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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欄

當那瘟疫
           來襲時

 先说一个故事。

 话说清代文人刘蓉年少时在家中书斋读
书。他埋首书堆，时而仰头思索，思之不得则
在室内踱步。室内某处有一个洼坑，直径一
尺，他经常反复来回，洼坑久之越来越深。起
初，每次经过，刘蓉几乎要被洼坑绊倒。时间
一长也就习惯了，洼坑虽深，他却如履平地。
一日，父亲来到室内坐下，发现洼坑，对他
说：“你连一间居室都治理不好，将来如何治
理好国家呢？”随后叫仆童将洼坑填平。洼坑
填平之后，刘蓉如常读书思索问题，如常在室
内踱步来回。但这一次当他走到原来洼坑处，
突然感觉地面凸起一块，不禁一惊，低头望
去，地面却是平平整整。原来他早已习惯了深
陷的洼坑，填平之后，一时之间反而不能习惯。

 这故事是少年刘蓉一个真实经历。刘蓉
据此写成文章，篇名就叫做〈习惯说〉。我在
初中时期的华文课本读过此文，四十年来，仍
然印象深刻。尤其刘蓉父亲那一句话：“你连
一间居室都治理不好，将来如何治理好国家
呢？”这白话的原文是：“一室之不治，何以
天下家国为”，小事做不好，如何做大事，对
很多人而言，犹如当头一棒。

 瘟疫来袭，这是一场对国力，对领导治
国能力的检测。疫情如何管控，大多数国家
犹豫难做决策。封城或封国，受到非议，亦获
得谅解。谁能迅速控制疫情，谁可稳定局势民
心，国之实力，领导的能耐，于世人眼里，无
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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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疫扩散，这是一场对人性的考验。疫情一旦
升温，谁都会心生恐惧，人人几乎坐立难安。但是
行动限制令颁布实施以来，谁居家响应防疫，谁外
出游走添乱，人的素质，人的教养，在灾难面前，
原形毕露。

 行动不得自由，居家仿如隔世，对于此般处境，
这段日子以来大家难免有所埋怨。但人们必须明白，
此时此刻，居家隔世是为了救国，是为了众人的利
益。暂且困于斗室，是为了兼善天下。一室之不治，
何以天下家国为？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尝试设想我们到底可以做一
些什么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事。

 2020年3月18日行动限制令颁布与执行之前，新
纪元早已规定进出校园的师生访客，必须接受我们实
施的体温测量，以及双手消毒之防疫举措。

 在行动限制令付诸实现之前，我们已经开展线上
教学，尽量避免师生外出并且聚集一室，减低交叉感
染病毒的机率。

 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做到保护校园，保护
学生和教职员工，为国家为社会大众守住一方净土，
阻挡病毒之入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新纪元
人人齐心协力为防疫出一份力。新纪元学生会，新纪
元不少学生，纷纷响应和配合学校防疫工作。学生会

干部和这些爱校护校的学生们，不断帮助转发防疫消
息，以及努力安抚同学们情绪。

 行动限制令实施以后，我们遵令全面在家工作
和教学。非常时期，正常运作，我们借助线上各种工
具，达到不停工，不停学的目标。师生们在适应新的
教学模式过程中，起初问题接二连三，幸得同事们一
一处理妥当，确保在家学习模式顺利进行。至今已是
渐入佳境。

 人人居家期间，那些滞留在宿舍的国际生和本地
生，最是辛苦。为此，我们建设群组与宿舍生联系，
我们有的老师放心不下这些学生，担心他们三餐无以
为继，主动联系学生，甚至亲自将各类食粮送到他们
手中。

 与此同时，新纪元的师生抱持积极心态，做了各
类图案、标语、视频设计，传达正面讯息，希望大学
生作为时代的眼睛，不造谣不传谣，希望新纪元的学
生在求知路上绝无须臾停顿，学无止境，奋力向前。
值此纷纷扰扰的这一刻，学习如何宁静致远，学习个
人与社会的密不可分，洗手戴口罩是为人为己，个人
卫生即是公共卫生。这个瘟疫，再度提醒我们何谓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

 当那病毒来袭时，当那恐惧弥漫空气中，我们唯
有怀抱无比信心，无比勇气，在我们蜗居的小小斗室
里，与之战斗，为了天下，为了家国，为了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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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故事
 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20年5月14日正式获得中国
教育部批准，成为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监管网）认证的国外优质大学。监管网是国家与国家
之间的教育合作交流。涉及的单位有学校本身、两国
的教育部、大使馆、留学服务中心。监管网是个教育
部涉外监管信息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的各
类教育涉外活动监督与信息管理的网站，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主管。

问：为什么要申请进入监管网？

答：无论是我们的国家或其他的国家，最大的留学生
市场可说是中国，只要学校的名字出现在监管网的名
单上，代表着学校受中国教育部认可，表示我们是合
法、正规的一所大学，学生在我们学校完成学业后，
才能获得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

 我们之所以重视留学生市场，主要原因与大学
升格有关，新纪元要升格，必须达到至少百分之十的

留学生。如果监管网这事情无法实现，中国这个留学
市场就无法做好及发展起来。其次，我们也希望能招
收更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促进本地生和国际生的交
流，增加学生的视野及培养学生的国际观。当然，没
有监管网，是不会影响校际之间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
流的。

问：学校何时开始规划申请监管网的工作？过程中遇
到的挑战？

答：国际教育学院是在2019年4月1日成立的，在2018
年初或更早之前，学校已经开始在申请监管网。但
2018年中后期，才可以非常确定，申请挂网的其中一
个基本条件，即学校需要有至少获得一个课程的全面
认证，而要获得全面认证的条件是，必须要有第一届
本校培养的本科毕业生。而原来这个过程需要耗时半
年左右。成功获取全面认证后，还得向学术鉴定局进
一步申请挂网。这又进入到不同的审批阶段，也相当
耗时。

何致豪

捷報~新紀元大學學院成功掛監管網了！

專訪國際教育學院院長鄭詩儐博士

焦点人物：
郑诗傧

郑诗傧院长小档案

郑诗傧助理教授，博导。现任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市场与行销部
总监。授课科目有古典文献学、史记、词选、文化创意产业与文案。其
发表学术论文及诗文创作各20余篇，另有文献学专著出版，累积专书、
纪念刊、杂志的编务经验达6年，为《中文人》主编。其一共累积了54场
专题演讲及主持过不下10次的学术与专题讲座。至今为止，一共企划了
48个活动项目，为品牌撰写文案超过百余篇，受聘为行销与文案顾问。
其一共获得学术奖项与荣誉7个、文学奖项8个、优秀教师奖1个，并担任
12场中小学讲故事、诗歌朗诵、演讲或文学创作比赛评审。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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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以为获得全面认证即可马上挂网，可原来不
是，仍需要很多步骤才能达成。每当完成一个步骤，
就以为挂网一事近在咫尺，却在苦等无果后，经过多
方探听，才知道原来还有很多关卡等着我们。

 打个比方，我到任国际教育学院的第一天，就着
手处理这事情。基于不了解监管网的申请，便到访中
国驻马大使馆。一去到大使馆，经过多方交涉，终于
取得一些信息，然后马上回到学校处理相关信件，让
校长签名，过后又马上驱车前往大使馆交信。选择当
天来回的原因无他，主要是想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希望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得到回复。

 在这段等待审批、通过挂网的过程中，很无奈
地，遇上疫情肆虐，我们也遇上中国封城、本地行
动管制令，申报事务因此被搁置。后来，收到官方消
息，两国开始复工，之前申请监管网的工作会重启。
在重启后的第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内，新纪元终于宣
布挂网！

问：进入监管网之后，你们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答：监管网只不过是中国人进来我们这里留学的通行
证。这通行证虽然是很重要，但有没有监管网，学校

的规划还是一样的。尽可能开发多一些国家的研修
班，把我们学校的学生及老师带出去，同时也把我们
的留学生，例如：来自印尼、日本、中国的学生给带
进来。希望透过这平台实现国际学术交流、师资互
换、学生互访，去学习不一样的东西，同时把我们的
课程推广出去，培养外国留学生。

问：成功申请进入监管网，有没有需要感谢的人？

答：要感谢的人很多，所有涉及到监管网申请单位的
支持及配合，比如校长、Cikgu Azizan，虽然在这过
程中很煎熬、很辛苦，可是他们都给予我充分的谅解
及肯定。当需要意见或材料时，他们都会及时出现给
予协助，但是从来不会催促进度。另外，我也想感谢
我的同事夏敏惠。我们在这事情上有默契，都明白这
件事的重要性，每当收到教育局或学术鉴定局的官方
来函，我们都会用最快的速度，专注地处理好这件事
情。如果没有她的帮忙和理解，也许还有得拖。还有
也得特别感谢Fizah和IDA给予许多协助。感谢我也经常
劝自己，事虽急，但心不能急。越急越容易出差错。
成功克服了这关，也换来了一种成长。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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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新紀元IT專才——莊正偉院長

電腦科學與資訊科技學院如何在短時間內走入全國IT教育界視域，引起關注？

林欣慈、张淑钧

问：请问您如何定位新纪元FICT之于
国内IT专业？

答：依我来看，马来西亚的科技领
域要持续蓬勃发展，所谓的“ABC”
技术是至关重要的。A指Artif ic ia l 
In te l l igence（人工智能），B指
Big要Data（大数据），C指Cyber 
Security（数码保安）。
 
 研发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程式
设计，而程式设计则需要数据。资料
库越大，分析结果才会更精准，所设
计的人工智能才能操作得更完善。再
者，随着资料库逐渐庞大，数码保安
的需求则将大大提升，以保障资讯的
安全。

 新纪元FICT所设计的课程，就
是为了栽培出具有“ABC”技术的IT
专才，以满足国内乃至国外市场上的
需求。

问：学生在新纪元FICT修读课程的优
势是什么？

答：学生在本院可通过修读软件工
程、数码保安等课程，学习“ABC”
技术与知识，但这还是不足够的。我
们除了要培养学生的“ABC”技术知
识，更要培养其应用能力。

 新纪元FICT团队研发了Smart 
IoT（Internet为of为Things，指物联
网）作为学生的Training生Kit（培训
包），帮助学生在课堂以外实践所
学的IT技术知识。我们也立志结合
curriculum（课程）和co-curricular 
activity（课外辅助活动），为学生提
供发挥技能及累积实践经验的平台。
我们常鼓励学生向教师提出自己想要
研发的程序或项目，为学生提供咨询
辅助，并带领学生到校外比赛或参与
科技推广活动。如此一来，本院将栽
培出不仅拥有一纸文凭，更拥有宝贵
实作经验的IT人才。

焦点人物：
庄正伟

庄正伟院长小档案

北方大学(UUM)电脑网络应用课程学士，博特拉大学(UPM)网络
安全硕士。2017年入职新纪元担任资讯科技系学主任。2020年获
得学校提拔，荣升为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FICT）院长。

庄正伟院长展示Smart IoT Training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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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否谈谈新纪元FICT所取得的成就？

答：我认为本院带领推行的“ZOOM线上教学”是FICT
乃至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里程碑之一。另外，本院学生曾
在校外比赛取得不错的成绩，如全国ABB杯智能技术创
新大赛五强、无人机比赛进入全国决赛圈等。近日，本
院也与育华中学签署合作协议，派遣教师提供机械人培
训予该校的Digital Innovative Club（科技创新学会）学
生。至于招生率，从2018年至今，本院的招生率增加
了138.64%。

问：您在“ZOOM线上教学”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答：感谢校长给予机会，让我有幸能提议并推行线上
教学学习模式。此前，我已在资讯与科技系推行线上教
学，几经操作后认为线上教学方便操作，亦适用于目
前的情况，故提出将传统教学模式调整为线上教学的建
议。我目前也是线上教学的技术顾问及指导。我与FICT
的同事为初次使用ZOOM的教师提供培训，也组织了一
个FICT学生的支援小组为其他学生提供咨询。

问：您觉得线上教学的好处以及其需注意的事项是什
么？

答：我认为线上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各有千秋。的
确，线上教学有其需注意的事项，如需使用电子设备(
手机或电脑)及有稳定的网路，部分师生也或许不习惯
操作线上教学软件，但线上教学也不乏好处：

FICT课外活动

 一、上课空间相对自由，只要有网线的地方即
可。若师生因种种因素无法到学校上课，线上教学能
让师生自由选择上课地点。尤其现下疫情肆虐，线上
教学可大大保障师生的安全。

 二、学生不用过于担心缺课的问题。老师在使
用线上教学时可将授课内容录制下来，让缺课的同
学随时打开观看。学生的出席率也不再仅取决于上
课当天是否出席，他们可以和老师沟通协商，以其
他方式“补课”。
 
 三、师生都可在任何时间重看教学内容。学生可以
随时温习课业，老师也可以随时检讨自己的教学方式。 

问：科技还能如何与教学配合？

答：线上教学还有许多能精进的地方。科技如AR（扩
增实境）技术及VR（虚拟实境）技术都能与教学配
合。这除了将让学生的上课空间不再受限，也可丰富
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教学乐趣，进而加强学生的学
习意愿。 

问：未来，FICT将如何发展？

答：本院立志于精益求精，未来将持续依据科技领域
发展需求更新课程设计，并开办更多的学士课程。另
外，我们也冀望能陆续与全马各地的中学签署合作协
议，推广科技教育。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努力扩大我
们的科技实践平台，并培养更多具有“ABC”技术知
识及实践经验的IT专才。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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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物

專訪新紀元IT專才——梁幃雄主任

作為行政部門的電腦中心如何打造新紀元的IT世界？
赖苾君（国际教育学院实习生）

问：可否谈谈这些年电脑中心于新
纪元扮演的角色与发展规划？

答：电脑中心是学校的科技与通讯
支援中心，我们除了负责管理校内
所有电脑软硬体设备，同时也配合
学校发展，以及教学、行政上的所
需，提供一切技术上的支援。

 2 0 1 3 年 ， 电 脑 中 心 成 功
协 助 解 决 了 学 校 当 时 严 重 的 网
速 问 题 ， 将 学 校 网 速 从 原 有 的
1Mpbs、20Mbps、50Mbps提
升至今日的五个800Mbps。随着
网速提升，我们也逐步开始使用
ELP、Google云端存储及Office365
等线上工具，改善和提升了学校教
职员的教学及行政工作效率。 

 此外，我们也逐渐提升电脑
实验室的设备。将原来不稳定的旧
式电脑，提升为具备i5高速处理器
与8GB内存的电脑。如今，新纪元

的两个校区已经有了15间的电脑
实验室! 

 新纪元研究生院、国际教育
学院以及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虽然
不在美华校区，但透过我们设立的
专用虚拟网络，三个校区之间资讯
得以互联，师生在工作与学习上毫
无障碍。以上这些都是电脑中心近
年主要的成就。

 在发展与规划方面，电脑中
心、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以及
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于2020年
联合成立了新纪元科技委员会，主
要目的在于检讨现有的校园科技，
并持续加以改进与拓展，以创造符
合时代需求的E校园。我们也将部
分老师及学生纳入团队，进行各项
科研计划，其中包括：结合网上教 
学平台的智能课室、校园一卡通、
太阳能供电等。接下来预计还会有
更多项目等待我们去开发。

焦点人物：
梁帏雄（大雄）

大雄主任小档案：

2003年入职新纪元担任软体开
发员，负责领导及开发学校管
理系统。2013年获提拨为电脑
中心主任，除了继续领导学校
各项软体开发项目，亦带领部
门支援学校各类科技发展。从
网络、网页、系统，乃至教职
员和课室的电脑设备，都是电
脑中心发展及支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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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新紀元IT專才——梁幃雄主任

作為行政部門的電腦中心如何打造新紀元的IT世界？

新光人物

问：以往，电脑中心一直以冷冰冰的形象示人，却在
去年成为了学校学生的打卡地点，也掀起了一阵话
题。可以谈谈这背后的故事吗？为什么会有此想法？

答：2018年，我们计划要改变当时的电脑中心。以
往，电脑中心不止让人感觉冰冷，而且让人有种去医
院的感觉！的确，这里是专门为各类电脑技术问题提
供“治疗”的地方。除了上课以外，基本上来这里的
同学大多都是找我们帮忙的。而为了要打破这种可怕
的氛围，我们决定重整！务必改变形象，打造一个温
馨的、人人到访都会打卡的地方。

 于是，我们联络了本校美术系毕业的室内设计专
家，为我们打造全新的电脑中心。从配色、墙纸、灯
光到摆设，都经过一番讨论。一个月后，电脑中心就
完成了全面性的改造。

 改造后的电脑中心，整体以海蓝色为主，代表
年轻与时尚。大厅墙上立体的“电脑中心心Computer 
Centre”字样，为电脑中心提升了更专业的形象。这
一次的改造，是希望电脑中心可以变成学生喜欢聚集
的地方，因为我们想借此机会，更贴近年轻且有活力
的学生，让我们也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

问：听闻国际教育学院将建设鲁班工坊，您也曾经去
辽宁接受培训。能否谈谈您对于鲁班工坊建设的想
法？还有电脑中心即将扮演的角色？

答：是的！鲁班工坊的建设，是响应中国在“一带一
路”的政策，将教育国际化，把科技推广至全世界。

 新纪元也将与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合作，在我校开
设鲁班工坊，提供专业师资培训和人才培养。开设鲁
班工坊不止为新纪元引进中国的强大科技与知识，同
时也让我们学习中国人在科技推广上的坚持与坚韧。
届时，电脑中心将会提供国际教育学院技术支援，协
助建设鲁班工坊培训基地。我们其中的一间电脑实验
室，将设置更高规格的电脑及显示器，以支援鲁班工
坊所使用的BIM软体技术! 

问：可否跟我们谈谈您在担任“ZOOM线上教学”技
术指导的体验？

答：在这科技与资讯爆炸的时代，大家或多或少都接
触过线上直播或教学，所以在提出施行ZOOM线上

教学时，大家对此概念并不陌生。基本上，大家对于
ZOOM线上教学都表示欢迎，只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研
究和学习。果然，经过指导，老师们很快就上手了!
虽然疫情来得突然，筹备过程相对匆忙，但相信老师
们会逐渐熟悉ZOOM平台，并且会加入各自的教学创
意，效果值得期待! 

问：您觉得学校未来有能力施行更大程度的线上教学吗？

答：绝对有能力!就此次而言，学生因行动管制令而只
能在家中线上学习，与老师通过网络会面。从“没有
概念”到“成功推行”，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我们就
能看出新纪元绝对有能力落实更大程度的线上教学!

 校方从决定使用ZOOM，到采购与安装器材，再
到培训老师及学生如何操作，只用了短短的4天!这除了
因为我们早已具备稳固的基础，也要感谢供应商的极
力配合。3月16日，我们成功推行ZOOM线上教学!有
了这样的经验，相信我们未来的线上教学推行将更为
成熟。 

 另外，我们也计划引进美国的IMAGO互动教学平
台，IMAGO不仅可让师生进行更佳的影音交流与课堂
互动，老师也更能发挥他们的教学创意，但我在这里
先不多做介绍，更多资讯，敬请留意电脑中心的各类
动向!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电脑中心的同事们，他
们给予了我各方面最大的配合与支持!没有他们，电脑
中心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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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几 个 月 ， 新 型 冠
状病毒肆虐全球，尤其是
中 国 武 汉 的 疫 情 更 为 严
重。为了给前线的医护人
员与病患送上祝福，新纪
元大学学院、星洲日报、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富贵
集团及2020年庚子千人
挥春赛工委联办了“风雨
同心·收集祝福送武汉”
的活动。该活动于2020年
2月7日的上午10时至下午
4时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举
办，吸引各族人民一同挥
写“福”字。

 当天出席活动者包括
新纪元大学学院两位副校
长，即李锦兴和文平强教
授、新纪元校友会会长洪
阳峰、富贵山庄首席行销
长拿汀李姐䭲、马来西亚
书艺协会署理会长陈炎、
雪州关爱活力俱乐部理事
邱煜伦、拿督傅俊麒以及
大马艺人黄一飞与喵喵组
合的小喵。

風 雨 同 心 

共 抗 疫 情
//

千人揮毫為新冠肺炎病人醫護祈福打氣

        
              汤美珍、廖思芩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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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强：传递正能量

 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文平
强教授在活动开幕仪式致词中表
示，举办此活动的目的是要给社
会传递正能量及正面的讯息，让
参与者在新春佳节透过挥春祝福
自己，也祝福更需要祝福的人，
尤其是新冠肺炎的前线医护人
员、病患和家属。

许来贤：盼疫情早日消失

 雪 兰 莪 州 行 政 议 员 暨 加 影
区州议员许来贤则表示，希望大
家通过挥写“福”字，献上祝福
给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及病患，
为他们加油打气，让疫情早点消
失，大家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他也提醒民众，马来西亚受
感染的情况仍然受到控制，民众
无需感到过度恐慌。他也呼吁民
众要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并
促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一切应
依据卫生部所发出的文告为准。

拿督哈萨努丁：站同一阵线抗疫情

 乌鲁冷岳区国会议员拿督哈萨
努丁致词时表示，他虽然是穆斯
林，但他非常欣赏其他语言文字的
美，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中文或淡米
尔文等。他说，新冠肺炎不只考验
中国武汉，也考验全球各地的人，
病毒的侵入是不分国籍、种族的，
我们是一家人，必须站在同一阵线
共抗疫情。

友族同胞也响应挥毫活动，提起毛笔留下自
己对武汉最真挚的祝福。

许来贤、哈萨努丁及文平强一同举笔挥“福”
字，为武汉打气。

我国著名本地艺人黄一飞亲临现场挥毫为武汉
集福。

 主 办 单 位 在 当 天 准 备 了 巨
型宣纸与笔墨，让逾千名关注
武汉疫情的民众以挥毫的方式
写下“福”字。随后，这幅筹集
了约1500个“福”字的祝福将转
交给中国驻大马使馆，以表示马
来西亚人对于身居武汉的人民与
医者的关怀。

新光縱覽



新光雜誌  ·  第十一期12    新光雜誌  ·  第十一期12    



     2020年6月號 13    

專題焦點：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線上教學路上，新紀元永遠與你相伴

防疫期間，居家學習不間斷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
开始在全球各地蔓延起来，
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我国也
不例外，病毒无疑成为今年
大家的主旋律。3月开始，
本地疫情日趋严峻，对我们
而言，教师、职员、学生都
是新纪元的宝贵资产，没有
什么事情是比大家的健康更
为重要了。因此，守护新纪
元，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
为国家为社会大众守住一方
净土，无疑是新紀元的首要
任务。

 为此，在政府宣布行动
限制令之前，学校就已做出

了重大的决策，也就是透过
网路通讯科技，全面实施线
上教学，将课堂带到“彩云
间”，希望做到疫情时期，
居家学习不间断的目标。

 对新纪元而言，“彩云
间”的教与学，是一项历史
性的创举，应当记于学校史
册之中。新光杂志编辑部也
以此为主轴，规划了一系列
的焦点专题，从学校行政、
教师、学生等多维角度，为
读者报导在这疫情下，彩云
间的新纪元。

13    

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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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疫情，新紀元突破傳統教學，

邁向E時代的新趨勢
1.政府宣布行动管制令后，教务组是
如何第一时间处理这次的教学危机？

答：新冠肺炎横行肆虐，成为一场
无以阻挡大灾难席卷全球，马来西
亚也免不了必须经历这一次严峻的
考验。3月16日晚间10时，当首相向
人民宣布将于3月18日至31日实施全
国性行动管制来抵御疫情，校方隔
天随即整装进入备战状态。

 3月16日，恰巧是学校进入三月
份小学期的第一天，学生刚回来报
到却遇上行动管制令，学校需要暂
时关闭，无法进入课堂学习，对新
生而言，恐无所适从。作为统管教
务的单位，我们首先必须考量到老
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确保
学生在这段时间的学习不能间断，
尽量将其阻碍减至最低。

 经过跟校领导们的磋商，既然
学生不能到校上课，学校毅然决定
采取居家学习的模式，通过线上教
学，继续上课和学习，密切地和学
生保持联系，做到停课不停学。

2.这么短时间，教务组如何实施线上
教学并顺利进行？

答 ： 早 在 首 相 1 6 日 颁 布 管 制 令 之
前 ， 全 校 其 实 就 已 经 处 在 备 战 状
态。打从3月13日新生开课礼当天，
学校便已经率先宣布采取线上教学
策略，以减少师生间的群聚接触。3
月15日（星期日），全体教务组同
事也必须回到校内商讨、拟定线上

教学的各种标准作业流程、实施指
南、筹划Zoom线上教学培训等。一
天内所有流程准备就绪，隔天即进
入培训。我们无疑是摸石过河，战
战兢兢，所幸的是，校内每一个负
责单位，每一个执行同事，齐心协
力，相互相助。

 首先，制定出师生从居家学习
而线上教学这样非面对面（non face 
to 的face）的教学活动，必须从授
课、讨论、作业和评鉴方面走出传
统课堂，这时还得考验老师们变通
创新，才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
基 于 各 种 客 观 因 素 ， 尤 其 网 络 流
量的问题，教务组在实施过程中，
尽 量 给 予 各 种 授 课 条 件 。 例 如 ，
电 脑 中 心 立 即 就 签 购 了 视 讯 平 台
ZOOM配套，让大班制的共修课程
（MPU）学生能够同一时间连线，
又同时鼓励老师们可以预录教学影
片放到云端，以让网速欠佳的学生
可以无限回看和复习。与此同时，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电脑科学与资
讯科技学院的师生自发性地迅即成
立科技支援小组，随时帮助遇上学
习 难 题 的 学 生 。 我 们 透 过 这 些 措
施，尽可能让线上教学顺利实施。

3.教务组除了维护学生的权益，那
这 次 是 如 何 帮 助 任 课 老 師 掌 握 线
上教学的技巧？据不同科系学生反
应，刚开始有许多老师不太会操作
ZOOM。

答：没错，除了照顾学生，我们也
必须考虑到老师的教学状态。很多

受访者：伍燕翎副教授
               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

采访记者：李嘉盈

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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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因为这一次的疫期，才开始真正接触到线上
教 学 ， 从 零 经 验 出 发 ， 老 师 顿 时 成 主 播 ， 也 很 辛
苦。教师线上教学将会面对场地、器材、教学材料
受限的考验，这种情形在一些需要动手实践的课程
当中最为显著。

 此外，教师透过镜头向学生授课，他们的神情、
语调等，都必须重新调整与适应。因此，协助老师调
整教学心态是教务组的首要任务。我们衷心感谢，新
纪元不管是专任还是兼任老师，在这艰难的一刻都与
我们同在，他们敬业乐业，尽其所能地在短时间内学
习网上教学和作业，录制教学视频，建立社交媒体群
组，无时无刻不在解答、回复学生在课业上的各种
疑难。我想在这边加以强调的是，新纪元不少友族老
师，他们在这一时刻给予学生的温暖和关怀，付出的
心力与时间，真正叫人感动。

4.是否有同学向系办反映线上教学所面对的难题？教
务组是如何维护学生的学习权益以及监督教学呢？

答：有。教务组同时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居家学习意见
反馈表，请老师和同学填写。大部分的老师和学生都
反应热烈，我们也很快综合了各院系的意见，深入了
解哪一些课程的学生比较能够驾驭居家学习的情况。
至于较难适应的学科，我们也联系了该院院长和授课
老师，立即作出调整。

 居家学习的效果绝对不可能比校园课堂来得称心
如意，但大家皆有同理心，我们只能作出相对应的策
略，寻求较为妥善的处理方式。既然这时候无法面对
面，任何社交媒体都变得无比重要，教务组同时跟这
学期所有授课老师建群联系，务必正确传达管理层的
行政作业流程，同时聆听老师们的难处和疑虑，随时
给予协助。

5.由于三月份短学期考试已经取消，居家学习也不強制
出席，此次学生将如何获得三月份短学期的学分呢？

答：三月份学期的考试并非完全取消，我们只是不得
已更替或调整评鉴的方式，改为布置作业或开卷考
核，由授课老师考量学生居家学习的客观条件来决
定。这些授课和评鉴方式是在全然符合国家学术资格
鉴定局（MQA）标准下做出的调整，若考核通过，当
然可以获取学分。

6.如果未來疫情持续扩散，学生将会面临停课或延毕危
机吗？作为教务组，这一刻您可以给学生怎样的勉励？

答：我们谁都不希望疫情持续扩散，更不希望学生因
此停课，甚至延毕。我们相信，事情会变好，相信这
属于全人类的战役，最终可以过去。学校将尽其所能
协助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作为管理教务一员，我衷
心希望新纪元每个学生，再怎么艰难的每一刻，都可
以持有坚定学习的心志。“不为外撼，不以物移，而
后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与新纪元学生共勉。

7.目前有部分学生表示他们对线上教学适应得很好，
不知将来学校有没有可能继续实施线上教学？

答：是的，这次也有部分科系的学生表示他们轻易就
能够适应，他们觉得省时省力，利用网络高频互动，
参与和存在感反而加强了。这也许也是因为E时代出
生的年轻人较能纯熟地掌握和驾驭科技，因此很快就
能接受线上教学模式。 

 无可否认，新纪元未来有机会发展线上教育，拓
展远距教育学程。今日不管在中国还是欧美，都早已
走出传统教育模式，线上教育已然成为趋势。教育无
边界，全球化视野，才是年轻一代学人的追求。 

新纪元教师ZOOM线上教学平台说明会

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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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
從“線上教學”到“居家學習”的教師側寫

 原 本 以 为 ， 线 上 学 习 离 我
们很远，随着Covid-19肆虐日
益严重，从3月份起，疫情有增
无减，为了照顾学子们的健康安
全，学校于2020年3月13日公布3
月份学期的面授课程改为“线上
教学”，这突如其来的改变引来
学生及教师的哗然！自此，新纪
元的老师变身为主播！在面对这
突如其来的改变，在系办内总会
听到老师对于“线上教学”的焦
虑，如运用什么软件进行、不习
惯面对镜头、担心网络不给力、
担心学生忘了开直播、担心学生
跟不上进度等等。

 3月16日，教师进行“线上
教学”培训，得到了技术性的指
导，安抚了教师不安的心。培训
后系办即刻开会讨论线上教学的
行政、教学模式、评量方式、创
建师生群组、回答学生居家实习
的Q&A等等；会议后开始布置“
直播间”、确定直播器材的安装
等事宜，马不停蹄，分秒必争。
最暖心的是，年轻教师主动协助
资深教师对于直播器材的使用，
甚至自愿当起了助教。种种的安
排后，晚上，我国首相宣布从3
月18日至31日全国施行“行动管
制”，大专学府必须关闭！！！

        
              张伟隆（教育系主任）

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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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宣布，将上午安排好的事情全打乱了。没
关系，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调整。

 3月17日，一早经过课室往内望，看见课室内坐着
一位老师，面对镜头、头戴耳机，直视荧幕表情丰富
地讲课。下课后，老师说学生的反应不错，原来线上
教学也蛮有趣，只是比较头疼的是，待会儿要请人帮
忙录视频准备下一堂课的动作教学，但面对镜头跳舞
会尴尬……下午，开会讨论“管制行动”期间老师们
在家线上教学的注意事情，年轻老师说他on call，如果
老师在“线上教学”遇到任何情况，可以致电给他，
他可以“电话指导”。这天，下午5点30分了，老师们
依然在办公室，依然不愿回家，依依不舍，但更多的
是在收拾教科书、实习报告，有的老师抱了2、30本书
回去备课、有的老师抱着厚厚一叠的实习报告回去批
改、有的老师想搬桌上的电脑回家、有的老师担心花
圃的植物。

 3月18日，管制的第一天，高教部说不能“线上
教学”！崩溃了！老师们收到了校方发出来的指令，
改为“居家学习”，通讯群组又开始活跃了，讨论要
怎样调整“居家学习”模式、教师应该扮演的角色、
调整科目评量模式、怎样使学生自主“居家学习”等
等。讨论完后还要在系办公告区向学生发布详情，这
work from home有点吃力，但也吸收了满满的鸡汤。

 如果可以选择，老师们都会选择在那充满人气的
课堂中传经授道、在那美丽的校园中与你风花雪月，
而不是隔着电脑屏幕“互相交流”。很多时候，人们
面对新的事物总会有很多不满，但每个改变都是一种
磨练与经历。每个过程，都是一种学习，面对突如其
来的改变，我们唯有集思广益，透过团队配合，让事
情得以解决。从“线上教学”到“居家学习”，老师

们也在学习怎样应变指令、老师们也在学习怎样改变
教学方法、老师们也在学习善用科技，总总的学习，
只为了不剥削学生的学习时间、学生的学习机会。

 花开花落终有期，但愿你我再见时，你我皆安康！

教育系老师们线上教学群像（何均燕老师、 Ms. Dorothy 、连瑞
盈老师）

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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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力        計劃”
在失去與追回的時光之間，

我們還能創造更多！

起飛

 以“教育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作为办学信仰的新
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在2020年4月27日行管
令期间发起了“学习力起飞计划”以提振校园学习风
气、鼓励学生跨领域学习并培养学生对新知识的向往与
追求。该计划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学生们在行管令结束
回到学校后，能迅速找回学习的热忱与动力。

 “学习力起飞计划”在执行人新纪元国际教育学
院院长郑诗傧博士的努力下，一共开办了47个工作坊
供学生选择（截至2020年5月12日00时分）。新纪元的
每位学生可免费选择参加其中两项工作坊。

 以下为“学习力起飞计划”提供的工作坊选项：

场
次

工作坊
场
次

工作坊
场
次

工作坊

1.   本土幻想3D立体卡工作坊 17. 文学创作工作坊 33. 手冲咖啡工作坊

2.   本土幻想水彩/手作类工作坊 18. 表演体验工作坊 34. 3D果冻蛋糕工作坊

3.   巴蒂制作工作坊 19. 手机摄影工作坊 35. 黏土制作工作坊

4.   中国画工作坊 20. 导演/故事/分镜工作坊 36. 印度彩绘工作坊

5.   陶艺工作坊 21. 幼儿语言教材设计工作坊 37. 二十四节令鼓工作坊

6.   Robotic分享与体验工作坊 22. 幼儿游戏设计与体验工作坊 38. 汉服文化与体验工作坊

7.   IoT物联网体验工作坊 23. 绘本创作与设计工作坊 39. 大象保育志工培训工作坊

8.   虚拟世界体验工作坊 24. 社交技巧工作坊 40. 飞机舱模拟体验工作坊

9.   财务规划工作坊 25. 生命教育工作坊 41. 子弹笔记工作坊

10. 数字学与人生体验工作坊 26. 亲密关系工作坊 42. 英文书法工作坊

11. 风水玄学体验工作坊 27. 网红与营销体验工作坊 43. 颂钵音疗体验工作坊

12. 朗读录音体验工作坊 28. 烘焙体验工作坊 44. 数字学与人生体验工作坊（加场） 

13. 广播培训工作坊 29. 彩妆体验工作坊 45. 校园急救志工培训坊

14. 讲说能力培训工作坊 30. 指甲彩绘体验工作坊 46. 逆境智商、讲说与营销工作坊

15. 词曲创作工作坊 31. 模特儿造型体验与宣传照拍摄工作坊 47. 影像剪辑入门工作坊

16. 广告与文案工作坊 32. 咖啡拉花体验工作坊

黄义和、钟晓莹、黄智辉

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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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4日，新光杂志社通过Zoom平
台与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和新纪元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士进行采访，希望
了解 “学习力起飞计划” 下不为人知的点点
滴滴。

“把逝去的时光追回来”  
 疫情期间，校方要处理的工作丝毫不比
平常轻松，又怎么会产生筹办“学习力起飞计
划”的灵感？计划发起人莫顺宗校长表示，新
纪元的校园生活在疫情期间已移到云端，老师
们的会议、教学也利用网络进行，校方也透过
云端让大家感受到新纪元的温度，感受新纪元
的存在。这段日子难免让人觉得像在坐牢，情
绪失落，度日如年。因实在不忍见学生们的求
知欲受到阻碍，校方于是希望透过“学习力起
飞计划”，让同学们追回这段逝去的校园时
光，甚至追回比逝去的多更多的机会与选择，
让大家虽然仍无法回到学校却能够感受到希望
与能量。

 可想而知，如此声势浩大的“学习力起
飞计划”用资必然不小，但校方早有预算，
也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可调动。校长坦言，华
社向来与新纪元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在紧
急时期伸出援手，在这段疫情期间当然也不
例外，许多工作坊负责人都给予新纪元优惠
价，各界人士也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忙，彻底
体现出大家对教育的关怀与支持。为此，校
长表示万分的感恩。

 每项计划的实行必定会有一定的难题，身
为总负责人的郑诗傧老师工作并不轻松，她需
联络各个部门、每位负责老师，甚至动员不同
的人脉去进行沟通。同时也要预先设想各个工
作坊的内容，以及确保能够参与的讲师阵容，
还必须拟定要一一发布文告，内容需传递阳光
般的温暖，赋予学生们乐观的心态。另外，由
于学生会向学校反映校内的设备与器材在行管
期间无法让学生如常使用，因此校方也决定延
长图书馆的开放时间。

 “学习力起飞计划”也因得到老师们的认
同，故很快即能达成共识，得以推行给学生。

“学生们满满的幸福感，是老师们冲下去的理
由”
 询及若让校长选择，校长最感兴趣的工作
坊是哪一些，校长表示实在难以给出明确的回
复，因为这些都是素质相当好的工作坊。校长
期盼“学习力起飞计划“能够达到其目标，希
望学生们如愿追回逝去的时光，更要加强自身
的才艺。校长期盼，在历经疫情的打击后，不
仅科技与医疗设施能有所提升，我们也应变得
更为优秀，在精神与心灵世界中也有所增值，
往后遇到困难，能够挺身而出，保护他人。最
后，校长希望大家从中感受到幸福感，并从中
锻炼，因新冠疫情这场“祸”得到更多的“
福”。

 郑诗傧老师在此次计划中流了不少的汗
水，当中许多繁杂事务都是老师亲力亲为。郑
老师提及，自去年年底起便与校长进行了多番
沟通，国际教育学院的成立也促使她萌生了许
多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计划。与众多政府与私立
大学相比，新纪元大学学院拥有许多来自华社
的资源，因此有能力及条件实践产学合作的概
念。产学合作的模式，可以是研发产品、举办
工作坊或是发展项目，当产业、学校以及研究
联合在一起时，便形成学校的品牌建构之路。

 对于“学习力起飞”计划，郑老师认为
务必要对学校现有的资源进行加强、整合以及
扩大，以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在和校友
的交流当中，老师了解到学校作为学生的父
母，付出自然无可计较，但学生往往爱挑起学
校美中不足的地方，因此校方在学生面前不该
是在炫耀付出多少，而是要设法让学生对学校
有信心与信任。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一所民办
学府，只要稍有一点盈利，哪怕是微不足道的
一丁点分量，校方也会将之完全回馈到学生身
上。

“保有学习力便能改变命运”
 “既然失去了这一段时光，那就在接下来
的日子积极把它追寻回来，好比搭乘时光机回
到过去。”

 此次疫情为学生带来的影响极大，同学们
就如流失了大量的营养，丧失了以往的士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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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为补给学生的遗憾及失落，校方在“学习力起飞计
划”之外，也实行了“营业补给时光机计划”。在此计划
下，学生在图书馆及器材租借等方面能享有更多的福利。

 郑老师认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因此保有学习力
非常重要。正当所有人把目光投放在疫情对家庭经济的影
响时，郑老师所看到的，却是疫情对这一代大学生狠狠的
打击。老师相信未来的下一代也会是被严重摧残的群体
之一，以后未必能有足够的力量再次站起来。受邀参与工
作坊的讲师们在听闻教育界的一片低糜惨景后，都决定支
持此项计划，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帮助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让学生重拾学习的信心与动力。此次计划一公布便获得同
学们的热烈反响，老师相信，并希望大家的热忱能持续下
去，因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学生，就是不一般！

“害怕中前进”
 此次计划的成功，关键在于社会大众对学校的肯定与
信心。郑诗傧老师说，她不时听见周围的人向她述说，新
纪元越办越成功了，尤其近几年来发展颇为蓬勃。她相信
正因大众对学校的印象甚好，因此在寻求合作之时，大家
普遍都是义不容辞地答应，为学校带来莫大的帮助。

 郑老师说，他往往在与校长的谈话中被校长的想法激
发，只要是有意义的计划，便能吸引老师去亲力执行。老

师坦言自己是个非常容易感到害怕的人，做起事
来也并非大家认为的勇敢及自信，然而我们也不
能以胆怯作为推搪责任的借口，因为唯有在害怕
中前进，才是让自己进步的方法，也才不会错过
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机会。

 疫情期间，没有任何人或事是容易的。不难
看见，这一场灾疫带给人类多大的损失，但这不
是我们倒下与放弃的理由。只有临危不惧，接受
并适应新常态，才能自我拯救。莫校长和郑老师
都相信，此次计划对新纪元的同学绝对有利，冀
望所有同学能与学校共同前进，在校长“教育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理念下，成人成才！

莫校长与新光记者们畅谈“学习力起飞计划”的灵感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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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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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陪你居家防疫

 居家防疫期间，怎能少了歌曲抒压？国际教育学院准备
了《起飞在云端，居家听我唱》音乐节目。3月28日下午3
时，《起飞在云端，居家听我唱》节目首次在ZOOM云端平
台开播，吸引了超过50名观众进入该云端平台一同听歌、聊
天，缓解居家防疫时紧绷的心灵。

 该节目由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素雯主持，同时邀请本校首
张校园专辑《起飞》当中的三位演唱人一同在线上飙歌与分
享音乐故事，并与观众在聊天室进行互动。三位嘉宾分别是
《相思豆》演唱人之一郑明慧、《嘿！老歌》词曲创作兼演
唱人谢惠媛，以及《乐园》与《用青春的长度high一首歌》
演唱人之一的李育濨。

 节目中，三位嘉宾都分别现场演唱了她们在专辑中的
歌曲。除了线上飙歌，她们也分享了一些在《起飞》专辑里
的音乐故事。据悉，歌手们好多的“第一次”都献给了这张
专辑，包括第一次进到录音室唱歌、第一次拍摄歌曲MV等
等，对还是学生的她们来说，都是难得又新鲜的体验。

 接下来每周六下午三点，《起飞在云端，居家听我唱》
的节目组都会邀请不同的《起飞》专辑歌手一同到ZOOM云
端平台唱歌与分享音乐故事，用声音带给观众乐趣。放松心
情，让线上主持素雯与《起飞》歌手们陪大家渡过防疫的1
小时吧！

整理/云端节目主播：李素雯（国际教育学院助理）

歌手一边唱歌，听众一边举起写有“居家防疫”标语的牌子

主持、歌手及观众们的线上合影

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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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獲

楊忠禮基金
贊助免費
網絡數據

 2020年5月9日，在新
纪元大学学院求学的莘莘学
子已成为杨忠礼基金会旗
下“居家学习计划”的最新
受益群体。本校非常荣幸可
以成为目前唯一一所受杨忠
礼基金免费网络数据的赞助
的民办大专学府。

    在这个疫情蔓延下，政府
所执行的行动管制令，对大
家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影
响，也对学校教学带来了极
大的挑战。为了确保学生可
以跟上学习进度，各校纷纷
安排网上教学，让学生在家
可以进行网络课程，并且完
成作业。

 在三月份学期，本校针
对学生居家学习环境进行了
两次的问卷调查，发现许多
同学未有良好的网络数据。
为此，本校主动致函杨忠礼
基金会（YTL Foundation）
寻求赞助，也迅速得到对方
的正面回应，并召开会议进
行协商。在会议中，基金会
执行长李永钜先生（Wing 
K. Lee.）欣然地答应，并且
宣布同意赞助本校的学生，
为新纪元提供免费的40 GB
行动数据SIM卡。

 

 在光明日报的报道中，
杨忠礼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杨
肃斌表示，他可以理解大学
生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因无法
在校园学习，所面对的压力
也比以往的大。因此，高速
网络在这段期间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以保证学生的课程
进度不受到影响。而作为一
所非盈利的民办大专学府，
多年来学费都相对平民化，
以确保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
生都能获得优质的教育。

 在此，本校非常感谢杨
忠礼基金以及李永钜执行长
对本校的大力支持与赞助。
除此之外，基金会对于学生
们的支持与鼓励，不仅解
决了学生们受网络限制的困
扰，并且也提高了学生们在
线上学习的参与度。杨忠礼
基金对于学生们学习与发展
的帮助，让本校深受感动及
欣慰。

 欲申请免费及需要的
同 学 ， 欢 迎 浏 览 h t t p s : / /
y t l f o u n = d a t i o n . o r g /
learnfromhomeuni/，并进
行线上申请。40GB的YES 
4G SIM卡就会送到你家！
为你解决在网课上所面对的
网络问题，让你安心的在家
居家学习！

杨忠礼基金李永钜执行长（黄框处）宣布赞助
本校的学生免费的YES 4G SIM卡

黄晶莹

宁
静
致
远

專題： 疫情下，彩雲間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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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  書法

张佩珊 梁馨元

宁
静
致
远

学
无
止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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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案
伴你輕鬆防疫

創意
策文文划：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士     
中文文案：郑诗傧博士（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英文文案：夏敏惠老师（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 
设文文计：郑捷励（美术与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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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文划：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士     
中文文案：郑诗傧博士（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英文文案：夏敏惠老师（国际教育学院助理高级执行员） 
设文文计：郑捷励（美术与设计系）

文 案
伴你輕鬆防疫

創意



Let us #StayHome&Draw
Drawing 2 project by Diploma in Graphic Design, Art & Design Department, NEUC.
Cheong Hui Qi, Chong Joe Ann, Wong Kai Yang, Yap Li Wen, Hoe Tian Jing & Sai Le En.  
Lecturer: Liew Ting C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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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大學學院教育系受邀參加

第十二屆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

 2019年7月21-26日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
系汤翔兰高级讲师及连瑞盈讲师受邀出席第十
二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大数据
应用与经济人才培养研讨会。此次教育交流周
由中国外交部、中国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中国-东盟中心（ACC）、东南亚
教育部长组织（SEAMEO）协办，贵州省教育
厅、贵州省外事办公室承办。 

 汤翔兰高级讲师和连瑞盈讲师在此次教育
交流周上，就幼儿教育的发展与中国和东盟国
家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很好的互动和交流：将新
纪元大学学院幼儿教育学士课程的学生视觉艺
术3R作品在第二届中-东盟少儿艺术暨教育成
果展进行了展出，并与各界出席嘉宾们分享此
课程的办学特色和艺术教育经验，如资源再利
用的重要性和幼儿能学习的废物利用概念、价
值、知识与技巧等；汤翔兰高级讲师进行了幼
儿视觉艺术的专题教学活动，主要采用废物资
源再利用概念，指导儿童将不起眼的废物变成
有用和有意义的作品，此项专题教学活动得到
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与好评；两位老师此行也
到成都的儿童视觉艺术馆和英语教育中心进行
了2场国际教育的交流与分享，不仅分享了马
来西亚儿童视觉艺术和英语教育的经验，也了
解了美术教学法和英语教育是如何有效地落实
在中国儿童的生活当中。

 通过此次教育交流活动，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不仅展示了自己的课程特色，也从其他
参展单位那里获得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教育思想、教学方式和教学活动的经验和
养分，更加深化了教育必须从小培养和激发儿
童的创意思维等能力发展的认识，真可谓不虚
此行，受益匪浅。

汤翔兰和连瑞盈两位老师在此次教育交流周上与中国教育部田学军副部长、
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方军及嘉宾们合影。

汤翔兰老师与参与视觉艺术活动的部分儿童合影。

學術盛宴

        
          汤翔兰（教育系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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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2019年度華教先賢紀念日

 2019年12月7日，新纪元大学
学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华教先贤
日”。来自全国各地热爱华文教育
的各界人士齐聚新纪元大学学院，
参加华教先贤追思会，共同追思、
缅怀为华教作出奉献的先贤们，并
向先贤们致以崇高敬意与感恩之
情，同时激励人们坚持为华教事业
奉献力量!

 从1819年的五福书院算起，
今年是华教200周年的日子，也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纪
念日。当初南来的先贤们秉持着再
穷也不能穷教育的观念，将私塾教
育远渡重洋移殖东南亚，之后“五
四”在中国形成一种新文化及新思
想，马来亚也受其影响而掀起了兴
办华文教育的新热潮。

 中国的爱国主义新文化运动
对马来亚新式华校的发展更是一

种新的刺激，方言教学几乎被白
话文教学所取代，华语成为华族
学 校 的 共 同 语 言 。 1 9 2 0 年 马 来
亚殖民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不利
华校的教育法令，导致数以百计
的华校被迫关闭。有压迫就有反
抗，华人社会掀起了维护本身教
育权利的抗争运动。

 无论如何，抗争运动促成了
华教运动的蓬动兴起，华文夜学遍
地开花。这项觉醒运动首先体现出
华族“生于斯、死于斯”的认知。
自长期以来，华族也就自觉地悍卫
民族教育权，开展了自强不息的华
教运动，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勇于维
护華教的杰出先贤。在华教以及华
社面临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他们
以“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无私
精神，克难攻关，排除万难，捍卫
华文教育。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几百
年过去了，但“爱国、近步、民
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就
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影响当代
马来西亚的华裔子弟秉持着相同
的理念，捍卫华文教育，培育一
群效忠国家、致力于国家建设发
展的各领域人才。

 从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
适、鲁迅、刘半农等人，到现代的
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等人，皆
是扬起现当代华文教育之帆的英
雄，当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能取得
今日的规模与成果，正是因为这些
高瞻远嘱的华教先贤，不断抗争与
建设与艰苦奋斗的结果。

 华教先贤，永垂不朽。

大会主席叶新田致辞 本校董理事们向名录上的华教先贤致敬

學術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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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2019年度華教先賢紀念日

東南亞華人
與新文化運動
國際研討會

黄智辉

 1919年，在陈独秀的带领之下，一
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新青年》由此
创立，为新文化运动拉开序幕。新文化运
动作是一场思想文化及文学的革命，主张
废除以文言文为主的传统文学体系，并提
倡“我手写我口”，而白话文时代自此
开始。这场运动的影响所及并不仅限于中
国，对于东南亚华侨社会更是影响深远，
改变了整个华人世界的思维模式。

 在2019年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作为本
地华人民办大专，新纪元大学学院有幸于
2月7日至8日举办“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
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探讨五四新文
化精神在东南亚的发展与影响。本次研讨
会也很荣幸邀集了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前来
集思广益，一同探讨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
运动之间的联系。所邀请的嘉宾学者包括
了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许纪霖（中
国华东师范大学）、王兆鹏（中南民族大

學術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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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陈万雄（香港饶宗颐文化馆）、
朱文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罗乐
然（香港公开大学）、陈中和（拉曼大
学）、潘筱蒨（拉曼大学）、陈湘琳
（马来亚大学）、詹杭伦（南方大学学
院），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莫顺宗校
长、伍燕翎、廖文辉、郑诗傧以及廖朝
骥。其中，人民大学的杨念群教授也是
五四文人杨度和梁启超的后人。

 本次会议共安排了四个专题讲座，
分别为杨念群教授主讲的〈五四“运动
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兼论其”
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王兆
鹏教授的〈时空—体化——唐宋文学编
年地图平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意义〉、
许纪霖教授的〈两种启蒙：文明自觉，
还是文化自觉？〉、陈万雄名誉馆长的

陈六使图书馆的五四绝版特藏

學術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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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百年文化的发展——兼论东南亚华人
文化发展的关系〉。除专题讲座外，大会也安排了三个研
讨会的场次：“东南亚华文与记忆”、“传承、革新与在
地化”以及”国族认同与建构“。

 配合这次研讨会，校方也规划了其他的周边活动，像
是大会开始时所进行的华教先贤纪念仪式，纪念为本地华
教付出的先贤；“民国出版五四名家作品特藏展”，展示
了本校陈六使图书馆的五四绝版特藏；“北风南传：新文
化运动与南来文化名人特展”则利用了扩增实镜（AR）将
南来文人的故事呈现在世人眼中。现场也有中文系以及文
运书坊的书展，精选了与文化、历史和社会科学相关的书
籍。研讨会发表结束后，莫顺宗校长上台致闭幕词，为此
国际学术研讨会拉下帷幕。

 本次的研讨会能够顺利地进行，也要感谢富贵集团
和金马皇宫在本次的研讨会中给予赞助。透过这次的研讨
会，前来参与的与会者受益不浅，更提升了自身对于五四
运动意涵及其价值的认知。

研讨会来宾大合照

學術盛宴

主题演讲嘉宾许纪霖教授（左）与杨念群（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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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如何
建构的呢？由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所构成的中国文
化，只是文化的“小传统”，而将不同族群想象为同
一个民族、同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一个更高形态
的共同体，还要有赖于文化的“大传统”。
      
 何为中国，这是近些年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
题。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理解，当然是包括大陆和港澳
台地区在内的中国，然而，在当今世界上，还有另
外一个文化的“中国”，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
华文化的繁衍。去年，我应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的邀请，到吉隆坡参加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国际
研讨会。在马来西亚一周的学术考察，让我欣喜地发
现，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就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生活着5000万以上龙的传
人，其中80%居住在东南亚。在泰国、缅甸和老挝这
些佛教国家，大多数华人已经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在
印尼，华人人口有1000万，但长期以来在政府的限
制下，华文学校被迫关闭，华人基本上不会说华语、
写华文，也面临被同化的命运。新加坡尽管是一个以
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但英语才是公共领域的语言，而
华语与马来亚语、印度语一样，只是私人领域的交往
媒介。唯独马来西亚这个以马来人为主体的穆斯林国
家，占总人口不到20%的华人，却顽强地坚守着中华
文化的认同。来到马来西亚，中国人几乎没有异国他
乡的感觉，到处是你熟悉的中文，正宗地道的粤菜、
闽南菜和海南鸡饭，还有令人亲切的黄皮肤、黑头
发。那么，近700万的马来西亚华人，究竟如何实现
了南洋其他国家华人的梦想，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华
人社会呢？他们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当我回到
上海，带着对马来西亚考察的新鲜感，从书架上找到
了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孔飞力在十多年
出版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借助
他的宏大视野和深邃分析，对海外的文化中国有了一
种别有洞天的感悟。
      

 还是从下南洋的故事说起吧！在明清之际，在南
中国海的宽阔海域，借助东北季候风，大批福建人和
广东人乘坐一叶帆船，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半岛，开
始了华人在南洋的历史。我曾经做过研究，发现中国
南北文化的历史差异，在于北方文化是农耕民族与游
牧民族的融合，而南方文化，则是农耕文化与海洋文
化的重叠。中原的农耕民族是保守的、拘谨的，父母
在，不远游，重农轻商。而从广东到福建的这些南方
沿海地区，到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海洋族群，因为地
少人多，谋生不宜，这些广东、福建人靠海吃海，类
似西欧的海洋民族，很有一些冒险精神和商业头脑，
南中国海也因此成为了他们向外活动的新疆域，不仅
形成了卜正民教授在《哈佛中国史》中所说的以白银
为媒介的“南中国海商贸圈”，而且将开拓南洋作为
自己新的谋生之路。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以文明自我定义的国家，而
非现在熟悉的民族国家，国人到了南洋，就将文化中
国带到了那里。他们是移民吗？又是，又不是。孔飞
力教授发现，中文里面并没有英文emigrant（向外移
民）相应的词汇，我们只有“安土重迁”和“衣锦还
乡”的概念。下南洋，只是为了谋生，不是做生意，
就是开矿做劳工。马来亚半岛的华人，只是将那里作
为临时的迁移之地，他们的根还是在遥远的故乡。对
于他们来说，移民的真正内涵，不是“分离”，而
是“关联”，那种文化上的血肉关联。

 孔飞力教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通
道”与“小生境”。所谓“通道”，就是这些新移民
们在南洋和自己的故乡建立了一个广泛而密切的交
往网络，既有实质性的人员、资金和信息的双向交
流，也有虚拟性的情感、文化和信仰的互相交织。
他们在马来亚半岛竟然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文化
中国的“小生境”，将故乡的各种文化元素与社会
建制如数搬到南洋社会。移民社会的这种横向文化移
植，全世界除了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穆斯林之外，大
概就数华人最突出了。

在馬來西亞發現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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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马来西亚华人的横向移植，创造了一种什
么样的文化“小生境”呢？简单地说，就是以血缘、地
缘和信缘为纽带的华人交往网络。一个初来乍到的中国
人，远渡大海之后来到南洋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组
织”。这个“组织”，就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信缘网
络。甚至你都不用找，从踏上大船的那一刻起，你已经
是某个先定的关系网络之成员。不然，你都没有勇气下
南洋。孤身一人出洋探险，显然不是中国人的故事。在
马来西亚期间，新纪元学院的廖朝骥和白伟权两位年轻
教授陪我们几位中国来的学者考察吉隆坡的华人历史文
化。他们提出，第一站去处于老市中心的华人义山。所
谓义山，就是当年这些华人移民们的墓地。白教授是人
文地理专业出身，专门研究华人的社群，他带领我们在
一块块墓碑中穿梭，详细讲解墓碑上的碑文。我恍然大
悟，这义山，正是了解华人文化网络的一把入门的钥匙！
      
 中国人的第一层关系网络是宗法血缘，那是从西
周封建时代就遗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当年远渡南洋的华
人，来自不同的家族，未必有共同的祖宗和族谱将他们
粘合在一起。但我们在墓地中发现了好几块“谢氏总
墓”、“欧阳氏大总墓”这样的墓碑。原来，在南洋，
血缘网络体现在同宗同姓，五百年前原是一家人，同一
个姓氏的移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拟血缘的网络，建立同
宗的堂所，比如谢氏的“宝树堂”、欧阳氏的“渤海
堂”。死了之后，就埋葬在同一个墓穴，即使不能叶落
归根，与家人聚合，至少可以与同宗姓的族人共眠地下
了。你或许会问，大姓氏族还好办，找得到同宗，那些
冷僻的小姓怎么办？历史记载，常常有若干姓氏的人们
以一个纯属虚拟的新姓氏名下实现联宗，可见传统中国
人是如何相信血浓于水，没有亲缘，也要创造一个拟宗
姓的网络关系出来。 

 距离吉隆坡的唐人街“茨厂街”不远，有一座
马来西亚国家重点历史文化遗产“陈氏书院”。这是
1906年由新马一批陈姓的商人们，仿照广州著名的陈
家祠，共同集资兴建的。主殿德星堂供奉着三位陈氏的
远祖：舜帝重华公、颍川始祖陈实公和开漳圣王元光
公。百年过去了，书院依然雕梁画栋，异常精美，即使
放在国内，也算得上是一流的古建筑文物。

       血缘关系毕竟难得，在新马华人当中，最重要的人
际关系无疑是地缘的同乡网络。但所谓广东人、福建人
的省籍意识，其实是近代的产物。在明清时代，省籍意
识是很淡薄的，所谓的地缘，就是以某个方言为核心的
方言社群。当年来到马来亚半岛的华人，有五个不同的
方言群：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
他们结伴而来，分群而居，新加坡和马六甲是闽南人的
天下，怡保是广府人的地盘，而槟城则是福建人、广东
人共同的地域。
      
 来马来西亚之前，一位香港朋友力劝我一定要去怡
保，说很像他小时候生活的老香港。怡保是霹雳州的首
府，地处吉隆坡与槟城的中点位置，整个小城不仅被美丽
的大自然簇拥，而且南洋风格的老街道、古建筑也保持得
非常完整，满街都是汉字招牌，到处听到婉转的粤语，仿
佛又到了中国岭南。霹雳州的华人原初是来采矿的，这里
以锡矿出名。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方言群，因共同的地缘
网络抱团生存，但也因此而分裂、内斗。闽南人内部的泉
州帮与漳州帮、广府人与客家人、潮州人，为了争夺矿
产、土地和水资源，都爆发过激烈的械斗。传统中国人的
存在方式，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分子化的社群，按照
特定的血缘和地缘组织起来的共同体，虽然是同构的，却
形成不了更高层次的合作与联合，彼此之会有纷争。马来
亚早期的华人历史，就是如此。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

學人隨筆



新光雜誌  ·  第十一期34    

 为了维持华人社会的秩序，保证殖民当局的正常
税收，荷兰统治者任命一位华人头面人物担任甲必丹，
即华人社会的总头领，由他负责包揽税收，并管理当地
华人的公共事务。既然华人社群四分五裂，那么，谁有
资格获取一言九鼎的甲必丹位置呢？假如放在故乡，那
一定是读过书、有功名、德高望重的地方士绅。但是，
士绅们是不屑于背井离乡的，来到南洋的中国人，几乎
没有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人物。那么，谁会成为移
民社群中超越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新式精英呢？

       这就要说到血缘、地缘之外的第三个文化网络，即
信缘关系了。且不提佛教和道教，中国的民间信仰从来
都很发达，中国人未必不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只是中
国式的宗教，按照杨庆堃教授的说法，不是西方式的，
而是镶嵌在世俗网络里面的分散性宗教。每一种信仰，
每一座庙宇，其背后都是一个文化网络共同体，信众们
可能从属于某个地方社会，也有可能超越地缘关系。来
到南洋的移民们，同时也将老家的菩萨、妈祖以及各种
神祇带到了异国他乡。不过，在南洋华人社会，信缘网
络与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三点会或三合会紧密结合，
一开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后来慢慢蜕变为海外华人
跨血缘、跨地域的民间会社。而为荷兰殖民当局所看中
的甲必丹，往往是当地民间会社的首领。

       在马六甲，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的许德发教授带
我参观了新马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青云亭。青云亭落
成于17世纪初，是当地第一和第二代甲必丹主持建造
的，青云即“平步青云”的意思。青云亭的功能是全方
位的，它是华人的信仰中心，供奉着观音、关公、妈祖
和文昌帝，还有列祖列宗的牌位，同时还是甲必丹的办
公场所、处理各种纠纷的仲裁之地。我在青云亭里还看
到了一块对第二代甲必丹李为经的颂德大碑。甲必丹，
即是信缘网络的领祭人，又是民间会社的老大，同时又
是得到殖民当局钦定的地方行政首领。

       在华人义山的附近，有一片甲必丹叶亚来的墓园。
叶亚来是新马历史上最有名的甲必丹，是个传奇性的人
物。他是客家人，出身贫寒，青年时作为猪仔被卖到马
来亚开矿。他很能干，先是担任老甲必丹的卫士，最后
自己接棒，成为“吉隆坡王”，在战争内乱之中，带领
华人矿工，平定了秩序，将原先只是矿区的吉隆坡，发
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市镇，为以后成为
国都奠定了基础。他是大商人，也是会社的领袖，又是
被任命的甲必丹，而在他的墓碑上，还密密麻麻地镌刻
着清廷授予他的或者买来的多个大清的官职与荣誉。这

样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移民精英，一方面依然是传统中
国的延伸，另一方面又是属地的，具有殖民地社会的
独特色彩，与中国本土的士绅精英迥然异趣。孔飞力说
过：“在世界各地那些中国移民需要去适应当地环境的
地方，中国的文化资本都被柔性地、巧妙地、恰当地投
入到特定的情境之中。在华人的祖籍国本土，并不存在
一种所谓的‘纯而又纯’的中华文化，有的只是在特定
的世界、地点被实践的文化。”

 在20世纪之前，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存在，
甚至连华人意识都没有，下南洋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
都是方言族群的观念，而大部分底层的华人只认自己的
籍贯地。义山的墓碑上，就是诸如海南文昌某某、广东
顺德某某某。那么，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从什么时候
开始，又如何建构的呢？由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所构
成的中国文化，只是文化的“小传统”，而将不同族群
想象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一个更
高形态的共同体，还要有赖于文化的“大传统”。在古
代中国，这个“大传统”就是儒家文化与科举制度。

       最初来到马来亚半岛的华人，几乎没有读过书的士
大夫，因此也没有带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但是，
这些移民们还是想着终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通过
科举考试成为人上人，自己是没有希望了，就寄希望于
后代。在新马站稳脚跟的华商、矿业主，开始办私塾，
从中国的老家请来私塾先生。有名的华文学校是1849
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崇文阁”，“吉隆坡王”叶亚来在
1884年也创办了吉隆坡第一所华人学堂，马来亚的华
人教育与中国几乎是同步的。当晚清科举开始衰落、流
行半中半洋的新式学堂的时候，第一所华文新式学堂也
于1904年在槟城出现了，有240位学生，教师则是从中

叶亚来墓前合影（左：杨念群、廖朝骥、许纪霖、罗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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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土礼聘过来的。这所学校叫中华义学。你看，一
个整体性的“中华”意识诞生了。

       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商会，是整体性的华人社会
建构的重要媒介。1906年新加坡的华商成立了中华总
商会，这是一个超越方言群的华人组织，虽然福建帮
占主体，但其他方言帮也按照人口的比例进入了商会
的管理层。中华义学，中华总商会，就这样，一个以
中华文化为共同想象的华人社会初步成形了。在这里
还必须提到康有为和孙中山，他们两位在20世纪初都
来过槟城，南洋的华人们明白，自己在他乡的命运与
母国的前途密切相关，虽然身在南洋，却心系祖国，
纷纷为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捐款。

       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最终形成，五四运动当属首功。
在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主办方有一个华教先贤纪念
仪式，纪念百年以来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做出重大贡
献的先贤们。华人团体各位重要人物一一上台，向先
贤的遗像鞠躬献花。为何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如此
重要？原因无它，正是百年来的华文教育，在多元民
族、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形塑了一个与马来人、印
度人不同的华人社会，坚守了中华文化的族群认同。
而五四，正是让华人社会得以最终定型的重要媒介。
与五四爱国运动同步，在新加坡和槟城这些华人集中
的海峡殖民地，也出现了学生和工人反日的游行示
威，这之后，各种跨族群、跨地域的华人团体在一波
又一波的华人民族主义潮流之中建立。而新文化运
动，更是直接形成了华人社会的高阶“大传统”。五
四之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华文教育的主流，学
校采纳的是与中国同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新
式教科书。在团体与学校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
华文报纸的大量涌现，在华人社会中塑造了一种超越
方言的公共文化和公共舆论。我在研究近代中国公共
领域的时候，曾经发现学会、学校和报纸是中国公共
领域的三大要素。无独有偶，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
华文媒体，在马来西亚也被誉为华人社会得以存在的
三大支柱。

 这里的华人说到华文教育，一定会提到一位重要
人物：林连玉。如果说第一代华人英雄是叶亚来，那
么林连玉就是第二代新马华人的精神灵魂。他的墓园
距离叶亚来的墓地很近，碑座上镌刻着两个大字：族
魂。一边的画廊里有一幅华文中学的师生创作的画，
他与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
拉一起，在蓝天白云之中，如同圣徒一般熠熠生辉。

很难想象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福建男子，几十年来领
导华人教师公会，在主流族群和政府打压之下，艰难
地争取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合法地位和生存权利。

       

 林连玉的忌日12月18日是马华社会的华教节。虽
然华文至今还没有成为与马来文同等的官方语言，但
毕竟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华文
教育体系，这一切，都是林连玉以及他的继承者们近
乎悲壮的斗争换来的结果。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对
华文教育设置了各种严苛的限制，比如华文学校得不
到国家的资助，华文中学的毕业生不得为国立大学所
录取，只能进华文大学，而华文大学毕业之后又难以
获得政府公务员的位置。然而，马来西亚的华人们为
自己所传承的中华文化而骄傲，顽强地坚守族群的文
化认同。马来西亚的华人们，他们的国家认同是马来
西亚；但在文化认同上，绝不退后半步，艰难地坚守
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
      
 我见到的马来西亚华人师生们，华语个个说得字
正腔圆。华语歌手梁静茹、巫启贤曾经在中国歌坛风
靡一时，杨紫琼也是出生在怡保的马来西亚华人。我
与年轻的华人学生聊天，发现他们对中国的电视剧、
抖音等等都很熟悉，如数家珍。在马来西亚师范类最
高学府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讲课的时候，这些马华
学生的反应，与中国大学课堂的学生毫无二致。马来
西亚的华人青年在坚持延续中华文化的传统，他们也
为中国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盼望自己的文化母国变得
更为强大。

本文原载于2020年3月27日《文汇报》“文汇学人/学林”专栏

（图为本刊所配）

    

华教先贤纪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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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 COVID-19行動管制 

防疫安頓身心資訊包

安顿身心资讯包的资料及图片整理自美国执业谘商师留佩萱博士的文章及网络资源

练习观察自己的身体感受，并且替这些

感受命名，例如：我觉察到我现在呼吸

很快。

练习深呼吸

1只手放在胸口，1只手放在腹部，慢慢

地用腹部呼吸，吸气 4 秒钟，吐气 8 秒

钟。吸气时感受到肚子胀起来，吐气时

感受到肚子缩进去。

试着把双脚稳稳地踩在地上，去感受脚

底踏实地踩在地上的感觉。

让自己回到【当下】1

·

·

·

 行动管制期间

·不能随意出门
·关闭学校
·禁止聚会，保持社交距离

因此你会感觉到……
1. 担心
2. 焦虑
3. 害怕
4. 紧绷
5. 恐慌

这些感受及经验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这样做，
当你感到焦虑或压力时，

练习观察自己脑子的想法，

并替这些观察命名。

例如：

我观察到我现在有个____的

想法。

然后，理解这些想法就只是

想法，并不是事实。

最后，让这些想法离开，不

做其他的评价。

想法，就只是想法2

·

·

·

练习接纳自己的各种感受，温柔对

待自己，不批判自己。

你可以对自己说——“在这样的疫

情时期，会焦虑是很正常的”。

自我疼惜 (Self-Compassion)3

·

·

保持饮食均衡

维持充分睡眠&休息

在家休息

提升免疫力4

·
·
·

正确了解疫情相关资讯

减少观看新闻及社交媒体的消息

从事放松活动：听音乐、瑜伽、与家人朋友聊天等等

另外，你可以

·
·
·

校内防疫资讯
若需了解正确疫情及学校的防疫措施，可浏
览校内教务及防疫资讯网：
https://www.newera.edu.my/Covid-19/ 

心理辅导资讯
如果你的焦虑及担忧已经影响生活，或者需要
支持及关怀，欢迎联系我们安排线上辅导！
http://goo.gl/MyVnzY 

STAY CALM, STAY HOME, KEEP LEARNING
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中心 关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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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校級與院級優秀生名單
             2019年9月
                  校级优秀生名单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丘凯文

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程 李振豪、李圣欢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陈静妮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江婉媚、钟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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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欣慈、苏琬婷、马俊泓、林千惠、李沚暄、张淑钧、范明诗、陈慧欣、
刘骏维、王谕婷、黄良康、许愫庭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杨紫萦、叶桂婷、陈苛君、王玮麟、林洁莹、宋莹莹、刘镁仪、叶柔斈、
钟桧沁、陈晓慧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 曾文杰、邓秀如、许雪薇、卢佩莹、伍沛霖、陈彦玲、余芝霏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陈荟茗、李智勋、刘姝伶、黄巧卉、谭子萱

二、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程 郑国伟、吕正泉、林铭泳、郑惟松、郭竞怿、林汶永、李济照、李铭伟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凌添辉、苏骏华、徐志文、张颖异、郑嘉友、邓嘉慧、陈永康、刘腾宇、
程俊然、张宇航、胡靖暘

三、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王诗惠、许家宝、赖静怡、王贵真、王康娴、溫浩良、张淑贞、江俊慷、
余巧晶、罗楷胜、陈丽芹、王耀坤、曾芷晴、黄嘉琪、钟宝琳、陳素琴、
许勇杰

四、媒体与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蔡惠妮、梁瑜玲、陈佩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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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日 — 2020年5月31日

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贺世平
（戏剧与影像系高级讲师）

《破！案》获奖年度最佳原创剧本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萧铭乐、陈婷婷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破！案》入围年度最佳造型设计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李杰承、洪梓宗、陈凯宣
刘雪莉、姚競皓、曾慧愉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破！案》入围年度最佳舞台设计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刘雪莉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破！案》入围年度最佳女主角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罗静颖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破！案》入围年度最佳女新人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黄湘禧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我要上天的那一晚》
获奖年度最佳女新人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龚俊仰
（戏剧与影像系《排演一》
课程平面设计指导老师）

《我要上天的那一晚》
获奖年度最佳平面设计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王一祥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我要上天的那一晚》
入围年度最佳男新人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陈颽依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我要上天的那一晚》
入围年度最佳女新人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黄商权、郑明慧、罗慧怡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我要上天的那一晚》
入围年度最佳造型设计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李杰承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谁家老婆上错床》
入围年度最佳男主角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杨杏瑶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谁家老婆上错床》 
入围年度最佳女配角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戏剧与影像系&偶门剧团
《绿野仙踪》入围年度最佳戏剧

（与偶门剧团联合制作）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贺世平、梁依琳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高级讲师、

兼任讲师）

《绿野仙踪》入围年度最佳改编剧本
（与偶门剧团联合制作）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陈忠实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3届毕业生）

《尼伯龙根的指环》
获年度最佳男主角

戏剧联盟第16届戏炬奖颁奖典礼

傅惠惠、赖育恒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13届毕业生）

《电话》获首届晓阳双亲节
微电影创作竞赛季军

首届晓阳双亲节微电影创作竞赛

陈俊霖
《百鬼夜行》入围年度最佳舞台设计

戏剧联盟第17届
戏炬奖颁奖典礼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6届毕业生）
《开心死了》获年度最佳灯光设计

戏剧联盟第16届
戏炬奖颁奖典礼

梁家恩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6届毕业生）

2019《新·新村》微型纪录片大赛
公开组冠军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微型纪录片大赛颁奖典礼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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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Drifting>入围<Save Our Earth, 
Save Our Future >五强

Duopharma Biotech

陈宏亮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14届毕业生）

<Botak>获优胜奖与网络人气大奖
首届晓阳双亲节
微电影创作竞赛

《随机飞腾》
入围《大同韩新面对面短片比赛》

公开组 12 强
大同韩新面对面短片比赛

王冠庭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10届毕业生）

《我的老师》入围年度最佳音乐音效设计
戏剧联盟第17届
戏炬奖颁奖典礼

汪佳焌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13届毕业生）

《奶奶来了》入围年度最佳男演员
戏剧联盟第17届
戏炬奖颁奖典礼

爱美丽亚陈
（戏剧与影像系兼职讲师）

《有故事的人：……因为你是女人》
入围年度最佳女演员

戏剧联盟第17届
戏炬奖颁奖典礼

黄国秀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11届毕业生）

《阿添 Like A Bird》
入围《大同韩新面对面短片比赛》

公开组 12 强
大同韩新面对面短片比赛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全体在籍生与毕业生）

《共犯》获全国短片比赛季军 BuddynotBully

洪荔琴
多媒体与商业设计高级文凭（技职课程）

    Spritzer’s Eco Art Challenge（第一名）
    最多观众投票奖
    Best University of Eco Art Challenge Art   
    Spritzer       

Spritzer

郑珍珍
多媒体与商业设计高级文凭（技职课程）

Spritzer’s Eco Art Challenge第五名 Spri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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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瑄、陈祯耀、郑珍珍
洪荔琴、王整鸿、刘峻慷

多媒体与商业设计高级文凭（技职课程）
2019《新.新村》微型纪录片大赛学生组入围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微型纪录片大赛颁奖典礼

温骏业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第13届毕业生）

毕业短片《Block A-2-15》        屡屡入围国内外影展并得奖：
1.  Invited to screening in Satellite 2019: South East Asian Short Films 
     Screening | Penang
2.  Nominated in Shorti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3.  Nominated in 9FilmFest (Thailand) 
4.  Nominated in 15th Mini Film Festival - [MAS] See Films Open category 
     (Malaysia) & Must [SEA] category (South East Asia) 
5.  Best Film Award [MAS] See Films Malaysian Shorts in 15th Mini Film Festival 
6.  Included programming in S-Express Sea Shorts Film Festival 2019 
7.  Officially selected to screening in Non-competition section in Bengaluru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dia) 
8.  Officially selected in Cinema Oasis Amazing Stoner Movie Contest & 
     Festival (Bangkok)
9.  Nominated in Aash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Nashik 2019 (India) 
10.Officially selected in 38th Uppsala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Sweden)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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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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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新纪元优秀教师奖获奖名
单如下：

Mr. Navaratnam 
A/L Vejaratnam
Faculty of Accountancy,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庄正伟院长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Ms. Raha binti 
Ja’afar
Faculty of Media and 
Creative Arts
媒体与艺术学院 李应伦主任

New Era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林美慧老师
New Era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郑诗傧博士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林玉珠主任
Department of English
英文部门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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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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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新纪元优秀服务奖获奖名
单如下：

Mr. Kumaran A/L 
Santarasegaran
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
庶务处

李泉氚院长
New Era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Ms. Nurhidayah 
Binti Abdol Halim
Government Relations Office
政府事务处

林天来主任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学生事务处

Mr. Lurth A/L 
Mariadas
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
庶务处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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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
与影像系的系友——梁家恩参加了
由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主办的《新·
新村》微型纪录片大赛，他的《德
士安哥》纪录片在众多的参赛作品
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公开组的冠
军，并于2019年12月4日从房地部
副部长拿督拉惹卡马鲁巴林手上接
获奖项。

 新村是英殖民政府在紧急状态
中所设立的华人集居点，为马来西
亚所独有。此次比赛的宗旨是为了

记录新村之美及新村的历史文化背
景，也让外界对于新村有更进一步
的了解。 

 《德士安哥》的故事背景是
位于柔佛永平的一个小新村——新
港新村，讲述的是新港新村一代人
的记忆。在公共交通不便的时代，
如要出门就必须依赖“霸王车”，
也就是德士。因此，德士成了来往
小镇与新村的“小巴”，常常供
不应求。尤其是在求学阶段的学
生，7-8个人挤在一辆车上是非常

常见的，这独有的“亲密感”也成
为新港村民们的共同回忆。梁家恩
拍摄的纪录片所采用的呈现手法非
常幽默，让观众有一种亲切感，此
举也获得了评审们的青睐。纪录片
的团队有四位成员，分别是梁家
恩，蔡紫滢，邱蕴能及何书宏。除
了摄影师何书宏外，其余三人都是
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的毕业校友。
新光杂志在此诚挚恭喜他们，也感
谢他们为新纪元争光。

《新·新村》微型紀錄片大賽 
戲劇與影像系系友梁家恩榮獲冠軍！

1

2

图1：梁家恩获奖照片

图2：拍摄团队：左起为导演梁家恩、美术及场务蔡紫滢、收音及剪接师邱蘊能、摄影师何书宏。

陈欣勤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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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6日，新纪元
大学学院参与了由文冬公教中
学举办的新春嘉年华，参与的
科系和单位共有五个，包括中
国语言文学系、媒体研究系、
教育系、资讯科技系以及招生
处。为配合此次新春嘉年华，
各系策划了一系列精彩活动，
如中文系和教育系学生准备了
中华文化相关的体验活动，媒
体研究系和资讯科技系的学生
则带来了扩增实镜（AR），以
让中学生们现场体验科技。

 中文系的学生为中学生们
讲解汉服相关知识，以及准备
了现场中国结教学。中学生们
对中国结特别感兴趣，都聚集
在中文系的工作坊学习制作中
国结。教育系的学生则让中学
生们体验现场吹梅及剪纸，并
介绍剪纸的由来和意义。中学
生们在这个工作坊发挥了自己
的吹梅天赋，以简单的方式吹
制出栩栩如生的水墨画，很多
学生的作品都被展示了出来。

 媒 体 研 究 系 的 老 师 让 中
学生体验AR场景及学习相机
拍摄技巧，对摄影有兴趣的
学生都能够通过这个工作坊
获得宝贵的摄影经验。资讯
科技系的学生则在现场布置
小赛道，并让中学生操控该
系所设计的遥控车。看似简
单的遥控车，制作却非常复
杂，该系学生对技术的掌握
能力，不得不令人佩服。

 除了新纪元师生之外，公
教中学的学生也带来了武术、
扯铃、空手道、跆拳道、演唱
新年歌和华族舞蹈等的精彩演
出。该校董事长林枝辉、副董
事长拿督张思添、校长崔淑丽
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电脑科学与
资讯科技学院院长庄正伟博士
的带领下参观各系所准备的工
作坊，他们都相当佩服学生们
的才华，也对新纪元大学学院
的到来表达感激。这次活动也
得到了《星洲日报》和《中国
报》的大篇幅报导。

學習中華文化、體驗AR科技：

文冬公教中學新春嘉年華
张启娴

中学生们体验着媒体研究系和资讯
科技系所准备的新春扩增实境

文冬公教中学学生的吹梅画作

资讯科技系学生所设计的遥控车

左起林枝辉董事长、拿督张思添副董事长、
崔淑丽校长、庄正伟院长

友族教师与身穿汉服的中文系学生合影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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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與加影育華簽署

學生創新與
創意發展
合作計劃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加
影育华国民型中学于2月21
日（星期五）上午9时，在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会议
室签署了“STEM学生创新
与创意发展计划”合作谅
解备忘录，于未来一年进
行科技教育学术交流和知
识共享。

 在这项合作计划下，
新纪元科学与资讯科技学
院将从2月22日开始，每
周安排讲师到加影育华中
学为数码创新学会的学生
提供3小时的机械人操作培
训课程，为期1年。

 “STEM学生创新与
创意发展计划”的主旨是
让学生认识并实践STEM
教育，即通过学习电脑编
程和物联网资讯科技，解
决生活会遇到上的难题。
这项计划的终极目标，是
让学生具备能力参与新纪
元大学学院或其它机构所
举办的STEM竞赛或相关

活动，并透过这些活动与
竞 赛 加 强 他 们 的 沟 通 能
力，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
和领导能力，以期能与国
家迈向工业革命4.0的宏愿
同行。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
莫顺宗在签约仪式上指出，
新纪元电脑科学与资讯工
艺系自今年1月起已提升为
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往后
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推广更
多的资讯工艺活动。该校
也在签约仪式上赠送了10
组物联网开发工具包（IOT 
SMART Education Kit）予育
华中学数码创新学会，预祝
他们顺利完成Arduino编辑
课程。

 出席签署仪式者包括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
宗、新纪元大学学院电脑科
学与资讯科技学院院长庄正
伟、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校
长曾庆玲、家教协会主席郭
海安和董事黄联其。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前右二）与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曾庆玲校长（前左三）正式签署 “STEM学生创新与创意发展计划”合作谅
解备忘录，前排左起为黄联其、郭海安、庄正伟。

新纪元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的讲师到加影育华中学给学
生上物联网课程。

新光縱覽新光縱覽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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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数位化时代当中，科技日新月异，AI人工智
能技术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最新发展趋势。新纪元技职与
推广教育学院永远走在时代的尖端，开始涉足AI技术，
将之融入校园生活中。

 2020年2月，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精明产业与餐旅
系颜健翔主任、创新科技发展系吴伟光主任和创意媒体
与美妆系李应伦主任，曾伟勤以及甄健强两位老师在李
泉氚院长的带领下，远赴宝岛台湾参与ASUS Zenbo机
器人操作培训。

 本次培训行程也得到姐妹校台湾中华大学的协助，
在该校AI电脑科技室完成 ASUS Zenbo 机器人课程培

训。中华大学在AI电脑高科技领域及先进工业科技领域
拥有非常高的成就。院长李泉氚也表示十分荣幸能与他
们一起合作发展AI、IoT等电脑高科技技职教育业务。

 完成培训后，双方也进行ASUS Zenbo 机器人移交
仪式，机器人由中华大学解鸿年副校长移交至李泉氚院
长手中。ASUS Zenbo机器人随即于2月底投入服务，新
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也成为台湾境外，也是马来西
亚第一家且是唯一一家拥有ASUS Zenbo 机械人研发科
技的技职学院！

曾伟勤老师（左一）甄健强老师（左二）参与
ASUS Zenbo机器人操作培训。

左起：曾伟勤老師 、颜健翔主任 、解鸿年副校长、李泉氚院长、吴伟光老师、 
           甄健强老师、 李应伦主任

新紀元
技職與推廣教育學院邁入

AI機器人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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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風南傳：

新文化運動與南來文化名人
赖苾君

 A R ， 全 名 为 A u g m e n t e d 
Reality。这个与“新文化运动”完
全挂不了勾的名词，竟然出现在本
校“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国际
学术研讨会”中。此活动由本校主
办，为期两日，分别是2019年12月
7日以及8日。研讨会共准备了几项
活动，其中的重点之一便是“新文
化运动与南来文化名人AR特展”。
研讨会结束后，出席者们都不忘对
文史与科技的结合夸赞一番，他们
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尝试。这

些认可，让筹备AR计划的团队感到
满满的欣喜与成就感。

 此次特展总负责人，白伟权老
师总在思考，本校科系领域多元，
却没有把此优势好好发挥。不如，
把看似老旧既无聊的文史，结合新
颖又好玩的现代科技？在打定主
意后，策展团队也得到本校资讯科
技系（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庄正伟主
任的支持，加入策展团队，令文史

与科技完美结合。AR特展得以成
功，资讯科技系绝对功不可没。

 经过讨论，AR的呈现方式敲定
了两种：人像互动以及文人介绍。
首先，需在手机安装资讯科技系开
发的APP，并使用该软体扫描研讨
会所准备的智慧书签明信片上的二
维码，此时人像便会在手机屏幕上
立体化，便可与人像合影。此外，
为了更丰富此项目，白老师还带领
一批学生录制南来文人介绍短片。

AR特展

透过AR技术，嘉宾杨念群教授得以与外曾祖父梁启超先生进行跨时空的合照

新光縱覽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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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团队制作的AR智慧书签

由于每个短片长约一分钟，因此取
名为《一分钟南来文人》，从资料
准备、讲解、录影、后制，都由在
籍生完成。短片的呈现方式也是透
过指定软件，并且扫描纪念明信
片兼书签上的人像，便可观看介绍
影片。被制成AR的南来文人分别
是：邱菽园、黄遵宪、丘逢甲、康
有为、老舍 、刘以鬯 、郁达夫 、
胡愈之 、凌叔华 以及苏雪林。 

 AR计划的建构，是逐渐扩大
的过程，任何筹备过程最害怕遇
到时间不充足的困境，AR特展也
差一点点因为时间不足而难产，
庆幸大家都没有放弃，使得计划
得以顺利完成。美中不足的是，
此AR软体仅适用于安卓手机，苹
果手机用户则无法参与到这个有
趣的AR体验。

 在大部分人眼中，历史与文化
的用处仅止于传承、教育。相信经
过与资讯科技系的结合，得以让大
部分人改变其刻板印象。此次AR
特展体现了新纪元人的无限创意以
及跨领域的创意精神。

《一分钟南来文人》的录制

扫描人物图像后，智慧书签即化身成随身的解说影片

北风南传：
新文化运动与南来文化名人AR特展团队

指导老师：白伟权、庄正伟

参与学生：赖苾君、何致豪

     王歆溋、钟晓莹

     曾馨仪、莫晓尔

     丘凯文、姚凯雄

     苏琬婷、冯维宣

     姚凯雄、李育濨

新光縱覽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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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九州
傳統與先進並存的城市

梁馨元

新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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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下雪的福冈北九州，我曾在
那里度过五个月的学生交换计划。

 此 趟 游 学 因 有 J A S S O （ J a p a 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奖学
金因而成行，这笔奖学金概括了生活大
部分所需，唯飞机票须自行承担。每月
八万日元的补助在福冈的生活水平来说
尚且足够，扣除房租两万五、水电煤费
一万五，其余便须自行分配于交通费、
伙食费、娱乐等费用。日本在外用餐消
费是马来西亚的三倍，在家煮食却是相
对便宜。

 日本文化遍布繁文缛节，相比马
来西亚，各类申请手续复杂许多。如申
请电话卡需要成年以及拥有信用卡，但
信用卡对于马来西亚学生来说是不普遍

的。据观察所得，日本学生在经济上更
为独立，也因此使得他们的消费、生活
方式更早熟。

 游学期间，每位国际学生将被分配
寄宿家庭，以期通过与日本当地家庭的
相处与融合，更进一步地体会民情、文
化或是那些幽微的藏在生活习惯中的细
节。如我的寄宿家庭山崎先生家族，他
们对待孩子的教育方式，与马来西亚家
长形成巨大落差。日本民族在国际、科
技上的地位与先进，必与他们的教育方
式相关。山崎先生有三个小孩，他们所
得的关爱必然不比其他小孩少，但多数
时间他们被“自由式”教育，并不像马
来西亚许多被圈养的小孩，在排山倒海
的压力下成长。

秋天的校景，沿路都是金黄色的树叶

遊學九州
傳統與先進並存的城市

新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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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教 育 注 重 实 践 ， 通 过
不断练习与手作，以更熟悉某种
技能或语言。游学五个月期间，
每个星期校方都安排一堂日本文
化课，正巧是山崎先生的父亲，
老山崎先生主持。老山崎先生顶
着一头爱因斯坦头发，对国际学
生 极 为 热 情 。 尽 管 来 自 马 来 西
亚的我们对日语还不熟练，他却
尝试寻找一个共同语言与我们闲
聊。在日本生活期间，想象的共
同体顿时成为人与人之间亲密起
来的莫名原由，如我们在抵达首
日便与来自柬埔寨的丽贞相熟，
因为她与我们都能以靠近自己的
语言——中文来交流。日本文化
课涵括书道、花道、茶道、舞踊
等典型日本传统艺术，每堂课都
邀来一位讲师，讲解文化历史之

余，更注重亲身体验。印象深刻
的是舞踊文化课，讲师提供日本
和服穿戴，让国际学生穿和服学
习日本传统舞艺，音乐一播，仿
佛就回到了古时日本。

 北九大国际交流处的老师们
多次为留学生安排郊游，校方承担
多数费用，也是日本待人以礼的文
化之一。短暂的五个月中，我们到
过山口县巴士游、平尾台，且热
情、好客的日本学生也会扮演导游
角色，带我们游唐户市场、门司港
等旅游景点，使我们更靠近当地文
化，品尝日本道地美食。

 虽然日本是一个注重传统与
礼节的国家，许多长辈的思想极
为开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某次 北九大现代化设计的图书馆

全体国际学生到山口县郊游

新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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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大合照环节，已经八旬
的老山崎先生与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一起与学生蹲坐在前排地
上，仿佛身份与地位从来都是
平等。

 除 了 文 化 课 ， 留 学 生 必
修日语课。我们赴日前日语基
础 为 零 ， 因 此 被 编 排 在 入 门
班，同班的有四位马来西亚同
学与一位来自美国塔科马的玛
丽娜。日语与中文有一定程度
上的相似，因此比起西方国家
的学生，晓得中文的我们更容
易上手。赴日前对日语零掌握
的我们必定遇上了许多挑战，
如在办理手续、交流上的语言
屏障，使我们所获得的，将比
熟练日文的留学生来得少。因
此 ， 赴 日 前 先 把 日 语 基 础 打
好，也是必做的功课之一。

 进 入 日 本 大 学 ， 让 我 不
得不把自己浸淫在电影《挪威

的森林》里那想象中的场景。
九州也是一个大风之城，秋天
的课室窗外多是枯黄的落叶，
常有枝干敲窗的声音。在这个
传统与先进并存的国家，我们
的课室仿佛时代两端的尽头，
一边是陈旧、上个世纪的多媒
体教材，一边则是简约、现代
的装潢与设计。我们的课室是
二楼走廊中的其中一扇门，楼
梯是螺旋状的老旧款式，雨天
潮湿的鞋底走过会有刺耳分明
的摩擦声。阳光一直普照，有
时午课从布满灰尘的窗照射进
来，我与玛丽娜会用表镜挑衅
光线，在某片现实表面摇曳出
光影。

 我短暂的五个月赴日游学
便在这样的光影中结束，雪还
没来，但我已不得不离开这个
美丽的城市。

日本语老师印道先生小班制授课

花道体验课

北九大现代化设计的图书馆

新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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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溫暖的冬天
林靜璇

 因为有你们，这个冬天有了欢笑、汗水
和泪水，一切都很温暖。2019年，当我看到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辽宁参访公告
时，不知为何那时候的我有了立刻去报名的冲
动。在年尾的12月里体验北方的冬天，看看
雪景、玩玩雪、吃着热腾腾的食物，想想就觉
得兴奋。

 回想起在辽宁的第一天，我们到达时已
经是晚上八点了。机场的接机室里许多人拿着
相机和摄影机对着我们，当时候的我们仿佛成
了明星，一路被跟拍，周围的人都来围观我
们，虽然尴尬，但我们心里美着呢。此外，辽

宁建筑职业学院的负责人还带来了横幅，上面
写着“热烈欢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来辽
宁建筑职业学院启程学院访学”，大伙儿非常
热情，他们还带了几位男同学来帮我们提行
李，非常的贴心。

 为了表达对我们马来西亚师生的欢迎，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启程学院还为我们安排了一
场“启程·新纪元走向新时代”的文艺演出。
此外，这场文艺演出让我见识到了很多中国的
表演，他们带来了富有民族风和中国情的节
目，例如：京剧表演、旗袍秀、相声、古筝二
胡合奏、三句半等。不仅如此，我们还代表了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南校区大门。恭喜我们完成建筑相关专业的课程，我们结业啦！

新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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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参与演出，合唱《新纪元之歌》及舞
蹈《热情的马来西亚》。通过这次的表演也让辽宁建
筑职业学院对马来西亚文化及新纪元大学学院有了更
为直接的感受。

 在辽宁的那几天，无论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他们都准备得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满汉全席。桌上有
各式各样的东北菜，例如：雪衣豆沙、拔丝地瓜、烤
冷面、小鸡炖蘑菇、煎饼果子、锅巴肉、东北乱炖、
麻婆豆腐、梅菜扣肉等等，全部都非常美味，非常感
谢辽宁的负责老师让我们尝遍了各种各样的东北菜。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食物是“雪衣豆沙”，它有着雪白
的外衣似云朵，雪白松软，有淡淡的蛋香味，内裹着
的豆沙细腻甜糯，白糖似般，散落其间，这样的美食
怎能不让人感动？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启程学院还提供建筑相关专
业课程、陶艺体验课程和中国历史文化参观访学，例
如：沈阳故宫、辽阳博物馆、广佑寺、白塔公园等。
当我们正在上建筑相关专业课程时，由于我们是零基
础及跨专业选修，因此他们还安排了本学院的学生为
我们提供一对一教学模式，让我们更好的掌握以确保
我们学会。

 冬天最让我期待的就是雪景了，在辽宁的前五天
都没有下雪，让我有点失望，以为此趟旅程没机会看
雪了，但幸运的是就在我们即将离开辽宁回到马来西
亚的前一天早上下起了雪，让我在此趟旅行中不抱任
何遗憾。看着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仿佛整个世界白茫
茫一片，像盖了一层厚厚的被子，真的好美。

 这次的旅程中我领悟到的是“个人的渺小”，正
因为渺小，我才可以放大自己的视野。在中国辽宁的
旅程中，我看到许多优秀的人物，也就是辽宁建筑职
业学院的同学和老师，他们各个不只学业成绩好，还
拥有许多的才艺，他们的成就使我更谦虚。在这里看
到许多人都比我们努力、生活比我们辛苦，看到这些
认真的人，使我觉得更幸福，更珍惜当下。我一直以
为此趟前来就是吃喝玩乐，后来才知道，旅行其实是
一种去发现故事的过程，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会有
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启程学院的负责老师和同学
都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幸福，让我
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此刻的冬天是温暖
的，也是幸福的，更是令人难忘的。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启程学院所提供的一对一教学模式建筑相关
专业课程

来到沈阳一定要参观的景点就是沈阳故宫了，一定要拍照做纪念
才行

新光國際



新光雜誌  ·  第十一期54    

 附属于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新光校园记者团队于2019
年正式成立。虽说，第一批校园记者招募就已经获得本
院学生的踊跃参与。但无奈，在于《新光杂志》的编辑
上，队员仅有文笔在线，摄影技巧却不太在行。

 一本优质的杂志，极为重要的就是优质的图文搭配。
因此，为了增强新光记者的摄影构图能力，提高《新光杂
志》的阅读质量，新光与“新纪元茶室开讲”于2020年3
月11日下午3时半联办了一场新光记者摄影工作坊。

 这场《如何当个好摄之徒？》讲座邀请來自新华社
的资深攝影记者——张纹综老师百忙中拨冗现身本院，

新光記者培訓工作坊：

當個專業的“好攝之徒”
汤美珍

张纹综老师讲解摄影技巧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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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N林添龙经理为记者们介绍不同的相机

传授新光记者关于攝影技术的理论与实务。张老师的
分享从最基本的选择曝光模式开始，既“P”程序曝光
模式、“S”快门优先曝光模式、“A”光圈优先曝光
模式 或“M”全手动曝光模式。讲座的高潮莫过于老
师传授队员们摄影及构图的技巧。老师分享的构图技
巧共6项，除了普遍被使用的九宫格拍摄法，当中也包
括了金三角构图法，三分法（摄影主题占大部分），
框架法，凸显法，以及仰视与俯视的拍摄法。   

 除了口头上的理论分享，张老师更结合了自身与
其他学员亲身实践所拍摄的照片作为实践。我们得以
从优秀的作品中学习，从失败的作品中得以借鉴。当天
讲座结束前，老师更开放了问答环节。针对摄影实际操
作中有疑惑的队员——为他们解答，甚至亲自示范专业
的摄影技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本次的活动得以顺利进
行也少不了来自NIK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的
鼎力相助。该专业团队提供参与者现场体验与实际操作
专业摄像机。不仅如此，该团队的经理——林添龙先生
也现场为校园记者们介绍不同款式与功能的相机，以及
关于相机的一些基本知识。当天在场的队员更有幸亲眼
目睹价值马币2万元的Nikon 数码单反相机。

 希望通过这场意义非凡的摄影工作坊队员们能收
获颇丰，并且在未来能够学以致用。此举不仅得以提
升《新光杂志》记录校园生活的品质，更能让校园记
者们增加一项个人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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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希捐10萬研究生獎學金
陈诗晴

“為人民服務”：
陈凯希先生畅谈自身对于公益投入的理念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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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鸥集团执行董事兼创办人陈凯希先生于
2019年12月19日，宣布捐款10万令吉以设立
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奖学金，鼓励新纪元学
子继续进修硕博课程。

     陈凯希讲词由海鸥基金信托人谢爱萍博士
代读，陈凯希表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
高端人才的培养，新纪元大学学院今年开设研
究院，可说是学校迈向培养高端人才的新里程
碑。陈凯希先生提供奖学金，是为了鼓励新纪
元学子在本科毕业之后，能继续进修硕、博士
课程，朝向研究的路，从事马来西亚华人课题
和跨族群文化议题的探讨和研究。

 陈凯希也指出，新纪元大学学院是民办大
专院校，既然是民办，资源自然来自民间。因
此陈凯希先生义不容辞为新纪元大学学院提供
些少资助，他也表示，10万元只是作为一个开
端，将来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海鸥集团董事经理陈景岗先生也感谢新纪
元大学学院，让陈凯希先生有机会参与这个意
义深远的计划。据他所知，新纪元研究生院院
长黄永宝教授早在2019年初已经来函告知，新
纪元的研究生课程已经获得教育部的批准，可
在该年9月间接受第一批学生的报读，她也在
公函中提出海鸥基金赞助这项奖学金的建议。
当时，陈凯希先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认为这是他份内应该做的事情，由此促成这个
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

 莫顺宗校长表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硕博
课程目前开办了两个科系，分别是中华研究和
东盟研究。硕博课程目前已有33名硕博生报
读，分别为博士生17人和硕士生16人。莫校长
也表示，新纪元研究生院刚开办不久，陈凯希
先生所提供的奖学金无疑是第一桶“温暖”，
希望研究生院能持续发展、壮大。

 研究生院黄永宝院长对于陈凯希先生提供
奖学金的善举也表达万二分的谢意，她表示这
是研究生院的第一笔奖学金，因此别具意义。
她赞扬陈凯希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榜样，他
这一生都在面对着艰巨的挑战，即使是成功之
后也没有忘记根本，无私且不遗余力地为国家
服务。为了不违背陈凯希捐赠奖学金的初衷，
黄院长表示该奖学金所补助的研究主题必须与
跨族群及本土中华文化相关。

    陈凯希先生成立海鸥至今，捐输无数，资助
教育、艺术、文化、医疗等等，甚至成立乌斯
曼阿旺基金和陈嘉庚基金、资助林连玉基金，
为的就是延续伟人精神、发扬博爱和大公无私
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家都认为陈凯希先生
大公无私捐输社会的精神值得表扬，但是向来
谦卑的他，始终都是这样自我解嘲：“人家大
有大做，我就小有小做，如果每做一次善事都
能发挥抛砖引玉的效应，那就功德圆满了。”

研究生奖学金颁赠仪式，左起：
伍燕翎副教授、谢爱萍博士、
莫顺宗校长、陈凯希先生、
黄永宝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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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情厚意献华教：世界总统葡
萄酒筹款晚宴”于2019年10月31日
在华总丹斯里杨忠礼大礼堂盛大举
行，本次筹款活动由马来西亚中华
大会堂总会（华总）主办、世界总
统联谊会协办，用作筹款的限量版
世界总统佳酿葡萄酒则由完美（中
国）有限公司赞助。大会也透过世
界总统联谊会邀请了参与此计划的
葡萄酒生产国前总统参与推广，其
中保加利亚前总统彼得·斯托扬诺
夫及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总
统更应邀参访部分受惠单位并出席
晚宴。

 参与这项葡萄酒外交筹款计划的
总统，分别是保加利亚前总统彼得·
斯托扬诺夫（PetaruizStoyanov）、智
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uizRuiz-Tagle）、德国前总统霍
斯特·科勒（HorstuizKöhler）、南
非 前 总 统 弗 雷 德 里 克 · 德 克 勒 克

（Frederik Willem de Klerk）以
及卡莱马·莫特兰蒂（Kga lema 
Motlanthe）。

 此筹款活动在2019年6月开始展
开，在5个月内为6个受惠的华教单位
筹集了2,650万令吉的义款。6个受惠
单位分别为董总、新纪元大学学院、
南方大学学院、关丹中华中学、吉兰
丹中华中学与巴生光华独中。

 当晚，新纪元大学学院学生丘
凯文、李育濨、莫尔、冯维宣也在
会上呈献诗歌朗诵：《在新纪元的
台阶上》。

 为华文教育筹款是我国华社独
有的文化，大会通过世界总统签名
佳酿葡萄酒推动“世界总统葡萄酒
外交”理念，藉着葡萄酒文化的交
流为华教筹款献力，开创了我国华
教筹款史上的新格局！

濃情厚意獻華教：

世界總統葡萄酒籌款晚宴

刘艾欣、张嘉瑜、李嘉盈

董教总教育中心叶新田主席（左1）及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右1）在保加利亚前总统彼得·斯托扬诺夫（右3）及智利前总统爱德
华多·弗雷（右4）的见证下，接领500万令吉模拟支票。

以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命名的
限量版葡萄酒。

新纪元学生呈献《在新纪元的台阶上》
诗歌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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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音樂劇義演  
為教育盡一分力

 配 合 亚 洲 音 乐 剧 制 作
（Asia Musical Production）
20周年庆，亚洲音乐剧制作
与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
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联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何灵慧
导演音乐剧二十周年慈善演唱
晚宴”，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筹
募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晚宴假吉隆坡半山芭好想吃宴
会厅举行。协办单位有八打灵
发展华小工委会、雪隆潮州会
馆、雪隆嘉应会馆、雪隆茶阳
会馆以及甲洞讲堂。

 亚 洲 音 乐 剧 制 作 （ 前 身
为自在音乐舞台工作室）由何
灵慧于1999年成立，团队集
合了一群热爱音乐剧的马来西
亚艺术人才，旨在推广表演艺
术，创作拥有国际水准的本地
音乐剧，同时为本地艺术工作
者创造展演舞台，并带领马来

西亚音乐剧迈向国际。该团队
所制作的原创音乐剧如《释迦
牟尼佛传》、《天心月圆》、
《圆满的生命》、《雪域上的
光芒：文成公主》等，曾在马
来西亚、新加坡、南非、印
尼、中国和台湾演出，并深获
好评。

 当 晚 ， 我 国 一 众 知 名 艺
人，包括杨伟汉、黎升铭、周
博华、友弟、林文荪等齐聚一
堂，再次为观众呈献这20年
来曾参演的音乐剧中的经典片
段，同时也与导演一起重温在
大马原创音乐剧制作这条路上
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本 次 晚 宴 成 功 筵 开 1 1 6
席，成功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第
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筹得25
万令吉义款。

黄义和

亚洲音乐剧制作创办人何灵慧导演（左一）在筹委会主
席林家光先生（左二）的见证下，将25万令吉的模拟支
票移交予董教总教育中心叶新田主席（右一）以及新纪
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

全体演员与嘉宾合影。

《KITA》音乐剧，取自“一个马来西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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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球面临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COVID-19）席卷
肆虐，根据官方资料显示，截
至2020年5月份，全球已有超
过6百万人受感染，死亡人数
超过30万人，马来西亚也不能
幸免，根据卫生部报告，截至
6月1日，我国共有7857人受感
染，115人病逝。新纪元大学学
院以学生安全为重，在3月18日
政府下达行动管制令（MCO）
前即已停办所有活动，同时也
让学生停课居家学习。

 疫 情 席 卷 八 方 ， 搞 得 人
心惶惶，市场防疫用品一度严
重短缺。所谓患难见真情，在
此危难时期，本校有幸获得各
方支援，共克时艰。其中新纪
元校友会会长洪阳峰于2月7
日的“风雨同路·挥春送福武
汉”活动上，捐赠本校200个
口罩和20瓶洗手液；董教总教
育中心董事刘耀宗先生亦担心
疫情期间学校口罩不足，特赠
送本校1,800个口罩。二位此举
无非是雪中送炭，意义非凡。

 行 管 令 期 间 ， 本 校 再 次
接到好消息，4月16日，我们
接到了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丹
斯里皇室拿督古润金太平局绅
捐赠的10,000个口罩。值此时
刻，丹斯里心系新纪元，义举
让人感动。

雪中送炭·共克時艱

古润金赞助口罩给多个友好社团组织，左边起为完美金鹰私人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谢慧真、马来西
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秘书朱运健、循人中学校友代表曾新福、完美金鹰私人有限公司董事古育
英、马中文化艺术协会秘书长庄赐昭、马中友好协会执行秘书陈春福、本校公关主任吴振声、马
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会长莫泽林及马中文化艺术协会执行秘书赵梅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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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4月23日，本校张亮副校长出
于对同事们的关怀，也慷慨送出1,000个口
罩；4月25日，我们再接到中国华中师范大学
郭元祥教授千里送暖，送来1,500个口罩，与
我们同气连枝，共克时艰；5月20日，中国广
州的爱我中华促进会的周木鑫先生及戴金荣
先生也捐赠本校800个口罩与3支额温枪。

 除了以上个人捐赠，我国许多的组织机
构也结合各造力量，为抗疫工作出力。陈嘉
庚基金于5月27日赠送本校20盒“连花清瘟
胶囊”，作为学校开学复工后的战略抗疫物
品；而马来西亚中医药抗疫工作小组也在6月
2日赠送本校300个口罩和1支额温枪，希望
帮助新纪元度过难关。

 面对疫情冲击，新纪元依然站稳教育岗
位，让学生们居家线上学习，同时推出教育
抒困计划，帮助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继续
学业；校方同时也在校园内做好十足的防疫
措施，等待学生回来安心复课。作为一所民
办的非营利高等学府，为了此次抗疫耗资必
然不小，所幸国内外朋友纷纷伸出援手，送
来各种防疫物品，足见疫情当前，我们并不
孤单。

 新纪元特此鸣谢！

马来西亚中医药抗疫工作小组移交抗疫物资于受惠单位。

新纪元校友会会长洪洋峰（左二）移交口罩与洗手液予新
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文平强（左一）及李锦兴（右二），
右一为公关主任吴振声。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刘耀宗（左）移交1,800
个口罩予本校公关主任吴振声。

日期 捐献人 数量

2020年2月7日 洪阳峰
洗手液 20瓶
口罩 200个

2020年2月13日 刘耀宗董事 口罩1,800个

2020年4月16日 丹斯里皇室拿督斯里古润金太平局绅 口罩10,000个

2020年4月23日 张亮副校长 口罩1,000个

2020年4月25日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郭元祥教授 口罩1,500个

2020年5月21日
中国戴金荣先生

爱我中华促进会周木鑫先生
口罩800个
额温枪3个

2020年5月27日 陈嘉庚基金 连花清瘟胶囊20盒

2020年6月2日 马来西亚中医药抗疫工作小组
口罩300个
额温枪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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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捐献者姓名/团体 捐獻数额（RM）

1 余君安            100,000.00 

2 吉隆坡广东义山               5,000.00 

3 陈民强               5,000.00 

4 林崇生               1,000.00 

5 已故郭全强               1,000.00 

6 已故萧金年               1,000.00 

7 建益玻璃有限公司               1,000.00 

8 建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1,000.00 

9 柯辉美               1,000.00 

10 徐亚万               1,000.00 

11 麻北广东会馆                  500.00 

12 金碧霞                  500.00 

13 胡育华                  500.00 

14 甘马挽潮州会馆                  500.00 

15 热心人士                  500.00 

2019年10月-2020年5月

新紀元建設與
發展基金
捐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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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秀君    500.00 

17 林雅美 500.00 

18 郭春兴 500.00 

19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500.00 

20 叶金福 500.00 

21 已故汤两福 200.00 

22 鍾天保                  200.00 

23 张素碧                  200.00 

24 陈华华 校长                  100.00 

25 已故蔡阮音                  100.00 

26 森美兰梅江五属会馆                  100.00 

27 李振盛                  100.00 

28 丹绒马林重新学校校友会                  100.00 

29 万挠高州会馆                  100.00 

30 林源发                  100.00 

31 刘金明医师                  100.00 

32 吴纬枢                  100.00 

33 朱亚友                  100.00 

34 张国强                  100.00 

35 林展杰                  100.00 

36 陈玉强                  100.00 

37 杨秀崇                  100.00 

38 热心人士                    20.00 

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左二）赠送总
统葡萄酒予捐献人余君安先生（中）。左为董教总教育
中心董事部义务秘书邹寿汉；右起为本校公关处主任吴
振声及余君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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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马
来西亚华社民办高等学府，
其一砖一瓦皆是广大华社群
众聚沙成塔般堆砌起来，他
们来自社会各阶层，有者是
登 高 一 呼 的 激 动 热 情 、 有
者是一诺千金的气势磅礴、
更多的是默默耕耘的慷慨捐
输，校园里的活动中心、教
室、宿舍房间、办公室乃至
每一棵树木都以捐献人的名
字命名，每个命名有如小溪
潺潺，所有支流的流动方向
都是发展民族教育这唯一的
目标。

 捐 献 的 方 式 从 来 都 不
仅仅只是金钱上的援助，新
纪元校史上就出现过一些热
心人士用捐钱以外的方式贡
献华文教育，他们有些每年
报效物资让学校义卖筹款、
有些捐献专业器材或珍贵典
藏 、 有 些 立 下 遗 嘱 造 福 后
人、有的甚至直接把房子转
让给新纪元，仁风义举，殊
足钦式。

 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黄
迓茱女士获悉新纪元“爱艺
鼓”廿四节令鼓队的表现卓
越，特地托人从中国订购了
24面鼓赠予新纪元，让鼓队
同学有充足的鼓可以练习。
这是黄女士继捐赠其名下财

产之后，再一次以物资的方
式捐捐助新纪元。

 马来西亚资深时事评论
家，也是董教总教育中心顾
问拿督谢诗坚博士新著《海
上丝路》面世时，于推介礼
上赠送了300本予新纪元义
卖，收入所得悉数归于校务
发展用途。《海上丝路》概
括华人下南洋到海外华人社
会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这段
时期中国所经历的种种遭遇
以及变革。当中海外华人，
尤以新马一代对中国的变革
的回应最多，进而在某个特
定时期与中国的政治导向相
结合，以致海外中华文化的
传 承 和 华 校 遍 地 开 花 的 景
象。此书赠予新纪元不仅充
实了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馆
藏，同时为学校筹款，一石
二鸟。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
部主席亦锦上添花，捐出其
个人影集供学校义卖。

 前资深新闻从业员，也
是大马法律翻译专家黄士春
先生于2020年初推介其著作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译
本，以提升华社对基本法律
的认识。他将此中译本赠送
予本校陈六使图书馆，惠及
本校师生。

仁風義舉，
感恩有你

黄迓茱：我要捐鼓给我的新纪元。

拿督谢诗坚博士（右五）赠送其300本著作《海上丝
路》予新纪元大学学院义卖。

黄士春（左二）移交《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译本于
本校注册处副主任兼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左三）。右
起为《南洋商报》前总执行长李碧富、华总署理总会
长拿督翁清玉、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YB方贵伦、卫生
部副部长YB李文材及大马上诉庭前法官拿督刘国民，
左为马来西亚Ibis Hotel董事长拿督陈荣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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