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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新纪元。2019年9月的新纪元，校园里弥漫
着“起飞”的气氛。

 最先是中环校区的完美教学楼里，技职与推广教
育学院的“飞机舱模拟教室”，提前于这个9月初装修
完成。目的是因为我校明年即将推介航空服务职业培
训课程，为国家乃至亚洲区域，作育更多空服人员。

 新鲜出炉的飞机舱模拟室，其实也很适宜作为
接待来宾的地点。完工之后短短数天内，我们已经安
排到访的教育部官员，姐妹校领导在此参观，以及会
面。我们在这里商议，勾勒未来展翅高飞的远景。

 继之而来的是我校的研究生院和国际教育学院，于
9月新学期开课前，迁出美华校区，在附近一座商业大
楼内觅得新的办公与教学地点。那是同一方位的上下两
个楼层，居高临下，映入眼帘的全是加影的市景。

 2019年9月21日，我们研究生院就在这里，迎来
新纪元创校二十一年来的第一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当天，清晨明媚的阳光洒落在室外的马路和窗间。室
内则是一片温暖如春，大家期待此时此刻已久，师生
相互祝福，在学术探索的路上，一心一意渴望起飞，
无论知识、思想或人格，尽皆精湛卓越，既硕且博。

 但愿我们第一届硕博研究生顺利起飞，腾空翱
翔，俯瞰知识世界的浩瀚和美丽。为学之道，研究生
涯，殊不容易，却也使人感到愉悦，仿佛置身于无尽
穹苍之中，宁静致远。

 这种起飞的气氛，由9月跨越至10月的新纪元校园。

 10月，三年前升格大学学院之后的我校首批学士
本科学生，终于完成学业，毕业了。他们的毕业，对
新纪元而言，意义重大。从学院到大学，从专科文凭
到本科学士，然后是硕士和博士，我们始终是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的说书人，我们每天坚持不懈，就是为了
说一个铁树开花的故事。
        
 我们知道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上，从来都是难
如登天。正因为如此，我们怀抱着凌云壮志，渴望攀
越高峰，向往华文高教更大的格局。这是我们同道和
师生的期盼。于是，就在这个10月，我们发布了一
张学生原创音乐专辑，专辑名称就叫着《起飞》。是
的，起飞。

 《起飞》发布之后一个月以来，得到不少回响。
引用《起飞》制作人彭学斌的话来说，这是马来西亚
音乐史上第一张由校方全力支持的音乐专辑，曲风多
元，首首动听。生活在一个理性思考经已遭受谩骂声
浪淹没的时代里，我们全心全意希望年轻人的理想和
才华，不要埋没在一片荒腔走板的口水战中。用心说
话，用心聆听，拒绝在口水中沉沦，祈愿于风雨里起
飞。且让他们唱歌给你听。

 起飞的感觉来到11月变得更加真实了。2019年11
月20日，《起飞》音乐专辑团队的四位成员谢惠媛、
陈宇衡、廖学哲和莫尔，代表新纪元飞往海南，参
加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他们带着他们的作品《起
飞》来到海南，这是《起飞》走出国门第一站。《起
飞》真的起飞了。

 这几个月，我们全体师生努力让新纪元进入起飞
时间。新纪元起飞了。起飞新纪元。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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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新生注册创新高！

 回想草创时期的新纪元，标榜着
华文教育的旗帜，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等等，第一学年只有132位学生在铁
皮箱课室上课，后随着新纪元的努力
与发展，渐渐受到家长的肯定，学生
人数渐渐增加，在第一个十年即2008
年，学生注册人数更是突破了1,180
人，那是新纪元的第一个巅峰。

 随着课程的多元化与创新，新纪
元目前开办的课程与时代接轨、学生
的就业前景明确，学生渐渐将升学希
望投向新纪元。2015年，新纪元登上
学生注册人数的第二个巅峰，当年全
年的学生注册人数达至1, 221人。

 时光匆匆，新纪元迈入双十年
华，2019年开了新的篇章，除了开
办专科、本科课程外，新纪元也获得
教育部的批准，开设了硕士、博士课
程！同年，新生注册人数更是史无前
例的多，达至1,306人！这个突破，
让新纪元的教职员都非常雀跃，更加
坚定新纪元的办学理念与方针。

 近年来，新纪元朝向专业化与
多元化的发展，目前新纪元共设立了
5院12系，规模日愈壮大，已建立出
新纪元独有的办学特色；学生社团活
动活跃，展现了年轻的魅力。

回首二十載，

新紀元新生註冊人數
創  新  高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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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校園記者隊正式成立啦!
	 	 	 	 	 	 	 	 	 	 黄智辉、黄晶莹、黄丽婷

 2019年8月30日，新光记者队终于成立
了！新纪元大学学院过去几年曾推出了几期
的《新光杂志》，然而在这本引人注目的杂志
里，大多文章都是來自编辑室以及校內部门。
为了让新光杂志更加“接地气”，编辑室今年
进行改革，成立新光校园记者队，并以“自己
的杂志自己办”作为目标正式出动。第一批新
光记者队迎来了25位充满热血的学生，他们将
致力于报道校内各种好人好事，为众多读者带
来“新光”闪耀的杂志。

 “记录美好的校园生活，不错过每个校园
的美好”，是我们成立新光记者队的宗旨；“
哪里有活动，哪里有新光”是我们的口号。以
校园人身边的事情入手，用丰富、新颖的、易
理解的视觉观望校园；用时尚、全新的视觉打
造独特的校园生活；真实记录新纪元周边的大
小新闻；讲述大学生们至真情感；展现大学生
的人性魅力和当代大学风貌；积极宣扬健康和
谐的校园生活；为即将踏出社会的学生提供一
个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的写作能力，以此训
练学生的写作摘要，并且丰富大学生活。

 新光杂志编辑室期望新光记者队在未来
的日子里能把团队扩大，如果你有兴趣，无论
你是就读哪个科系，都欢迎加入新光杂志的
大家庭，成为新光记者队的一份子。让新光记
者们携起手来，让心灵碰出火花，在这大学生
活的岁月里，书写校园各种各样的美丽。正所
谓：“哪里有活动，哪里有新光！”这就是我
们新光杂志的招牌口号。

 ■  牛油小生（左）在文学周“ 真人图书馆”的分享

李伟详、张嘉瑜、罗骏慧、黄皓敏、黄晶莹

梁馨元、锺晓莹、廖思芩、汤美珍、陈诗晴

黄丽婷、黄智辉、黄义和、杨立杰、刘艾欣

何致豪、洪子康、李嘉盈、谢癸铨、苏晓萱

潘子微、陈欣勤、马嘉圣、王歆溋、赖苾君

新

光

创

会

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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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现已公开发售，
专辑一张售价60令吉。

有意购买者可电邮至
iie@newera.Aedu.my或扫码购买。

恳请公众人士多多支持
本地大专生的原创音乐作品。

新紀元起飛了，同學起飛了
記馬來西亞樂壇史上第一張由校方全力資助的校園民歌專輯——《起飛》

 新纪元大学学院自 1998 年创校至今已然20周年，
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皆源自社会，故此新纪元一直
秉持“成人成才，多元开放”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 
在多年来的奋斗及莫顺宗校长的带领下，新纪元学院
终于在 2016年12月30日 获得高等教育部批准由学院升
格为大学学院，迎来更大的发展格局。校长期望不止
在硬体设施上扩充发展，也希望从内打造一座具艺术
创意、活力上进且有温度的校园，塑造与培养大学生
积极、有为、开朗、活泼的内在素质。新纪元已经准
备好了，要把校园的正能量，校园的好声音，满满地
传递出去。
 
 新纪元学生素来爱唱歌，这20年来，有为自己写
的歌，有为系做的歌，有为活动写的歌，也有为社团
创作的歌曲。校内虽然没有音乐系，但有 I DO 音乐
社，凝聚歌唱爱好者，常主办歌唱大赛及歌唱表演。
这些歌，代表了新纪元年轻人的声音，也是一所校园
最值得留住的初声，最感动、最真心、最纯粹。 

 2018年8月1日，莫校长在 I DO音乐社内部交流
赛时，信誓旦旦宣布要为学生出一张音乐专辑。于是
定下了前988DJ邓丽思任监制、国际著名音乐制作人
彭学斌为我们学生制作专辑，并由郑诗傧助理教授任
统筹，启动“起飞运动”。这个运动结合了新纪元师
生及彭学斌团队共100人参与制作，词曲创作人、演唱
人、CD封面设计、插画、MV故事人、导演等，全由新
纪元学生创作，这是一项横跨科系的联合制作。

 校长希望透过这个运动能留住学生们大学时光里
最宝贵的，最纯粹的，青春的悸动，留住那些未被社
会柴米油盐酱醋茶所带走的童心与才华。我们希望学
生乘在新纪元的羽翼上，随风高飞九万里，和着梦想
的声音，扬长呼啸于空中，飞落在每一座有梦的校园
里，开启每个学子的心扉。

 经过一年艰辛的筹备，新纪元大学学院在籍生
与校友的原创作品终得以面世。《起飞》专辑推介礼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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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听歌会于2019年10月8日上午开始，此会吸引了不少商界
与文教界人士莅临以共襄盛举，如多美集团创办人丹斯里拿
督吴德芳博士、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创始人兼董事主席
何义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主播陈嘉荣、988电台DJ王彪民
等等。现场总共来了780人，坐满整个大礼堂。听歌会首先
播放了回顾短片，紧接着邀请了专辑推手莫校长及制作人彭
学斌上台致辞，并插播了前电台人卓卉勤与988电台DJ美云
（Chloe）的受访心得。

 莫顺宗校长受访时感动地说，我们正式起飞了。他说，推
出这张校园专辑的过程虽然辛苦，然而透过此次特别的机会将
同学们的才艺放上大舞台，他认为是值得的，而专辑的顺利诞
生也证明他们是做得到的。他鼓励同学们继续勇敢地梦想，且
在机会来到前需好好地装备自己，不间断地耕耘，毕竟机会是
留给有所准备的人。

 《起飞》校园民歌专辑共收录了十一首歌曲（包括新
院校歌），有《乐园》《用青春的长度high一首歌》《相思
豆》《嘿！老歌》《蝴蝶》《我要我们在一起》《聚》《追风》
《苏幕遮·七夕月夜》《却倒影着我的样子》《中文人·中文
梦》。词曲创作及演唱人有梁馨元、李育濨、陈祖泉、郑明
慧、陈宇衡、谢惠媛、吴雪幸、许炽鼎、叶姵吟、杨正豪、
林凯珺、蔡子菘、吴宝怡、柯伟伦、林千惠、廖学哲、范明
诗、林碧金、郑捷励、郑惠琦、刘泀嗪、陈建发、吴丽萍、
刘苡伶和陈欣子。

 ■ 新纪元学生现场演唱新纪元校歌

《起飞》统筹郑诗傧博士、词曲创作人及演唱人谢惠媛、郑
惠琦及mv导演兼故事人莫尔一起分享他们制作此专辑的过程
及原创曲的一些背景故事。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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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8日新纪元大学学院原创音
乐专辑《起飞》推介礼暨听歌会在800多位
来自各界人士的见证下正式启航。新光记者
也很荣幸参与其中，并访问了《起飞》的3
位灵魂人物：彭学斌、莫顺宗与邓丽思。

起 
飛
飛向浩瀚的宇宙！

訪 起 飛 靈 魂 人 物

																																					张嘉瑜

新光雜誌  ·  第十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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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辑 制 作 人彭 学 斌 表
示，《起飞》专辑最可贵的地方在于
它保留学生们最青涩的模样，另一方
面，《起飞》是本地音乐史上第一张
由校方全力出资制作的校园专辑，为
学生打造一个发挥创作梦想的平台。
访问中，他提及自己一直以来都很关
注学生的创作，也会偷偷到一些学校
的创作比赛去听学生们的创作。彭学
斌希望学生能坚持持续创作，他说，
要走这条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个
成熟的作品需要经过时间的淬炼和经
验的累积。最后，他表示《起飞》是
一个好的开始，愿参与的学生能继续
在创作这条路上为自己人生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及出品人

莫顺宗指出，办教育不仅仅
是给学生知识，更需要五育并重，
校园不应只有读书声，更需要有
美妙音符的合奏，才称得上是完整
的教育场所。除了参与创作与演绎
的同学以外，《起飞》其实动员一
百多位台前幕后的同学与，耗时一
年才完成的专辑，这就是学校的力
量！校长说道《起飞》的发布只是
一个起点，未来，我们更需要走向
世界，勇敢实践我们的梦想。莫校
长最后期许学生：“起飞，飞向浩
瀚的宇宙！”

 《起飞》监制邓丽思 表
示这张专辑从无到有，其实感谢许
多人的牵线与帮忙，以及学生们的
努力，她希望学生未来能够好好发
掘与珍惜上天所给于的天赋，继续
努力创作，对自己有个交代。虽然
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但是未来其实
有着无限的可能。

 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创作可以被收录进马来西亚音乐史上第一张由校方全力支
持与推出的专辑里。当初在写〈嘿！老歌〉这首歌时，就只是单纯地想把它当成
音乐会的一首主题曲，让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根本就没有想过它能去得那
么远。

 还记得在一年前，校长莫顺宗博士在IDo音乐社的活动上宣布“新纪元将有
一张属于自己的校园音乐专辑”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年后的今天，〈嘿！
老歌〉成功被收录进《起飞》这张专辑里，延长了这首歌的寿命，让它去得更
远、飞得更高、让更多的人听见，不得不感谢校长给予的机会及所有参与制作的
老师同学。当我把这张从无到有的专辑握在手里时，我相信它将会是我这一生最
光荣的事。2019年10月8日，这一天，我们终于起飞了！

歌手词曲人感言

“这一切，就像一场梦” 
谢惠媛（〈嘿！老歌〉词曲及演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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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15日，新纪元大
学学院联同富贵集团携手办理
的“新纪元生命教育学堂系列讲
座”正式推介启动。众所周知每
个生命，乃上天独一无二的创
造，皆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
此创造绝非偶然，而是需要我们
去体验和探索生命的美好和意
义。生命教育是21世纪极为重要
的心灵课程，新纪元大学学院与
富贵集团以“生命教育”为未來
的方向和宣导主题，连同爱长在
生命教育联盟其他伙伴单位携手
展开一系列生命教育推广活动，
以提升社会大众对于生命的认
识。配合这项活动，富贵集团在
吉隆坡富贵纪念馆举办一场别开
生面的推介礼，宣布展开《新纪
元生命教育学堂系列讲座》。

 出席推介礼的嘉宾包括了富
贵集团副首席执行长拿督斯里邝
耀丰，富贵山庄首席行销长拿汀
李姐䭲，本校莫顺宗校长、中文

系主任伍燕翎副教授，中文系助
理教授白伟权，国际教育学院院
长郑诗傧助理教授等等。富贵集
团副首席执行长拿督斯里邝耀丰
也与莫顺宗校长进行签署合约仪
式。校长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
中，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小水珠，
很快就被冲走。每一颗小水珠都
必须很努力，以在遇到激流、石
头，当阳光照下來时发出光芒，
化作彩虹。

 推 介 礼 结 束 后 ， 富 贵 集 团
为会众进行内部导览，希望消除
大家对死亡的恐惧感，坦然面对
终究会来临的死亡。死亡即是往
生，意味着往新的世界获得重
生。生命教育讲座教导您如何从
容不迫地看淡死亡，心平气和地
与家人商讨令自己称心如意的身
后事，走到人生尽头时不带走任
何遗憾。

新紀元生命教育學堂
系列講座正式啟動

 ■ 新纪元、富贵以及爱长在生命教育联盟的全体成员

左起：莫顺宗校长与富贵集团副首席执行长拿
督斯里邝耀丰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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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新紀元大學學院嘉年華
	 	 	 	 	 杨立杰、李伟详、陈诗晴	 																					

大会在YB许来贤（左四）及莫顺宗校长（右三）的带动下，以隆隆鼓声为大会开幕。右起为雪隆老友联谊会主席杨静来、新纪元大学学院理
事会主席叶观生。左起为新纪元校友杨谨华、筹委会主席吴振声、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李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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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大学学院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于
2019年10月13日盛大举办，本年度的主
题为“艺心艺意”，活动由本校理事会新
任主席叶观生、校长莫顺宗博士，副校长
（企业发展）李锦兴、雪州行政议员兼加
影州议员许来贤、公关与招生处主任吴振
声和雪隆老友联谊会主席杨静来等嘉宾主
持开幕。 

 2019年 “艺心艺意” 新纪元大学学院
嘉年华的举办，目的是为筹募新纪元大学
学院清寒工读暨学生活动基金。有别于往
年，本次嘉年华的节目更展现了我国多元
文化的特色，有马来西亚人民都不陌生的
马来鼓（kompang），以及印度鼓（India 
Drum）。新纪元“爱艺鼓”也尽了地主之
谊，配合着另两种不同民族的鼓声结合出 结合了三大民族特色的鼓艺表演

属于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鼓声，作为本次嘉年华
的迎宾节目。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任
杨靖耀老师表示，本次节目在各个方面都贯穿着 
“艺心艺意”的元素，鼓声之铿锵，雄厚而有力
量，象征我国三大民族团结的精神。

 本次嘉年华的节目除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
华族舞、二十四节令鼓、中华武术、扇子舞、棍
子舞之外，还有吸引人的马来文化歌曲。本校的
舞蹈社——“舞法舞天”也参与了本次嘉年华的
演出，带来了充满力度的韩风舞蹈。

 本校亲力亲为制作的《起飞》专辑中所收录
的歌曲也作为本次嘉年华的表演节目之一。莫
顺宗校长表示，随着新纪元大学学院原创歌曲
集《起飞》专辑的发行，“艺心艺意” 嘉年华也
能随之顺利起飞，为本校增添更多的色彩。 

 本次嘉年华共有62个摊位，摊位的种类多
样化，吸引了大批人潮前来。除了本校社团的参
与，也迎来了不少校外参与者前来摆摊，当中有
不少是参与过往年本校嘉年华的摊位。大家都为
华教不遗余力，在此次筹募本校清寒工读暨学生
活动基金的活动贡献出一份力，成功地为这次活
动筹募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基金。

《起飞》校园原创音乐专辑义卖

热心华教的社区人士为本次嘉年华义卖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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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五屆吳德芳傑出華文教師獎

 萬世師表  尊師重道
钟晓莹

	 																					

 为了鼓励与表扬优秀在职教师的贡献，吴德芳基金发起设
立“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由新纪元大学学院、吴德芳基
金与世界企业家联盟基金携手联办的“2019年第五届吴德芳杰
出华文教师奖” 颁奖典礼于2019年9月22日在吉隆坡冼都银星
宴会厅举办。

 本次颁奖典礼共设两项奖项，分别是“吴德芳杰出华文教
师奖”及“2019年度第四届李子松杰出行政人员奖”。获得
2019年度“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的得主分别是来自首邦市
力行华文学校的余秀蓉老师、美里中华公学的蔡田毓老师、吉
隆坡坤成中学的傅敏倪老师、北加国民中学的符爱梅老师及美
罗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的陆美婷老师；而获得“2019年度第四
届李子松杰出行政人员奖”的得主分别是槟城协和国民型华文
小学的罗月清校长、森美兰芙蓉中华中学的蔡亲炀校长以及雪
兰莪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的曾庆玲校长。 

 在本次的盛典中，新光记者有幸访问了此次颁奖典礼的几
位重要人物，分别为开幕嘉宾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国
会议员、杰出华文教师奖发起人丹斯里吴德芳博士，以及大会
主席莫顺宗校长。

新光縱覽



     2019年6月號 15    

新光燦爛

张念群副部长：教师的使命以生命影响生命

 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国会议员表示，华
文教育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透过系统化的教
育，以培育个人道德涵养、中华文化价值。老师犹如
培养人类素质的工程师，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
责。学生或许至今仍然不晓得谁是教育部长，但印象
最为刻骨铭心的往往会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老师。

 谈及设立教师奖的意义，Y.B.张念群坦言此奖项无
疑是给老师的一个肯定与鼓励；而她也期望日后此奖
项不仅仅局限于颁给华文老师，也可以颁发给其他科
目的授课老师，因为大家同样都是献身华文教育，他
们也应获得被肯定的机会。 

 Y.B.张念群也认为，杰出的华文教师除了以教学方
式反映出与时并进的教学理念外，不该墨守成规，认
为自己无需进步。时时提醒自己须活到老，学到老。
同时也不能忽略态度问题，对教育具有献身的精神是
必然的要素，不能太过计较自己付出多少以免将教育
公式化。

 

 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未来的展望，Y.B.张念群希
望未来的华文教育与世界接轨，以凸显掌握多种语言
的决心。随着中国崛起，中文在全国市场占有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因此，马来西亚须把我国多元的优势体
现出来，展现出对多元的包容。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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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吴德芳博士：华文教育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
灵魂

 吴德芳基金主席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表示，教
育是民族的根，而文化是民族的魂。保存中华文化需
要有华文老师，倘若没有华文老师，中华文化无法传
承下去。因此，老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此奖项
旨在奖励劳苦功高的华文老师，也希望将把他们的教
学经验与成果，分享到广大的教育圈子中。

 在评选方式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是先经学
校、董事会、家教协会、校友会以及同学的推荐后，
入选老师的备审资料交由专业的评审团进行审查。评
审团由一批具有高素质的学者、主任、大学校长组
成，以确保教师奖的公信力。

 最后，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希望更多人认识华
文学习华文，他说唯有同时掌握华文与英文的人，才
能够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应当加以保
存，并以此为荣。

莫顺宗：教育很重要  再穷也不穷孩子的教育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表示，老师不仅
仅是老师，他是传道者，亦是中华文化的引路人，引
领我们步入中华文化的殿堂。莫校长表扬道丹斯里拿
督吴德芳博士虽为一名企业家，却特别懂教育，他不
仅仅注重华小、独中，更不忽略国民型中学华文教学
的需求。

 据莫校长所述，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曾经从
事教育工作，具有文化素养。此外，他也重视中华文
化，还曾出版书籍。由于之前并没有肯定教师奉献的
奖项，因此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博士决定设立此奖以表
扬这些优秀的华文老师，俾使他们成为同道们学习的
典范和楷模。

 莫校长认为杰出的华文老师除了必须具备中文方
面的专业与学问，也要对中华文化有所认识。除此之
外，比起学问，人格更为重要，作为一位敬业乐业的
教师，首要条件是必须真心喜欢自己的教学环境，喜
欢自己的学生。

 谈及对于未来华文教育的展望，莫校长希望能
开拓更多新的机会让同学们出国留学。新纪元减轻学
生的负担，毕业生即便出国留学也无需承担昂贵的费
用。出国留学只为让学生发挥第二专长，学生们于学
习过程中善用自己懂得中文的优势，敞开胸怀，勇于
跨出去学习，纵使输了也将无怨无悔。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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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服员与酒店营运（双文凭）课程，将于2020年在新纪元技职与推广
教育学院正式起飞。

 为了使技职文凭课程项目更加多元，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与世
纪航空培训学院（Centuria Academy）将于2019年9月11日（星期三）在
新纪元中环校区签署合作协议，双方达成共识，于2020年1月正式开办航
空服务与酒店营运（双文凭）课程。

 当天出席见证签署合作协议者包括了雪州教育局技职科副科长Tuan Haji 
Amberin Bin Amin、雪州华文科督学王忠伟、乌鲁冷岳县教育局（中学-技职
组）官员En. Mohd Fitri Bin Omar、世纪航空培训学院的 Ms. Mayble、Ms. 
Shirley、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
长李泉氚助理教授、魏文地客座教授、招生处资深主任陈锦松、进阶技能
教育系主任颜建翔、技职教育副主任李应伦和学术联络官蔡游易。

 莫顺宗校长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新纪元技职教育学院至今增设了许多
的服务业科系，与业界接轨，并受到各界认可。雪州教育局副长Tuan Haji 
Amberin则表示，新纪元开办的空服员与酒店营运（双文凭）课程将为我
国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促进服务业领域的发展。

與業界接軌，新紀元開辦

空服員與酒店營運課程

黄义和、杨立杰

 世纪航空培训学院是我国最
全面且拥有丰富经验的航空培训学
院。学院代表Ms.Shirley表示，她
热切期盼报读此课程的毕业生能在
服务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展现优势，
并更快被多家航空公司吸纳，实现
环游世界的梦想；而新纪元技职教
育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也表
示，能与世纪航空培训学院共同合
办本课程感到非常荣幸。技职学院
也为本次课程搭建了仿照机舱的航
空教室，让学生有身历其境的学习
经验。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的“A380”终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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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AR航班
與世界接軌，
從新紀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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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都听过什么是VR（虚拟实境），甚至
曾经体验过VR。但除了VR，你有听说过AR吗？VR与
AR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AR 全名Augmented Reality，中文名称为“扩增
实境”。AR将真实的环境与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
在同个画面与空间，让两者同时存在，因此也被称为
混合实境。AR 多数借助某一些设备，例如摄像头，
来获得现实的影像。经过电脑技术、计算机系统处理
后，再叠加上虚幻的图像、文字、声音等。

 AR的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例如在工业、导
航、教育、游戏、工业、医疗、军事等。尤其在未来
的教育路途上，AR技术将会提升为教学工具之一，
代替以往传统式的教科书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学习
的兴趣与热情。

 现今手机和智能硬件越来越发达，几乎人人都能
享有这项科技，因此也加快了AR的发展速度。我们
在AppStore中已经可以找到很多AR类型的应用与游
戏，像是在2016年风靡全球的POKEMON GO。

 因应AR未来的发展趋势，新纪元电脑科学与资讯工
艺系也从基础起步，不仅通过教学网站与课外培训进行
教学，庄正伟主任也带领学生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进
行考察。该馆采用AR技术，让游览者能够与郑和拍照、
与视频进行互动，让整个博物馆更富生命力。

 除了探索与学习外，该系学生也通过不断创新的AR
应用程序，与到访者进行游戏及分享，其中包括SMK 
TENGKU IDRISHAH 与SMJK PULAU SEBANG工作
坊、IOI CITY MALL新春活动、新纪元大学开放日与升学
情报体验营。

 未来，AR将更迅速地发展，并更贴近我们的新纪元
生活当中，甚至会在每个行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希望能以更多的方式，将更先进
的科技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与郑和合影

 ■  与宝贝小精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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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與推廣教育學院

洪荔琴同學榮獲
Spritzer Eco Art Challenge

冠軍！ 
潘子微、陈欣勤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多
媒体与商业设计课程的学生洪荔琴
参加了由Spritzer矿泉水公司举办
的矿泉水瓶环保设计比赛（Eco Art 
Chal lenge），并在比赛中获得冠
军，赢得奖金6,000令吉。她同时也
得到在Spritzer公司实习的机会。此
外，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也
在该比赛中获得了最佳大学（Best 
University of Eco Art Challenge）
的殊荣。

 荔琴同学表示创作的灵感是来
自于路人的圆形编织包。有别于市
面上多数以草、羊皮、毛线及棉线
为材质的编织包，荔琴的作品是利
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塑料水瓶制作
而成，不止响应环保，同时也提倡
废物循环利用的风气。荔琴表示，
参加比赛只是为了获取经验，未曾
想过会得奖，因此她也非常感谢师
长的指导及亲朋好友所给予的支持
与鼓励。

左起：技职教育系主任李应伦、洪荔琴同学、新
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李泉氚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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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校級與院級優秀生名單

             2018年5月
                  校级优秀生名单

中文学士课程 陈建发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陈慧仪

                  院级优秀生名单

一、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许家宝、 何莉莉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李兴权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李佳穅

二、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王玮麟、 叶桂婷、 陈晓慧、 宋莹莹、 叶柔斈、 黄詠诗、 辜燕锫

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  郭乙霓、 郑晓雯

中文学士课程： 张雪儿、 林恩彤、 许愫庭、 陈慧欣、 苏琬婷、 黎慧盈、 蔡晓娟、 廖心
瑜、 李沚暄、 刘慧怡、 李毓琪、 梁馨元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李佩雯、 萧依雯、 谭子萱、吴思颖、黄紫芊 、黄巧卉

三、媒体与艺术学院

1.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 (2+2)：  陈安琦

           2018年9月
                  校级优秀生名单

中文学士课程 丘凯文、 梁馨元、 苏琬婷、 陈建发

                 院级优秀生名单

一、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许家宝、 何莉莉、 何杰荣

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程： 李振豪、 李圣欢、 吕正泉

二、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廖丝意、 杨紫萦、 刘镁仪、 宋莹莹、 叶桂婷、 陈苛君、 林洁莹

中文学士课程： 陈慧欣、 李毓琪、 刘慧怡、 黄义斌、 张嘉文、 张雪儿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吴思颖、 黄紫芊、 陈慧仪、 萧依雯

三、媒体与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 (2+2)： 覃汇芝、 陈雁雁、 陈安琦、 邓敏仪、 王馨忆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陈佩宁、 蔡惠妮、 方欣慧 、李善仪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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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
                  校级优秀生名单

中文学士课程 丘凯文、冯维宣、苏琬婷、林千惠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杨紫萦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黄紫芊、林家明

                 院级优秀生名单

一、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何莉莉、钟嘉美、许家宝、陈丽芹、王贵真、江婉媚、钟艾琳、黄嘉琪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陈静妮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刘腾宇、朱章豪、张颖异、张恺文、徐志文

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程：  李振豪、 李圣欢

二、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辜燕锫、陈芳芳、刘镁仪、钟桧沁、林洁莹、王玮麟、宋莹莹、陈晓慧、
吴莉温、郑淑铃

中文学士课程： 李沚暄、林恩彤、许愫庭、黄诗茵、陈慧欣、梁馨元、莫尔、姚凯雄、廖
珂盈、林欣慈、马俊泓、张淑钧、范明诗、叶荣添、丘芷绮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林秀静、吴思颖、萧依雯、卢修妍、陈慧仪、谭子萱、李佩雯、黄巧卉、
林欣铭、李智勋、刘绮婷、陈荟茗、刘姝伶、林嫚玲、秦宝欣

应用华语教育学士课程： 邓琳、黄静盈、郑晓雯、郭乙霓、许雪薇

三、媒体与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学士课程 (2+2)： 陈安琦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蔡丽珠、梁瑜玲、李善仪

评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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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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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紀元師生榮譽榜

新光燦爛

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林凯轩
美术与设计系视觉传（荣誉）
学士课程   
 

入围决赛
(My Tiger Values Art Competition)

Maybank Foundation

方欣慧, 
美术与设计系视觉传（荣誉）
学士课程

2019国际新锐新创设计大赏
(The Winner for Hotel Management Category）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国际
学院

冯凯贤
美术与设计系视觉传（荣誉）
学士课程 

2019国际新锐新创设计大赏
(Recreational Activity Category）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国际
学院

林玉婉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2019年第二届绘本讲故事比赛：冠军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郑淑铃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2019年第二届绘本讲故事比赛：亚军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马锦钰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2019年第二届绘本讲故事比赛：季军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林雯欣
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2019年“新纪元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李明晟
多媒体与商业设计高级文凭
技职课程 

“Unleash Your Creativity” Video Contest 
个人参赛大奖 

Jet Master & 2Cents

李婉欣、林挺望、罗彬凯、
刘振升 
多媒体与商业设计高级文凭
技职课程

 “Unleash Your Creativity” Video Contest 
团体组安慰奖

Jet Master & 2Cents

洪荔琴
多媒体与商业设计高级文凭
技职课程  

1. Spritzer’s Eco Art Challenge –  第一名
2. 最多观众投票奖
3. Best University of Eco Art Challenge Art Spritzer

Spritzer

苏琬婷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第五届新曦国际中文学坛：优良论文《汉英味觉
词“甜”和“sweet” 对比》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丘凯文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第二届海鸥青年文学奖：评审奖《忘情谷》 海鸥集团

第二届天行健中文大奖：首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第五届新曦国际中文学坛：优良论文《论李碧华改
编电影中香港意识的承袭与消解——以〈胭脂扣〉
与〈霸王别姬〉为例》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给天空的诗》诗歌创作比赛：入围奖《伤城》 耳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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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梁馨元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花踪新秀文学奖新诗组：首奖 星洲日报

花踪新秀文学奖散文组：入围决审 星洲日报

瑞玉杯忆良师散文奖：首奖 星洲日报、学海周刊

双溪龙拉曼大学2019已亥年挥春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拉曼大学

己亥年 Spectrum Shopping Mall 挥春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Spectrum Shopping Mall

2019己亥年锡米山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万宜国州议员、加影第八
区市议员办公室

2019己亥千人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星洲日报、新纪元大学学
院联、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双溪威新村2019年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双溪威新村发展暨治安
委员会

天行健中文系杰出表现奖：优秀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起飞校园歌曲词曲创作比赛：《乐园》 新纪元大学学院

起飞校园歌曲词曲创作比赛：
《用青春的长度high一首歌》

新纪元大学学院

张佩珊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双溪威新村2019年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双溪威新村发展暨治安
委员会

2019己亥年锡米山挥春比赛：公开组优秀奖 万宜国州议员、加影第八
区市议员办公室

己亥年 Spectrum Shopping Mall 挥春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Spectrum Shopping Mall

2019己亥千人挥春比赛：家庭组冠军 星洲日报、新纪元大学学
院联、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1 Shamelin Mall 2019年挥春比赛: 公开组鼓励奖 1 Shamelin Mall

天后宫己亥年全国挥春比赛: 大专组入选奖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第20届潮青全国学艺比赛: 公开组对联优秀奖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青年团

第20届潮青全国学艺比赛: 公开组硬笔优秀奖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青年团

第28届全国潮青华文硬笔书法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青年团

大智图书馆佛诞书法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吉隆坡大智图书馆

陈金火杯全国书法公开赛: 安慰奖 雪兰莪帝沙再也华文小学

Atria Shopping Gallery中华书艺大赛: 
公开组小楷 优秀奖

Atria Shopping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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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
東南亞研究

的重鎮
              
     

 在上一期的专题当中，我们报导了20周年分水岭
上的新纪元，本期专题，我们翻越20年的山脊，迎向
未来。在未来的路上，新纪元虽然不见得能够享有国
家资源的挹注，有着规模宏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将
善用自身的优势，发展出具有专业特色，小巧而精美
的大专学府。新纪元位在东南亚的核心地区，这里是
中国传统中所谓的“南洋”，同时也是马来民族认知
上的“Nusantara”，有着丰富而多元的文化，本校
亦镶嵌于东南亚华人社会之中，与社区紧密结合。倚
靠着这样的环境与社会优势，将新纪元打造为东南亚
研究的重镇，正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近年来，我们致力于朝着此一大方向铺路，因此
可以见到东南亚学系于今年九月开课、研究生院的成
立、杨进发毕生东南亚研究资料落户我校陈六使图书
馆、汇聚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学者的世界华文教育论坛
以及华人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事迹都是本期
专题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本期专题也收录了一篇
与东南亚华人研究有关的学人随笔，即戴渊博士对于
吧城公馆档案的研究心得。

 打造东南亚研究重镇是我校迈向大学之路的重要
规划，同时也是新纪元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基础，
对此，我们步步为营，追求卓越！

專題 / 東南亞研究在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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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大學之路的新里程碑:
新紀元研究生課程正式開辦！

赖苾君

 2019年9月21日是新纪元大学学
院充满纪念意义的日子，因为本校在
大学教育的路上又迈进了一步。筹备
已久的硕博课程，终于在今日正式启
程！硕博课程的开办，说明了本校的
师资优渥及专业，同时展现了我校在
教育路上的马不停蹄的追求。

 莫 顺 宗 校 长 在 开 课 礼 致 词 中 表
示，硕博士班的开课实属本校办学的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研究生院黄永宝
院长说到，该院将遵守着多元开放、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以及保持卓越的
三大原则，带领研究生院继续前进。
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副教授以及东南亚
学系主任廖文辉副教授分别介绍了33
位新生，并且感谢大家选择、并报读
我校硕士以及博士课程。 

 新生代表发言分别由陈建发先生
和张吉安先生完成。陈先生表示，他
的研究范围是华人研究，他希望能够
发现问题并解决。张吉安的研究范围

则锁定于茨厂街，他希望尽可能保存
茨厂街的面貌，并引起民众对老市区
的历史重视。

 新纪元首推的硕博课程为中华研
究以及东盟研究硕博士课程，分别隶
属中国语言文学系以及东南亚学系。
本校的研究生课程的指导导师分别有
莫顺宗、文平强、李锦兴、黄永宝、
伍燕翎、廖文辉、郑诗傧、郭思韵、
王淑慧、王睿欣、白伟权、廖朝骥、
林素卉以及黄薇诗。

 恭喜我校新纪元大学学院，以及热
烈欢迎诸位报读本校硕博课程的学生。

 您的梦想，在新纪元起飞！

 ■ 研究生院黄永宝院长致辞

 ■ 指导教授与学生交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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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研究生院
打造東南亞研究重鎮

罗骏慧整理

 新 纪 元 大 学 学 院 新 设 立 的 研 究 生 院
（Graduate School）旨在提供有利的教学研究
环境，蓄积研究能量，以为新纪元迈向大学之
路做好准备。研究生院将充分利用新纪元大学
学院在中文以及社区融合方面的丰富传统底蕴
作为发展方向，并配合教职员的专业及研究热
忱，以期加强研究生在进行研究以及后续求职
道路上的竞争力。因此，研究生院是一个与大
学本科教育相辅相成的教学研究中心，期待研
究生能在专业的督导下，开启充满挑战的研究
旅程。

 为打造优良的研究环境，新纪元还拥有
着足以支持研究生专业研究的陈六使图书馆。
馆中吸纳了丰富的中文馆藏资料，以及一些知
名学者所捐献的东南亚华人研究文献特藏。往
后，图书馆将继续征集、补充各方面权威性的
馆藏，如英语方面的书籍资料，以在加影地区
建立一个专业、多元语言的东南亚研究重镇，
这些研究材料除了提供本校研究生使用之外，
也开放给其他研究者以及一般社会大众。

研究生院标志的故事

 研究生院标志是由本校美术与设计系
讲师傅德发（Ambrose Poh Teik Huat）
所设计。其设计理念是一个从上往下看的
金字塔，所见到的是一个三角体以及它的
尖端，象征着该机构追求研究卓越的企图
心。同时，两个三角体就像是由NEUC提取
出来的“N”字母，“N”代表的是新纪元
大学学院“新精神，新思想，新时代”的
主张。“N”字母所使用的绿色，则是本校
的代表性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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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新紀元研究生課程正式開辦！

汤美珍、廖思芩

 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是新纪元大学学院近两年来设立
的学院，目的在于开办研究生课程并培养博、硕士研究人才。本校
也在今年9月迎接了第一批博、硕士研究生。自研究生院设立以来，
外界对它的了解并不深。为了解开它神秘的面纱，新光记者汤美珍
与廖思芩有幸在2019年10月18日的午后与研究生院院长——黄永宝
教授（Prof. Diana Wong Ing Boh）进行了一次有深度的访谈。

何谓“学术研究”？

 黄永宝院长：研究是解
决问题与不断思辨的过程。
因此，研究生进行研究时应
敞开心扉、多与他人沟通，
并接纳不同于己的论点，才
能迸发出新的想法。对我而
言，中小学与大学最大的不
同 之 处 在 于 前 者 属 于 单 向
式的教育实践，而后者不仅
需要教育，也需来自师生之
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
互动交流。

 

 
 大学是一个学术社群，
这个社群包含学生，有研究
潜力的学生。资深学者有义
务拉拔新生代。这是延续大
学教育，深化，建立大学的
格局。除了沟通，多元化也
是至关重要。钻研固然好，
但接触多元事物可以给研究
生 带 来 更 多 不 一 样 的 可 能
性，能让研究生的视野不再
局限。这也符合本校“多元
开放”的办学理念。

黄永宝教授 简历：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研究员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副主任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副教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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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为何需要设立研究生院？我
们研究生院的优势在哪里？

 黄永宝院长：一所大学不应
该只是将教育停留在仅仅是“教
学单位”的格局，同时更应当配
合研究，尚称得上是一所大学。
因此，研究生院的筹备对于即将
升格为大学的新纪元大学学院而
言，势在必行。

 环 顾 全 马 ， 许 多 研 究 生 课
程都不见得办得有十分优秀。因
此，我希望新纪元研究生院可以
秉持着注重质量多于数量的理念
继续经营。受限于我们的规模格
局，研究生院目前无法像新加
坡、香港、欧美等地的机构一样
拥有各项丰富资源，从而成为全
球的顶尖大学，但能肯定的是，
本院将掌握本身的在地、跨文
化、跨领域的优势，做到小而精
致，犹如精品旅店那般精美。

您对研究生院的未来发展有什么
期许？

 黄永宝院长：我对研究生院
的期许可以分成以下三各部分来谈

第一：追求卓越
 我希望研究生院的学术研究
能犹如该院的标志（金字塔未及
其顶峰的鸟瞰图），虽然未及

我们理想中的卓越，但是不断
追求卓越。期望从这里毕业的
研究生不仅获得一纸文凭，也
将学有所成。

第二：回馈社区
 新 纪 元 作 为 华 教 机 构 ， 长
久以来就有着与社会紧密结合的
优良传统，我期望研究生院未来
能继续与社区紧密结合，回馈社
区，这也符合新院“源自社会，
回馈社会”的办校理念。

第三：善用地域优势
 研究生院的两间会议室分别
以“南洋”以及“NUSANTARA”
来 命 名 。 “ 南 洋 ” 是 我 们 华
人 社 会 所 熟 知 的 东 南 亚 ， 同
时，“NUSANTARA”则是马来
民族对于东南亚的认知。我希望
通过会议室的命名来创造一个符
合研究生院多元视角的符号。
钻研固然重要，但多元化更能
开拓研究生的视野，从而激发
更多的可能性。身处马来西亚
的研究生，应当利用本地位居
文化与交通十字路口的地理优
势，从而发展具有在地特色的
东南亚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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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下旬，新纪元大学学院迎来了升格以
后成立的第一个新科系——东南亚学系。东南亚学系
隶属于本校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并在3月中旬正式委
任系主任。

 东南亚恰好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范围内，同时台湾
也提出新南向政策，益发凸显东南亚在国际社会的重要
性。目前中国不少南部沿海的院校都成立以东南亚为研
究对象的科系，甚至还有东盟学院的成立，其发展可谓
方兴未艾。目前在马来西亚仅有国立的马来亚大学开办
以东南亚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课程，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
亚学系作为马来西亚第一所开办以东南亚为研究对象硕
博课程的私立学校，我们开拓了另外一条培养区域研究
人才的管道，为国家培养相关人才做出贡献。此外，我
们也招收国际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也为马
来西亚成为区域教育中心付出努力。

近年研究方向与成果

 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成立之初，研究经
费较为匮乏，研究人员不足，为此只能尽其所能发挥
我们的长处，充分使用现有资源。目前的研究重点
只能以东南亚华人研究为中心，尤其是马新的华人研
究，这是目前国内英文源流东南亚学系较为不关注的
领域。马新华人研究是校内人员的研究核心，也是较
有成果的部分。同时，不论在资料和文献的取得上，
或者是田野的接触上，我们也占据在地的优势。在学

生选题上，鼓励以此为方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的努
力，假以时日，除了收获丰硕的成果，将会逐渐形成
一个研究团队。

 由于新纪元大学学院是由华社发起并共同努力建
设的华人高等学府，华人研究在我校有其传统，从建
校以来就设立研究中心进行相关的研究，出版学报、
专书和文献，并积极主办和参与国内外研讨会，广泛
交流，逐渐形成一个研究规模。我们主要的成果有如
下几项。

 首先，对马新学术史的研究和文献整理。马来
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辉分别出版《马新史学
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
海：三联书店，2011）和《许云樵评传》（新加坡：
八方文化出版社，2014）等著述。此外也编辑出版《张
礼千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并同马来
西亚创价学会耗时12年出版23巨册，约七八百万言的
《许云樵全集》，堪称马来西亚目前最庞大的全集出
版。接着《叶华芬文集》也已经准备就绪，在不久的
将来也将面世。     
     
 其次，地方研究的推动。村镇研究在马来西亚至今
仍属一块较为空白的领域，有待努力的地方不少。为此
在2012年，我以彭亨内陆的新村直凉为试点，进村采
集资料，以中国的方志学为基础，尝试做出一个具有马
来西亚在地特色的方志。2013年，在村民的配合努力

新紀元大學學院

東南亞學系發展的新願景
              
     廖文辉副教授

东南亚学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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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终于以“马来西亚方志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了《直
凉华人志》（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此书出版
后，华社开始注意地方研究的重要，相关的文献和研
究成果也陆续出版。为此，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再接
再励先后出版《走进巴生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
村庙宇文化初探》（2014）、《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
迁与整合，1855-1942》（2015）和《雪兰莪吉胆岛五
条港村之渔村产业与社会文化变迁》（2017）等系列
丛书，是国内村镇出版品的第一套丛书。2016年，
我们与华侨大学合作共同研究村镇，两校联合主持“闽
籍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发展学术工作坊计划”，拣选
了柔佛东甲、雪兰莪班达马兰新村和五条港、槟城日
落洞、砂拉越老越等村镇为研究对象，先后在华侨大
学、马来亚大学、砂拉越华人文化协会和新纪元学院
召开了五次大小不等的研讨会和工作坊，这些成果将
会在不久将来刊行出版。未来，这也会成为我校硕博
收生重点培养的方向。

 第三，华人民俗文化研究的努力。长久以来我
们皆以高层文化来理解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实际上华
人民俗才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核心，在这样的认知
和理解上，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推动华人民俗文化
的研究，在2015年开始主办两年一次的“马来西亚
华人民俗研究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冀
望形成马来西亚民俗研究的传统。目前已经出版有
《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学
院，2017）和《2019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
集》（加影：新纪元学院，2019）。

 第四，民间历史文献的蒐集。马来西亚的史学乃
至华人研究，除了少数几位民间文史工作者，一般皆
以传统文献切入，学者下乡采集文献资料的风气是近
几年才慢慢形成风潮，故此民间历史文献的采集和研
究工作仍属起步阶段，仍需多加努力。事实上，不少
地方上的人士，也逐渐意识地方文献整理和保存的重
要，并进行了简单的编辑和出版，但类似的出版存有

不少局限和不足。民间历史文献的重要在于可补传统
文献在华人研究上的空白和不足，因此我校将培养研
究生使用民间历史文献，尽早“预流”，为华人研究
打开一条新路向。假以时日，在大量民间历史文献的
加持下，马来西亚的华人研究必能大放异彩，打开全
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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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思考，放眼世界

 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效应下，马新恰好位处
东南亚的中心，是东西交通的枢纽，战略位置价值明
显，相关的国际关系和现代政经课题也是东南亚学系
未来可以发展的重点之一。这也是我系目前可以极力
发展的另一研究方向，在不久的将来，相关学者的引
进将是本系的重点之一。

 东南亚学系本着“在地思考，放眼世界”的办
学理念，提供多元的课程设置，也安排了来自不同背
景与学科专业的师资，例如从本地、台湾、中国、英
国、德国所训练的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教育
学、文学等领域背景的师资，致力于为各相关领域培
养兼具在地与环球视野的专业人才。

 东南亚学系目前开办东盟研究硕士与博士的研究
生课程。东盟研究硕士课程主要聚焦于东盟及其成员
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安全、教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
发展与整合相关课题；东盟研究博士课程研究范畴较
广，除了东盟相关课题外，也关注东南亚内部多样丰
富的历史、族群和语言文化，以及人口趋势、教育发
展、环境复杂性等相关课题。

 对东南亚的研究，这百余年来经历了几个发展
阶段，从印度殖民论到印度化，进而提出东南亚自主
发展，有其主体性和完整性，同时也经历了欧洲中心
论到亚洲中心论的历程。近来由于一带一路的效应，
东南亚研究炙手可热，现今东南亚也是区域研究和国
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之一，可见在研究发展上东南亚研
究不仅与时俱进，并且推成出新。当然，无法否认的
是，东南亚研究目前仍然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中国近
二三十年正在迎头赶上，缩短差距。作为东南亚一份
子的马来西亚将这方面的工作做好，更是责无旁贷。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未来的三年，我们
将逐步把如下几项工作建设起来。第一，成立三个研
究小组，即历史与民俗研究组、经济地理与社会研究
组和当代中国研究组，分别由廖文辉、白伟权和廖朝
骥担任组长，以便推动与东南亚相关的研究工作；第
二，举办马来西亚的东南亚年会，以一年研讨会一年
小型论坛的间隔形式来进行，以促进相关领域研究单
位的合作和加强学者间的交流和联系；第三，创办国
际关系或东南亚研究的相关中英文学报。第四，定期
举办学术讲座，以掌握最新的研究成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后，让我们立足本土，
胸怀世界，兼容并蓄，希望有志一同者加入，共同耕
耘开发。

注：部分图照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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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研究重要史料落戶新紀元：
楊進發書庫揭幕

 2019年3月31日，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
举行了“杨进发书库”揭幕礼。该书库主要收藏了杨
进发博士毕生的研究材料，当中包括了第一手的文献
史料，如《华人事务月刊(1931-1939)》（Monthly 
Review of Chinese Affairs）、《马来亚政治情报
简报(1922-1930)》（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殖民地行政会议文件（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解密档案
（Declassified Documents）等，以及许多的二手文献
材料，如中英文书籍、论文等，这让该书库成为了研
究马来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与制度史的典藏重镇之一，
丰富了马新华人社会和马新政治史的研究史料。

 杨 进 发 博 士 于 1 9 3 7 年 生 于 马 来 亚 雪 兰 莪
州。1950年进入吉隆坡尊孔中学就读，自中学毕业
后,杨进发先生便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修读历史系，而
后于1961年后荣获奖学金，远渡重洋到澳洲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深造，并在1966
年取得博士学位。杨进发博士早年以研究马新战前华
人社会著称，其1977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战前星华社
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著作，获得了学界的关注；此
外，杨进发博士也从事关于马新华侨领袖和马新政治
史的研究工作。并且也致力于对新加坡先驱人物陈嘉
庚的研究，对于陈嘉庚研究，曾发表多篇相关论文与
著作，如1986年出版的《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
成为了东南亚华人领袖研究的经典著作。

 此外，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
学史料中心举办的系列主题讲座之一：《吧城公馆档
案：从印尼华人历史文献的典范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遗產的保护与开发》，邀请了与杨进发博士同是南大
校友的戴渊博士前来主讲。讲座中，戴渊博士分享了
关于荷兰莱顿大学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和贡献、新加坡
大学图书馆的华文报章收藏、香港民间组织“长春
社”保护华人文化遗产的自觉性，以及新西兰政府与
华人社会对恢复华人历史记忆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等
等。在讲演中，戴渊博士强调了保护和开发华人历史
文献、历史建筑、历史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
义。会上，戴渊博士感叹，大马华人社团并未足够重
视华社文献保护与典藏，以致许多重要文献已流失。
若要适当保存华社文献，则得先寻觅合適典藏地点及
培训大量文献管理人才。否则，即使投入再多财力也
无法有效维护历史文化。

 在讲座结束前，戴渊博士强调：“华人文化遗产
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私有财产，我们提倡华人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开发，不仅是为了保存和丰富华族文化，
同时也要对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作出贡献，推进马来西
亚文化与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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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10日，从悉尼传来的
噩耗，杨进发博士于澳洲悉尼疗养院
去世，享年82岁。我因为参与杨进发
书库的筹备工作及协助分类他捐赠的书
籍、原始资料的工作，得以对先生的著
作、研究及晚年的生活有一些理解。

 杨 进 发 博 士 自 南 澳 佛 林 德 斯 大
学（Flinder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历史系荣休后，就一直长居
阿德莱德（Adelaide）。杨先生单身独
居，以书信及电话座机与外界往来，闲
时偶尔与学界好友几人搓牌。杨先生在
大学主要教授东南亚史及中国近代史专
题。先生自序言“除了教学与研究工作
之外，课余兴趣包括了中国古体诗的创
作与欣赏，从浩瀚的中国古典诗词中寻
找精神文明。”在杨进发书库中，就有
一批杨先生的手抄诗稿。除了先生自己
抄录的前人诗句，他自己也创作旧体诗。
这批诗稿有些发表在报刊，手稿则收纳在
相册或手抄本子上，本子上还贴上剪图，
相映成趣。杨先生在1981年《旅澳十年
有感》写五律一首：“春风哪里来？满
树梅花开；堂前杨柳嫩，相唔又十载；
年来何所学？短发已苍然；旅澳常怀
旧，烟雨云北天。”

 杨先生的成名作是1984年由牛津出版社
出版的《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1981
年他在伦敦皓首穷经苦读档案时，曾作
七绝一首《伦敦咏志》：“朝进邱园拓
殖荒，暮返寒楼索句忙；风雨料峭自徐
行，三点两滴苦愁肠；谁不羡风中劲

草？谁不恋雪里温床？此生壮志何时
酬？著书立说读华章。”随着1990出
版《国民党在英属马来亚的活动1912-
1949》、1992年出版《英属新加坡时期
华人社会领导层及权利》及1997年出版
《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此四书相
映成辉，已是我们研究战前华人社会政
治发展的经典著作。

 阿德莱德气候干爽，适合藏书，杨
进发先生捐赠的书刊、资料、剪报及手
稿等大多状态良好。2019年3月30日，
前后筹备大约有1年之久的“杨进发书
库”，在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
正式启用。这是杨先生生前的其中一
个愿望，他希望将多年研究所用到的
书籍、原始材料捐赠给马来西亚的大学
院校，以回馈马来西亚的学术社群。
这批中英文书籍总数接近4200册，英
文书为主的藏书都已经全部编目进入书
库中。此外在杨博士捐赠的50箱的原
始资料中，有大量英殖民时期的外交部
（Foreign Office）、殖民部（Colonial 
Off ice）的解密档案的副本及微缩胶
卷、他个人收集的剪报、访问记录等。
这批珍贵的原始史料，官方档案将能继
续引导研究者开发更多研究的题材。

（本文原载于2019年10月19日《中国报》 “记一

忘二三” 专栏）

記楊 進 發博士二三事
        
              廖朝骥高级讲师		

  媒体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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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城公館（吧國公堂）檔案

 吧城公馆原名吧国公堂。吧城或吧国指的是荷属
印尼首府巴达维亚，也就是今日的雅加达。吧城公馆
是荷兰统治印尼时期由荷兰当局委任华人官员治理吧
城华人事务的机构。1619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巴
达维亚开始建立殖民统治，次年委任苏鸣刚为华人甲
必丹，负责管理吧城华人事务，由此开启华人官员制
度。从1620年起到1942年为止，这个制度在吧城维持
了三百多年。随着荷兰扩大印尼各地的统治范围，华
人官员制度也扩展到其他地区。1740年，巴达维亚发
生著名的“红溪惨案”，城内六千名华人居民被荷兰
军队杀害，华人甲必丹连富光也被荷兰当局拘捕、施
加酷刑和流放，华人官员制度停顿了两年。1742年，
荷兰当局感到华人官员制度仍然不可或缺，因此重
新委任吧城华人甲必丹，同时拨出华人区内的一块地
皮，让华人甲必丹在此设立办公场所，这个办公场所
称为“公堂”，吧国公堂名称由此而来。因此，1742
年成为吧国公堂的起始年代。从1742年到1942年，吧
国公堂作为管理华人时务的机构连续存在两百年。

 

 ■ 20世纪的吧城公馆

吧城公館（吧國公堂）檔案：
印尼華人歷史文獻的典範
               

戴渊博士

專題 / 東南亞研究在新紀元			



     2019年12月號 35    

 1837年，荷印当局委任华人甲必丹陈永元担任玛
腰，从此华人官员分为三级：玛腰 （Major）、甲必丹
（Kapitan）、雷珍兰（Lieutenant），这些官衔都是
军衔。吧国公堂就是由三级华人官员加上一两位秘书
组成。1902年，吧国公堂有一位玛腰、4位甲必丹、5
位雷珍兰、两位秘书。吧国公堂作为官方委任的华人
治理机构，日常工作有以下几个部分：（1）公堂开
庭审理华人案件，包括经济纠纷、婚姻诉讼、治安案
件、市民投诉。（2）管辖吧城各区华人区长的工作。
吧城分为若干华人区，1910年约有22个华人区、22位
华人区长。（3）华人婚姻注册。（4）管理华人寺庙
和坟场。（5）资助华文学校和贫苦学生。（6）新客
入境登记和华人户口统计。（7）华人区内种痘、防疫
注射和卫生事宜。（7）传达荷印政府的法令和指示，
协调政府与华人社会的关系。

 

 

 吧城公馆档案是迄今发现最大的海外华人历史文
献档案。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体量巨大，原来
总共有一千多册。（2）档案覆盖的时期较长，从1772
年起至1970年止，总共约有两百年。虽然吧城公馆作
为治理华人机构的功能到1942年为止，但吧城公馆
在二战之后任然继续存在，所以它的档案一直延续到
1970年。（3）书写文字以中文为主，但也有马来文与
荷兰文的记录。中文记录中使用大量荷兰语和马来语
的音译词，还有许多闽南方言和俗语。（4）档案全面
覆盖吧城公馆所有工作和管辖领域，反映荷印政府统
治时期巴达维亚华人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成为研究当
时华人社会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迄今为止，已经上网的吧城公馆档案，共有十一
个部分。笔者现在介绍其中几个部分。《开吧历代史
纪》是一部关于吧城公馆历史的记载，许云樵教授曾
经发现这份史料，而且在《南洋学报》上刊登。《公
案簿》是吧城公馆档案的主要部分，占全部档案的四
分之一。《公案簿》记录吧城公馆审理华人案件的全
部内容，从案件记录中可以获得许多关于华人社会、

 ■ 玛腰陈永元

 ■ 吧城公馆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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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风俗习惯的信息，为研究印尼华人社会经济历
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从婚姻诉讼可以看出，许
多离婚诉讼是女方提出的，男方提出的某些诉讼涉及
女方红杏出墙的指控，可见印尼华人妇女可能比当时
中国妇女享有较大的自由和社会空间。在法律适用方
面，吧国公堂早期在审理案件时主要依据大清律例和
中国民间习惯法，后期逐渐向荷印法律过渡，兼容两
种适用法律体系。

 《成婚注册存案簿》登记巴达维亚华人从1772
年到1919年的结婚登记细节，包括新郎新娘姓名、
年龄、住址、结婚时间、男女双方证婚人、媒人等细
节。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华人婚嫁的若干特点，
例如婚嫁普遍依靠媒人，许多结婚男女的年龄差别较
大。这套文献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它记载了当时巴达
维亚华人的中文姓名，使学者能够对照荷兰文报章和
马来文报章中刊登的罗马字母拼音的华人姓名，从而
确定他们的身份。

吧城公馆档案的抢救、转移、整理与发布过程

 吧城公馆档案逃过1965年到1998年印尼华人遭遇
的浩劫，成为印尼华人硕果仅存的重要档案。然而，
印尼仍然存在汹涌暗流，它的安全仍然没有保障。此

外，印尼华人社会当时对它并不重视，许多华人甚至
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而且印尼华社缺乏保护和整理这
个档案所需的技术与专业条件。它被放在一个旧仓库
中，不少文件已经损坏；如果不加以抢救，这套稀世
之宝可能最终消失。

 1994年，莱顿大学的包乐史教授（Prof. Leonard 
Blussé）来到雅加达出席一场演讲会，当时他还以
为吧城公馆档案已经在日本占领时期毁灭了。演讲会
后，印尼华人学者欧阳春梅女士（Myra Sidharta）悄
悄告诉他，吧城公馆档案还在，而且可以带他去看。
欧阳女士带领包乐史教授去看一个旧仓库，仓库看门
人是吧城公馆最后一位秘书的儿子。看门人用钥匙开
启生锈的门锁，打开残旧的大门。进门一看，包乐史
教授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桌子上和墙壁书架上都
摆满文件，其中许多已经非常破烂，地上有老鼠跑来
跑去，屋顶有水滴下来，吧城公馆档案显然已经到了
非抢救不可的地步。雅加达华社有关人士和包乐史教
授商议之后，决定把吧城公馆档案全部捐赠给荷兰莱
顿大学图书馆。包乐史教授在台湾大学曹永和教授协
助下初步筛选这批档案，把残破不堪、不能修复的文
件抛弃之后，剩下的档案还有600公斤。

 1995年，吧城公馆档案运到荷兰，暂时放在莱顿
大学汉学院图书馆，开启长达22年的整理、编辑、注

 ■ 《公案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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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发布过程。荷兰的华人热心人士发起组织《吧城
公馆之友》，为浩大的档案工程筹措资金。荷兰的华
侨华人踊跃捐输，许多志愿人士积极参与筹款。林和
瑞先生为此奔走呼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吧城
公馆之友》还获得日本丰田基金会的赞助，终于获得
充裕的资金。同时，荷兰国家图书馆提供专业技术支
持，做好整套档案的修补和保存工作。2003年，他们
完成了档案的微缩胶卷拍摄工作。此后，全部档案的
电脑扫瞄也宣告完成。此外，包乐史教授还组成一个
专业档案整理工作小组。 在他的领导下， 成员包括从
厦门大学请来的吴凤斌教授、莱顿大学毕业生陈萌红
博士、秘书林和瑞先生对档案文件进行清查、整理、
分类、编目。

 包乐史教授还组成一个莱顿大学和厦门大学联合
编辑部，负责吧城公馆档案的注释、编辑和出版工
作。编辑部包括莱顿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教授学者，其
中有包乐史教授、吴凤斌教授、陈萌红博士、聂德宁
教授、袁冰凌博士、法国汉学家苏尔梦女士，还有其
他专家学者。编辑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吧城公馆档
案进行注释，这就需要各种语言和历史人才的配合。
吧城公馆档案中使用大量荷兰文、马来文和闽南方言
的音译词汇，还有大量关于荷印政府机构的名词，不
经过注释，读者阅读就会有困难。此外，档案原文属
于旧式中文文体，没有标点符号，编辑部把经过注释

的所有文件都加上标点符号。经过长期努力，编辑部
把编辑成果交给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厦门大学出版
社在日本丰田基金会和曹永和文教基金会的资助下，
总共花了15年时间出版了《公案簿》全部内容，总共
15册，2012年还出版了《雅加达华人婚姻  - 1772-
1919年吧城唐人成婚注册簿》，编辑部的工作至此宣
告完毕。

 莱顿大学图书馆同时把吧城公馆档案整理工作小
组整理完毕的原始档案进行数码化处理，上载到互联
网上，让全世界人都能阅读。上网的文件占吧城公馆
档案总量的大部分，总共有646册。没有上网的部分档
案属于次要档案，可以在莱顿大学图书馆借阅。

 吧城公馆档案的整个处理过程已经完毕，吧城公
馆档案开始了新的生命。从一个残破的仓库进入世界
一流的图书馆，再从实体文物进入网络世界，若干重
要内容已经出版，档案获得了永续的生机。吧城公馆
档案历经22年的抢救和处理过程，为所有海外华人文
化遗产保护树立了一个标杆，这是群策群力、持之以
恒、追求卓越的典范。

 ■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

注：部分图照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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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教200系列活動之

世界華文教育論壇              

 槟城五福书院创办于1819年，有说此为马来西
亚华教之起点，若然如此，今年正是华教在这国土的
二百周年之庆。华教是华人社会极其重要的资产，路
漫漫其修远兮，今年的华教二百年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里程碑。

 值此国内外大环境皆有所变化之际，董教总教
育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和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
于2019年7月26至27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举
办“2019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作为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二百周年系列活动之重点活动。大会很荣幸邀请
到了马来西亚对华特使YB陈国伟和国会下议院议长
YB倪可敏担任开幕嘉宾，并请到卫生部副部长李文
材于闭幕礼上致词。此次大会也得到澳门爱我中华促
进会和广州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凭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

 “2019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广邀国内外著名
学者前来发表论文，两天的论坛共邀得约22位分别来
自马来西亚、中国、汶莱、菲律宾、缅甸及新加坡的
学者与华教工作者前来发表。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席叶

新田博士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从当前世界华文教育
的发展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未来〉的主题演讲。本届
论坛也将诸位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区分成了五大主题，分
别为：“本土华教的发展（史鉴）”、“本土华教的发
展（前瞻）”、“华教与中国政策”、“思想、区域华
教及独中统考”，以及“华文教师与华教同仁”。

 在此次大会中，來自各地的华教同道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把握与创造有利华教发展之良机，使我华
教如大江大河川流不息，万古奔腾。

 ■ 开幕嘉宾YB陈国伟（左二）和国会下议院副议长YB倪可敏（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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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马来西亚历史研究
中心与东南亚学系于2019年9月14日及15日联合主
办“第三届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国际研讨会”。本
次学术研讨会在林连玉纪念馆举行，由新纪元大学学
院莫顺宗校长主持开幕，大会邀请东南亚系廖文辉主
任、中文系伍燕翎主任、媒体与艺术学院廖朝骥副院
长、国立屏东大学黄文车副教授以及张吉安先生担任
研讨会的主持兼讲评人。本次研讨会的宗旨是提升马
来西亚人民对华人民俗的认知并且借此促进民俗的研
究，同时加强本土与外国的学者，文化工作者之间的
联系、交流与合作。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议中，共有18名来自中国、
台湾及马来西亚的专家学者发表共16篇论文。会议分
为五个场次，第一场论文主题为“节日民俗”；第二
场则是“民间文学与乡音”；第三场是“人生礼俗”；
而第四及第五场分别是“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与
民俗观察”。

 大会主席廖文辉副教授提到，本届研讨会是第一
次公开给国际学者专家来报名，有别于前两次只开放
给本地学者专家。他希望马来西亚的华人民俗可以更
为广泛地让普罗大众所认知，让华人乃至友族同胞的
年轻一代可以了解到何谓华人民俗。他也希望学界及
社会可以探讨将民俗纳入教育体系中，让年轻人更了
解自身的民俗文化，同时也冀望通过教育及社团的推
广去强化华人民俗在社会上的地位，透过文创将民俗
与艺术结合，提升华人民俗传统的价值。 

第三届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
洪子康、马嘉圣、何致豪

 ■ 主办单位与论文发表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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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第五届新曦中文學壇
丘凯文

																																											

 2019年7月22日（星期
一），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
系国际青年学者论坛——第
五届新曦中文学坛于本校黄
迓茱活动中心拉开序幕。

    在本地中文系，本科生与
硕士生发表论文的平台并不多
见。新曦中文学坛作为青年学
者研讨交流的论坛，更是新一
代学术交流的应有之义。所谓
新曦，指的不仅是新纪元之晨
光，也指新生代的晨光。对
此，新曦学坛亦逐步落实——
前年，学坛邀请了两位来自马
大中文系的同学参与，初步将
新曦平台拓展至校外。去年，
学坛更进一步，迈向国际，迎
来了两岸青年学者共聚一堂。
今年，学坛有幸得到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国立台湾清华大学、马来
亚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及本校，共六所院校，十
三位发表者贡献鸿文，砥砺共
勉、共同商讨学术大业。此届
学坛分有四个场次，分别为现
当代文学专题Ⅰ、现当代文学

专题Ⅱ、古典与本土专题及语
言学专题。

    另外，此届学坛为让青年学
者收获专业意见，以求精益，
特邀请共21位本地大专院校中
文系各专业之专家学者，为各
篇论文进行旷日持久，巨细靡
遗的书面评阅。学坛亦邀请了
颇负盛名、业绩广树的学者来
到现场进行场次点评。在各学
者的指导建议下，各青年学者
获益良多，进一步夯实了论文
基础，拓展学术视野。

    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
众青年学者驻足于此，商讨学
术，展现欣欣向荣之气象，值
得欢欣与鼓舞。来届新曦负有
如是抱负——站在往届新曦基
础，成为一个国内外本科生与
硕士生发表论文的知名平台，
一同建设学术大业。纵然路还
有很远，但正如屈骚所云：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

 ■ 发表者陈建发同学进行论文发表

學術盛宴

 ■ 郭思韵助理教授针对论文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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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盛宴

 新 纪 元 大 学 学 院 教 育 系 于
2019年10月19-20日，在新纪
元 大 学 学 院 黄 迓 莱 活 动 中 心 举
办“教育与教学国际研讨会暨第
三 届 ‘ 华 语 文 教 学 的 理 论 与 实
践’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暨南
大学华文学院的郭熙教授、韩国
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部的
朴宰雨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华文教研中心的符传丰院长、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教育研究
所的王智弘副教授，以及马来西
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传播学院
的洪丽芬副教授担任专题演讲嘉
宾；此外，本次会议设置了9场
论文发表的分场，当中8篇论文
探讨教育理论、7篇探讨教学实
践研究、12篇探讨华语文作为第
一语言教学研究、7篇探讨华语
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共34
篇来自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论
文在本次会议中进行发表。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
博士表示，马来西亚在华语文的
领域占据非常大的优势。因为在
大马的教育体制中，从小学乃至
大学都有着华语文教育，因而每
个学生从小就接触华语的熏陶，
奠下扎实的基础。莫校长也希望
本次研讨会有助马来西亚的教育
工作者将华语文发扬光大。

 会 议 开 幕 礼 当 天 ， 由 新 纪
元大学学院教育系出版的《教育
与教学研究》学术期刊也正式面
世！该学术期刊的顾问——郭熙
教授表示，马来西亚的华语文教
育系统在东南亚国家之中是较为
完善的，因此希望这本学术期刊
能为华文教育与未来带来深厚的
影响。愿华文教育能世代传承。
哪里有华人，就会有延续华文教
育的精神！

《教育与教学研究》的揭幕仪式，左起：教育系王淑慧主任、黄福明、郭熙教授、莫顺宗校长、文平强副校长、王睿欣助理教授。

 ■ 主办单位和与会者的大合照

 ■ 郭熙教授致辞

教育與教學國際研討會暨
第三屆“華語文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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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New Year: 
A Holistic View

Prof. Voon Phin Keong: Deputy Vice-Chancellor 
(Academic & Reserch)

 2020 ushers in the year of the Rat, the first among the twelve 
animals in the Chinese zodiac. In real life, the creature has 
nothing to endear itself to humans. Those who have done battle 
with the rat would not belittle its intelligence as it can outwit 
the smartest humans. It is depicted as an underdog in Tom and 
Jerry cartoons, always able to out-fox Tom cat the bully and 
making a fool of it! But symbolically, like other animals in the 
cycle, it is attributed with positive traits such as thriftiness and 
the ability to survive under difficult conditions.

 The New Year is a festival that begins the lunar calendar, 
and to make merry after a year of hard work. The origins of the 
festival are lost in the mist of time, but its rich traditions are 
celebrated with gathering vitality.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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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日  / 王安石（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New Year Day    /  Wang Anshi

Roaring firecrackers banish the year of old,
Spring breezes radiate warmth as herbal wine flows.

Houses in the thousands soaked in glorious light,
Time-worn couplets replaced as new ones unfold.

(Translated by author)

 This famous poem by Wang Anshi of the Song 
dynasty captures the joy and air of expectation of the 
New Year. The celebration of this festival remains 
true to its spirit today in a faithful enactment of a 
cultural tradition that goes back centuries in time. 
 As the primary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throughout the world, all look excitedly forward to 
a year of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As the New Year 
ushers in a new phase in the annual cycle of life, it is 
much more than a joyous occasion but also one of 
reflection and planning. 

《题新年扉页诗》
踏雪飞鸿

 人生轮回几开端,当惜岁首元月天。
雪泥若想留鸿爪,年年日记始新篇! 

 
New Year Verse: Traces of the Past
Life is but confined to a few zodiac cycles, 
Cherish then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Wishing to be remembered for successful deeds, 
Begin each year with plans new and clear.

(Translated by author)

 Spread over 15 days,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the New Year are rich in symbolisms and 
auspicious meanings. These meanings include 
the cyclical nature of life and hence continuity,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symbolism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s. To understand their 
underlying meanings, we need to take a holistic view 
of the entire festival rather than see only its parts in 
isolation. 

 Days before the New Year arrives, many 
families busy themselves with spring-cleaning, put 
up fresh decorations such as red lanterns, Spring 
couplets (春联 chunlian) and auspicious sayings 
to add to the sight and colour of the season. Some 
families faithfully stick to conventional decorations 
while others are more indifferent. Families that are 
encumbered by religious constraints 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what they 
regard as outmoded or even “superstitious” practices. 
They do this largely out of ignora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more dogmatic religions reject certain 

rituals such as ancestral worship, while bearing no 
qualms in accepting the ya sui qian (压岁钱), known 
locally as the “ang pao”, or cash-filled red packets. 
Admittedly, certain customs have been abused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common habits of gambling, 
over-indulgence in food and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should understandably be checked or practised in 
moderation.  

 The cultural import of traditions is slipping as 
urban living and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comforts 
gather momentum. Yet the shift towards an ageing 
society is crying out for an emphasis on filial piety 
and other core values. Old folks’ home and frequent 
news of abandoned parents are the distressing reality 
of modern life. Old folks who spend their New Year 
in loneliness are the victims of their forsaking sons, 
and society in general.

 New Year’s eve or Chu Xi (除夕) and the first day 
of the year provide the early climax of the festival. 
The family reunion dinner on New Year’s eve is the 
most meaningful meal of the year. Hours are spent 
in preparing dishes of fish, meat, soup, and special 
dishes and ingredients are served as much for their 
taste as for their symbolic significance. Red packets 
distributed to unmarried children after the reunion 
dinner are meant to bring blessings and luck. Fire 
crackers are set off to banish evil spirits. Prayers are 
offered to ancestors. Relatives and friends call upon 
each other to rekindle old ties and to make new ones. 
Oranges, the special New Year cake or nian gao (年
糕) and snacks are served in generous portions to 
visitors. Some restaurants serve yu sheng/yee sang 
(in Cantonese) (鱼生), a dish of noodle mixed with 
slices of raw fish and condiments. 

 The next climax arrives on the fiftieth of the 
month known as Yuanxiao (元宵), also known 
locally as Chap Goh Meh. Sweetened flour-balls or 
tangyuan (汤圆) are served to keep alive a practice 
that harks back many centuries. Also known as 
Lantern Festival, it has evolved into the equivalent 
of the Chinese Valentine’s Day. Troops of bachelor 
boys and girls are out in full force to soak in the 
air of carnival. A local practice has developed in 
which oranges are tossed into ponds and other water 
bodies, in a way that is reminiscent of the tossing 
of embroidered silk balls called xiuqiu (绣球) by 
unmarried girls as a means to choose their “princes 
charming”.

Renewal and Continuity

 Like the seasons and all living things, the New 
Year serves as a “renewal mechanism” in life. Tracing 
its origins to agriculture, the festival symbolizes a 
cycle of growth, maturity, renewal, and continuity. 
Hence, as the year adds to a one’s age, so does it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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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es one’s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wisdom. This process 
takes place under conditions of harmony and mutual dependence 
not just among humans but also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armony nurtures a society and its surroundings of diverse but 
inter-dependent parts. Symbolically, it is a season to renew ties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to show their love, obligations, and 
thankfulness to parents and elders.
 The festival ushers in the new year in a 60-year jiazi (甲子) 
period that combines the ten “celestial stems” (天干) and twelve 
“terrestrial branches” (地支) . The former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ive 
elements of wood, fire, earth, metal and water while the latter is 
identified with the twelve symbolical animals in the Chinese zodiac. 
These animals are the rat, ox, tiger, hare, dragon, serpent, horse, 
goat, monkey, cock, dog and pig with which each year is designated. 
The 2020 New Year is designated as Xinmao (辛卯) year in the jiazi 
period under the element of gold. The year moves along this cycle 
that repeats itself every sixty years. The zodiac signs are more than 
a curiosity. Every person is born under a zodiac sign that may 
supposedly influence his/her prospects during the year.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Symbolisms                                                                                                                                                  
                                                                                                                    
  The New Year is pregnant with cultural symbolisms. New 
Year’s eve is a time to rid the year of old and to welcome the new. The 
reunion dinner with its auspiciously named dishes is particularly 
symbolic of all that is good. Dishes containing “fa cai” (发菜) and 
“sheng cai” (生菜) or lettuce are reminders of good fortune. The fish 
(鱼) is a must as it sounds like “surplus” (余) and conjures up images 
of abundance and wealth. More than that, as the fish lives in peace, 
moves freely and multiplies rapidly in its natural surroundings, it 
also symbolizes harmony, freedom and fertility. The carp fish is 
well-known for its perseverance in swimming upstream against the 
rapids. The successful ones are known to have “ascended the dragon 
gate” and hence to have enhanced their “worth”. The young draw 
aspiration from this act by doing well in their studies or careers. 

  Among the many types of fruits, the mandarin oranges (蜜柑), 
with its golden colour, are especially popular. Called “gam”(橙) in 
Cantonese, it is a perfect pun for “gold”, the perpetual symbol of 
wealth. When displayed on the floor, these oranges signify a floor 

laden with gold. When packed in paper barrels or baskets, they 
represent barrels of gold. Similarly popular is the smaller kumquat 
(金橘). The fruits and the entire bush are displayed to show golden 
nuggets that grow on a tree. The robust plum (梅) is another 
essential item of decoration. The plum blossom that sprouts on 
barren branches is an emblem of a long life capable of overcoming 
hardships. Among the delicacies, the “niao gao” is uniquely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Year as it rhymes with “growing tall” or 
“attaining height” during the year. 

 The yee sang which has become a signature dish of the New 
Year is splashed with slices of raw fish and auspicious-sounding 
condiments. These are tossed with chopsticks in what is called “lou 
sang” (捞生) in Cantonese, to rhyme with “easy life” and to signify 
a life of success especially in business. 

 The lion dance has become a symbolic cultural performance 
during the New Year. Lions are revered as icons of power, wisdom 
and bravery. As they dance, they dispel evils and bad influences 
and invite prosperity, luck and longevity.  The sea of red lanterns on 
display during Yuanxiao is a sight that beams with joy and luck. The 
indispensable tangyuan denotes sweet and rounded or harmonious 
family solidarity and togetherness. To the young, Yuanxiao is an 
enchanting night a la Chinese style. Many delightful poems have 
been composed in praise of this night of romance. A well-known 
one, by Ou Yangxiu of the Song dynasty, reads as follows: 

（生查子）元夕  /  欧阳修	(宋)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Wild Hawthorn) The Fifteenth Night  /  (Ouyang Xiu)

Last year on the Fifteenth night,
Flower market bright as day.

Moon above willow branches,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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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wilight tryst with my date.
This year on the Fifteenth night,

The moon and lights look as clear.
No sight of last year’s loved one,

My spring coat sleeves wet with tears.
(Translated by author)

Conduit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 New Year is a conduit for transmitting cultural tradition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As the favourite festival among 
the young, the New Year is an ideal occasion to display the rich 
culture of the Chinese and to practise core family and moral values. 
The reunion dinner itself is imbued with meaning beyond that of a 
simple meal.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w Year is still undiminished 
by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modern living as it fulfills its role as the 
quintessential family event. The reunion dinner is the embodiment 
of a wholesome, joyous and harmonious family. All children who 
work away from the family dash home to join their parents and 
siblings to share this occa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ogetherness is 
sealed when, as the family eats together, it stays together. 

 The reunion dinner is a filial act in itself. Parental devotion is 
the love that nurses and nurtures. Parental sacrifices are readily 
suffered without expectations of repayment in a tit-for-tat manner. 
Reunion gathers together the wandering sons and their children to 
share a meal with their parents. It is a time when the family bathes 
in the joy of tianlun (天伦) or “family togetherness”. The gathering 
of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s an increasingly 
rare event and ought to be cherished by all.  

 Spending time with ageing parents is a traditional value in 
itself. Family togetherness foster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leaves behind fond memories of loved ones. As parents cherish 
these moments, so must the children. When parents leave the scene, 
the children invariably begin to live separately as relations break 
asunder. The reunions of the past would then only be a receding 
memory. Lest the children take their parents and elders for granted, 
the New Year is indeed an occasion of thanksgiving, for cherishing 
the moments with parents and siblings.

Cherish Thy Parents
Wrinkles chiseled by a life hard and bare,
Time is the thing that they cannot spare.

Take not thy old parents for granted,
Who weaved a future that you wanted.
Cherish them when it is not too late,
Cry not when empty memories fade.

(by author)

 The cultural importance of the New Year is its relevance and 
mass appeal as a shared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It also serves as 
a common denominator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trend 
towards urban living when many Chinese are beginning to dismiss 
many other traditional festivals, the New Year has become even 
more meaningful than before. The New Year is rich in traditions 
and family values. To appreciate its substance and significance, one 
must view the occasion in toto. If we see only the individual parts, we 
would miss the wholesome message that the festival conveys. This 
joyous and delightful occasion is wrapped with layers of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meanings. It is by understanding these meanings in 
their entirety that we would not have lived the past year in vain.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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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國際

 新纪元大学学院英文学会举办的才艺之夜
不仅让本校国内的学生参与，还汇集了来自中
国、泰国、葡萄牙、老挝等地的国际学生。绚
丽的舞步、热情的饶舌、魅惑的歌声与吉他，
都在舞台上发光。来自老挝的国际学生作为特
别嘉宾，展现他们民族的传统舞蹈，让多元文
化与特色融汇在新纪元的舞台。

 当晚，各系学生使出浑身解数，形式丰富
的才艺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喝彩。来自美国的
两位评审老师逐一对参赛者从各个角度进行点
评，鼓励参赛者之余，也给他们进步的建议。
最终，丘汶洁同学以舞台剧式的诗歌朗诵表演 
‘The Writer’s Block’ 得到评审的青睐，
夺得当晚冠军。她气质动人、稳健的台风，
清新脱俗的演出也得到在场观众的肯定。亚
军则由Tay Song Lin同学的魔术表演获得，他
亲民、绚丽的演出燃爆全场。来自泰国的Eng 
Song Ram同学则以一曲民谣吉他的演奏获得
季军，整场演出不无散发他个人独特的魅力。

 学生拥有一身才艺，他们需要舞台绽放。
才艺之夜冠军得主丘汶洁表示，“校园有这样
的活动是好的，鼓励学生以不同的语言表现自
己。”新纪元是一所以中文为主要媒介语的学
校，因此她认为如果每一年坚持举办类似的比
赛，必定能提升校园的英文水准。

英文學會才藝之夜：
本地與國際學生交匯的舞台

梁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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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
 來馬學習計劃
 2019年8月18日，为促进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交
际，与国外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日本北九州市
立大学11位学生到访新纪元大学学院，进行为期20天
的英语密集课程以及文化交流之旅。在日方学生修习
英语课程的同时，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也
带领北九州市立大学的学生认识本地的美食、语言、
文化及表演艺术。11位日本学生在新纪元大学学院除
了通过与本校学生交流来了解马来西亚文化，也通过
一系列活动深入了解马来西亚人的历史与生活。其中
包括了解爱艺鼓的文化与其精神，学习华人制作汤圆
的手艺，以及印度人的海娜手绘。日本学生们也通过
游历茨厂街及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了解马来西亚各族
文化等。在这短暂的旅途当中，日方学生获益不浅、
满载而归。

11位来自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的学生与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郑诗
傧院长（左一）、教职员及新纪元的学生合影留念。

新光國際

JASSO優秀生獎學金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研修計劃
 新纪元大学学院四名优秀生通过远程面试，成功
获得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提供的JASSO优秀生奖学
金，到北九州市立大学进行一学期或一学年的研修计
划。此研修计划提供新纪元大学学院在校生海外学习
的机会，促进学生的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四
位JASSO奖学金生分别是来自美术系的曾慧欣和郑捷
励，来自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的李家慧以及来自中国
语言文学系的梁馨元。学生在日本学习日语课，同时
选修与国际商贸、美国研究、社会学、跨文化交际、
旅游管理、经济学及英语语言学有关的课程。学生们
在日本学习愉快，并时不时与国际教育学院的老师们
分享他们在日的照片和生活小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
进一步关注学校的脸书专页：新纪元大学学院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四名JASSO奖学金生，曾慧欣、李家慧、梁馨元和郑捷励（左到
右）准备出发到日本北九州前在机场合影。



新光雜誌  ·  第十期48    

 ■ 参观香港立法会

全体学员与林顺忠先生（前二排右四）、活动顾问饶美蛟
教授（前二排左四）及其友人合影留念。前排我校获遴选
的7位学员。

2019年

馬來西亞-
香港

學生文化交流之旅

 2019年6月2日至6月15日，结合了马来西亚南方
大学学院、韩江传媒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及香港
中文大学，两地四校42位师生，参与14天的行程，从
香港、吉隆坡到新山一路实地考察、学术讲座、研习交
流、参访和各项工作坊，跨两地展开文化交流，进而了
解两地的文化及风俗民情。

 2016年迄今来到第四届，承蒙南洋大学香港校友会
会长林顺忠先生的赞助与牵引，促成这项跨国与跨校的
学生交流计划。此学生文化交流之旅由香港中文大学统
筹香港站为期6天的所有行程，新纪元大学学院负责吉
隆坡站4天的活动，以及南方大学学院负责新山站另4天
的项目。

 透过实地参访各类香港及马来西亚的社会企业、政
府单位及商业机构等，让学员们了解两地的社会、政治
及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另外也藉着专题讲座，邀请知名
学者、专业人士等就不同主题与学员的分享，增进学员
们多方面的知识。同时也透过各类文化活动、景点参观
及工作坊让学员们体验地方独特的文史与艺术，从当地
特色景点了解各地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面貌。

 我校遴选7位优秀的同学参与：分別是來自中文（荣
誉）学士课程的莫尔、马俊泓、林欣慈、张淑钧，媒体
研究专业文凭课程的梁郡倪，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的
蔡建盛，以及广播电视学士课程的黄彩丽。

新光行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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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5日至26日新纪
元大学学院与升学情报联办了一场
2天1夜的升学体验营，并吸引了
35位中学生参加。

 现今的中学生闲暇时多沉浸
在网络世界里，对自身的人生规划
和升学概念模糊不清。体验营主要
帮助中学生迈出舒适圈，好好利用
假日参与大学各科系工作坊，了解
及发掘自身的兴趣和潜能，以及认
清自己的升学方向。

    为了让学生了解媒体工作者的
工作范围及发展前景，新纪元特别
邀请了One FM DJ Dino回母校演
讲。他以轻松的方式分享了DJ工
作内容，以及他在媒体路上一路走
来的心路历程。此外，营员也试用
了媒体系的剪接室及广播室的器
材，学习广播和新闻拍摄。

 戏剧与影像系讲师让营员亲
身体验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包括
演员需具备的默契及肢体动作等，
让他们进入黑箱剧场近距离观赏舞
台剧。戏剧与影像系学生的精湛演
出和对服装道具的认真态度让营员
留下深刻印象，很多营员表示场观
赏舞台剧是难得的体验。

 体验营结束前，电脑与资讯
工艺系在籍生制作的AR技术及机
械操作技术，让营员打破了电脑与
资讯工艺领域是生硬学科的刻板印
象。

 营会中的各项集体活动让营
员不止增长了知识，也收获了珍贵
的友谊。许多营员原本对升学路一
片迷茫，这2天1夜的体验营，除
了充实了他们的假期，更让他们对
未来应走的路更有信心，同时对未
来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

新光縱覽

 ■ 默契及肢体动作教学体验

 ■ 机械车操作技术体验

中學生升學體驗營：

認清方向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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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苦思甜”是一种生命教育。若把前人
的苦难与自己的幸运进行对照，便能发现人生的
真谛，继而懂得珍惜生命。何义锋匍匐在当年唐
山大地震的死亡边缘，经历生死而改变人生观，
他表示经历过生死的人才更加懂得生命的价值。

 何义锋现为佛山市锋骏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人称“何总”的他在现今企业亮丽风光的背
景下，一路走来却经历了不少风霜。他在座谈会
上还原当年的灾难现场，回想当时还是小学生的
他，提着油灯走到夜间学校参与十二人的小乐队
二胡练习，但谁也没想到，半夜三点地震骤然发
生，其中的六个小伙伴就再也不能一起团练了。
小乐队是唐山大地震的缩影，而自然灾害对人性
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整个农村夷为平地，四周
的墙都往外倒，世界天摇地晃。农村土路最大的
裂缝达一米宽，地下水像喷泉似的不停往上涌，
逃亡之路不尽颠簸。

 唐山大地震以后，何义锋没有消极堕落，
反而常常勉励自己既然是地震的幸存者，更要兑
现人生价值。“我最怕的，就是对不起经历过的
苦难。”这句话成为了他这一辈子的座右铭。在
那以后，他从无到有，最后苦尽甘来。

新光縱覽

憶苦思甜：

世界在我腳下——
中國唐山大地震倖存者何義鋒的企業奮鬥故事
																																																																																梁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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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中心主
办，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义工团承
办的“第十三届全国中学生同侪辅
导培训营”已于5月25日至5月27日
举行。本届培训营主题为“与你同
行”，目的为强化学生对同侪辅导
概念，学习助人技巧，以达到助人
助己的目的。

 参与本届培训营的营员来自全
马19所中学，共101人。本次培训
营也邀请到宽柔古来分校的辅导主
任刘健顺老师及本校讲师侯雯荔老
师主讲了5场的主题课程。此次的课

程特别之处为理论与实务并重。除
了讲解简单的理论知识及技巧运用
教导外，更透过体验性的活动和情
景演练的方式，强化营员对同侪辅
导的学习。在这短短的三天两夜培
训营，营员们在讲师及筹委的带领
之下，通过体验性的活动及课程，
掌握基本辅导知识与技巧，助人助
己，学以致用！

 ■  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中心主任郭富美博士致开幕词

新光縱覽

2019第十三届全國中學生

同儕輔導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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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時
不停演！
   看戲劇與影像系如何慶祝

  “2019世界戲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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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日带给我特别多的感动。学长姐
摸黑排练，同学熬夜背台词，所有人
坚韧的精神与魄力，无一不让我震
撼，感谢戏剧日，感谢全员的付出。

——蔡艾尤

确实燃起我的内心要好好学表演。
——吴佩怡

我当作一个体验，认真地把它玩好。
—— Stella

收获超多，边体验边学习。
——尤筱蕙

有蛮好看的节目，都很棒。
——陈静怡

不可否认我在这天，真的学到了很多
新的东西和知识。

——余恩欣

这个活动让我非常的累，但是这一天
下来让我感觉非常的充实和开心。

——甯声杭

有机会可以和学长姐合作，得到我们
的第一次大活动。

——陈炜铭

很好玩，很刺激，很累，很感动，有
很多情绪在那天。

—— 栗亿紊

总 结 就 是 挺 好 玩 ， 有 意 思 ， 获 益
良多。

—— 张凌晗 

 ■ 肢体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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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日是国际戏剧协会创立的庆祝日——世界
戏剧日。每年这天，全球各地的剧场人都会在各自的
国土上举行与戏剧相关的活动。2019年，新纪元大学
学院戏剧与影像系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庆祝327这个大
日子。过往两年，戏剧与影像系都是在半小时内举办
小型庆典活动，而今年的大改变是挑战一次长达12小
时不间断地在校园内做各种类型的演出，时间从早上
十点至晚上十点。此活动也打出宣传口号：“ 12小时
看表演、听讲座、逛展览、窥排练，一律免费”。

 327“世界戏剧日”的开幕仪式在新纪元“空的
空间”进行，在“爱艺鼓”和“舞法舞天”两个学生
社团的精彩表演之后，戏剧与影像系2位毕业生与2位
在籍生分段宣读古巴戏剧家Carlos CELDRÁN 给2019
世界戏剧日的献词，再由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裮致开
幕词。当天出席嘉宾包括李锦兴副校长、黄爱明博
士、沈国明博士、雷志伦博士、杨靖耀老师、纪俊佩
老师等。 

 当天早上十点正开始，学校不同角落不断地有不
同的表演在进行中，包括12小时单人击鼓、体操舞、
化妆舞、印度舞、《解花语》舞蹈、《音乐面具》肢
体表演、人体雕像、《Le Festin》哑剧、《From the 
heart to RECEPTOR》戏剧、快闪 Flash Mob、《杀
戮现场KILLER》、《情感空间》等等，同时也安排了
巡回全马的《三个小孩》舞台剧特别场。除了现场演
出，还设有播放舞台剧影片的“戏剧电影院”，以及
位在C座十楼天台上的“天台电影院”，节目力求做到
多姿多彩。戏剧与影像系的学生就这样在12小时内尽
心尽力地进行演出，展现出年轻人无限的青春活力。

 在彩虹走廊设有由心向太阳剧坊提供的“马华话
剧史料展”，让有兴趣者可以从中了解早期马来西亚
华语话剧的发展历史。327也安排戏剧讲堂，有沈国
明博士主讲的《马华话剧发展》；黄爱明博士主讲的
《MAK YONG 马来传统戏剧》；雷志伦博士主讲的
《马来西亚偶剧》，三场讲座从不同面向让大家更加
认识马来西亚戏剧。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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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与设计系会配合这一天的活动，
也在新纪元UG天桥上，展出具有独特创
意的美术作品“白象美术展”。另一项跨
系合作是《Paradise》肢体绘画。在美术
与设计系Cikgu Raha的献议与协助下，戏
剧与影像系毕业生伍苑慈于铺在地面的一
大片白色画布上，以身体的律动，结合色
彩颜料，随着音乐节奏挥洒，最后完成了
一幅用肢体画出来的精美画作。

 327当天的另一项挑战是要在12小
时内，从无到有的现炒现卖，在大庭广
众面前公开排练一出戏剧。该戏剧题材
引用廖文辉博士《马来西亚史》中的部
分内容，由导演贺世平带领毕业生集体
创作名为《多元共生的赤道国度》的进
行式剧场排练。导演集合了十多位演员，
先讲解创作概念，然后让他们阅读历史课
本，思考历史问题，再分组进行讨论和创
作。这批演员在中学毕业后，经历戏剧艺
术教育的熏陶，多年后重读中学历史课
本，相信自有另一番的感受和领悟。

 导演贺世平表示：剧场是观看的地
方，是表达的地方，也是思考的地方。
他说因为早前看了一个演出，读了一本
书，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因此趁着327世
界戏剧日，他想寻找一些，探讨一些，
叩问一些，呕吐一些什么。其实这“一
些”都是未知的，有待与演员们共同探
讨和创作，于是这个进行式的剧场演出
就诞生了。

新光縱覽

 ■ 世界戏剧日开幕仪式

 ■ 《多元共生的赤道国度》进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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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进行式剧场的挑战是演员们除了创作和排
演，还得抽出时间进行布景制作和装置。他们的最
后成品在C座大楼旁三层楼高的阶梯上呈现，表演者
就在阶梯上上下下地表演。当演员们把一级级阶梯
上的布景板一片片掀开时，形成阶梯艺术的美丽布
景，当场令人惊艳。梁友瑄老师表示，毕业生们凭
着想象力和超强的执行力，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把平
平无奇的阶梯幻化成绚丽的舞台剧场，完美地体现
了如何让空间展现人文价值和认同。

 《多元共生的赤道国度》进行式剧场的成果演出
是重头戏。由于仅仅在12小时内筹备排练，并已说明
是进行式而非完整成品，所以让大约15分钟长度的
内容，述说的是从马六甲王朝到马来亚独立的片段历
史。演出形式还包括皮影戏和最后一分钟加入的马来
传统乐器临场配乐。

 从最初提出一天12小时看戏看不停的狂想，戏剧
与影像系学生就凭着一股傻劲决定接受种种挑战，这
绝对是不小心“玩”大了的活动。只可惜327不是在周
末，加上筹备时间与经验的不足，许多方面都不尽理
想，留下的遗憾也许就是下一届的动力吧。

 真正全程在表演的是郭思洁同学，她12小时不停
歇地敲击着一面鼓，偶尔用力，时而轻敲。当来到倒
数的那一刻，大家都聚集在她的四周等待。最后的10
秒，大家兴奋地齐声倒数，在激动的欢呼中成就最终
的一个高潮，完成了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一项创举，为
此次活动画上难忘的句号。如今此活动已经被记载于
国际戏剧协会世界戏剧日全球活动页面中，对本校戏
剧与影像系全体的参与付出是一个肯定。

新光縱覽

     2019年12月號 55    



新光雜誌  ·  第十期56    

夢回華夏·無悔的邂逅
2019年第十六屆全國中學生中華文化營
	

 一个民族若失去文化，也等于失去了民族本身的
灵魂，因此学习并且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是十分重要
的。新纪元大学学院本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特设
立了文化推广中心，每年都举办各类中华文化活动，
让海内外的莘莘学子参与。除了本国学生，本次营会
还吸引了有来自印尼、汶莱、台湾、香港，甚至美国
学生参加。

 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中心主办，雪州教育
局主催，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华文学会以及台湾
高雄树德科技大学联办的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已经
来到了第十六届，今年的主题为“梦回华夏·无悔的
邂逅”。在短短的四天三夜里，举办的活动有汉服、武
术、书艺、二十四节令鼓、中国结等。今年文化营最大
的亮点是带领营员走读茨厂街及探索中华人文碑林。

 今年的中华文化营也邀请了台湾高雄树德科技大
学郭洪国雄博士为营员主讲生命教育讲座，他通过中
国诗词让营员领悟生命的意义。另一个有趣的环节是
电影导读会，由人家读书会导师梁安翔为大家导读影
片《COCO》。除此之外，本届文化营也通过马来西
亚汉服运动的推手——李凯万老师向营员们介绍我们
汉服。

新光縱覽

印度裔营员：“我在这四天的文化营里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华小六年
还要多。”

 ■ 美国营员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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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人文碑林导览站点解说 ■ 走读茨厂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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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讲座之外，营员们也有机会观赏由新纪元大
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主任贺世平老师带领演员演绎著
名戏剧《三个小孩》。《三个小孩》讲述了族魂林连
玉为华教奋斗的历史，以及吉隆坡的发展史。有鉴于
我国许多华校生对大马华文教育的历史不甚了解，
本届中华文化营就特地安排了新纪元大学学院公关处
主任吴振声为营员讲解华教故事。从私塾到学校的
历程，庙宇、会馆和华教的变迁，以及华教斗士林连

玉、沈慕羽和陈六使等先贤的事迹，让营员们了解并
感受到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为捍卫华教所付出的努力
及所面对的磨难。希望营员在日后更珍惜母语教育。

 一个民族的兴亡，建立于文化的根基上。“根在，
魂在”，愿咱们的中华文化如青山巍立在这片“长夏” 
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且源远流长。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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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响
应新纪元大学学院筹募第二校园建设
与发展基金的号召，成功邀请了中国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莅马举办五场义
演。五场义演分别于加影、巴生、劳
勿、怡保及槟城相继展开，场场皆获
好评，载誉而归。中国天津滨海浪花
艺术团是天津市滨海艺术培训学校组
建的业余综合艺术团体，团员当中不
乏声名远播，获奖无数的艺术家。本
次义演团队成员共41位，阵容浩大，
他们在边瑞卿团长的带领下，为马来
西亚民众带来各类精湛的演出。

 莫顺宗：突破目标，首炮筹获70万
“感谢大家慷慨解囊，您们所捐献的
每分每毫，都是我们前进的力量，都
会帮助新纪元扩大发展格局。”

 6月14日假加影斐翠大酒家举办
的首站义演，在一众华教人士的热心

推动下，获得加影社区众多民众的支
持与响应。这场文化飨宴，成功取
得了漂亮的成果，共为新纪元筹获了
RM 705,801的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
金，大大突破了马币50万的原定筹款
目标。

 当晚的出席嘉宾包括中国驻马
大使馆文化处主任冯军、雪州行政议
员许来贤、行动党双溪比力州议员刘
天球、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代表丘钦
瀚、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
田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
宗、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团长边瑞
卿、艺术团顾问罗伯良及董教总教育
中心董事部顾问丹斯里吴德芳等。边
瑞卿团长与艺术总监刘祥清，被我国
华人办教育的热情所感动，即席捐助
人民币5000元。

叶新田：购置新校舍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
田博士透露，新纪元学生人数逐年上

众嘉宾为加影站文化汇演主持开幕仪式，左起为李清文、拿督谢诗坚强、丹斯里彭茂燊、刘祥清、边瑞卿、丘钦瀚、叶新田、许来贤、丹
斯里吴德芳、罗伯良、冯军、莫顺宗、叶观生、罗秋雄。

華教200系列活動之  

天
津
濱
海
浪
花

藝
術
團
文
化
匯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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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舞：《赛马》

男中音独唱：《含苞欲放的花》

升，目前的空间已经难以应付办学所需。
有鉴于此，董事部已利用所筹获的款项，
及时购置加影中环商业区的4座3层楼单位
作为新纪元第二校园的一部分，预计足以
应付新纪元这两年迫在眉睫的需求。

陈精明：巴生人爱新纪元
 6月15日，巴生滨海老友联谊会配合
该会成立10周年纪念庆典，特别报效出
16桌餐席以助新纪元筹募第二校园建设与
发展基金。该会主席陈精明特别感谢华校
生协会、巴生联络委员会的陈金平、陈纹
达、林淑佑和一批热心人士的支持，让该
会顺利筹得RM170,100的善款（比原定目
标高出18倍），充分体现了巴生人热爱华
教的精神。

卢宇廷：成功筹获20万
 6月18日，第三场义演于彭亨劳勿举
行。是次义演由劳勿县发展华小工委会、
彭亨老友联谊会、彭亨州果农公会、双溪
兰观音庙管理委员会、双溪兰华小校友
会、双溪吉流华小校友会与都赖百年拿
督公祠联合主办，共为新纪元筹获了RM 

200,000的建设与发展基金。大会开幕人——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
部副部长兼劳勿区国会议员东姑祖布里代表钟绍安在开幕致词中对
于华教同道们的坚持表示衷心感谢，并深信他们的使命感必让华文
教育与文化在马来西亚继续发扬光大。

 大会主席暨劳勿县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卢宇廷在会上表示，希
望新纪元大学学院能够越办越好，华文教育能继续在这块土地上茁
壮成长。当晚出席嘉宾包括彭亨州都赖区州议员邹宇晖、美律区州
议员李政贤、直凉区州议员梁耀雯、晚宴筹委会主席徐忠善、劳勿
中华商会主席拿督斯里蔡兆生等。

黄亚珠：新纪元办学成绩骄人，可告慰已故潘斯里李梁琬清
 6月20日，第四场义演在霹雳育才独立中学盛大开演。此次义
演由我国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主持开幕，成功为新纪元筹获逾10万
令吉建设与发展基金。大会主席黄亚珠高度赞扬这些年新纪元的办
学成果，他表示，新纪元近期所交出的骄人成绩，足以告慰已故潘
斯里李梁琬清。他同时也呼请更多社会贤达响应大会号召，在各地
展开各种筹款活动，齐心支持新纪元的发展。

骆保林：槟州9个团体一条心，筹获20万令吉
 槟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于6月22日举办第五场，即最后一场义
演。在槟州九大社团一条心的通力合作下，成功为新纪元第二校园
建设与发展基金筹获RM200,000。义演协办团体包括槟州独中教育
基金会、槟州热爱华教团体工委会、槟州爱华联委会、凤凰友好联
谊会槟州联委会、21世纪槟吉玻联谊会、槟威老友联谊会、纪念崔
耀才教育基金会及槟城锺灵独中。当晚出席嘉宾包括槟州首长曹观
友代表、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魏子森、工委会主席傅振造、财政杨
福源、锺灵独中校长吴维城等。首长代表与魏议员在会上分别宣布
拨出RM10,000及RM2,000支持本次义演。

 综上所述，今年六月份的五场“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义演”，共
为新纪元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筹获近140万令吉的善款。

6月13日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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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義演獻愛心 ·
          出錢出力為華教

 从当年的私塾教育到今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的完整母语教育体系，华文教育在先贤们的努力争
取及坚忍刻苦下，从五分一毛到裸捐身家的聚沙成
塔，方能众志成城完成伟业，让母语教育在海外落
地生根及发扬光大。

油条义卖·回馈母校

 新纪元大学学院自2018年宣布开展筹募第二
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后，筹款活动在全国各地再次
掀起热潮，各地华社纷纷响应号召，发动各种筹款
方式为新纪元募捐。除了于2018年率先拉开序幕的
巴生肉骨茶义卖以及劳勿榴莲义卖之外，槟州华校
校友联合会、槟城凤凰友好联谊会、槟吉玻21世纪
联谊会、槟城崔耀才教育基金会、槟州爱华联谊会
以及吴丁福与儿子吴制峰也携手于2019年2月23日
在才能园巴刹举办油条义卖。吴制峰是新纪元的校
友，2004年毕业于本校商学系，他热爱母校，故奋
力为母校筹款。义卖活动由上午7时开始至11时结
束，共筹获RM21,888.00。以下为征信录：马来西
亚凤凰友好联谊会槟州联委会（RM6,500）、吴制峰
油条档（RM5,253）、骆保林（RM5,000）、槟州崔
耀才教育基金（RM2,000）、槟州爱护华教联合会
（RM1,335）、槟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RM1,000）、
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槟吉坡联委会（RM800）。

义卖金柚献华教

 紧接着，3月21日下午，配合吉隆坡中华三校
在默迪卡体育馆举办的“辉煌中华”同欢晚会，甲
洞社区17华团也同时参与其中，并举办柚子义卖，
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筹募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筹委会主席赖庆源先生总共报效了1万粒来自福建
漳州的红肉蜜柚，每2粒义卖30令吉。在多位热心
人士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师生的努力下，成功筹获
RM33,338。

蕉赖大同板面义卖

默迪卡广场柚子义卖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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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令吉的一碗面

 4月20日，在吉隆坡南区发展华小工委会
的穿针引线下，大同辣椒板面酿豆腐专卖店新
店开张，业主刘志强先生与徐健棠先生做生意
之余不忘身体力行，举办义卖来回馈华文教
育。当天吸引了不少热心人士慕名而来，有者
甚至在筹款箱内投入一千令吉来吃一碗面，其
爱护华教之心，不言而喻，画面感动。当天的
开张仪式由马来西亚对华特使兼蕉赖区国会议
员YB陈国伟主持，截至下午3时，共筹获RM 
13,400。

万众一心，发展华教

 来到5月31日，由甲洞社区17华团联办
的“万众一心，发展华教”千人宴，当晚筵开
159席，千余名华教人士相聚于甲洞翠华楼，
扣除成本开销，成功筹获RM509,293.58。甲
洞地区、增江新村、士拉央、斯里白沙罗一带
以华裔居民为多，对华文教育大小课题皆密切
关注，本着爱护华教精神，义不容辞响应为新
纪元筹款的号召。此次参与联办的单位有：

甲洞区注册社团联合会、侨民华小董事会、甲
洞华小校友会、雪兰莪惠侨互助会、雪兰莪丰
湖联谊社、增江甲洞凤凰友好联谊会、马来西
亚维护华教联合会甲洞区联委会、马来西亚维
护华教联合会蕉赖区联委会、吉隆坡峇都区发
展华小工委会、甲洞客家公会、八打灵育群华
小董事部、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雪隆草根
护花联合会、吉隆坡及雪兰莪循人学校校友
会、增光小型工商业联合会、甲洞花园（33-
39路）居民协会、美丽工业园工商会。

 上述这些由草根群众所发起的筹款运动，
恰好能体现出我国华教最可贵的地方，亦反
映了华社对新纪元的支持与爱戴。以上种种义
举，显然再现当年先贤们创办南大与独大时，
举国上下，同心协力支持华文教育的情景。

甲洞社区华团千人宴



序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数额
（RM） 

1 吴仰城  3,000.00 

2 TOONG BEE TEXTILES SDN BHD    2,000.00 

3 谢和成  1,500.00 

4 林春发 1,218.00 

5 廖德水父子建筑有限公司   1,000.00 

6 叶强生    1,000.00 

7 张子贤    1,000.00 

8 吴恩  1,000.00 

9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隆雪中总） 1,000.00 

10 陈贵喜  1,000.00 

11 卢锦康 1000.00

12 陈栋楹       500.00 

13 AQUAMECH CORP. SDN BHD  500.00 

14 周素英  500.00 

15 黄宏州       500.00 

16 谢子荣    500.00 

17 永兴农业有限公司 500.00 

18 黄宏州       500.00 

19 翁文美  500.00 

20 雪隆中山同乡会   500.00 

21 霹雳万里望万华校友会       500.00 

22 雪兰莪安溪会馆       500.00 

23 霹雳慈悲社   500.00 

24 LEE TZING WHA       500.00 

25 袁国深       500.00 

26 万荣包装运输有限公司(郭春兴)       500.00 

27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500.00 

28 METALMACH MICRO TECHNOLOGY S/B 500.00

29 吉隆坡南区发展华小工委会 500.00

30 彭亨黎氏联宗会       450.00 

31 王秀金   320.00 

32 余福全     300.00 

33 许建华      300.00 

34 李立田     300.00 

35 林荣忠       300.00 

36 吁噜峇玲珑育才华小董事部 300.00 

37 李秀华 黄春兰夫妇 300.00

38 杨国兴 300.00

39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300.00

40 庄明丽       200.00 

41 雪隆精武体育会    200.00 

42 张瑞莹      200.00 

2 0 1 9 年

新紀元校務
發 展 基 金
捐 獻

徵信錄

（4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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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数额
（RM） 

43 黄慧心       200.00 

44 雪隆家电商公会     200.00 

45 林聚福（纪念已故林锦瑞）       200.00 

46 萧干昌       200.00 

47 纪巧贤      200.00 

48 益华五金铁器有限公司      200.00 

49 马来西亚食品籍玩具商公会       200.00 

50 拿督斯里陈文彬       200.00 

51 胡福钊       200.00 

52 DANEX SDN BHD 200.00 

53 彭开忠       200.00 

54 拿督骆经宗局绅       200.00 

55 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建材商总会      200.00 

56 太平增龙会馆       200.00 

57 陈友新 200.00 

58 雪隆德教会紫芳阁       200.00 

59 钟昌远       200.00 

60 森美兰广西会馆       200.00 

61 森美兰福州会馆 200.00

62 陈文灵       200.00 

63 彭亨梁氏联宗会       200.00 

64 马六甲李氏宗祠       150.00 

65 张永生      150.00 

66 杨金庆       150.00 

67 杜火炎  150.00 

68 关丹中华工商会       120.00 

69 莫顺生       100.00 

70 林春敏       100.00 

71 王及雄    100.00 

72 陈玉强       100.00 

73 王书俊慈善基金       100.00 

74 张国强       100.00 

75 杨秀崇       100.00 

76 黄声从       100.00 

77 马六甲华人机器公会       100.00 

78 李宽荣      100.00 

79 马淑兰      100.00 

80 林金凤       100.00 

81 柔佛亚依淡佛学会 100.00

82 林炎栈 100.00

83 雪邦华人义山委员会 100.00

84 马六甲茶阳会馆 100.00

序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数额
（RM） 

85 柔佛州高州公会居銮 100.00

86 拿督叶必健 100.00

87 吧生滨华中小学校友会 100.00

88 叶华@叶佳 100.00

89 和丰福建会馆 100.00

90 卢玉丝 100.00

91 陈朝民 100.00

92 陈基球 100.00

93 陈振春 100.00

94 朱亚友 100.00

95 马六甲培风中学 100.00

96 雪兰莪瓜拉冷岳福建会馆 100.00

97 林清泉 100.00

98 雪兰莪暨吉隆坡嘉应会馆 100.00

99 大东方有限公司 100.00

100 邱成 100.00

101 黄贤良 100.00

102 杨景逢 100.00

103 霹雳福建公会 100.00

104 陈财和 100.00

105 黄徵贵 100.00

106 雪隆广西会馆 100.00

107 罗学强 100.00

108 森美兰汽车银业公会 100.00

109 中马钟灵校友会 100.00

110 马来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 100.00

111 郑冬锦 100.00

112 张金祥 100.00

113 加影育华校友会 100.00

114 曾炳安 100.00

115 太平三乘法轮居士林 100.00

116 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 100.00

117 江沙客属公会 100.00

118 上官计善 100.00

119 邓松青 100.00

120 ONGSEECHIN 100.00

121 马来西亚厦门大学校友会 100.00

122 霹雳赤溪会馆 100.00

123 关丹积善堂 100.00

124 郭南昌 100.00

125 伍云兴 100.00

126 雪州大港新民华小董事会 100.00

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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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数额
（RM） 

127 已故郑重登家属 100.00

128 李宽荣 100.00

129 梁赐强 100.00

130 已故黄悦治家属 100.00

131 彭亨淡马鲁属潮州会馆 100.00

132 林新福 100.00

133 文冬广西会馆 100.00

134 森美兰华校教师公会 100.00

135 彭亨北根潮州会馆 100.00

136 马来西亚中医总会 100.00

137 曾祥忠 100.00

138 连兴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139 峇株吧辖中华公会 100.00

140 郭钟桂 100.00

141 曾生 100.00

142 彭亨华人社团联合会 100.00

143 皆通电子工程贸易公司 100.00

144 霹雳安溪会馆 100.00

145 洪森 100.00

146 太平后廊乐善社 100.00

147 雪隆广肇会馆 100.00

148 林金己· 100.00

149 黄时民 100.00

150 关丹潮州会馆 100.00

151 霹雳福建公会 100.00

152 黄健发 100.00

153 已故黄锦荣家属 100.00

154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100.00

155 下霹雳韩江公会 100.00

156 林有量 100.00

157 HOWHOOSAY 100.00

158 日新独中董事会 100.00

159 林展杰 100.00

160 大山脚韩江公会 100.00

161 槟城龙岩会馆 100.00

162 叶金福 100.00

163 黄英才 100.00

164 黄世德 100.00

165 新邦波赖金榜巴映培英校友会 100.00

166 彭亨李氏联宗会 100.00

167 陈金合 100.00

168 饶福霖 100.00

序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数额
（RM） 

169 刘向庭 50.00

170 马六甲中药公会 50.00

171 林伟江 50.00

172 李登寿 50.00

徵信錄

第九期勘误

1. 第28页完美教学楼的建设中，完美集团董事长丹     
 斯里古润金的捐款金额应为RM200万。

2. 第33页劳务榴莲义卖会的筹得金额应为  
 RM17,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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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舞台，点亮星空，飞向浩瀚无敌的宇宙。

美哉·新紀元
《起飞》制作花絮



新光雜誌  ·  第十期66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