被病毒狠狠压抑，病毒把我们按在家中，面对
冷冰冰的四方屏幕。以往的活动生涯看似很近，但又触
不可及，面对着早已无感且无奈的现况，FICT的系长刘
俊乐给了我一句话：“疫情可能会延缓我们的进度，但
绝对不会影响我们的脚步。”

 FICT也就是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电脑科学与资讯科
技学院）的缩写，该院下辖资讯科技系，也就是我们俗
称的“IT系”，他们的日常就跟一般的系会一样，与系
办老师们合作，讨论内部有什么要举办的活动，同时也
作为系上学生与校方之间的桥梁。

 2021年6月8日，FICT的脸书专页发布了这样的一个
消息：

 “朋友们看过来！新纪元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
院（FICT）系会所举办的‘王者荣耀线上比赛’报名
开放倒数一周啦！这次比赛活动将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
玩家，不管来自哪里，只要你热爱‘王者荣耀’，就赶
快来找我们报名参加吧。我们新纪元大学学院等你来
战！”

 这样的一则通告，几乎惊艳了学校的学生与师长，
在疫情底下，这则通告就像一道光，它闪耀的点并不在
于“王者争霸赛”，而是在于这批FICT系会筹委的热
血，在这个特高压的学习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有这股
动力呢？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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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这个问题，刘俊乐系长是
这样回答的：“线上能举办的活动
其实不多，我们内部一起讨论，有
人提到‘王者争霸赛’这种电子竞
技类的比赛其实渐渐发展成为了一
种趋势，我们知道校内未曾举办这
类型比赛，因此决定尝试举办，希
望可以打造一个平台把大家聚在一
起，互相切磋之余，还可以疏解大
家烦闷的心情。”

王者争霸赛海报

线上面对的挑战

 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的自然，但其实筹办活动的背后是一班执委不懈
的努力。系长刘俊乐表示，作为系会的“领头羊”，一定要先有自己的
想法，再带回给系会的执委，“毕竟是第一次举办这类型的比赛，执委
在筹划开始时手忙脚乱，过程中他们遇过挫折，也经历过低谷，但看见
报名人数每日上升，这一切就都值了。”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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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期许

 疫情期间我们只能待在家里，但
我们的心还是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线上
办活动的模式让FICT系会获得了很多
意外的收获，“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我
们系会的活动其实不单只是在学习各种
知识，也会举办各种好玩有趣的活动供
大家参与和放松。”

 “即便在线上，只要各系会与社
团一起努力，我们依然可以有多姿多彩

的校园生活，依然能够绽放光彩。学会
了如何在线上举办一场活动，对未来无
疑也会有所帮助。” 刘俊乐说道。

 无论如何，“王者争霸赛”筹委团希
望同学们健康电竞，避免沉迷。未来的
日子，FICT系会依然会为我们带来精
彩有趣的活动。

参赛者可获得神秘礼物

筹委会进行的抽签仪式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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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鹏程，最年轻的文学博士、教授、
所长、院长、校长。曾创办中华道教学院、
国际佛学中心、华山讲坛、寻根文化中心、
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等。他从政、办报、兴
学、恢复孔庙、重建书院、传习礼乐。他出
入三教，会通古今中外人文社科，编著图书
与个人专著逾千种。凭着天赋异禀与学术成
就，他堪称“教授中之教授”与新一代百科
全书式、硕果仅存的国学家，现任北京大学
特聘教授，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

 2009年与2011年，笔者两次在龚教授
的博客上与他交流问难，事隔多年，几乎忘
了。兹录如下。

記與龔鵬程
         的兩次網上論學

叶金辉
新纪元-南大基金会联委会委员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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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與龔鵬程
         的兩次網上論學

第一次论学：杀生“度化”论

 2009年，龚教授在其博客上发表〈广结善
缘〉（后来收录在《饮馔丛谈》），谈及嗜食猫
肉与珍禽异兽。笔者批驳他对于关在笼子里的猫
不但没有丝毫怜悯之心，为了满足一己的口腹之
欲，竟然狠心预订下撰，还美其名“缘会”以合
理化自己的贪嗔痴。他还把不吃异撰的友人说成
让猫狗死得冤枉，委实颠倒是非。为何龚教授举
《宣室志》与《子不语》为例，这两部连“论”
都算不上的作品能代表佛教教义？为何不举其他
佛教经典？滥用佛教“因缘”论，把口欲萌起说
成因缘，还乱引经据典，自圆其说，卖弄学问。
难道看到笼子里的猫，起菩萨心买下放生，就不
是因缘或违反佛教教义？ 

 

 出乎我预料之外，四分钟后龚教授竟然回
复，因为一般上他习以“冷暴力”对待读者的问
难，尤其是他认为未达水平的批评。他哈哈说：

    又碰上一个自己不吃就不准别人吃的。

光讲自己的道理，不听别人讲的理。自己

就是有道德，别人则是败德。哼，我讲因

缘，是看得起佛教。若不喜欢我介绍古代

中国人相信的因缘观，自安于无知，我无

意见。但勿强迫别人非照你的生活方式过

不可，不从，就是罪过。我可从来不会强

迫吃素的朋友吃肉。

 两天后我才看到他的反驳，就语理分析而
言，我请问他我哪一句话有“只准自己吃就不准
别人吃”的意思？我本身也不吃素，哪句话表明

我“自己就是有道德，别人则是败德”？我又如
何在文字中“强迫别人非照你的生活方式过不
可”？若有，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我又如
何“不喜欢”龚大师“介绍古代中国人相信的因
缘观？”。若有，恳请点明，好让我反省是否言
过其词。我必须虔诚地说，我非常钦佩龚大师的
才学，绝不虚言，言论思路若有商榷之处，尚请
指正，本人愿意受教，这才是交流论学之道。

 再次所料不及，半小时后龚教授复以“如
有误会，请谅。会误会，是因这个问题过去老有
人来纠缠，故牵连即之。抱歉。”他竟然客气道
歉，我不禁瞠目结舌。他说：“过去已有文章谈
过佛教戒律与吃肉问题，收在《异议分子》中。
此不赘”，“不能只以三净肉之说为断。以此责
人亦太过。”他例举“济公吃狗、南泉斩猫，慈
悲本不由杀与不杀处见”；“我非大师。一介凡
夫，岂敢如星云般自称大师？您虽好意抬举，亦
敬谢不敏。”

 于是，我就托友人购得《异议分子》，方察
觉龚教授爱吃野味犹如饕餮，与“因缘观”一派
的要旨甚远，而与济公吃狗与南泉斩猫根本是天
渊之别。 

 

 被誉为“侠僧”的济公，乃国清寺降龙罗汉
投胎降世。虽然其文学形象深入民心，也众说纷
纭，但基本上在史籍文献记载中确有其人。1他
举止疯癫，不守僧规，似丐似氓，嗜酒吃肉，实
则以嬉戏笑谈方式救厄扶危，铲奸除恶，教化众

龚教授的博客

龚鹏程《异议分子》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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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虽然放浪形骸，但人心有佛，开戒不碍真修，
此谓“他人修口不修心，我为修心不修口”，做
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相似的例子，有同样习用扇子的江苏金山活佛
妙善法师。他吞食字纸，为破文字相；逢人磕头，
是行《法华经》“不轻汝等是”（皆佛）之道。他
吃地下乱七八糟的东西，表示不垢不净，把钞票捏
成团塞进口里，是破除人们的贪心。2

 为何出家人如许语言癫狂，放纵自在，举止怪
诞？印光法师解惑道，济公“其饮酒食肉者，乃遮
掩其圣人之德，欲令愚人见其癫狂不法，因之不甚
相信，否则彼不能在世间住矣”，因为佛菩萨现身
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3这也可解释为何闾
丘刺史到国清寺揭悉寒山、拾得是普贤化身后，寒
山、拾得立刻跑掉。易言之，他们多是宿慧神通三
昧的非凡之人，故藉任性忽俗而济物利生，皆因机
施教，无一不是道，无一不是禅。

 正如《楞严咒》佛曰：“我灭度后，敕诸菩
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
轮转”，“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罗汉’，泄佛
密因，轻言未学”。4颠行奇异的和尚，还有宝志
和尚、僧伽、丰干、布袋和尚等，均被视为应化
僧人，以非常佛法警世度人。这些有修证的圣僧，
特立独行的行径均藏佛理禅意，以方便之法行化度
众，同体大悲。

 至于南泉斩猫此公案，又作何解？话说某寺来
了一只猫，众僧为养猫而争执，南泉表示如果众僧得
道，猫就得救，不得道就斩之。众僧不答，南泉即
挥刀斩猫。南泉斩猫是“开缘”与“开戒”的“非
常手段”，而非破戒。他帮助他人开悟，“明心见
性作佛了”，而这只猫也死得有功德，可脱离畜生
道，“至少也升天”，两方都得度。南泉杀猫会成
佛，但我们凡夫不能学，否则就破戒了。类似的例
子是丹霞烧佛像，令众生大彻大悟，“那一尊佛像
烧得功德多大”，我们烧一百尊佛像也不会有一个
开悟，还会坠阿鼻地狱，所以我们不能模仿。5南泉
禅师为破执念，不为贪口，即使杀生，以其僧腊五
十八年的修佛，何须为他担心未赎杀业？

 以龚教授之才智，不可能不谙其中的寓意，举
济公南泉二例以推诿，是明知故毁。他表示自己有
时显得玩世“邪气”，有时不免“流气”，但批评
者多见我化身，未见“真身”。自言虽深入佛教义
海，通读三藏，却“最讨厌和尚尼姑居士们那种佛
教相。什么打禅、结夏、茹素、诵经、焚香、口弥
陀而心福报等种种造作。”6可见，当年佛光大学
蒙古周“烤全羊”事件而被迫辞去校长职，对他打
击甚巨，以致如此憎恨得“无相无住”。他吃生马
肉、老虎肉、鳄鱼、熊、果子狸、蛇鼠龟蝎蜥蜴，
也吃遍十二生肖，谈撰烹法如数家珍，还托友人物
色珍馐。7

 当大学校长时，他试过晚斋后跑下山吃蟋蟀等
物，回来门已关，准备翻墙而入，司机觉得校长上
墙，让人见了恐怕不好。8身为大学校长，馋嘴至夜
里要攀门，恐怕离“无相”还有段距离，还要文化与
知识水平比他低的司机提醒他校长的仪表。龚教授批
评不肯一尝驴肉是“固步自封”，为了满足口腹之
欲，还说不吃狗猫是口味上固执偏见，“找理由把
自己的拘谨道德化”。9这不但不合佛教“饮食皆须
缘会”的教义，简直是强词夺理了。

 他曾因行程紧迫，交通堵塞，吃不到熊掌、
狗肉、鳄鱼肉而“大感气沮”。身心疲倦下，他竟
然转而讥讽马来亚大学校长的外貌身形“似山猪或
熊”。冒雨赴巴生吃熊掌、果子狸，还笑称自己
是“特万里来此超度它哩”，与同座“彼此哈哈大
笑”。10此为妄语、造口孽，难道不知许多熊掌是
遭活生生砍下？老饕们非但毫无怜悯之心，而且还
说风凉话“广结善缘”，实在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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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对动物有超度作用，确有其事，但前提是
心里默念《三皈依》、《往生净食咒》，而且要有
真修行功夫，因为“如果自己都超度不了自己，你
怎么能超度别人?”11难道龚教授自比得道高僧？
印光法师云：“以凡夫之知见，测度神通圣人”
是“妄毁”。12

 〈唐兴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传〉记某亡名高
僧“行终诡异，言语不常”，“平常酷嗜酒而食
肉”，于是被座下众僧效仿。他知道后叹曰：“未
住净心地，何敢逆行？逆行非诸人境界。”于是一
日，他制作大饼，召众僧同赴山野弃尸的坟冢，
坐在地上取腐烂尸肉，与饼一同吃下，“俊快之状
颇嘉”，众僧“皆掩鼻唾地而走”。13此谓“无分
别心”的罗汉道，龚教授是否已证得此境界？苏轼
诗云：“口腹贪饕岂有穷，咽喉一过总成空，何如
惜福留余地，养得清虚乐在中。”14《济公活佛圣
训》有一句：“才过三寸成何物，馋什么。”

 龚教授指出，出家人持素的戒律是唐代以后
的事。僧团茹素制度化，确实如此。不过，释尊先
提出“五净肉”，曰：“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
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奈何如来灭度后，
食众生肉，名为释子！”“云何大悲，取诸众生
血肉充食？”15《大般涅槃经》记载佛陀提出“三
净肉”后，接着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食肉之
人不应施肉，何以故？我见不食肉者有大功德。”
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护法
菩萨应当如是，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
肉”，因为“食肉者断大慈种！”如来从前允许
吃“三净肉”，乃出于“随事渐制”。“我从今日
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也！”若乞食时得肉菜混
合，应“以水洗令以肉别后乃食，若其食器为肉所
淤但使无味听用无罪，若见食中多有肉者则不应
受，一切现肉悉不应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断肉
之制。”16

 
 梁武帝〈断酒肉文〉倡僧侣素食，与大乘佛教
不杀生的慈悲观暗合，成为僧伽戒律，乃早晚同归
与合理的发展。这是因为传统形成的韧性与核心观
念，自有内因，不是历代王朝政权所能敕令。

 佛光大学“烤全羊”事件发生后，龚教授曾自
辩指出，佛教本无倡素食，五戒中的“不杀”应理解

成“不妄杀”，否则“食素杀草木、行道践蝼蚁、
饮水食虫子”，是不可能不杀，这点接近“三净肉”
的概念，笔者认同。因此，哪怕生病吃药杀病菌，亦
当诵经回向。他指出有道宣一派说法是，有些动物
可能“因本身有业力报应“，“故须供人食肉”，
方可“助它完成业报”，“助成了因缘”。17介绍
倒无所谓，牵扯上佛教因缘观来解释自己的杀生则
不妥，反倒说明了他自相矛盾。当嘴馋贪食众味之
欲大起，无论什么动物，执着与心存杀机萌生，就
是“妄杀”。继而推论，是否也可借“助它完成业
报”之理由合法化社会上的谋财害命？事事以前世
因缘狡辩，现世世界就大乱了，遑论度化。

 动物在佛教世界中属于有灵识的“有情众生”，
植物（包括山川板凳）是无情识的“无情众生”，
争议点在于龚教授所举华严天台宗“草木亦有佛
性”，但他不列书名，因为《华严经》找不到此
句。假设此句确实存在，应该是《华严经》指“有
情无情，同圆种智”的诠解。它不是表示山川板凳
也能成佛，既然“无情众生”不在六道中感觉生死
与觉知，何以转化成具有佛性的“有情众生”？
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三十六
卷指出，“墙壁瓦砾无有智慧，故无佛性。”18所
以“同圆种智”当谓有情的觉悟，包举无情圆满合
一的大智。

 随着文明理念与饮食习惯的改变与进步，狗首
次不列为中国《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内。联合
国粮农组织也不把狗统计在家畜内，国际上普遍不
将狗当作畜禽管理。19文明史乃人类不断进步的历
史，如果凡事以古代为准，则用刀叉吃人肉也可以
被接受了。

第二次论学：文化整体观

 2011年，龚教授连撰八篇文章，共名为〈论一
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20拆解许多西方成
见（如东方专制、中国是农耕社会、文化多元、外
来文化等），颇引人省思，惟有多处论辩不足。不
时穿长袍、古貌古心、好古希古的龚教授试图挖掘
国粹，实属难得。阅读〈论〉文后，笔者发现可商
榷处，遂通过“发消息”的方式提出如下四点就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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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家庭不是父权制家庭。其实父权就体

现为社会男权，二者乃一体两面。君曾见家

庭有父权，而社会两性平等乎？所以，女性

的社会与家庭地位不可分论。在家庭里，三

妻四妾、缠足、童养媳、落红、休妻、节

妇、《三国演义》里杀妻奉客，哪项不是源

自家庭父权与夫权而扩大为社会合理体制或

现象？

2.中国社会不以农耕为根据。中国固然不仅

是农耕社会，商业在宋代一度发展至全球之

冠，但审视一个文明是从整体而观，农业、

粮食、农民的比重，足以说明农耕社会是中

国文化的主要特征。

3.中国统一朝代，未必缺乏文化多元竞

争。“五代十國，真能上胜于唐，下胜于

宋？魏晋南北朝，又能上胜于汉，下胜于

唐？”五代十国过短，不适为例，魏晋南北

朝即使不能胜于汉唐，其相对于儒家主流的

文化创造，也至少是不相伯仲，旗鼓相当，

难以武断论定比不上汉唐。

4.中国未必需要外来文明。“李约瑟难题”

没有“问错问题”，自晚清洋务派到冯友兰

都在问。17世纪始，近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

在中国？龚先生零星举例，这种科技的超前

并不代表中国在17世纪至20世纪400年间已有

近代科学，尤其是19世纪。另，利玛窦并不

能证明杨光先的科学研究是精确的，岂可将

杨光先的科学研究弱点归咎于被南怀仁“排

挤出钦天监”？杨光先获赦后著《不得已》

云：“西洋邪教为中国不可无之人，而欲招

徕之，援引之，自贻伊戚。无论其交食不准

之甚，即准矣，而大清国卧榻之旁，岂容若

辈鼾睡耶？”，“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国

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难道这

是科学精神？不是排外的思想吗？占星术固

然是西方天文历算的先行，属于前/伪科学。

可是，阴阳五行也是古代中国历法科学的基

础，同样属于前/伪科学，有迷信的成分，我

们岂可五十步笑百步？

 龚教授收到我发出的消息后，数日后写〈书
史〉时，开端即道〈论〉文所谈谬误，久居人心，
所以一时间难以廓清摧陷。“有些读者以不狂为
狂，反而来疑我论据未充、说理未瑩，其实井蛙观
天，不知今夕何夕，仍效九十年前五四时人口吻，
可悲可伤也”；“来质疑，就没有必要，徒然显得
自己笨而已”。21

 多年后的今天，笔者欲再补充，专制东方是
否“胡说八道”？龚教授似乎同意伏尔泰的观点，
亦即古代中国有谏议制度，故不能称为专制国家。
然而事实却是，历代有多少帝皇听从谏议而改变圣
旨？朱元璋不是删《孟子》吗？当人治大于法治
时，哪怕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制衡，终究还胥
视帝皇掌握实权的分量与个人品性。讽刺的是，董
仲舒差些因《灾异之记》而被汉武帝杀头。当帝皇
大权旁落时，就成为跛脚政权，处处受到制肘；大
权在握时，人的劣性与权力欲望极易膨胀成专制，
任何谏议皆如虚设。朝臣上奏还得察言观色，动辄
以犯上入罪，何患无辞？尚、中书省唯恐受牵，人
人自危，何敢拂逆驳正？即使勇于行之，帝皇不从
诤谏，臣子又如之何？历史上有多少个唐太宗与魏
征般的组合？晁错、岳飞、方孝孺、袁崇焕、郭崇
韬、年羹尧等等冤案何其多，计算受牵连的家眷族
人、王侯将相、民间百姓岂止千万？谁人诤谏成功
呢？作为异议分子的龚教授假如活在古代当士人或
仕人，恐怕早已屡遭不测。

 当今世上许多效仿、冒用或窃取西方政制“
共和国”的美名，实则独裁专制政体。即使三权分
立，制衡机制完善，亦仍贪腐、滥权、舞弊横行，
政商勾结，掌权者凭喜怒行事（故有“伴君如伴
虎”之说），实例比比皆是，见惯不怪。所以制度
归制度，理想归理想，不可落实性的现象才是重
点，否则孔孟也不会周游列国游说君王失败，最后
返乡著述。

 另外，龚教授斥责鲁迅、巴金、曹禺把“忠
孝”妖魔化。其实，胡适、蔡元培、鲁迅、陈独秀
等人对传统流弊的不少抨击，至今仍掷地有声。鲁
迅、巴金、曹禺的作品都潜藏着作者切身的经历、
现实中的原型人物与社会文本。这些作品当时受到
新青年的重视与欢迎，不仅只是社会思潮使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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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新青年多是作品中的受害者，感同身受，有
所共鸣。他们书写大家庭内的男尊女卑、女性的悲
惨命运，至今仍时有所闻，见诸于报章报导。

 龚教授也指出，不是礼教吃人，而是社会上人
吃人，才须提倡礼教以减少吃人。果真如此，则礼教
因止吃人而生，却演变成吃人的工具，倒果成因，而
且吃得更加名正言顺，就得反思礼教制度面是否陈义
过高？应检讨其经世的可行性、威权性理论与现实人
性与社会的落差与缺陷。设使“忠孝”行之犹如《礼
记》、《春秋繁露》般理想，何待鲁迅、巴金、曹禺
捏造假象与“妖魔化”？我们该以鲜活的现实社会作
为认识与关怀对象，还是从古书典制中寻求安慰？揭
露与批评传统黑暗面，与替文化张本清源和辩诬可共
时并行，惟不宜抑彼而扬此。 

 

 

 
 龚教授毕生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诸如保护
古迹、复办书院、复兴孔庙、推广汉服、恢复古礼、
钩沉文史等，可嘉可许。但破除迷思时，也难免矫枉
过正，创造了另一种迷思。沉醉在传统原貌而罔顾现
象，或讨伐现象而忘却传统原貌，俱过犹不及。笔者
在此引用葛兆光于2019年的话作为共勉：“我非常
担心有些人奇怪的‘中国文化优越感”；他例举中国
文化的难题，强调“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
程度不同的”。22重估价值，我们需要真善美的古典
文化与伦理智慧。笔者先后两次杠上了龚教授，激发
思考，获益匪浅，尽管落得被笑骂的下场。

1详见柯玲编著：《济公传说》，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第23-32页。
2详见吴重德图文改编：《金山活佛的故事》，台南市：和裕出版社，2002；煮云法师：《金山活佛神异录》，高雄：佛光文化出版社，2000。
3释广定汇编：〈复庞契贞书〉，《印光大师全集》第一册，台北：佛教出版社，1977，第212页。
4刘鹿鸣译注：《楞严经》，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281页。 
5净空法师主讲：《无量寿经》(38/188) ，1999年1月16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优管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Jx6DlU9pEo&list=PL719CBB7495231C6A&index=39&t=0s（浏览日期：2021年2月3日）；净空法师：《净土大科经注
讲记》（第八十集），2011/12/14，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学佛网”视频：http://wuming.xuefo.net/nr/27/266055.html（浏览日期：2021年2月3日）
6龚鹏程：〈得儒学之正〉,《四海游思录》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第90页。
7龚鹏程：〈广结善缘〉，〈十二生肖〉，《饮馔丛谈》，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第88，94-97页。
8龚鹏程：〈广结善缘〉，《饮馔丛谈》，88页。
9龚鹏程：〈广结善缘〉，《饮馔丛谈》，89页。
10龚鹏程：〈巴生宿缘〉，《饮馔丛谈》，7-8页。
11净空法师：《学佛答问》（答香港参学同修之六十三），2007/2/16，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净空法师影音报恩讲堂”网站视频：http://www.amtb.tw/baen/
jiangtang.asp?web_choice=38&web_rel_index=1303（浏览日期：2021年2月3日）
12释广定汇编：〈复庞契贞书〉，《印光大师全集》第一册，第212页。
13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549页。
14苏轼：〈戒杀诗〉，丰子恺画：《护生画集》第三集，香港：波文书局，1965，第321页。
15刘鹿鸣译注：《楞严经》，第274-275页。
16《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台北：释迦佛印经会，2008，第7-9，13-14页。
17龚鹏程：《异议分子》，台北：INK印刻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第273，278页。
18“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古籍扫描版），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8523&by_title=%E5%A4%A7%E6%96%B9%
E5%B9%BF%E4%BD%9B%E5%8D%8E%E4%B8%A5%E7%BB%8F%E9%9A%8F%E7%96%8F%E6%BC%94%E4%B9%89%E9%92%9E&page=23
（浏览日期：2021年2月3日）
19〈中国首次明确种类范围  家养畜禽不包含狗〉，《星洲日报》，2020年5月30日，第21版。
20龚鹏程：〈论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学者龚鹏程的博客” https://www.douban.com/link2/?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
blog_492808ed0100rdgq.html（共分成八篇，从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808ed0100rv8v.html
21龚鹏程：〈书史〉，“学者龚鹏程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808ed0100rxvo.html（浏览日期：2021年1月6日）。
22葛兆光：〈我非常担心有些人奇怪的“中国文化优越感”〉,“活字文化”网站www.sohu.com/a/341242325_268920（浏览日期：2021年2月3日）

鲁迅、巴金、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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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lague Fighter: The 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by Wu 
Lien-Teh reminds all Malaysians of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a forgotten 
son. First published by W. Heffer & Sons Ltd., Cambridge, in 1959, the 667-page 
autobiography of the good doctor takes the reader along his remarkable journey 
in life in Malaya and China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1960. He spent the first 
29 years of his life and the last 23 in Malaya and 29 years in between in China. 
The Malayan account detailed his childhood and schooldays, medical school in 
Cambridge and impressions of Europe, his medical practice back in Malaya in 
1937, his family, and life during his well-earned retirement. But it was the years in 
China that he left behind a proud record and legacy as a doctor. 

 Dr. Wu Lien-Teh was born in Penang in 1879 to a first 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y. He attended Penang Free School and was placed second for one 
of the two prestigious Queen’s Scholarships in 1895. This was an award granted to 
the most outstanding performers in the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in the state. 
Found to be too young on the first occasion, it was not until 1896 that he was finally 
able to embark on his medical education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England.  

 When the book was reprinted by Areca Books of Penang in 2014, no one 
ever realised that his experience as a plague fighter would resonate with the current 
struggle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was first reported in early 2020. It is the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work in his battle against the Plague in Northeast China, then 
known as Manchuria, in 1910 that is most inspirational and that marks the greatness 
of his work and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t was in the fulfilment of this role that 
led to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the man, whose reputation is only now winning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acclaim and recognition. For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medical work, he was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in 1935. 

 After graduating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returned to Malaya and 
joined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in Kuala Lumpur in 

Dr. Wu Lien-Teh                  the Plague 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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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Wu Lien-Teh                  the Plague Fighter
A Forgotten Malayan Hero
Voon Phin Keong
Deputy Vice-Chancellor (Academic & Research)

1903 before returning to Penang to begin private practice at the end of 1904. At age 25 then, he “plunged heart 
and soul” into the local anti-opium campaign to check the debilitating scorch that was consuming the spirit of 
Malayan Chinese of all walks of life. He led the campaign, acted as its Physician-in-Chief and organised the 
1906 Anti-Opium Conference for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that was attended by 3,000 
participants. The campaign threatened the vested interests of the opium farmers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s. 
The retribution for this unwelcome role was swift when, in 1906, the Senior Medical Officer of Penang and two 
assistants, armed with a warrant, searched Dr. Wu’s dispensary for “noxious drugs”. They found an “ounce of 

tincture of opium” that he had previously purchased 
from a British lady practitioner. He was promptly 
charged for possessing opium without a licence, when 
it was accepted practice amo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administer opium for specific treatments. He was 
informed that he had “infringed” upon a recently 
published ordinance that required 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apply for an official licence “to buy, keep and use 
certain specified deleterious drugs.” The court was told 
that Dr. Wu was targeted as the government had wanted 
“a test case”. He was fined $100 and ordered to apply 
for the necessary licence without delay. His appeal to 
the Supreme Court was turned down. In the same year, 
h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Peking (Beijing) offering him the post of Vice-Director 
of the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in Tientsin (Tianjin).

  Here was a young and dedicated doctor with the 
passion to serve his country that had turned “inhospitable” 
where neither government nor friends needed him. The 
court case had “left a rather bitter taste” and was the last 
straw that swayed his decision to accept the opportunity

“to render useful service to China where, at least, 
I would not be misrepresented and where I might 
find a fertile soil for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and health work which I had taken such pains to 
acquire before and since graduation.”  

 Before taking up the offer, he attended the Anti-
Opium Conference in London in 1907, and 

“had no idea until that day that existed such a 
deep-seated feeling of shame among Britishers 
over Great Britain’s share in the opium 
trade, when speaker after speaker railed at its 
iniquities and demanded stoppage of further 
traffic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nd also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1910, a pneumonic plague had broken  out 
among trappers of the Mongolian marmot or tarabagan 
(Arctomys bobac) which was widely hunted for its 
fur and had spread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Russian-
Manchuria border town of Mouchouli (Manzhouli). The 
first case was detected on October 12 and two weeks later 
had spread by rail to Harbin city 850km to the south. By 
mid-December, the death toll had increased from 1-2 to 
8-10 each day. In the absence of an organised response, 
the deadly disease aroused a deep cause of concern. Dead 
bodies were seen in the streets of Fujiatien, a village of 
stacks and shambles outside Harbin. The bodies were 
then collected, put into cheap coffins and carted to a 
common burial ground. All the government did was to 
pay for the coffin, the transport and burial. 
 In Peking, the government was under pressur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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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 scientific methods to handle the plague which, 
if mismanaged, could give rise to highly undesirabl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e authorities scouted for a 
suitably qualified person to combat the epidemic. As 
fate might have it, Dr. Wu, then the Vice-Director of the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in Tientsin, happened to be the 
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place. His medical 
education in Cambridge and experience in bacteriological 
research in England, Germany and France and his 
knowledge of English, German and French placed him in 
a unique position. On December 19,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plague investigator and later headed the entire anti-
plague organisation in the affected area that extended from 
Manchuria to Shantung Province.  

    The outbreak was a test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many ways. In medical treatment, the 
Russians and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Manchuria were better 
off in terms of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while the Chinese public 
health system was anything but modern. Manchuria then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partial control of Russia and Japan. 
They administered sections of the railroads and competed for 
more rights and control of the resource-rich territory that was 
larger than Japan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Politically, the 
Qing Dynasty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Poverty-stricken  
and opium-ravaged, China was a battleground for local 
versus foreign medical treatments and an arena for foreign-
power political rivalry. Success by the Russian and Japanese 
in containing the Plague would enable them to seiz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greater political concessions in Manchuria. 
Ultimately too, this was a battle in which Chinese medical 
expertise, leadership and organisational abilities would decide 
whether it could gain moral clout to consolidate the country’s 
political credibility or to jeopardise its sovereignty.      

 Dr. Wu, who spoke little Mandarin, arrived at Harbin 
with an assistant on December 24, 1910 in freezing weather 
and with the Chinese New Year only weeks away on January 
31. His first duty was to ascertain the true cause of the disease, 
its origins, and to devise a workable method of containment 
. The prevalent theory then was that the outbreak was spread 
by rats rather than humans and hence it was futile to wear the 
face mask. Indeed, a young Japanese doctor was then spending 

days dissecting rats to prove this theory. In the Russian 
epidemic hospital, the doctor Dr. Wu had called upon 
did not wear a mask and was putting his hope on a 
vaccine developed earlier by his uncle for treating 
bubonic plague. His more experienced senior French 
colleague, Dr. Gerald Mesny, who arrived in Harbin 
later, fell back on his earlier experience in Tongshan 
(Tangshan), where rats were the cause of the spread 
of bubonic plague, as also the recent cases in India, 
Cochin-China and Hong Kong.

   Dr. Wu soon proved to be equal to the gigantic 
task. Resourceful and full of initiatives, his first task 
after arrival was to pay a visit to the local Chinese 
doctor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Chief of Police. He asked to be taken to the 
first suitable patient for a careful study. He did what 
was right  scientifically, but unthinkable culturally. This 
was to perform a post-mortem secretly on a patient on 
December 27, 1910 in Fujiatien, on a Japanese woman 
who had coughed and spit out blood before she died 
a night earlier. This operation was believed to the first 
on a pneumonic plague patient in Manchuria. The post-
mortem detected the presence of the plague bacilli in 
the lungs and not in other organs. This confirmed that 
infection was spread by the droplets of sputum of the 
sick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at. In the face of 
the high death rate and the lack of medicine or vaccine 
for treatment, it was clear that wearing the face mask 
was an obvious immediate step to take as a protectiv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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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ing confirmed the true cause of the patient’s 
death, Dr. Wu was decisive in devising a response 
policy for action centred on a strategy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The Chinese anti-plague 
organisation issued instructions on wearing cotton-and-
gauze masks and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combat the scorch. These measures included the 
control of movements by rail, road or river; adding 
more facilities and buildings to serve as hospitals for 
patients, providing camps for members of families who 
had come into contact with plague patients; seeking 
the co-operation of the police; reinforcing the frontline 
staff to cope with rising needs; soliciting for sufficient 
funds; monitoring the Peking-Mukden (Shenyang) 
rail travel and establishing anti-plague hospitals and 
quarantine stations.

 The steady diffusion of the disease towards Peking 
prompted the Government to appeal for volunteer 
doctors. Among those who responded was French 
doctor Mesny, former army surgeon and head professor 
of the Peiyang Medical College in Tientsin. On account 
of his seniority and previous experience in fighting 
the bubonic plague in 1908 at Tongshan, and before 
arriving at Harbin, he had lobbied for an appointment 
to lead the anti-plague organisation but his request 
was turned down. Arriving at Harbin on January 2 and 
briefed by the much younger Dr. Wu that infection was 
spread from man to man, and that measures such as the 
separation of contacts and the wearing of masks by the 
staff were put in place. Unconvinced and taking Dr. 
Wu as “a mere novice” who did not do the right thing, 
he scoffed at him and uttered, “You Chinaman, how 
dare you laugh at me and contradict your superior?”  
Dr. Wu was no stranger to derision and disrespect. The 
Consul of Britain on whom he had called upon was 
“supercilious and patently derisive of the ability of 
Chinese officials to manage affairs.” To prove his point, 
Dr. Mesny on January 5 visited a Russian hospital and 
examined four patients without wearing a face mask. 
He became unwell three days later and passed away on 
January 11. The event jolted the foreigners out of their 
lethargy and sense of superiority.

 In a decisive move, Dr. Wu succeeded in asking 
for available buildings to be commissioned as offices, 
disinfecting stations, living quarters for staff and isolation 
camps for contacts. Fujiatien wa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and a strict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was put in 
place. Each section was manned by a team consisting of a 
Senior Medical Officer, Assistants, students, and sanitary 
attendants (disinfectors, house-searching parties, stretcher 
bearers, ambulance men, contact men, carters and burial 
men). Strict control of movements within Fujiatien and 
Harbin was imposed in a lockdown enforced with the 
help of soldiers and police. Despite the SOP, the death 
rate still remained inexplicably high. The observant doctor 
discovered that the cause was linked to the disposal of 
the dead. In the Manchurian winter when the ground was 
frozen a metre deep and when coffins and corpses were 
left exposed in the burial site, he realised that “something 
drastic and immediate” had to be done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Cremation was the only solution, but the practice 
was a taboo against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ancestral 
worship. It would require an imperial edict to overcome 
public opposition on this unfilial practice. The respect for 
science prevailed and an imperial consent on cremation 
was granted on January 31. Henceforth, with cremation 
becoming  a standard practice of death disposal, cases 
began to fall. 

Cremation of the dead in the pl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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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Wu’ s writings and publications

Notes
Further details connected with the 1910 Plague are available 
in these publications:

1.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published by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12 
2. 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 by Wu Lien-Teh, 
publish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1926.

 Largely overlooked and forgotten, the legacy of his work 
resonates clearly with the epic struggle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today. There are valuabl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is experience in modern health strategic responses 
to unforeseen outbrea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is lasting 
legacy is the design of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yet simple 
“gold standard” in the prevention of deadly human-to-hu-
man infectious diseases. He battled more than a disease but 
also, initially, the general apathy and fatalism of the people 
and local officials. Yet, a ye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current 
Covid-19 in early 2020, the pandemic still rages on in large 
parts of the world. 

 China owes him a great debt of gratitude for putting 
dow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lague, and Malaysians owe 
him a greater degree of recogni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of his lasting legacy than has been hitherto forthcoming. His 
nomination for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was well-de-
served and a true tribute to his pioneering work in medicine 
and disease control. Sadly, few Malaysians are aware of the 
great work of the man and the honour that he brought to the 
country.

 The measures taken proved to be effective and 
the mortality figures began to decline from New 
Year’s day on January 31. There were 3,413 deaths 
in January, with a maximum of 183 on the worst 
day. By March 1, 1911, the last case of plague was 
registered, when the overall death toll had reached 
about 60,000.  

  Plague Fighter is not so much about the 
eventful life of the author as it is about the 
remarkable feat of this young Malayan doctor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putting down a rampant 
epidemic in a part of his father’s ancestral land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the comfort of his home in 
Penang. It is a narrative of his scientific methods, 
practical approach, leadership ability, and respect 
for cultural sensitivities that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need for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rational approach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pandemic. 

 Dr. Wu’s succ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deadly 
disease was “a triumph of scientific organisation”. 
The swiftness in identifying the plague bacillus 
was quickly followed by decisive actions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This was assisted by the 
rational behaviour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priority 
of putting life before all else. The entire campaign 
was a significant medical success and the Plague 
was contained within a few months. Equally 
important, it won China political respect and 
medical credibility. 

 Dr. Wu continued to serve until 1937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North China. His years of 
service after combatting the Plague were marked 
b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China, the 
promo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quarantine system of the Customs 
Department, the organ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nferences,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in the medic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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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
讓我的人生創造出一個新的紀元

吴宝怡

 我是吴宝怡，来自沙巴亚
庇。因为家境不好，加上国语
和英文都不行，上大学对当时
念高三的我是遥不可及的梦。
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不
愿放弃，我在等待机会。

 在 学 校 我 最 喜 欢 的 就 是
听辅导讲座或参加营会，心理
测验、生涯、性别的议题、学
习换位思考等都是我兴趣的课
题。从辅导员身上，我看到“
原来这世上还有那么温柔又好
心的大人”。另外，我常当别
人的聆听者，也发现当人内心
有困扰时，要找对的人来帮助
自己也是件困难的事。从那个
时候起，我就希望能学习辅导
知识，带着无私的心，以尊重
的 态 度 去 帮 助 别 人 ， 回 馈 社
会。

颜敬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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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开始，我就不断去参观升学展。我发现大部份
都是英文源流的大学，而且不少学校是我进不了的，不是
因为选读科系与相关成绩不过关，就是因为没有辅导这专
业，就算有，学费好像天价一样。每次去升学展，都是拿
着一堆宣传单失望回家。直到在一次的升学展上我不经意
地发现了新纪元的摊位——那是现场唯一有华文字的摊
位！还有这里有辅导课程！我真的很幸运，因为当时新纪
元提供第一年学费全免给首五位报名的独中生，我的眼睛
顿时发亮了！我马上就跟妈妈说我决定要读新纪元！

 就这样，我从东马飞到了西马。虽然当时的决定很仓
促，但我从没有后悔来到新纪元。我喜欢学校的环境，范
围不大，但处处都是人情味，老师同学都很乐于助人，最
主要的是他们都会说华语。

辅咨系的生活

 我在辅咨系已经进入第四年了，这些年让我更认识
自己，从自卑走到现在有小小的成就与自信；从紧咬着放
不下心中的大石头，到现在的放手，让自己好过，放过自
己。此外，辅咨系的教导也让我学会如何提升自己，成为
更有价值的人，以及如何以同理心、尊重、接纳等技巧与
人建立起更有效的沟通，尤其是如何尝试站在别人立场去
想、以及去思考别人做决定背后的原因。这些知识和技巧
都是造就了我的冷静，同时也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去思考
要如何应对、什么时候该随机应变等等。虽然我不是理科
生，但对于一切关于心理学的知识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而且老师也会和我们说很多实战经验给我们听，也教导我
们如何用自己习得的理论去看待或帮助个案自助。

 辅咨系的老师对我来说和一般的老师不同，他们不止
是我们的老师，他们也是助人者。我们是在他们的栽培和
陪伴下成长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就是我们很好的倾诉
对象。他们除了教导我们书本上的知识和技巧以外，也让
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如何身为一名助人者所该有的态度。

与我们的生活导师刘妈妈合影

邹亮老师为我们讲解解剖生理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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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下半年经历过《咨商实务》，要在校园
内完成252小时的Practicum时数，虽然很辛苦，
遇到很多挫折，但在同侪和老师的鼓励与陪伴
下，我们终于完成了。一开始我很担心自己无法
完成，我很害怕用错了技巧或是理论，帮助不了
个案。直到中期我开始自我调整，到最后的顺利
过关。过程好煎熬，却让我成长了不少，不止让
我更了解如何调整自我，发挥潜能，也让我知道
每个人都是有“背”而来的，他们的故事都是值
得我去尊重，他们的信任更值得我去答谢的。我
也相信只要勇敢踏出第一步，才知道下一步该怎
么走，该用什么策略去完成下一步。而这也是我
要对即将到校外进行实习的自己说的。

 我也很感谢在新纪元能有多姿多彩的社团
生活，我曾是《舞法舞天》的成员，获得多次的
机会，学习不同的舞风，还有幸参与了四届舞法
舞天的大型演出，到现在回想还是有满满的成就
与满足感。之外，我还很幸运的参与了新纪元第
一次为学生出版的《起飞》专辑。在这专辑里，
我与同伴们一起参与填词，完成《聚》这首歌。
我也参与了社团或系会所举办的活动或比赛，例
如：躲避球比赛、篮球比赛、排球比赛、I DO 
音乐社和舞法舞天的内部比赛、学校运动会、媒
体系的Let’s Go On Air等等活动。因为这些社
团，让我认识了很多各系的朋友，也让我的大学
生活添加许多绚丽的色彩。

难忘的中国游学之旅——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2019年2月至5月间，我与系上同学及老师20人，
很幸运地能有机会到中国北京劳动保障技术学院参加
短期课程，进行为期两个半月的老人服务与管理课
程。我们的学费及住宿费都是免费的，而且因为我们
表现太好吧，后来劳保学院还颁发奖学金给我们呢！

 这项老人护理课程对我而言是非常新的体验，教
导我们照顾老人的知识，及要注意的事项。课程注重
实际操作，我们还到北京的一家老人机构实习，认识
老人机构的经营，也学会照顾老人在心灵生活上的需
求。

 在北京游学期间，我们也入乡随俗学习了：太极
拳、剪纸、结艺、中华茶艺、书法、中医保健技术、
中华的历史文物等等。此外，我们还参与了劳职院一
年一度的运动会，一睹中国人热闹的运动会文化。 

 劳职院的老师们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把我们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地教导我们，很耐心地为
我们解答问题。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导师刘老师，俨然
我们的妈妈一样，每天嘘寒问暖，担心我们是否吃得
饱，穿的暖？让我们在寒冷的北京城里，心中总有满
满的暖意。

 每逢周末假日，我们都是去参观北京的旅游胜
地，故宫、天安门、天坛公园、万里长城等旅游胜
地，都有我们的足迹，那是我们疯狂拍照、吃美食、
买手信的日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长的环境、先
进的技术、各种规则等等，都让我们大开眼界。每个
国家都有自己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值得我去
学习及尊重的。

 在新纪元将近5年了，我很庆幸当初的决定——选
择新纪元大学学院。我不仅修读到我喜欢的科系——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我还拥有了多姿多彩的学校生
活。学校自由开放的氛围，创造很多的机会让我去学
习，挑战不同的事与物，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帮助
学生圆梦。谢谢新纪元大学学院给我这个机会，让我
在这里可以充满希望，成人成才，也让我的人生，创
造出一个新的纪元。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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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嘉敏

我帶給他們的
遠遠不及他們留給我的

 出国做义工一直是我愿望清单上的一件事，
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实践但真的没有想过那么
快。只身到陌生的国度不可能没有恐惧与担忧，
庆幸我在大学遇到了同我迈出那一步的同窗，坦
白地说没有彼此就没有这一段经历。当然，父母
的放手也是我很感恩的事情，他们让我能放心地
飞，安心地归。这趟旅程你会后悔吗？貌似是我
这段期间多次被询问的问题，在出发之前我告诉
过自己只要六个星期后的我不为这个决定后悔，
那此行就是值得了。确实过程中有许许多多不是
那么美好的体验，庆幸的是在回首时我是满意
的。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用原原本本的自己去填满仅此一次的人生”。在
还有机会时勇敢地去体验，把自己的人生活成想
要的样子是最成功的事了吧。

与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生到吴哥窟看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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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教 学 校 里 孩 子 们 的
笑 容 真 的 好 有 感 染 力 ， 看
着 他 们 简 单 的 快 乐 ， 单 纯
的 欢 喜 会 让 我 回 想 起 在 那
个 年 龄 层 的 自 己 ， 也 是 那
样美好地生活着吧。其实简
单的快乐从来都没有被谁夺
走，只是自己在不自觉中让
它流失了，能够再一次地拥
有这样一段时光，感觉身边
发生的事情都是可爱的，每
一天也自然地会把日常琐碎
记录下来。翻了翻回忆，真
的所有事情仍历历在目，刚
开始只要路过孩子们就会一
直问：“cher, what is your 
name？”“cher, what is 
my name?”重复又重复，看
着他们因为想要有互动的样
子真的很可爱。小学生们会
起哄要我念柬文的数字，当
我成功数完后他们又是鼓掌
又是欢呼的模样使我开怀大
笑。小小孩子们会误会我凑
过去的举动就给了我一个亲
亲。更有暖心的孩子，会为
我拍去背上的饼屑。最忘不
了的是要离开时，那个顽皮
的孩子从远处奔向我，给了
我紧紧的拥抱。当下的我，
甚至想锁上门，“再见”二
字，实在难以启齿。无论对
孩子们有过多复杂的情绪，
在那一刻都化作为不舍。 

 幸 运 的 我 在 柬 埔 寨 遇
到的不只有小天使们，老师
们也都非常善良。老师们真
的对我们特别好，会主动和
尴尬的我聊天，会买当地小
吃请我们，会送我小礼物，
会和我开玩笑。不否认我是
个安静内向的人，所以特别
感谢当地老师总是和我开玩

笑让我能融入老师群并愉快
地相处。印象最深刻也最感
恩的是一位男老师，有几天
我病得特别特别严重，他很
关心地又是载我去买药又是
让我随时联系他。也许现在
回想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处
在病得难受又在一个环境不
好，语言不通的当下真的就
像救命稻草。此外，和当地
老师相处能够听到属于他们
的 故 事 ， 了 解 柬 埔 寨 的 文
化，更亲身体会到了差异，
再次提醒自己该时刻感恩知
足。志愿者，这三个字听起
来就很了不起。在那里我有
缘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
者，世界那么大，就有这么
一群人选择了同个项目在同
个时期到同个国家，因而相
聚相识。在异国他乡，是他
们陪我共度佳节、伴我游览
古迹、同我聊天打闹。没有
这样一群人，此趟旅程的一
切都会减半。大家的年龄相
近，性格也都超好，每逢周
末能排上行程吃一餐或一起
踩景点，都是满满的回忆。
即使与其他志愿者们只有几
面 之 缘 ， 我 也 真 心 觉 得 满
足，他们于我而言都是珍贵
的人与故事。 

 曾经我认为自己就是张
白纸，一个什么故事都没有
的人，这45天为我的人生
添上了无可取代的含义。有
那么一句话：“人生现在的
精彩，得感谢一路积累的色
彩”。我想努力在这平凡得
不得了的人生注入各式各样
的故事，才能更期待自己在
未来的绽放。

离开前和每一班的孩子们拍大合照留念

向学生们传达爱护地球的重要性，
和他们一起探讨可以怎样保护环境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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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月馨

 马来西亚新增病例数在2021年2月份前期创
新高，1月31日当天有5298人民染上新冠肺炎，
之后在行动管制令的控制下于3月降回了每日
1000多个病例左右。

 林同学在这时候也刚刚完成自己文凭课程
的必修課，正准备迎来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实习体
验。她选择到住家附近的幼儿园职任助理教师，
实习的日子过得很顺利，每天与孩子们一起熏陶
在学习的海洋里欢乐无比。

 她每天早上都会替幼儿园的小孩们量体温，
约记得有一位小朋友的体温异常的高，身为老师
的她感到担忧，常常去关照他，可那位小孩没
事，自己却不知道从哪儿染上病毒了。她感冒
了，喉咙感到干疼，但症状与平常的感冒一样，
也没有发烧咳嗽，所以她没多理会。刚过完一星
期的实习工作后的周末，她感到异常地疲惫，睡
了一整个晚上到中午才起床，喉咙依旧感到疼
痛，她愈发觉得不对劲，所以决定到附近的诊所
做检查。

 24小时后，她的电邮弹出了一条新邮件，邮
件标题写着“Detected”，她反复看了那句英文
好多次，再读邮件内容，最后终于确认自己确诊
了。

隔離所里的日子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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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确认自己确诊后，通知了家人和前一天
一起吃过晚饭的朋友们，让他们也去做测试。
家人们为了不让她感到害怕慌张，都表现出很
平静的心情，但其实她自己知道，最担心自己
的绝对是他们。朋友们听到消息后感到惊讶，
因为在他们之中最照顾卫生，一直都把消毒液
随身携带的是林同学本人，可是她却确诊了。
她反复去想这期间除了去幼儿园工作，自己到
底还去了哪儿。除了前一天与朋友一起吃晚
餐，其余的就没了，到底在哪里感染？她至今
都毫无头绪。

 林同学自行在家中隔离三天后，隔离中心
打了通电话告知她需要到沙登的隔离所住一星
期。女护士的声音很温柔，非常有耐心地和她
解释隔离所里的详情及解决她的所有疑问。心
思细腻的林同学一再提醒护士，救护车到达家
门口时，别开警笛声，否则她就拒绝上车。救
护车到家门口后，果真没有开警笛声，但是车
顶上的红色警示灯一直在疯狂转着，照亮了附
近的房子…… 

刚进隔离所时，医生帮大家做身体检查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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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同学最终还是上车了，恰好车里还有两位与
她年龄相仿的华人，女孩们一块聊了起来，还一起
分享泡面，画面好似去了生活营，营员们自我介绍
的场景。林同学和三位新朋友相处融洽，他们一起
聊天、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剧，一起等着痊愈后
可以回家的那天。

 她数着日子，在这里住一星期后，出去的那天
正好是自己的生日，她无比期待着生日的到来。在
隔离所的隔天，她突然又头疼了，通知医生后，她
被护士带去验血。之后的几天她慢慢开始恢复味觉
与嗅觉，身体情况也逐渐变好。在以为自己就快出
院时，护士告诉她，她在隔离中心的一个星期隔离
期需要从验血那天重新算起，她好不容易适调的心
态崩溃了，一想到自己的生日只能在这里过，她难
过地哭了一个晚上。 

 日子每天都在过，但每分每秒却觉得无比漫
长，离走出这个小空间还需要多久呢，林同学每天
都在倒数。毕竟一个聚集着好几十人的空间，真的
十分拥挤，在这里的每个晚上，她都睡得不好。友
族同胞一大早需要起床祈祷吃饭时，会把所有灯都
打开，毫不理会其他还在睡梦中的人，有人上前
温馨提醒后，他们甚至强词夺理，她感到好无奈。
在这里护士们会提供三餐，她每天起床后唯一期待
的是今天的餐点里有那美味无比的香肠。每到吃饭
时间，她总会发现一位初中小女孩在上网课，她会
上前去提醒她记得拿饭吃，担心她读书废寝忘食。
在这里甚至有“电影院”，房间里有着一个大荧幕
的电视，椅子并列排着，营造出如电影院的气氛让
大家一同观赏戏剧。她发现厕所每天都会重新洗两
遍，卫生还算不错。护士们都很亲切，大家每天需
要去量血压，有任何不舒服时都可以告诉他们，但
他们也没有特别的治疗，只是对症下药。有时候还

生日那天吃的鸡蛋 辛苦的护士小姐姐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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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听见广播播报，某某人病情恶化了，需要被带到双溪
毛糯医院隔离。日子一天一天过，同时期一起进来隔离
所的朋友都已经回家了，只剩下她独自一人，以为自己
生日就要这样草率过时，她又认识了两位30岁左右的女
子，她们聊得很合拍。她们得知她当天生日后，很有仪
式感地送了她几个鸡蛋，还给了几个水果祝福她，当下
一股暖意涌进心头，填满了她整个心。那绝对是她最难
忘的一次生日，那个普通的鸡蛋也比平时好吃好几倍。

 一星期过去了，她总算康复能回家了，走出隔离所
后她抬头看见猛烈的太阳，感觉自己好像重生了。她举
起手机，拍下当时的太阳，那一刻她想永远记录起来。
马来西亚的疫情不知道何时才得以好转，她感慨地说一
定要照顾好年纪比较大的人，很多人一感染就永远都见
不到了。但如果自己不幸染上了，和她一样被通知要到
隔离所住，她也希望大家不要慌、不要恐惧，就当作去
一个生活营，根据指示做好该做的事就好了。因为日子
依旧在过，不开心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不如尽量
让自己时刻保持乐观心态，好好去面对接下来的日子。
希望所有人别掉以轻心，遵守防疫措施，能不出门就好
好呆在家，保持良好生活作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对抗
病毒！

隔离结束准备回家的那天

医生给的头痛药和
止泻药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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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疫疫，
         浮光掠影》

第二屆新光光大賞

这些日子，开始懂得打发奶油。

蛋糕抹上白色奶油，仿佛日常也抹上新的样貌和充实感。

——林淑可

不知不觉，口罩、消毒液已经成了出门必备。疫

情肆虐的期间以来，我们每人都在努力适应新常

态，社交距离、防疫措施、行动管制令……这些

都已成了常见的词汇，每人都在悬着心祈祷疫情

赶快过去。烦闷、焦躁、担忧，这些情绪让我们

备受煎熬。但同时，因为许多人的付出，我们也

心存希望。为了给大家增添一些疫情下的乐趣

和正能量，我们新光杂志社举办了一场主题名

为“疫情下的生活”的活动，让参赛者透过镜

头，配合文字，和我们分享疫情中的生活。

缘
起
/

疫情下的恋爱

宛如风铃木。

温柔且短暂的痕迹

让人着迷，

离别时在花瓣的皱褶里沦为泪人。

——苏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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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疫疫，
         浮光掠影》

打自疫情以来，

我都呆在“炼丹房”里修行，

直到某天被强制穿上

圆滚滚的“舞裙”。

——陈芊彤

消毒液是手皮杀手，恨。

却也是病毒杀手，爱。

——梁渲潼

别再拘泥，眼前的黑

白，放胆谱写未来。

生活的色彩，取决于

心态，慢节奏也值得

被爱

——林佳仪

在MCO期间度过21岁生日，

平淡却很幸福。

21岁正式成年，

继续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加油！

——陈诗圆

新光光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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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信
錄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新编华马大词典》编辑组（杨贵谊，
吴宗玉，赵月珍，陈妙华，谢异）

20,000.00

陈翠萍 10,000.00 

李福良律师 1,00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拿汀赖秀琼 305,000.00 

吴德芳基金 20,000.00 

陈精明 3,000.00 

陈国光 2,000.00 

热心人士 (RB47) 1,680.00 

大山脚福德正神理事会、陈来顺、
池慧娟

1,000.00 

LIM ENG KEE 555.00 

庄正伟、沙巴拿笃中学 500.00 

陈家忠 、陈珍贵 300.00 

黄金吉、霹雳树胶公会、霹雳树胶
商总会

10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奖助学金）

20,000.00

叶祥圳 3,000.00 

陈文业 500.00 

林聚福 200.00 

廖合兴校长 5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陈文业、永兴电器公司、林丽蓉 500.00 

麻坡佛教正信会 300.00 

霹雳要明会馆、纪念已故黄悦治 200.00 

廖合兴校长 50.00 

徵
信
錄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拿汀康玉玲 1,000.00 

拿督易沛鸿 30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林顺忠 262,790.12 

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奖助学金

清寒工读基金

校务发展基金 

学生活动基金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发展基金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网雷 290.45 

张海山 200.00 

文化推广基金

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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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黄马家兰      10,000.00 

万源兄弟有限公司        5,000.00 

张子贤、明亮电器有限公司、威北修德善堂平安村分堂、戴女 、昇光电器有限公司、霹雳
韩江公会、廖兴汉 、怡保极乐社医药基金、庄浚权、黄琴心、ANONYMOUS（SG）、徐亚
万、许燕仪 、玻州德教会紫阳阁

       1,000.00 

曹鸿基           600.00 

张林贵、拿督黄维忠、苏世佳医师、太平福州会馆、丹绒马林德教会紫丹阁、准拿督陈锡
茂、马来西亚印务纸品有限公司、黄士春、威省峇冬丁宜村德教会振圣阁、刘斯勇、永兴电
器公司、PENSONIC SALES & SERVICE SDN BHD、霹雳班台德教会振台阁、彭亨劳勿福建
会馆、许建华、高铭良、张文扬、李妙顺、陈淑绢、余福全、罗宽喜、李秀华&黄春兰夫妇

          500.00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林道民、槟城三江公会、麦连枝（已故）、民主行动党直凉支部、方思
涌、彭开忠

          300.00 

野新中华义山管理委员会、野新客家公会、杨玉艳、符国泯局绅、拿督斯里谢有吉局绅、王
芳连、连得牙科、吴培业、美成企业有限公司、已故黄师平、加叻中华义山管理委员会、许
达兴、杨秀崇、森美兰潮州会馆、峇株吧辖华仁中学校友会

          200.00 

王大田、方泉洁、陈孟利 PMP AMP、槟城槟华校友会、槟榔屿南海会馆、颜秀环、刘焕
璋、马来西亚永春大坵头林氏公所、TOE WENG SUM、何秀兰、拿督陈良成、准拿督苏秀
龙、胡宏达、霹雳福州十邑会馆、霹雳华都牙也华人关帝古庙义山保管委员会、何富强、北
海德教会紫威阁、高级拿督陈海祥、洪清成、林毓峰、黄世德、黄英才、劳可钧、安顺古冈
州会馆、林时新、森美兰华校教师公会、亚庇海南会馆、陈振源、森美兰中华大会堂、王诗
江、林新福、马六甲华人机器公会、罗经强、LOW CHIEW CHUEN、LEE LAI YEE、苏国庆

          100.00 

刘家华 校长、森美兰巴音新村华小董家教            50.00 

总额 49,400.00

（2020年12月-2021年5月）

捐款予新纪元
GIVE TO NEW ERA

NEW ERA EDU SDN BHD
706-109344-8

OCBC BANK
public@newera.edu.my

建设与发展基金

日期 捐献单位 防疫口罩

17/2/2021 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院 10,000 个

17/2/2021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4,000 个

17/2/2021 中国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000 个

17/2/2021 中国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3,000 个

17/2/2021 中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3,000 个

13/3/2021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 10,000 个

17/3/2021 中国深圳市龙华区统战部和侨务办公室 20,000 个

（2020年12月-2021年5月）

物资捐献

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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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肆虐一年有余，对民间教育机构影响甚大，
为助新纪元大学学院度过时艰，继续发展民族教育，康泰
食品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前芦骨区州议员拿督欧阳
丁清于3月13日上午携同其子，斯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
华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并移交10,000个防护口罩予校
方，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接领。

 拿督欧阳丁清也承诺，将以其企业康泰食品有限公司 
（Orgabio Manufacturing Sdn Bhd） 名义，从今年起每
年赞助新纪元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20,000令吉的奖助学
金，鼓励成绩优秀与家境清寒的学子努力学习。欧阳捍华
与欧阳汉文两兄弟皆为本校校友。

 莫顺宗校长对拿督欧阳丁清与欧阳捍华表示万分感
谢，如今疫情开始趋缓，学校开学在即，拿督欧阳丁清父
子于此时雪中送炭，是给予新纪元的莫大鼓励。

康泰食品有限公司
捐萬個口罩及每年2萬令吉獎助學金

拿督欧阳丁清（中）与欧阳捍华（右）捐赠新纪元大学学院1万个口罩，由校长莫顺宗（左）接领。

拿督欧阳丁清及营销总监欧阳汉文先生移交RM20,000支票
予吴振声，赞助新纪元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奖助学金。

徵信錄



方块字伴随你徜徉书海，

你的足迹亦为新纪元

勾勒出几笔绚烂色彩。

美
哉
·
新
紀
元



新光雜誌  ·  第十三期88    


	c60a6fe09588705191f387cfd1282d8bda062b1ad04e4cb3977a4cadf54cb554.pdf
	4beb9f13678a2ffe7299bbbcba6e2ef74939348187df7d55d67fc746b080e02a.pdf
	c60a6fe09588705191f387cfd1282d8bda062b1ad04e4cb3977a4cadf54cb55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