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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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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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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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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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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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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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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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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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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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朝骥高级讲师  

		媒体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在 家 diam diam 

線上學習

 当疫情逐渐升温时，我们教学团队，
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讨论线上教学的可
行方案。我一向热衷线上教学，加上我也
做广播节目，以为教学、分享，其实不应
该仅限于课堂及面对面传授的方式。早在
2000年开始，著名学府麻省理工大学推
出线上开放课程，将课程的教学大纲、有
限的教学笔记及阅读材料放上网，引起热
潮，随后各大学都将若干的课程改为线上
教学的形式，有者还推出文凭，完成线上
课程后收费发证。

 最近一波的线上授课是因为新冠病毒
疫情在中国蔓延后，全中国各级学府，从
幼儿园到大学一律改为线上授课。瞬时，
各类线上授课的软件百花齐放，尤其是网
速普遍提升的年代，直播课程成了主流。
其实，大家都有许多线上学习的经验，
例如一些生活小百科，电话电池过热怎么
办？如何把蒜头切得细，线上一搜，都有
许多小视频教导。然而，这一次中国的疫
情，加速了中国人民对线上授课的接受
度，同时也再次确认一个事实，只要你想
学，场所及设备不应该是你的障碍。自学
能力再次得到认可。

 大部分知识类型科目的教授，都可
以使用直播、群讨论，电话交流的方式进
行。唯有技能、体育或器材类的科目，碍
于居家管制，使得你无法施展，无法达到
教学目的。线上教学的优点是原来大班学

习的模式，你因为坐得远或被同学干扰而
无法专注，现在成了你与老师直接面对面
的视频教学，大大提高了专注力。然而，
线上教学也因为缺乏了现场的互动，使得
学习过程少了一些同学互动、即席讨论的
氛围，有碍思想的交流。目前的线上环
节，只要大家轮流插话，就是乱糟糟的一
团杂音，基本无法讨论。但是，一对一的
讨论及解答，是可行的。

 我所服务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与
艺术学院，经过了几天同学们居家学习，
老师们的教学经验后，得出一些经验。首
先，大家都要使用多种媒介，不能只限于
一个软件，例如目前火红的zoom，操作
简单、稳定、适合视频交流，但是耗费流
量多。如果考虑单向直播，可以考虑FB 
Live，虽然FB live只提供 现场文字提问，
但是从教学的角度而言，文字提问也是一
个比较好让同学体验线上互动的模式。
同学文字提问，老师即席直播回答。其
次、Whatsapp, Telegram, 微信都是很好
的群组软件，任何的一些辅助教材，例如
图片、视频、提问、点名、讨论等，都可
以使用它们来做即时的互动与交流。

 限制居留期间，为自己规划一个线上
学习，充实自己，重新发现学习的乐趣。

本文原载于2020年3月21日《中国报》
 “记一忘二三” 专栏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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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dear students, here it is.

 I’ve spoken with the Dean of Faculty 
of Media and Creative Arts, En.Azizan 
Othman about your concerns on 
E-learning, and here is what he has to 
say.

 Since this is New Era College Policy 
to conduct E-learning / Home-based 
learning during this critical time, we 
have to respect & follow it, but with 
flexibility given to the students. We 
hope that it’s only during this MCO 
(Movement Control Order) time we 
have to conduct the E-learning without 
extended period after it is over. Class 
will be resumed back to normal and 
lecturers in-charged will cover what’s 
lacking during this e-learning period.  
En.Azizan assures you that:

1.  Students won’t get failed as long as  
 they follow lecturer’s instruction for  
 homework/ assignments. 

2.  Attendance during online session      
 sa via Zoom is not compulsory, so  

students  without internet or concern  
about data usage are not necessarily  
attend it, on condition, they must report  
to the lecturer personally and liaise with 
the lecturer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 
given during the online session if there is 
any.

3.Don’t worry about marks, En.Azizan 
assures you that it will be taken care of 
with student’s interest at the top of his 
priority.
4.P

 Until then dear students, please relax 
and enjoy your house-stay while it lasts, 
it’s only a short period, please manage 
your time well, and give time for yourself 
to self-reflect. Life is too short, please 
have more love, less hate and be happy!

Cikgu	Raha	
給美術系同學的一封信

Attendance during online session via 
Zoom is not compulsory, so students 

without internet or concern about 
data usage are not necessarily attend 
it, on condition, they must report 
to the lecturer personally and liaise 
with the lecturer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 given during the online 
session if there is any.

Do not worry about  marks. The 
Dean’s priority is to look after the 
interests of students.

Students won’t get failed as long as 
they follow lecturer’s instruction for 
homework/assignments. 

Please e-mail En.Azizan at azizan@
newera.edu. my for any other concern 
about this, and he’s available at his 
office after this MCO is over if you 
want to talk further about any other 
matters.

“

”

防疫期间· 居家学习· 关怀到家

A word of encouragement from a caring teacher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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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有关你们对于线上学习的担忧，我已
向媒体与艺术学院Azizan学Othman院长了
解，以下是他想要传达给你们的讯息：

 线上学习/居家学习是校方在这关键的
抗疫时期所提出的政策，我们必须尊重和
遵循，但也会依据同学们的个别情况作灵
活性的处理。我们希望这样的线上学习只
在这段非常期间进行，不会延续到行动限
制法令结束之后。行动限制法令结束后，
我们的课堂教学将恢复正常，而个别授课
老师也将针对这段线上学习期间无法进行
的课程内容给同学们作出补充。Azizan院长
向您保证： 

1.学生只要遵照授课老师的作业/作业指   
导，就不会不及格。

2.不强制出席ZOOM网上学习时段，因此，
没有网路或担心数据不够使用的学生不一
定要参加，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亲自向授
课老师汇报，并联络老师以完成网上学习
期间发布的作业。

3.  不必担心分数，Azizan院长向你保证，
照顾学生的利益是他首要原则。

4.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疑问，请电邮Azizan院
长，azizan@newera.edu.my；如果你想进
一步讨论其他问题，在行动限制结束后可
以到他的办公室面洽。

 至此，亲爱的同学，请放松你的心
情，并好好地享受这短暂的居家学习生
活。请妥善地安排好你的时间，同时让自
己有时间自我省思。人生是那么的短暂，
让我们多点爱，少点恨，还有，要快乐！

只要遵从授课老师的课业指导，同学不
会不及格。

我们并不强制同学一定要出席ZOOM线
上学习课，因此没有网路或担心网络数
据不足的同学可以无需参加，但前提是
他们必须亲自向授课老师汇报，并与老
师保持联系以完成老师在线上学习期间
所布置的作业。 

请无需担心你的分数问题，Azizan院长向
你保证，他将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 

若你还有其他疑问，欢迎以电邮咨询
Azizan院长：azizan@newera.edu.my；
你也可以在行动限制法令解除后，亲临
院长办公室与院长商谈任何其他事项。

Cikgu	Raha	
給美術系同學的一封信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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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2020:	
Outbreak and Heartbreak

Prof. Voon Phin Keong: Deputy Vice-Chancellor 
(Academic &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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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year of the Rat has promised to be as normal as any in the 
past.  But it quickly presents a frightening confrontation with the 
human race, first in China and subsequently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now recognized as Covid-19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scends upon humankind with the 
suddenness of lightning and rages with the ferocity of exponential 
speed. 

 The outbreak was first reported in Wuhan city and quickly 
spread to other parts of China. The rapid rate of diffusion caught the 
world by surprise as new cases piled up with fearful tenacity each 
day. Any government indecision on containing the outbreak would 
demoralize the entire population. Wuhan city, which had become 
the epicenter of the epidemic, quickly came under lockdown. This 
move had seemed to be drastic but soon turned out to be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in the control strategy. Confirmed cases peaked at 
81,000 and from 19 March, zero new cases were reported, though 
overseas travellers continued to bring in a few cases.      

 The outbreak in Wuhan elicited global reactions that soon 
provided a lesson on the true character of human nature. The 
episode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among 
politicians, mass media and nations. The world was looking on, 
some with good wishes and genuine concern, and others with 
studied indifference, even a hint of silent delight at the plight of 
China. 

Source:  www.dailysabah.com

 There were friendly and cynical respons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everal countries both rich and poor extended material help 
and moral support. Among the poor countries were those that are 
war-ravaged, politically sanctioned, or economically backward. 
Despite their limited resources and capacities, these countries had 
offered unconditional assistance in times of need.   

 In contrast, many also stood by to watch the fire from the 
opposite bank （隔岸观火）, almost grateful that it was “they” 
and not “us”. Some even found it fit to mock, stigmatize, even 
to accuse China for what was happening, like hurling stones 
into a well into which one has fallen. The occasion had offered 
opportunities to boast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system. The ill-will of 
some politicians and the mass media was toxic. Behind the spirit of 
free speech was an unabashed delight in humiliating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in gleefully caricaturing the Chinese flag, or making 
“clever” comments that the Chinese consume rats and that the virus 
was Chinese!  There is a general view that what was happening in 
China was the result of the weak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ate. 
There was an air of vindication of what some countries have been 
harping for years, that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was weak and 
undemocratic and its people economically backward.   

 This is not a phenomenon of the contemporary age, except that 
it is as toxic now as before. Ever since the West ca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and after the Opium Wars of the 1840s, a general 
condescending attitude has been a characteristic of rich countries. 
Writings on and about China from the 19th century have generally 
painted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in a negative light. Even until 
today, the occasional racial profiling of “coloured people” is not 
unknown.       

 Down but now out, China in just less than two heartbreaking 
months has succeeded in containing the outbreak, and has emerged 
from the worst and embarking on the road of recovery. The 
outbreak has taken a considerable toll on life and the economy. 
But by confronting the epidemic with quiet resolve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China has shown a great deal of resilience to emerge 
richer in experience and able to craft an effective standard procedure 
to tackle the problem.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early preparation afforded 
by China’s frontline battle against the disease was largely los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epidemic is now a global pandemic and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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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picentre has shifted to the rich countries in the West many of 
which are ill-prepared for the raging onslaught. Some have sought, 
and quickly obtained, assistance from China. The basic flaw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ndemic have been the under-estimation 
of the contagious potency of the virus and the over-estimation of 
their ability to manage the escalation. All countries now realize tha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ounter measures 
have become national priorities. What is currently happening may 
be aptly described by two lines from a poem by the celebrated Tang 
Dynasty poet Li Po (701-762):
 

On two banks the screeches of gibbons unending, 
The light craft has fast traversed ten thousand hills.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When the gibbons were busy screeching at Li Po’s light craft 
on the Yangzi River, it has quickly travelled a long distance to leave 
them behind to reach its destination. This has also been the case of 
the rapid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midst of 
critical remarks and finger-pointing by developed nations. 

 The deeper impact of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is gradually sinking in. The initial indifference 
and dismissive attitude among governments and people are being 
replaced by desperation as health systems come under strain and 
inadequacies are surfacing. The fear of infection is hanging like the 
“Sword of Damocles” over everyone’s head, putting all under severe 
strain and anxiety.   

 At the micro level, the people and local authorities are 
bombarded and unsettled by fake news that circulate with greater 
potency than the disease itself. Workers, employers, entrepreneurs 
and everyone else are not spared the agony and anxiety over personal 
safety and their well-being. There are heartbreaks over losses of life 
and anxieties over family vulnerability, concerns for the young and 
old, relatives, colleagues and friends. Local and national economies 
are forced to go into suspension mode as normal life is disrupted by 
lockdowns, movement controls, closure of national borders, self-
isolation and other emergency measures.

 Man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re suspended as the safety of all 
takes precedence over daily work. In this process, NEUC has coped 
and adapted well to the sudden turn of event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tudents and staff, thanks to an energetic corps of staff working 

endlessly to minimize disruptions to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and to put in place various contingency measures. 
 
 The fundamental truth is that all nations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face a common enemy. The world is a global village an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s in all issues and problems 
confronting humankind, all are in the same boat.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all have to cross the sea in the same boat （同舟共
济）. Not just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efforts to combat the virus but also in maintain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of which China is a pivot. The world 
relies on China for supplies of essential medical items as well as 
to revive production functions that are inseparably interlinked 
and interdependent. The truth is no country can go it alone in this 
globalized world.     

 As countries seek to escape from this “Great Flood”, some 
choose the “Noah’s Ark” approach of rescuing selected “species” of 
living things. In contrast, China opts for an all-inclusive approach 
in the manner of Dayu’s hydraulic engineering efforts （大禹治
水） to save the land and all living things. It is only by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rather than selected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that can assure that all, irrespective of age, gender, or race that a 
government shows its humanistic side to accord every human being 
his/her dignity and the right to a decent life.  

Source: http://news.seehua.com/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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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is the 6th day of home 
quarantine, another 8 days to go… It is 
unprecedented, Malaysia has not been 
through a national crisis similar to this 
before, not a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due to a virus.  Everything 
happened so fast, in the midst of adjusting 
to online and home based teaching, 
having to confine in home for 28 days, 
the financial market has also taken a 
severe hit due to this global pandemic.  
Probably in the time of a pandemic, 
money management is the least in most 
people’s mind, but historically it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smart 
investment and reap handsome returns.

 Stock market, in portfolio invest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offer the best returns.  Malaysia 
Stock Market had retreated by 30% since 
the year started, a substantial downturn 
which put many listed companies in dire 
straits and bleak outlook.  Local equity 
market suffers from exodus of foreign 
investment funds, even local institutions 
are staying away due to risk factor.  Many 
good quality stocks valuation have fallen 
to attractive level, therefore my fellow 
colleagues, do not miss this opportunity 
to build up your savings, financial crisis 
has a 10 year cycle, and stock market does 
not offer cheap sale often.  Read up on 
research reports, both local and foreign, 
pick your favorite counters, whether it is 
growth stock or value stock, buy and hold 
it for medium term (6 to 12 months).

 Of course, besides stock market, there 
is other investment alternatives, such as 
Unit Trust.  As stock prices had fallen 
to an attractive level, investing in Unit 
Trust at this moment can be profitable 
and a low risk alternative.  There are 

many Unit Trust firms around, mostly 
linked to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at 
offer a vast variety of funds, according 
to risk appetite of individual investor.  
Pick the right fund according to income 
and age bracket, either invest with own 
savings or by withdrawing EPF funds to 
invest.  Withdrawing EPF does bear the 
risk of losing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on retirement savings.  There is certain 
method to invest in unit trust in order 
to maximize long term returns, which is 
staggered buying, that is to carry out price 
average down or average up over a period 
of time, so be wise.

 During periods of financial distress, 
due to decrease in consumption and 
tighten monetary policy, thus offer many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example real 
estate, precious metal such as gold, taking 
over failed businesses or even starting 
a business is good, as interest rate is low 
and start up cost would be minimized.  
Regardless of what kind of investment 
you prefer, always put forth the risk factor 
a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as this is not 
a suitable time to take risk.  Remember, 
when risk is minimized, returns or profit 
will surely be yours.

 Lastly, I am scheduling a sharing 
session on 6th of May as part of Staff 
Seminar Series by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let us exchange 
opinion on the topic of investment… 
Until then, stay safe, watch your spending, 
and try make enough investment money 
to bring forward a few years of our 
retirement age, shall we?

Money	Management	
in the Time of Crisis

Frankie Goh
Senior Lecturer cum Head,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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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urrent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necessit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remote or distance 
learning as a way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students 
and lecturers. Although this was 
initially received with mixed 
feelings and even apprehension, it 
soon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prepare our students for the IR 4.0 
wher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re transforming the workplace 
landscape. 

 Education 4.0 de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open-sourced content 
and personalized data to enable 
remote and self-paced learning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Although 
the remote learning offered by 
the faculty currently has some 
shortcomings, these are being 
addressed and we should soon have 
an optimum-operating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remote 
learning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test the technology competencies of 
our  lecturers and students, enables 
equal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mong our students even for 
the most reserved ones, offers a 
focu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minimal distraction and definitely 
created an efficient time use where 
students and lecturers need not 
waste time commuting. 

 The limitations that we 
discovered include students not 
hav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connectivity at home, reduced 
peer interaction and socialization, 

and lack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kinesthetic learners in the class.

 To overcome these, the faculty 
provides dedicated support to keep 
students engaged and their learning 
meaningful and interesting. Ample 
reading materials and relevant links 
that enabl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opics discussed were uploaded 
onto the learning platforms. 
Lecturers remain in constant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students 
and all unnecessary delays in 
responding to their queries were 
eliminated.toAssessments were 
redesigned to suit the remot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le the 
learning outcomes are adequately 
tested.

 Covid-19 may have caused 
disruptions to normal classes but 
we at the Faculty of Accountancy,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have 
shown that we can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With the early teething 
problems being resolved, both 
lecturers and students are easing 
into remote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are delighted that our lecturers 
and students responded well and 
are ready for both the Education 
4.0 & Industry 4.0.

Education	4.0	
at Faculty of Accountancy,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r.Shamuni.K
Assistant Professor cum Head,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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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Friends	for,		
when in Isolation and Self-defeat?

Nanthini S. Moorthy 
Executive, Vice-Chancellor’s Office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has struck globally is seeing musicians 
performing outside in their balconies, 
singers ex-changing online challenges 
among each other and just everyday 
people recording home videos to post on 
their social media accounts. 

 Stay at home, because this community-
spread virus is invisible to the ignorant. 
We are told by our governments to keep 
a social distance from others, our body 
temperatures are constantly checked not 
just by doctors, but even convenient store 
attendants. We have to keep our hands 
clean, and safe. 

 Times are challenging, but humanity 
has faced this befor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contaminated water was feared. 
Today, during this time, we fear for our 
next breath. We can’t escape the thought 
of who will be next? Panic, anxiety, and 
slowly as the days pass by in our self-
quarantines, we begin to feel it. 

 Stay at home, because it is not the 
virus that is causing you to feel depressed. 
We are told by our governments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so that we can take care 
of our friends, and our friends can take 
care of others. Inside the ward, outside 
under hospital tents, and while waiting 
to get tested. It does not matter if the 
results are positive. If we can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we are sure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There is a lot more to this pandemic, 
that we worry about. Will we have 
enough food on the table for everyone? 
How are we to get our wages if we cannot 
go out and work? When will all of it end? 
When mornings, bleed into night, we are 
in self-defeat. 

 Stay at home,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think too far. Pick up your phone 
and make a video call to friends, afar and 
families next door. Remember we can do 
it, humanity has come so far. Why do we 
have to give up now?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s classified a pandemic in early March, 
2020. The number of cases outside China 
rapidly increased in just two weeks. It 
became a disease spreading in multipl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ot a common cold, but with all 
this information. All of us feel it naturally. 

 Stay at home, it is alright to not feel 
anything. Not to think about everyone, 
or even go out and meet someone. We 
want to be safe, for everyone and when 
we need to buy something, we remember 
to say our “thank you” and “see you!” 
because we must go on, just another day. 

 The death tolls are rising daily. 
Numbers are alarming, the news we are 
fed with does not make us feel good. 
Maybe some of us have friends and 
families, working in hospitals as we 
are reading this together and we feel 
helpless. But, feeling helpless is what 
makes us human. 

Stay at home, it is time to lift your guitar 
if you can try to just play. It is time to 
knock on your housemate’s door and 
check, how is he doing. It is time to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your parents and 
siblings, and then maybe, you too want 
to sing a little bit? Source: Syaibatul Hamdi via Pixabay

學人隨筆



新光雜誌  ·  疫情特別版18    

抗疫  書法

张佩珊 梁馨元

宁
静
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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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  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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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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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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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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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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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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高级讲师

專題焦點



     2020年4月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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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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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教學，														我有話說

 2020年3月基础班开课在
即，没想到却碰上肆虐的肺炎，
校方当机立断将课程调整为线上
教学，我的马来西亚史课程首当
其冲。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个全
新的挑战，也是学习将现代科技
应用于教学的机会。对于年过半
百者，要掌握网上教学技术，对
着器材讲话，难免需要经过一段
适应的过程。更大的挑战是如何
在无法面对面，无法全盘确知同
学上课的情况下，能调动同学学
习的积极性。学生开始几堂课或

许因为新鲜感而全神贯注，然而
这恐怕无法持久。传统的投影片
单向教学法恐怕需要加以调整，
或许改为广播电台的方式，老师
摇身一变为电台主播，有来有
往，或许不失为一有效方式。整
体而言，非常时期，特殊情况，
采用线上教学不失为权宜之计。
长久而言，如果有朝一日，技术
能提升至虚拟实境，看到学生的
身体语言和表情，在教学上肯定
能更见效果。

马来西亚史全新教学挑战

廖文辉副教授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中文系）
教授科目：马来西亚史

 呃 ， 从 小 就 憧 憬 教 育
工 作 ， 也 有 过 当 老 师 的 梦
想。没想到的是，在有了新
志向后，依然有许多跨界的
机会。这一次，甚至当起了
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系的老
师，还要是分享国际时事分
析。哇，这超不简单。

 可原本幻想着在课堂教
学的景象和盘算着怎么和学
生打成一片之际，因为疫情

严重关系，课堂教学须改成
线上教学。也好，就是在做
平时的工作那样，跟空气讲
话。哈哈哈。（然后后天就
要封国了，我也不知道接下
来的情况。只能见一步走一
步。）

 对，一定要感谢系主任
朝骥哥哥给我这样的机会。

 继续热爱生活。

李冠贤兼职讲师
媒体与艺术学院 （媒体系）
教授科目：国际时事分析

人生解锁：大学教书

專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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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国讲师
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商学系）
教授科目：Introduction to Finance

利：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更加接近科
技，00后应该比较喜欢这种教学法，
学生们可以省下不少的travelling time 
and cost，学校方面也可以省下上课
的空间。 

弊：可能其中一方没有齐全的网上学
习设备，或面对网络缓慢的问题。不
是每一个科目都适合这个教法，老一
辈的家长也可能不能接受“钱给了，
却看不到孩子去上课，而是一直对着
电话、电脑‘学习’”。

线上教学利、弊面面观

Hafatin Natrah Binti Md Boh@Safar 
Coordinator of General Studies Subjects (MPU)

Testimony of Pengajian Malaysia 2

 On the earliest ( first and 
second class)using the Zoom 
app was very challenging 
because of technical problems 
and the students are over 100 
per class,but only 100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online 
class. I tried to use Zoom in the 
browser and app on the same 
computer,however it didn’t work 
well. The voice cannot heard 

clearly by the student because of 
2 programs overlap and Zoom 
in the browser is more easily 
to disconnected. Sometimes, I 
didn’t realise the class had been 
disconnected, and I still continue 
teaching. 

Chng Chern Wei 
Dean,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Testimony of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has triggered an 
alarm to the worldwide and it has 
upended daily life. Therefore, distance 
learning over the internet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to connecting 
people including lecturers-students 
over th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OTP). Example of OTP like ZOOM, 
Electronics Learning Website (ELP) and 
ect. 

 OTP allows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continue over the internet when the 
physical classroom setting is unavailable. 
The benefit of using the OTP is lecturer/
teacher allows share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over the computer screen or 
tablet.

 During the online teaching session, 
students are able to raise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to the group over the 
internet. In addition, OTP has designed 
with the recording functions. This is 
benefit to the lecturers/teachers to keep 
the recorded file for the future use. 
 
 Students also can do their revision 
over the video recorded about the lesson 
and it helps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in the long term.

專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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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
線 上 教 學



     2020年4月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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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面對線上教學的感受
黄丽婷

 按照惯例，其实我校现在已经开
学了。但由于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
渐严重，为了老师及学生的健康，校
方不得不停止课堂教学。我校决定施
行网上教学，学生可以透过Zoom软
件并且通过手机和电脑来学习，老师
则以直播的方式给我们传播知识。

 线上教学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
是陌生的。这是老师和学生全新的体
验，老师正适应网上授课，而学生也
在慢慢地熟悉线上学习的操作过程。
线上教学有利与弊，这里收集了一些
学生对此次线上教学的感受。 

 先说学生对于线上教学比较正面
的感受。

 有些同学认为线上教学的好处
是不需要早起去学校上课，可以在自
己温暖的被窝里睡到上课时间才起床
上线上课。有同学说他的性格比较内
向，平时不爱在班上发言，但现在线
上教学既看不到其他同学，也看不到
老师，所以敢于在讨论区发表自己的
观点看法，与大家进行讨论交流。

 有些离乡背井的同学认为线上教
学可以让自己有更多和家人相处的机
会。还有同学觉得线上教学更加有效
率，因为一般老师在学校授课的时间
较长，但线上教学老师就能省略小休
时间，专注于授课。

 

 对一些同学来说，线上学习期
间，在家做功课的时间很充足、环境
也更舒适，完成功课的效率较高。有些
同学认为线上教学不需要他人的提醒，
也不需要老师的叮嘱，照常上课，没有
什么不适应的，就当成每一天的任务来
做。老师在线上也会加强与学生的互
动，给学生很多提问的机会。

 然而，有些同学则觉得线上教学
不太好，因为自己在家总想着干点儿
其他事情，很难专心听课，少了在学
校督促自己上进的动力。有些同学觉
得线上教学很无聊，又吵杂，因为有
些同学会打断老师发言，使他们听不
清老师授课的内容。有同学说，开了
摄像头，就会开始关注别人的举动，
反而容易走神。还有同学觉得有的学
生在班上上课已经在聊天和划手机，
在线学习想必更加不能专心。

 线上教学也会有面对一些小问
题，比如：有时候网络不太通畅导致
上课时掉线、软件打不开等。另外，
长时间面对电脑或手机学习，对眼睛
的伤害大，也会使颈椎不舒服。最重
要的是一个人在家上课，缺乏课堂气
氛，时间长了，心情也不愉快。

 线 上 教 学 虽 然 新 奇 又 有 趣 ，
但是作为学生，实在希望这次疫情
尽快结束，早日回到宽敞明亮的教
室，与同学们一起上课，跟老师面
对面交流。

Zoom云视频会议软体

下课时大家一起拍大合照

学生和老师都在学习网上教学，大
家一同学习的画面十分有趣

專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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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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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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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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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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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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師生之眼：
一起靜觀其變 李嘉盈

 当 首 相 宣 布 全 国 于 3 月 1 8 日 至
31日实行限制令来抵抗疫情，新纪
元大学学院也紧随时代的步伐，使
用“ZOOM”进行线上教学。殊不
知，新纪元对于线上教学早已是跃跃
欲试，只是在这次疫情的催动下提早
实行了。

超前部署
 据注册处教务组副主任伍燕翎博
士透露，由于疫情持续严峻，校方早
在3月12日便主动调查全校师生的旅
游史和接触史，而在首相3月16日晚
间宣布行动限制令的3天前，校内每
个负责单位，每一位执行同事，便已
开始着手规划，制定一套师生适用的
居家学习指导作业指南。16日当天，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庄正伟院长
以及电脑中心的梁帏雄主任首次为本
校师生演示和指导“ZOOM”的实际
操作。同时，资讯科技系的学生也成
立网课辅助自愿队来帮助同学们解答
有关网课的问题。学校也在16日网路
教学实施的第一天，在学校首页架设
了“教务及防疫资讯网”，汇整各种
讯息资源。

线上教学的挑战
 无可否认，线上教学有利有弊，
它虽然大大减低了师生群聚感染的风
险，但也增添了不少教与学方面的困
扰。毕竟居家学习的效果绝不可能比
校园课堂来得称心如意，但大家皆有
同理心，校方也不断寻求学生学习利
益至上的处理方式来应对。

 从学生方面得知，几乎所有师
生都面临作业内容更动、课纲有所调
整、主课被调动及网速不佳等的情
况。如商学系与资讯科技系的学生告
知，作业因疫情关系改为上网找资
料，打乱了原本的学习计划。媒体
系也面临无法出外访问的问题。校方
为了学生在这段时间能够不间断地学
习，乃与各科系主管讨论各种处理方
式来应对线上教学的问题。为了顾及
网路环境欠佳的学生，校方也鼓励任
课老师预录教学影片放到云端，供学
生无限回看和复习。总体而言，老师
与学生都期待着行动管制令喊停及疫
情早日散去。

教务及防疫资讯网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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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调适
 面临线上教学，作出最多调整的非美术与设计系莫属，因为
离开了校园的环境及美术系的课堂，同学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完成
作业。尤其在这短学期，大部分美术系同学会面对实习工作、陶
瓷课、摄影课和裁缝课等等，居家学习为他们带来相当多的不便。
因此讲师会以“WORK AT HOME”为出发点，把授课内容简易
化，并要求同学在家完成作业。为此，美术系老师经常提醒同学
们“STAY AT HOME ”,还与美术系同学成立了面子书专页 “STAY 
HOME & DRAW”,支持COVID-19行动管制令，以绘画传达积极的
信息。

 这3月份的短学期，校园内只留下稀稀落落离乡背井过来求
学的同学。辅导中心安排的心理辅导、面谈服务及社区服务，转
以“ZOOM”线上会谈的方式进行；教育系系会积极向师生宣导
防疫知识，同时也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将各种防疫资讯分享给同学及
普罗大众，为公民社会尽一份力。注册处教务组与各科系努力传达
校方各种政策的调整，亦透过问卷密切关注学生对于居家学习的回
馈。学校各科系主任和老师们一直以来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即
使疫情的变数导致无法和学生们面授上课，老师们依旧持着以力求
尽善尽美的态度来布置线上教学。

 这次的疫情改变了社会的节奏，访谈结束，发现大家都十分想
念校园独有的钟声，期望世界各地疫情早日得以控制，我们可以与
老师和同学早日在校园重聚！

辅导中心的线上辅导计划

美术系的Stay Home & Draw计划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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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同心，抗疫必胜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大二生
冯维宣表示，在我国疫情日渐严重
的情况下，他认为政府颁布为时28
天的行动限制令是最为恰当的。唯
有及时并有效地控制住疫情，这场
战争才能尽快结束。

 维 宣 坦 言 ， 此 行 动 限 制 令 所
带来最为明显的好处，便是给予民
众更多的休息时间，晚辈可花时间
多陪伴家中的长辈，喜爱阅读和看
电影的朋友也可趁机多读书多看电
影。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行动限制令能
够有效控制疫情，减少受感染人数。

 维宣说，行动限制令让社会感
到恐慌难安，人们忆起了513时期
的戒严，纷纷涌到各大商场抢货囤
粮，造成部分商品供应短缺；中小
型企业失去收入来源，开销吃紧。

另外，假新闻和假消息的散播，或
是政治人物发表的不实言论，像是
油站将会关闭，误导了民众在病毒
肆虐的情况下还出门添油，这些不
负责任的行为，应该受到对付。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让 维 宣 别 有 一
番感触，他说，没有人希望疫情爆
发，很感恩这时候有医护人员和军
警站在前线保护平民百姓，身为民
众的我们这时候听取劝告，待在家
中，就是对他们最诚恳且实际的报
答。病毒虽然可怕，但只要大家齐
心协力，共同抗疫，相信马来西亚
很快就能打赢这场硬仗。他想对医
护人员、警员、军队说声“谢谢，
辛苦了！希望在疫情结束后，你们
能够好好休息，陪伴家人。”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肆虐，带给大家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媒体
每日的报导中可见我国民众对于新冠疫情的惊慌失措与各式各样的想法。今天，
让我们试着透过本校各族同学对于政府颁布28天行动限制令的看法，了解他们如
何看待新冠肺炎和其所带来的影响。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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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体壮也勿忽视防疫 

 新 纪 元 商 学 系 的 印 尼 籍 学 生
Rosita Izlin认为政府颁布为时28天的
行动限制令，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因
为这样能够限制执意要出门的人外
出，降低染病的机率。然而此举有些
突如其来，因为假设政府也封锁外卖
配送，民众将面临挨饿的状况。关于
民众恐慌并疯狂抢购的现象，Rosita
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当许
多人聚集在同一地点，将增加民众感
染病毒的风险。雪兰莪州的染病人数
高，这让居住此地的她更为担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的未明朗
化，难免让Rosita觉得有些害怕。

 她听说意大利的医护人员只能
在众多病患中挑选出需要优先救助的
严重病例医治，感到很揪心，同时也
为冒着感染风险的前线医护人员捏一
把冷汗。Rosita说，虽然我们还很年
轻，也有良好的免疫力，然而我们也
切莫过于自信。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年轻人也同样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勤
于照顾卫生，与其他人保持官方所规
定的安全距离。她说，即便是看似微
不足道的付出，亦可能会带给我们社
会，乃至整个世界改变的力量。

遵从法令，陪伴家人共度难关

 就 读 新 纪 元 媒 体 系 的 印 度 同 胞
Carolynn与Eyu与其他两位同学意见一
致，她认为政府颁布这28天的行动限
制令是正确的, 尽管并不能全然控制病
毒的传播，却可降低民众出门受到病毒
感染的风险。她认为，政府此举能有效
遏制病毒传播，是对于防疫意识不强的
民众的一种守护。至于行动限制令对她
日常生活上所造成的困扰，无疑是无法
随意出门、购物，也无法返回家乡吉兰
丹。尽管如此，科技的进步让她能够运
用社交软件购物和与家人保持联系。 

 “请乖乖待在家。只要不出门，
病毒就不会传染到你，不会传染到你身

边的任何一人。” Carol表示，没有人
有办法提前预知灾难的发生，行动限制
令让平日忙碌的家庭成员难得相聚一
堂，人们待在家中的时间多了，空闲的
时间多了，我们能趁此好好地陪伴平常
无意间忽略了的家人，已算是不幸中的
大幸。
  
 防范新型冠状病毒并非儿戏，请
大家在这段期间减少出门，尽量不到人
多或人群聚集的地方，必要出门时务
必配戴口罩，回到家一定要勤于洗手消
毒，同时也要多休息以提高自身免疫
力。希望我们早日战胜病毒，携手共创
美好的未来。

钟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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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壘內的防疫鬥士：								
                    管制期間的宿舍百態

杨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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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在全球造成强大的冲
击，其中不仅表现在人命伤亡和经
济停摆上，更凸显出我们的生活与
世界的无法分割。

 我国政府在本周实施行动管
制令，全国学府须在这段期间暂时
关闭。为配合国家政策，新纪元大
学学院将所有课程改为居家学习模
式，以便让学生在防疫期间的学习
不间断。

 校方这项决策，促使校内许多
宿舍生选择回乡渡过这段漫长的防
疫期，但同时也有部分宿舍生选择
留宿校园。黄敬富，一名22岁的本
校在籍生，选择在防疫期间留宿校
园。他表示，会有这项决定，主要
原因是因为家乡位于遥远的砂拉越
美里，加上政策实施过于突然，机
票难以在短时间内购得。他强调，
本校的宿舍其实非常安全，每栋楼
层皆设有消毒区，备有洗手液，让
学生随时进行消毒。此外，校外大
门更设有体温检测站，进出校园者
皆需测量体温并进行消毒，而这也
成为他选择驻守在这座堡垒的原因
之一。

 行动管制令期间，除了允许外
出进行简单的采购之外，其余户外
活动一律禁止。这不禁让人好奇，

宿舍生是如何渡过这漫长的防疫期
呢？同为本校在籍生，也同样选
择留宿校园的许和友（21岁）表
示，在防疫期间，网课、作业、以
及手游已成为了他的“娱乐”。他
也表示，在这段时期他并未感到乏
闷，反而拥有更多时间去落实他以
往想做但却无法完成的事情。

 在饮食方面，宿舍生也有自己
的一套方法。笔者以新光记者的身
份，拜访了部分男生宿舍，一探宿
舍生的饮食作息。据了解，宿舍生
大多选择每个周末出门采购粮食，
并一次性购入一周的份量，减少外
出的次数。由于宿舍内并未设有冰
箱等保鲜设施，因此宿舍生主要都
是采购无需冷藏的干粮、罐头食品
及快熟面，在宿舍内进行轻简单的
烹饪。同时，校方也贴心地为宿舍
生们准备一定数量的粮食，希望减
少学生外出采购的次数。

 新冠肺炎突如其来，人人生活
犹如惊弓之鸟，小心谨慎。但新纪
元大学学院的宿舍生告诉您，不惊
慌、不失措，好好呆在校园里，似
乎也不比外头差。或许使他们安心
的，不仅是学校完善的防疫措施，
更包括他们面对局势的乐观，以及
对国家的高度期望。

防疫期间的五人舍间，仅剩下一名学生留宿。

校内某宿舍生所准备的一周分量的食物

校内宿舍每栋楼层皆增设消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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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曾幻想过未来不用上班，
不用上学，一整天待在家里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然而，现实却总是狠狠地
戳破装满梦想的气球。如今，我们的
政府为全民实现了这一梦想，而这场
梦将为期28天之久。为了防止疫情
扩散，政府实行了“全民行动管制条
例”。我们该如何去涂鸦这漫长且空
白的梦呢？该为它，和为自己撰写什
么样剧本呢？除了阅读学习、尝试下
厨、陪伴家人、放松休息，我们还能
做些什么呢？

从自己的内心出发
 不知各位可曾听闻有人尝试远
离繁忙的生活节奏，体验一段慢节奏
的日子吗？我们常在想，“等我得空
了，我要做......”,“等我得空了，我
就可以……”。各位，我们终于如愿
盼到“我得空了”的时机了！在这28
天里，大家可以尝试放慢生活节奏。

所谓的“慢生活”，其实是一种生活
态度，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我们不
妨慢下脚步来关注心灵、环境以及自
己，用这28天的时间，去实现自己一
直想做的事情。

把事情想得简单一些
 比如我对摆盘颇有兴趣，所以
我可以利用一些时间透过网络学习
摆盘。很多人也许会有与我一样的懊
恼，即我们该如何在没有足够道具的
环境下学习？一度想要放弃的我，想
起了小时候阿公阿嬷常教我们的一番
话--“知足常乐”。我尝试把事情想
得简单一些。过去没有任何条件时，
我们常用“另类的方式”去创造条
件。小时候想要打羽毛球，我们就用
地上的石头作为球场界线，想象前方
悬挂着一块网。从小到大，我们都这
样走过来。既然没有专业的道具，那
就用家中有的事物，简单地去学习。

28天的夢，
我們能怎麼去想？

李伟详

图为笔者阅读的旅游文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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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固然不能做出完美的作品，
但专心地去完成每一件小事，
就算成果并不理想，我们依旧快
乐。在这配上本人“尝试”的作
品。我以最爱的绿茶为餐盘的中
心，配上两片花生饼，旁边洒
放了可让人疏解压力的薰衣草花
干。在这漫长的一天，除了网课
与作业以外，还有花香与快乐。

好好地计划以后的路
 困 在 这 2 8 天 长 的 梦 里 ，
让人感到莫名的焦虑，也许是
因 为 我 们 并 不 如 在 梦 境 般 自
由。想要看部电影，电影院都
没开；想要继续筹备活动，无
奈活动全部延期或取消。这使
我开始思考，“待疫情好转后
要做些什么呢？”想着想着，
就不知觉地拿起了笔记本，笔
尖在纸上游走，思绪如墨，倾
泻书中。原本想着疫情好转后
能做些什么，慢慢地，思绪越
过虫洞，开始思考着更远的未
来要完成些什么。想吃什么美
食，就上网搜索哪里能吃到，
大约多少钱；想去哪里玩，就
阅读相关的书籍，开始规划未
来的行程。虽然颇有望梅止渴
的想象，但过程中发现自己充
满了干劲与期待，不仅能培养
自己去阅读，还能加强了自己
的策划能力。相信每个人都希
望能亲自策划旅程吧！这事情
确实相当耗时呢！我希望待我
能够踏上旅途之时，世界不再
有类似的疫情。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在家28天期间，家中的长
辈往往会借此机会叮咛我们收
拾房间。我建议大家不妨尝试
整理自己的房间，因为这也许
能唤起一些泛黄的回忆，且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者可以去

翻阅童年的漫画，把玩儿时的
玩具，用“成年人”的视角重
温童年。或许此时此刻的你会
有不一样的感悟。我在整理房
间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款伴随许
多人童年成长的游戏《口袋怪
兽——绿宝石》。

 小 时 候 我 在 玩 这 款 游 戏
时，总想收服途中遇到的口袋怪
兽，一味地想要通关而已。但今
时今日的我开始对这款游戏世界
的地图产生兴趣，玩游戏的过
程中会去观察每个城市的特点，
认真地阅读每一个角色的对话。
而我也从中发现了许多“未知大
陆”。每个人曾经都是个小孩，
我们都有乳臭未干的时候，看待
与体验事情的方式与“大人”截
然不同。如今我们总能在童年的
事物中得到不同的感观，但这不
表示以前的感观是错误的。我们
可以利用这28天的梦，用不同
的角度去反思身边发生的事情，
这不仅能达到老师教诲的“站在
别人的角度”去想，或许还能发
现自己的不足呢！

 以上都是本人整理出来的
几个“重点”，我就不再长篇大
论，希望大马与世界能早日战胜
疫情，让我们回归“现实”。这
28天的梦，希望读者都能好好利
用，充实自己，也希望本文能帮
到一些迷茫读者。当梦醒时，大
家还能继续走，而且能更远！

笔者童年常玩的电脑游戏《口袋怪兽——绿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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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冠疫情肆无忌惮地在
国内扩散，政府下达了为期28天
的“行动管制令”，无人能幸免
于此。在此管制令下，若非必要
出门或非紧急事务，所有人都必
须待在居所中渡过这漫长的防疫
期。为应付接下来的生活需求，
民众在这期间难免需要花费不少
的金钱。

 在 防 疫 期 间 ， 民 众 较 多 的
花费都在食材方面。虽然超市中
的货物价格与过往的一样，但由
于需要一次性购买多日粮食与食
材，因此往往单日开销会比平时
高出许多；但相比到餐厅打包或
叫外卖，自己购买食材烹饪实际
上会省下更多的金钱。因此，尽
管交通不便，民众也尽可能选择
到超市去购买食材。

 此外，日常用品如厕纸、垃
圾袋、洗碗液等等，都在一夜间成
了超市最抢手的货物。由于疫情情

况不明朗，“行动管制令”会否延
长成了时下的焦点问题，许多民众
抱着“先买下再打算”的心态去应
对这场战争，因此出现在社交媒体
上看见的，民众推着一整辆装满厕
纸的手推车去付款的罕有画面。

 马来西亚正值非常时期，政
府颁布“行动管制令”敦促民众留
在家中抗疫，实属正确的控管方
法。民众不应违反指令、散播谣
言，造成人心惶惶。唯有遵从国家
颁布的政策、配合执法人员的指
示，才能有效阻止疫情继续蔓延。
希望疫情能够尽早结束，届时所有
人都能再度与心爱的人重逢，紧紧
地拥抱彼此。

民众单日消费达到RM100

民众为应对防疫期，购买大量食材和粮食

28天的消费计划
黄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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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上班族或者是学生，总会幻
想着有一天可以不上班，不上学，可以一
整天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2020年，我
们这长久以来的愿望实现了。

 基 于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在 我 国 日 趋 严
重，为了遏制疫情持续扩散，政府于3月
18日开始实施“全民行动管制条例”，下
令全国人民必须待在家中，直至3月31日
为止。这是我国继1948年至1960年的紧
急状态和1969年五一三事件戒严之后，
第三次进入全国人民行动被管制的状态。

 28天的行动管制期可谓不短，全国
人民都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学校停课，
行业停工，很多活动被迫取消；老板要
求员工“work from home”，学校让学
生“study at home”，这样的现象对一
般大马民众而言是新鲜的。

 网络教学在国外极为普遍，但对笔
者而言却是首次接触，因此深感新奇。
相对于一般的课堂教学，网络教学显得
较为机动与弹性，学生甚至可以一边吃
饭一边听课，但一个人听课有时难免觉

得乏味，听着听着有时会不小心睡了下
去。若是课堂教学，听得无趣犯困时，
至少还能和身边的同学进行一些小互
动，因此笔者还是比较喜欢课堂教学，
期望疫情能早些结束。

 除 了 因 行 动 管 制 被 迫 停 止 课 堂 教
学，学校许多活动也被迫取消或者展延。
这段期间，笔者原本要与团队一起开始筹
备今年八月的文学周活动，但如今也只能
将筹备会议改在线上进行。线上会议固然
方便，且能随时召开，但倘若网线不好，
就无法听清楚发言者的言论，因此笔者也
同样较喜欢面对面的会议。

 在行动管制条例下，这28天日常生
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居家模式，家是课
室，也是办公室、会议室，所有的活动都
必须在家里进行。家，等于了一切。

 以大马目前的疫情发展和人民有欠
积极的态度来看，这28天或许会延长，衷
心希望民众积极配合，乖乖待在家，不随
意外出，也时刻注意个人的健康卫生，让
疫情早日受到控制。

相较于课堂教学，网络学习少了身边同学的陪伴，需要有更好的自制力。

因应行动管制令，师生开始学习
并适应网络教学。

突如其來的28天
洪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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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下， 跨州人的故事								
                   陈诗晴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时期，跨
州似乎成了一种错误的行为，但凡你
做出这种行为都会被指责，因为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有十四天的潜伏期，你
可能会是一名病毒携带者。且不说在
马来西亚半岛所进行的跨州行为，大
家普遍认为最不可进行的“跨州”，
通常是指从西马去到东马的沙巴和砂
拉越。而在这疫情之下，跨州行为真
的是错的吗？

 我是一位从砂拉越来到雪兰莪
加影求学的学生，在这疫情爆发之
际，我回到了我的家乡——砂拉越。
回乡之前，我几乎日日打电话跟奶奶
联系，生怕对方一个不注意就被感染
了，这病毒来势汹汹，纵然奶奶身体
再强健，我也安不下那个心，就恨自
己还在上课，没办法回家。

 3月13日下午，学校发出消息，
停止课堂教学，改为线上教学。得知
这个消息的我马上通知了奶奶，并订
了机票回乡去。那个时候，跨州这一
行为还没有那么大的争议。我是搭3

月16日下午飞机回家，而在13日至16
日这短短几天内，疫情越发严重，人
们反对跨州行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在回家的前一晚，我和奶奶通过电
话，她当时劝我不要回家，自身安全
要紧，可我就是放不下心，执意要回
家，并和她保证会进行为期14天的居
家隔离。

 16日当天，我上了飞机，看到了
令人心寒的一幕——飞机上还有许多
人没有戴上口罩。当下的我其实也想
过那些乘客可能是买不到口罩，但这
种自我安慰的解释也掩盖不了我的心
慌。幸运的是，坐在我前后左右的乘
客几乎都戴着口罩，并且有很好的防
护意识，会在入座的时候消毒自己的
双手。虽然我明白病毒不会因为你离
它远点就不会被感染，但这也算一种
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让我不再那么
慌张了。

 当天我顺利地回到家了，心里
悬着的那颗石头也落下来了。我一
回到家，立刻到浴室换下衣服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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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向奶奶询问了她所得知的相关新闻和
消息，毕竟老人家容易轻信网络上的假消
息。当然，我从那天起开始进行14天的自
我隔离，和奶奶保持距离，为彼此的健康
安全着想。

 我跨州回家这一举动其实惹来了不
少长辈和知情网友的指责，但我有我的想
法。奶奶孤身一人在家，左邻右舍又都是
上了年纪的长者，我再怎么样也不可能
放下心来。回家这一选择我并不后悔，因
为若是奶奶真出了什么事就已经来不及
了。我很确定自己的健康状态，而且也做
好防护措施保护自己，才会下定决心选择
回来。许多人对跨州这一行为都发出了类
似“不会为大局着想”、“你知不知道自己
可能是病毒携带者”、“自私，自己的命是
命，别人的命不是命”等言论，而这些指
责也是实打实地打在了我身上。

 我想说的是，并非所有跨州的人，
都是像你们说的那般不堪、那么自私、
不顾大局。谁都有自己的原因甚至是不
得已的苦衷，我明白不能让所有人都接
受我这个说法，但让所有像我一样跨州
的人顶着“有罪”的标签，任谁都会难
受。我这一行为在这疫情之下看来，也
许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但我想告诉大
家，我不是什么圣人，不能一次次都做
到符合大众标准，我也有自己的难处和
顾虑，而做出违背大众意愿的选择。

 在这里，我想告诉所有人，对彼此
宽容一点，各退一步，大家都好受。尤其
在这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团结
一致，而不是在网络上争执，污染网络环
境。而那些还有跨州意愿的人们，我也奉
劝一句：三思而后行，若非真的有重要的
事或是不得已的原因需要跨州，就请安分
守己呆在原地，不要让自己有被感染和感
染他人的机率。

回家途中

在KLIA2排队登记行李的人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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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管制下的加影
——你我都沒看過的風景							        
廖思芩、黄义和

 商 店 关 门 闭 户 ， 这
条昔日充满着各族群街坊
的走廊也变得冷清，独自
走在这显得格外落寞。尽
管平时经过这条走廊时也
不会说特意去跟街坊打招
呼，但彼此之间的插肩而
过都早已成为了习惯。这
大概是属于街坊之间的绝
佳距离吧，无需言语但彼
此都是对方的习以为常。
这种距离真的很美，美得
让人不禁想念。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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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远的距离不再是“我
坐在你对面而你却在看手机”，而
是“我就在你身边你却从未想过要
保护彼此”。为了让顾客安心购买
日常用品，商店在收银台旁划分
了“距离线”以便顾客之间有个安
全距离。这个举动并不会使人与人
之间变得疏离，反而这个距离能够
让大家心有灵犀地一起保护彼此。

 小贩手中的活从没停过，烹
饪的方式更从未变过，滋味怎么就
不一样了呢？是因为外带吗？我想
是的。不管是什么都多了一种“距
离”的味道，这个味道可能来自不
再热闹的氛围；可能来自对疫情的
恐惧；也可能单纯是因为食物的温
度不再。

 昔日的道路，车辆来来往往，那
车笛声，为城市呈现出一首又一首
美妙的乐章。它们是音符，颤动着
只属于城市的生机。如今的道路，
车辆寥寥无几，救护车笛声此起彼
伏，那是为生命奋斗的战鼓，还是
死神召唤的号角？

疫情当下，民依旧以食为天

可以保护彼此的距离才是最美好的距离

晚间的人烟稀少不算什么，白昼的安静才
是冷清之最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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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首相宣布实施“全国行动管制令”至今，已过
去好几天。

 犹记得当晚，全国人民守在电视前，如临大敌般，
等待着首相宣布锁国与否的消息。不久后，各大超市及
商店都涌现大批人潮，准备为14天的防疫期购买充足的
粮食与日用品。

 随后的日子，社交媒体、电视机以及收音机一直宣
导着“戴口罩、勤洗手、Stay at Home”的口号，仿佛
要将这些观念深深植入在我们脑海里。走在市中心的街
道上，看见许多人戴着口罩，电梯间也放置着消毒液，
与第一天相比，人们仿佛已经为防疫做好了准备。 

 一天天过去，政府也安排了许多防疫措施，像是军
警会检查每一辆来往的车辆，查看车中人数；或限制每
户外出采购的人数，限制超市人流。在这种情况下，许
多人逐渐选择待在家中，每天等待着新闻报告最新的疫
情消息，也大大减少了外出感染的风险。

 防疫期间，回到新村，仍看见许多成群结队的村民
悠哉喝茶、畅谈八卦，仿佛疫情不会祸及此地。所幸，
人潮的情况逐渐改善，许多人开始担心疫情而选择足不
出户。偶然一次，在早上的巴刹里，听见猪肉档老板娘
和顾客大婶的对话，对话如下：

 顾客大婶：“哎哟，切快一点！慢吞吞地等什么！”

 老板娘：“别急！再吵就不卖给你，这种时候的猪
肉很难买！”

 顾客大婶：“再慢点的话，警察要来抓人了！”

 上述的对话，很有趣，但也反映了时下民众的防疫
意识。回顾行动管制的第一天，不难发现，民众的意识
不断地提升，从起初争先恐后的抢购风潮，到如今懂得
为人设想，节约购买。许多人明白了疫情的严重性，许
多人学会了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许多人放下了对新政
府的偏见，愿意配合政府的安排。大家都期望疫情的好
转，待在家中，度过漫长且枯燥的行动管制期。

 若疫情真的得以好转，笔者相信，是民众的努力，
也是大家的功劳。

 望天佑你我，马来西亚加油！

共建的努力：
防疫下的民眾意識觀察

马嘉圣

民众外出时都佩戴着口罩

军警检查每一辆来往的车辆（图片来源：星洲日报）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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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陪你居家防疫

專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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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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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來函

想像與現實往往出人意料

 我是刚入学的大一生。说实在
的，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本该是忙
碌又多姿多彩，忙于课业，忙于社
团等等的。可是没想到那么巧，入
学期间却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时
期，开课第一天就被通知使用网上
教学。当我听到网上教学的第一反
应是期待，而很多人却觉得这是困
扰。为什么我会期待呢？可能是因
为没试过这样的上课方式。对于任
何的未知，除了害怕，难道不会有
少许期待吗？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只是上MPU课，但可看出老
师们在网上教学这方面的用心。大
家都在适应网上教学。其利弊自然
有，只是看大家怎么去看待而已。

 刚 到 宿 舍 时 ， 我 认 识 了 好 几
位室友。然而，由于行动管制，很
多学生（包括我的室友）都陆陆续
续回家去了，但我决定继续留在宿
舍。或许很多人不解为什么我在这
个时期不回家去，难道家人不担心
吗 ？ 我 家 人 的 确 很 担 心 我 ， 父 亲
是要我回去的。可是当每个人都要
回家乡去，就会出现人山人海的情
况，感染的几率也会随之提高，我
觉得留下来是当下最正确的选择。
况且大家都回去了，我在宿舍不是
最安全的吗？

 实施行动管制令的这几天，说
实在还是适应得了，有课就上，有
功课就做，无聊的时候就看书。我
的系主任留了一些书给我看，并要

我写心得报告，所以我的目标是在
这14天里看完这些书本。看书看累
了，就观看连续剧或综艺节目娱乐
一下自己。或许有些人认为看电视
剧没意义，但其实你可以从中领悟
不少东西，当然这也要视你选择的
电视剧或电视节目。

 至于日常生活需求，我留在宿
舍的食物还算足够。每隔3-4天，我
就会出去购买日常用品，并外带一些
食物回来，所以健康方面是没问题
的。校园虽然关闭了，但是基本设施
如洗衣机、饮水机等都如常供应，所
以日常生活不会有很大的困扰。或许
大家会担忧一个人待久了，可能对心
理方面会有影响。但我很幸运，室友
们会联络我、关心我，我也时常跟家
人保持联络。朋友们也在网上不断地
问候，而且也有和我一样一个人在宿
舍的朋友。如果真的一个人待久了，
有心理上面的不舒服，可以上网向辅
导处或专业人士寻求帮忙。

 最后，或许行动管制会持续下
去，不过懂得自我调适，然后遵守国
家安排的一切，那自然是可以活得好
好的。在这种紧急时期，留在宿舍
照顾自己的安全是唯一可以为国家做
的。

                           

李恩行      启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2020年3月大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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