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號 1    





     2020年12月號 1    

戲劇與影像系
第15屆影像組

畢業制作短片影展

30

44

賀！
張吉安《南巫》

榮獲第57屆金馬獎
“最佳新導演獎”

半年刊／六、十二月出版

发行人   ：莫顺宗

顾问       ：伍燕翎

主编        ：白伟权

编辑委员： 吴振声
     张伟隆 
    林嘉莹
    郑诗傧
                  戴源斌

（按笔画顺序）

新纪元大学学院版权·作者文章不代表本校立场
Copyright by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新纪元大学学院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Block B & C,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  603-87392770
Fax :  603-87336799
website :  www.newera.edu.my

新光杂志 XINGUANG MAGAZINE
Ext: 6218
Email: xinguang@newera.edu.my
Dicetak oleh VINLIN PRESS SDN. BHD(25680-x)

No.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Puchong, 47100 Selangor.
新光杂志   第十二期

目
錄

美编与排版：梁馨元

编辑助理   ：张嘉瑜

封面题字   ：梁馨元

电子杂志    ：梁帏雄
                      蔡惠雯

10
專題焦點：
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校長專欄：春天还会远吗

新光人物
学生创业记：李嘉盈的“李氏浣衣局”
学生创业记：李芷倩的“Dubby Language Partner” 外语学习平台

專題焦點：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教育系硕博课程开办——新纪元再跨新里程碑
瘟疫无阻学习心，云端跨国修硕博
“金钟罩计划”——学校Wi-Fi全面提升
学生证一卡通影印福利计划
疫情下的校园新地标
图书馆新增臭氧消毒柜
郑良树汉学研究中心落户新纪元永植典范精神
新纪元与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共建马来西亚首家鲁班工坊

新光燦爛
新纪元校级与院级优秀生
新纪元师生荣誉榜
助新纪元大学学院清寒子弟纾困，中国驻马大使馆拨款6万令吉
贺！张吉安《南巫》荣获第57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
贺！梁德珊作品《爸、妈，今天吃什么？》入围第55届金钟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第二届迎新日；
5人获“陈凯希与陈秀英研究生奖”

學人隨筆
The Spirit of Tan Kai Hee, The Re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2

6
8

10
11
12
14
16
17
18
20
24

25
26
29
30
32
34

36

新光记者：马嘉圣、王歆溋、邝杰豪、伍芯慧、刘艾欣、汤美珍、苏晓萱、李伟详、李洁苡、李嘉盈、杨立杰、杨籽健、何秀葶、何致豪、张嘉瑜、陈欣勤、陈诗晴、林佳仪、罗骏慧、郑紫轩、    

                       钟晓莹、洪子康、洪月馨、郭敏慧、容嘉雯、黄义和、黄丽婷、黄祖儿、黄晶莹、黄智辉、黄皓敏、梁馨元、彭安琪、谢癸铨、赖苾君、廖思芩、潘子微

學術饗宴
探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新纪元举办“新格局下的区域合作
与繁荣共享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光國際
新纪元——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线上交流会

新光縱覽
“逐梦迎新2.0学社大奖”迎接新常态
戏剧与影像系第15届影像组毕业制作短片影展
雪州教育厅联合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高中生升学辅导线上讲座
HEFT爱心关怀计画为社会出一份力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开办巴生中华独立中学技职特辅班
巴生中华总商会携巴生4独中和国中及代表团参访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室内精明海产与水产养殖研究中心
雪中送炭·共克时艰
特别鸣谢
永别了！陆庭谕老师

新光光大賞
梗王梗后，舍我其谁？

讀者來稿
《香港流行文化在亚洲的流传》讲座侧记
Own original story playing out a theme of one or more of the 
pieces Cross-Country

徵信錄
征信录

40

42

43
44
48
49
50
51

52
54
56

57

58
60

63

本期供稿单位：公关处、市场与行销部、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新光雜誌  ·  第十二期2    

校長專欄

春天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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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欄

 笼罩于疫情阴影下快一年了。2020年初瘟疫来
袭，年中情况颇见好转，未料年底又再恶化。高等教
育部本来已经准许大学生10月返回校园上课，谁知就
在10月，中秋节过了不久之后，马来西亚疫情突然高
速飙升。每日染疫病患，数以千计，至今居高不下。
秋去冬来，北半球都入冬了，连在热带的我们也感到
一丝丝寒意。
 
 防疫抗疫叫人疲惫不堪，一年下来仍未得松懈。
如今疫情更是来到严寒时刻。所幸，前线人员依旧每
日奔波，各行各业始终逆流而上。我们一直在奋战不
息中。
 
 偶尔难免泄气的是，当所有人与病毒对抗之际，
却不时出现不利管控疫情的言论和行为。这个年代自
以为是者太多，理性之辈太少，疫情就像是照妖镜，
尤其那些无能无德的政治人物，逐个无所遁形。治国
救灾他们是无心无力，唯一擅长是振振有词，疫情之
下，数字会说话，一切众生相，毕露无遗。
 
 一年了，这个病毒教会了我们何谓自我调适。将
近两个学期之后，从被迫到无奈，从抗拒到接受，我
们师生越来越习惯在线上课。我们的学生当然想念校
园，非常非常想念校园的那些景和物，那些人和事。
但此刻我们庆幸，网课虽不完美，却使我们得以继续
教学。疫情期间，我们建立了云端临时校园。
 
 这一年，我们在线上互联，上课的上课，开会的
开会，歌唱的歌唱，参赛的参赛，采访的采访，出版
的出版，办活动的办活动，办影展的办影展，所有该
做的，可以做的，全都在线如常进行。于是，我们在
线上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还有一个接一个的讲座。
我们师生依然得奖不断。我们还有学生课余创业呢。
 

 在此疫情期间，幸运的是，我们生源还算稳定。
我们为高中生举办的大学升学线上讲座，反应不俗。
硕博班招生成绩更是鼓舞人心，2020年我们招收了
一百多位来自中国和印尼的研究生。与此同时，新纪
元大学学院与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共建的马来西亚
首家“鲁班工坊”，也于此刻揭牌。除了发扬工匠精
神，学习先进技术的“鲁班工坊”，我们也于此期间
成立了“郑良树汉学研究中心”，期望在马来西亚推
动汉学研究。疫情来势汹汹，但无阻我们的前进。我
们在云端滑翔，追寻光在不远的地方。
 
 我们在疫情期间坚定前进，也必须感谢爱护新纪
元的那些热心和无私的赞助人和捐献者。在艰难的这
一刻，感谢你们及时送来防疫物资，活动经费，以及
学生的奖助学金。这些都是雪中送炭的义举，倍感温
暖。
 
 我们坚信，疫情必将过去。瘟疫固然可怕，但最
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信心和决心。2020年7月离世的马
来西亚华教斗士陆庭谕老师，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
从不言败，一生勇往直前。如今疫情来袭，校园一片
冷清。但我们校工、园丁依旧为校园的整齐和清洁，
辛勤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很快地，疫情消失，校园
又会恢复往日的热闹和活力。我们还在校园内做了一
点美化，设立新地标，盼望着你回来。
 
 我们并不是盲目乐观。这段日子以来，全世界治
理疫情，卓然有成的政府，例子虽不多，却也不少。
事实证明，这病毒并非全然不可抗，不可防。事在人
为，如此而已。何况，疫苗经已面世。即便不少人对
于疫苗尚有疑虑，但至少多了一层保障。
 
 至少我们仍然相信，曙光就在前方。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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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創 業 記 之

李嘉盈的

＂李氏浣衣局＂

黄智辉、马嘉圣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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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各民族在庆祝自身的民族节庆时，往往都身着
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华人多数以便服为主。究竟身
为华夏子弟的我们，是否对自己的传统服饰已经毫无
概念？

 同样来自中文系的大二生李嘉盈同学今年芳龄
20，却凭着个人的热忱与毅力，于疫情期间开始经
营“李氏浣衣局”，业务主要有汉服清洗、汉服代
购，以及汉服搭配咨询。其宗旨显然可见——即是传
承汉服，并致力于挽救汉服在大众视野中逐渐被遗忘
的状况。

 推广及复兴汉服文化亦是嘉盈一直以来所坚持的
态度，但创业的促成背后总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早前嘉盈同学曾在帮助老师清洗汉服时发生意外，导
致该件价值不菲的汉服落色。事发之后她感到非常内
疚，发现汉服这门知识并不简单，自此决定更加投入
于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当时的她萌生出了一个想
法——与其让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处理汉服的清洗，
倒不如自己亲手帮助他们。于是，“李氏浣衣局”就
此诞生。

 尽管疫情日益严峻，却没有影响嘉盈同学的业
务，反倒顺势激起了一阵网络汉服热。疫情期间，许
多社交平台都在努力分享有关汉服的各种资讯，更多
的民众因此认识到了汉服。嘉盈同学也在这段时间
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汉服同道，并且加入了同是在
经营汉服推广的组织，一同于线上举办文化推广的活
动，从中获益良多。

 嘉盈同学坦承，营业初期打理业务较为困难，各
方各面都得步步为营，面对过不少挫败感及小阻力，

但她深知，调整自己的心态是必须的，她谨记自己的
初衷与热忱，积极应对接踵而来的问题。她感激在她
极为惆怅迷茫的时候，身边所有人不吝啬地给予鼓励
及支持，让她倍感温暖，也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嘉盈同学总是热情周到地接待前来的每一个客
人，也很开心客人都乐于和她深入交流，让她结下不
少良缘。日前，她受邀于知名汉服推广组织举办的活
动上分享汉服清洗的经验，收获了不少前辈和同道的 
嘉许及赏识。

 如今，嘉盈同学希望疫情早日结束，以便她及同
学们能早日回到学校，并以“李氏浣衣局”的名义在校
园内进行汉服推广与宣传活动。她恳切希望同样热衷于
汉服文化的各界人士都能前来进行了解与认识。同时，
她也希望“李氏浣衣局”在未来能够跨越目前业务的范
畴，包括开设属于自己的实体店作为文化宣传的基地，
让大家能够前来进行直接交流，并且一起传承和推广汉
服文化。

 最后，嘉盈同学向所有兼顾学业及事业的同学们
给予鼓励，希望大家能够一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充
分展现自己最好的姿态，轻松应对所有的挑战。

 “疫情下大家都辛苦了，希望大家随遇而安！”

李嘉盈的李氏浣衣局提供专业的汉服清洗服务，帮助汉服同道解
决汉服保养的问题。

手洗汉服的步骤一点都马虎不得。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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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by Language Partner”

外語學習平臺

學 生 創 業 記 之

李芷倩的

黄智辉、马嘉圣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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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漫长的行动管制令期间，你是否想过要如
何增值自己呢？或许，掌握多一种语言，便是最适合
的选择。

 来自中文系的大二生李芷倩同学在疫情期间，
与友人邱佳乐和关紫俪合伙开办了客制化的线上外语
学习平台——Dubby Language Partner。21岁的她秉
持着正确学习语言的理念，与另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同走上创业的轨道，旨在为学生打造适合的学习环
境，共同成长。她们深知，掌握语言的方法不能一味
跟着课本，更重要的是多使用，甚至融合学习该语言
的文化才能见效。

 外语教学在实行大概半年之后，芷倩同学发现
碍于线上教学局限，已然无法在学生十分专注的状态
下有效传达知识。同时，随着疫情一再恶化，学生或
多或少在经济方面开始出现困难。为此，她们迅速应
变，更换课程的模式，也准备多种配套来吸引学生减
少业务所承受的负担。

 幸运的是，芷倩同学及伙伴后来受到本地一个集
合所有学习平台的综合网站的邀请，加入之后曝光率
大大提升。不仅如此，她们也在学生续课方面也借由
给予优惠的方式吸引学生。

 创业并不容易，但一路走来收获的成就感却让她
们的生活更精彩更有意义。芷倩同学感到最自豪的地
方，在于她们是零资金创业。除了在商业注册方面花
费了些许金钱之外，她们几乎不费分毫地走过了这半
年的时间。Dubby Language Partner的宣传皆由她们一
手承包，她们各自参考许多网站的宣传形式，共同努
力打造出属于Dubby Language Partner风格与形式的专
品牌。

 对于Dubby Language Partner未来的展望，芷倩
同学期许能有更多的老师或是学生加入。在规模逐渐
扩大的情况下，她们需要更多的师资打造更多的教学
方式，让更多的学生从中受惠。芷倩同学也希望有朝
一日Dubby Language Partner能够开设实体教学课程，
与学生近距离接触及互动，开创更多样化又有趣的教
学方式。

 最后，芷倩同学对所有正处于求学阶段，但又
希望能够创业的学生们给予鼓励。她说，创业看似简
单，但真正实行起来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挫折。眼前
的路可能会走得越来越艰难，但是切勿害怕跌倒！即
使受伤了，只要站起来，还会有许多可走的路，不放
弃便是成功的始端。

授课照片 IG官方网页截图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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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焦點 ：
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自今年3月份行动管制令以来，学
生居家学习、网课，教职员居家工作
成为一种生活日常。在今年6月号的新
光，我们以“疫情下，彩云间的新纪
元”为专题，报导了网课与居家学习
期间，新纪元的点点滴滴，也藉以告
诉大家，在严峻的疫情下，我们依然
过得很好。

 然而在这期间，新纪元除了转至“
彩云间”持续运作之外，“线下”的新
纪元也悄悄发生了许多变化。今年中以
来，我们首次迎来了百位国际硕、博士
研究生，教育系也在既有的文凭班、学
士班的基础上，增设了硕士和博士班。
不仅如此，因应著名汉学家郑良树教授
的书库落户新纪元，本校也成立了“郑
良树汉学研究中心”，继承与发扬郑良
树为汉学研究鞠躬尽瘁的典范精神。在

国际合作方面，新纪元也与中国辽宁建
筑职业学院共建马来西亚首家“鲁班工
坊”。

 在硬体建设方面，我们也全面提升
了无线网路设施，当大家走在校园时，
也将会见到许多先前未曾出现的新地
标。在教学大楼的各楼层，也会见到新
设置的影印机，而当学生将学生证放置
在读卡机时，亦会发现这张小卡片已具
备储值功能。此外，陈六使图书馆也在
此期间添购了书本臭氧消毒柜。

 天下没有不会停的雨，我们相信
疫情将会很快结束。疫情后，你我重返
的，已经是不一样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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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碩博課程開辦
新紀元再跨新里程碑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在经历前后长达8年的努力
下，终于正式开办硕博课程！新纪元教育系自2006年
正式成立，于2010年开办幼儿教育专业与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2018年申请硕博课程，2020年开办教育学硕
博课程，经过重重审核及调整，如今终于正式获得高
教部的批准。

 教育系张万霖讲师表示，教育系目前全系约有200
名学生，其中专业文凭课程和学士课程的两个专业，
即幼儿教育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占了近190位。

新纪元教育学硕博课程的开办，除了让各界有志于专
研教育相关课题的人士，以及教育系本科毕业生能够
在新纪元继续追求更高的学术梦想，更有助于提升我
国的教育专业学术水平。今年首度招生的硕博课程，
已顺利迎来12名研究生报读，想要精益求精的张老师
也是其中之一。

 新纪元教育系硕博课程目前的导师阵容如下：

学科领域 导师

东亚研究领域 莫顺宗博士、文平强博士
李锦兴博士、黄永宝博士

教育学领域 王淑慧博士

语言教学与教育哲学领域 王睿欣博士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领域 郭富美博士、蔡苔芬博士

乐龄服务与管理领域 胡禄铭博士

 新纪元教育系一直都秉持着教人育人的理念，希
望完善从幼儿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教育体系。为提升
我国独中的教育素质，教育系也致力提供独中师资培
训，不论是早前开设的教育专业文凭班、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还是与中国、台湾知名大学联办的硕博班，
乃至今年新纪元自身开办的教育硕博士课程，目的都
是希望从多方渠道为我国华文教育机构培育更多优质
的教学专才。未来，教育系也希望成立东南亚华文教
育师资培训中心，俾为本区域各层级的教育机构培养
更多专业的教育工作者。

 教育系硕博士课程的开办，是新纪元迈向大学之
路的另一重要里程碑，冀望在新纪元教育系钻研的研
究生，将来能在教育界贡献他们的力量，协助将本区
域的教育素质提升至另一个层次。

刘艾欣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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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许多人都感受到人生
苦短，于是更体会到及时学习的迫切性。希望在灾难
或危机降临时，自己能有多一技之长，多一张文凭，
多一个选择。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今年7月首度迎
来了60位硕博留学生，修读中华研究与东盟研究课
程。2020年7月25日，校方为这批留学生举办线上开
课礼，出席开课礼的嘉宾有莫顺宗校长、文平强副校
长、李锦兴副校长、张亮副校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郑诗傧博士、中文系主任黄薇诗博士、东南亚学系主
任廖文辉副教授、中国硕博导师代表沙平教授、研究
生代表曾筱霞老师，以及新纪元教职员及新生。

 新纪元中文系主任黄薇诗博士在致辞中表示，
老师与学生不仅是师生关系，还有一种合作关系，为
提升为人为学的境界而共同努力，共同探索、共同研
究。

 东南亚学系主任廖文辉博士则表示，马来西亚拥
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各位硕博生可以多走走看看，了
解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特别是这里的华人文化和习
俗有别于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在三大民族组成的
环境下，华人自然吸收了其他的民族文化，这个多元
化的特色，相信能够给东盟研究专业的学生带来不一
样的文化冲击。

 新纪元中国硕博导师代表沙平教授指出，博士
一词，在古代汉语译为“博学多闻，通达古今”，
而在现代汉语中，博士是学位获得最高级别的人。无
论是古代或是现代，我们都可以说“博士”是一位有
学问的人，所以博士生在文章发表及论文书写上，必
须贴近学界对论文评价的三个方面：现实意义和理论
价值、有无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是否符合逻辑。他提
醒研究生们在选题时，除了要贴近社会现实的指导意
义，也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懂得研读和梳理著名文
献，这样才可以写出一篇好的论文、好的文章。

瘟疫無阻學習心
雲端跨國修碩博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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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接着，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士分
享道：“中国的大学很大很漂亮，至今我对过去留学
的华中师范大学仍念念不忘。华中师范大学不大，但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的新纪元不大，但精神崇
高！我们继承南洋大学的精神，时时刻刻以办一所高
素质的华文大学为理念，我们拥有全马中文藏书最丰
富的陈六使图书馆，我们也拥有最浓厚的中华文化情
怀。希望大家在新纪元学习愉快，力求达到博而反
约，专而能通。”

 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张亮博士也强调说：“
我们与泰山学院联合成立了以中华泰山为课题的泰山
国际旅游文化研究院，与安徽淮南师范学院联合成立
淮河文化研究院，与青岛大学达成共建青岛大学马来
西亚新纪元分校的共识，未来我们还会与更多国内高
校成立不同的研究院，以丰富新纪元大学在一带一路
领域的教育合作。”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则表示：“新
纪元成立于1998年，至今只有22年，是一所非常年
轻的学校。生长在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我们有一项重
要的使命，就是发扬及传承中华文化。当教育部允许
我们开办研究课程，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开办中华
研究课程，栽培更多热爱中华文化的学子。我们也开
办东南亚研究课程，希望能够召集不同民族的留学
生，学习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让大家更加认识我们。
我希望新纪元能够成为东南亚的一个据点，传播汉
语，推广中华文化。

 最后，研究生代表曾筱霞老师在致辞中说：“新
纪元虽然没有世界名校的显赫声名，也没有老牌强校
的丰厚资源，但它在逆境中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中
华文明九死未悔的坚守与传承，实在令人敬佩。新纪
元用22年的岁月，实现了华社的办学理念，更顺利
升格为大学学院，如今还开办硕博班，向国际招生。
我希望在场的各位同学，能够像新纪元那样坚持不

懈，啃下‘博士’这块硬骨头。同时在异
域的土地上，精研所学，一展所长。”

 新纪元大学学院外籍硕博开课礼圆满
结束！再次欢迎硕博班留学生加入新纪元
的大家庭，日后共同学习与成长！

新纪元外籍研究生代表——曾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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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罩計畫”      
  學校Wi-Fi全面提升 谢癸铨、洪子康

    10月2日，新纪元大学学院公告区发布了一则有关学
校网络获得提升的通告。为了让师生更了解本次提升
的内容，新光记者团队采访了本校电脑中心庄正伟总
监及助理高级网络工程师邓敬惠。电脑中心以“金钟
罩计划”为这次的提升命名，寓意将实现新纪元校园
的WIFI网络全面覆盖！

 庄正伟总监提及，这项Wi-Fi提升计划是电脑中
心计划已久，并且获得校方大力支持的计划，在第二

次行动管制令开始之前就已经落实。除了提升Wi-Fi
速度，Wi-Fi覆盖区域也将扩大。2020年9月份学期开
学之前，金钟罩计划所提升的Wi-Fi已经覆盖了学校
90%的室内区域，惟准备全面开放予学生使用时，雪
州又再次实施有条件式行动管制令（CMCO），因此
大家暂时无缘体验。在这次的提升中，学校选择了与
TP-link合作，获得了优惠价格，有助于往后的Wi-Fi
提升。

 据庄总监说，目前所完成的提升仅仅是第一阶
段，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中，将会把加强版的Wi-Fi覆
盖范围扩展至户外区域，例如足球场、篮球场等。庄
总监坦言，户外设立Wi-Fi无线网络热点需要多的测试
与安全考量，因此需要较长的时间。此外，在第三阶
段中，电脑中心考虑在每一间宿舍都设置Wi-Fi。目
前，宿舍大楼从3楼至9楼的交谊厅中已经设立了无线
接入点（AP），同学可在交谊厅内使用Wi-Fi。 

 

 邓工程师说道，这次提升最为显著的效果除了
覆盖区域的扩大外，网速也从原本的7Mbps提升至
30Mbps，电脑中心将观察学生的使用量，若学生的
使用量达到临界点时，电脑中心将考虑再次提升网
速。庄总监以电讯公司提供的移动数据（Data）为例
子说明，若我们使用的是电讯公司免费提供的移动数
据（Data），其网速大约为7Mbps；若签购的是高速
数据（High Speed Data）则约15-20Mbps，因此学
校目前提供的Wi-Fi网速已经超越一般的通讯配套。

B栋2楼新增Wi-Fi覆盖范围图C栋G楼新增Wi-Fi覆盖范围图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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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目前无线网络配备，足以
让1,000名学生同时使用2台设备
连接Wi-Fi，并保持30Mbps的网
速，而这个数字将会继续提升，
以应付学校日益增长的学生数
量。此外，校方也在探讨5G智慧
校园的建设。目前学校已开始尝
试引入5G的硬体设备，只要5G
线路接入，学生便可使用5G的无
线网络。以上的改善将有效应对
接下来将的网络教学以及日常应
用，例如ZOOM网络平台等。

 庄总监在访谈中也鼓励学
生在使用学校Wi-Fi遇到问题
时，可以直接走进电脑中心与
老师沟通，不论是手机问题，
抑或Wi-Fi问题，电脑中心都会
给予适当的建议。当然，除了
改善学校的Wi-Fi品质以外，电
脑中心也提供电脑检查、重设
密码等服务，但是没有更换硬
体设备的服务，目前电脑中心
正在探讨为学生提供低收费的
电脑维修，乃至更换硬体设备
的服务，为学生省下不必要的
维修费和送修的时间，该计划
最快将在2021年落实。

庄正伟总监向学生会执委讲解交谊厅的无线接入点

电脑中心技术人员李佳家进行无线网路
路由器安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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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五月份学期起，新纪元大学学院
特别推出“学生证一卡通影印福利计划”，以满
足学生的影印需求。所有新生及在籍生皆享有由
学校提供的RM30影印费充值（一次性）。校方
也于美华校区、中环校区及国际教育学院设置了
更多的影印机，方便同学们进行影印、输出及扫
描。

 在新的规划下，学生无论是在家、在校或在
宿舍，皆可透过学校网络连线或VPN送印档案，
也可使用自身的学生证刷卡登录，或在影印机屏
幕上使用E-account登录自己的户口，打印所需
的文档。
 
 为了让学生了解影印机的操作方式，电脑中
心不仅制作了使用手册，更透过新纪元科技委员
会招募各科系的工读生，与电脑科技院的学生支
援小组一同合作，协助支援各区的影印机维护，
如补充纸张及解決各类技术问题。科技委员会也
将培训团队成员开发周边应用程式，如统计报
表、抽奖工具等，让团队成员既可有所习得，同
时也能获得相应的工读费应付日常开销。

 现阶段，校内只有陈六使图书馆服务柜台提
供学生证影印费充值服务，校方接下来将计划于
电脑中心和中环校区设立充值服务站，未来更期
盼能让同学们直接在线上完成充值。秉持着精进
不休的精神，新纪元大学学院也希望将来能让同
学们不论昼夜皆可自行使用校内影印机。

坐落于新纪元大学学院美华校区B栋2楼的新影印机及电脑传输设备

2020年5月2日于新纪元大学学院脸书专页所刊登的海报

黄义和、汤美珍

學生證一卡通
影印福利計畫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2020年12月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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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校園新地標

 2020年3月开始，马来西

亚新冠疫情肆虐，校园关闭，

师生们不能回校，只能在镜头

前上课，以往热闹的校园瞬间

变得冷清。在这段期间，师生

们或许都没有注意到校园正在

悄悄改变。

 首先，校园里的电梯已经

变了模样。每部电梯都配有不

同的图案设计以及文案，让你

返校后在等待电梯时，先欣赏

电梯上的文案与美丽可爱的插

图，发现身边的美好事物。

 行政办公室外的走廊是学

生们讨论功课或聚集闲聊的地

方，但每一次想把约定地点定

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发现这

里没有名字可以称呼呢？现在

它有名字啦，以后不用说“-

Block字B行政办公室旁边的走

廊”这么长的名称了，因为它

就叫做“新光走廊 Era Walk”

！

 身 为 一 所 年 轻 而 又 活
力充沛的学校，新纪元大学
学院当然不能没有大家最爱
的打卡地标！校方如今在
Block B的停车场旁的绿荫之
下新增了鲜明抢眼的“We 
Love New Era”地标，绝
对是你不能错过的打卡圣地
啦！

陈欣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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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增
臭氧消毒櫃！

 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于2020年7
月初购入图书臭氧消毒柜。除了在疫情期间成
为重要的消毒工具以外，臭氧消毒柜也可以是
图书馆日常使用的消毒设备。臭氧消毒柜可用
于消除书籍上的细菌与病毒，甚至杀死陈旧藏
书内的书虫，为图书馆的书籍提供更完善的维
护。

 臭氧消毒柜外型与冰箱相似，可同时容纳
100至300本大小不一的书籍。置入书本之后，
以注入臭氧的方式消毒90分钟，便可为书籍进
行消毒。它可以消灭一些阳光也杀不死的顽固
细菌与病毒，进一步保障读者的安全。

 庄璐瑜馆长表示，以往图书馆会与一些消
毒公司合作，将大量书籍进行消毒，但此举无
法兼顾一些零散的书籍，并且也属一笔开销，
故此方案并非长久之计。消毒设备购买计划于
几年前便已提出，但基于所物色到的消毒设备
金额高昂，当时也未迫切需要使用，因此没有
执行该计划。近期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驱使下，
陈六使图书馆再次探讨消毒设备的功能，最终
物色到了性价比更好的臭氧消毒柜。但由于臭
氧消毒柜重达50公斤，在物流方面遇到了问
题而阻滞了一段时间，最后在莫顺宗校长协助
下与物流公司的协商后，成功购入了臭氧消毒
柜，消毒柜本身价钱与物流费用总额仅1500
令吉。 陈六使图书馆于防疫期间的景象。

马嘉圣、黄义和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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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臭氧消毒柜之后，陈六使图书
馆便可以为馆内藏书进行消毒杀菌，图
书馆不再需要为书籍擦拭消毒剂，节省
了工作量。庄璐瑜馆长指出，陈六使图
书馆于十月初收到了百多箱由香港寄来
的书籍，图书馆使用臭氧消毒柜为所有
书籍逐一消毒，既高效又便利。

 除了新添置了图书臭氧消毒柜，
陈六使图书馆也执行了非常完整的防疫
措施。例如在参考历来图书馆的人流量
后，制作了150张图书馆通行证，采取
先到先得的方式控制入馆人数；再来就
是决定把380个席座缩减至131个席座，
以确保社交距离。此外，图书馆戒备森
严，仅开放本校在籍生与教职员凭学生
证与教职员证入馆，无证或未佩戴口罩
者皆不得入馆。此外，一切借、还书的
业务都尽可能在零接触下进行。

 最后庄璐瑜馆长希望各位读者遵循
防疫措施，在未开馆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
体，借这段时间调整好规律作息，养精蓄
锐，陈六使图书馆期待与各位再次相见。

臭氧消毒柜里可同时容纳100-300本大小书籍。

陈六使图书馆将原本380个座位缩减至131个，以确保
使用者社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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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良樹漢學研究中心
落戶新紀元  
永植典範精神

 六十年前，一位新山少年常跨海到新加
坡购买《左传》《诗经》《资治通鉴》等传
统典籍，这些典籍隐然成为他的学术启蒙。
尔后少年负笈台湾，正式步入学术殿堂。学
成归国后，更是笔耕不辍，同时致力推动本
地华社文教发展。这位少年，即后来广受敬
重的本地汉学界巨擘——郑良树教授。

 2016年，郑良树教授与世长辞。时隔数
年，新纪元大学学院成立郑良树汉学研究中
心，旨在继承与发扬郑良树为汉学研究鞠躬
尽瘁的典范精神。

丘凯文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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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研究中心为郑良树遗志

  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可追溯至约莫两年前，彼时郑
良树夫人李玉女士，与学生陈徽治参访新纪元陈六使图
书馆。馆内设立的南洋大学史料中心与私人藏书库，都
让李玉切身感悟到这座图书馆的志向与努力，因此决意
将郑良树部分藏书捐赠陈六使图书馆。当时新纪元大学
学院校长莫顺宗认为，以郑良树在本地汉学界的地位，
绝不能让他的藏书零散而置，于是决定设立郑良树书库
专门收存其藏书。

  自2015年方修文库设立以降，近年屡有私人藏书
库落户陈六使图书馆，包括李业霖书库、李锦宗马华文
学史料馆与杨进发书库。问及郑良树书库在这些书库中
的独特意义，莫校长认为方修与李锦宗广收马新文学史
料；李业霖与杨进发则偏重历史文献的收集。相较之
下，郑良树的藏书以传统汉学为主，既彰显郑良树的研
究重心，也为本地传统汉学研究者提供了方便。除了设
立书库，新纪元也创立了郑良树汉学研究中心，以继承
其精神意志，并规划相关的学术与文化活动。

  做了创设汉学研究中心的决定后，莫顺宗与李玉无
意间发现在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郑良树曾披露他想在
首都一间民办大学开设汉学中心的心愿。如今郑良树汉
学研究中心在新纪元的设立，可谓是初步完成了郑良树
在十多年前的夙愿。对此，莫校长不禁感叹，冥冥中仿
佛有所天意。

为汉学事业鞠躬尽瘁

 中心甫成立，即已着手数项出版计划，其中有两本
书已迈入筹备尾声。第一本是郑良树文艺集，主要收集
郑良树散见的文艺作品共同出版。还有一本是郑良树书
法师友集。这本集子汇集了郑良树与其老师、学生的往
来墨宝，当中不乏名家作品。这两本书已接近完成，预
计今年尾至明年初付梓出版。此外，莫校长也透露，已
有专人正整理郑良树的往来书信，期盼能在一两年的时
间内结集出版。郑良树师承许多国学大师，多有书信往
来，这些书信能为我们勾勒知名学者间的交集情况，富
有意义。

 除了出版计划，中心也准备举办汉学论坛，以推动
本地汉学界的交流发展，其中包括复办马来西亚汉学研
讨会。2004年，郑良树于南方学院倡议筹办第一届马来
西亚汉学研讨会，后由本地各校中文系相继承办，惜从

郑良树著述等身，以传统汉学研究为主，亦兼及本土华人研究。

2016年起即停办至今。汉学研究中心有意复办该研讨
会，为本地汉学研究者搭建对话平台。

贯彻一生的君子风骨

  马来西亚著名文化人傅承得在《郑良树评传》
一书的序文中，概括了郑良树的多重身分：“他是学
者、作家、书画家，以及华人文化与社会工作者。”

  作为一名学者，郑良树以传统汉学研究为本位，
其不少著述由两岸重要出版社出版，以马来西亚汉学
家之姿蜚声国际汉学界。除了传统汉学研究，郑良树
也致力本土华人研究，其撰著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发展史》煌煌近百万言，详尽叙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发展历程。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还
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与社会。郑良树不仅专研学术，
也亲力投身华社事务活动，如曾担任文化协会与会馆
的要职，任内举办研讨会、创设出版基金，尽为嘉惠
学林之举。

  1960年，郑良树入读台湾大学，师承屈万里与王
叔珉等学术泰斗。莫顺宗校长分享，那是一个学生叫
老师夫子、先生的时代。除了学习治学之术，台大尊
师重道的氛围也让郑良树深受濡染，从而成就其贯彻
一生的君子风骨。莫校长忆述，某次在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论坛上，他与郑良树共同与会。在郑良树与学生
交谈之际，王叔珉先生走了过来。郑良树见其老师，
立即转身行礼。这一幕让莫校长备受触动，“或许现
在大家认为，老师就是教书的。但以前老师传授的不
只是知识，还有人格。”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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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郑良树之学养堪为表率。在上
个世纪筚路蓝缕的境况中，他也勠力推动本地文
教事业的发展。莫校长坦言，为其老师设立研
究中心，多少有着私人因素的考量，但他也笃定
说道：“于公于私，他都值得那样的位子。在马
来西亚华人文化中，郑老师拥有着非常重要的地
位。”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郑良树曾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任教，展开17
年的杏坛生涯，尔后于1988年远赴香港中文大
学。莫顺宗校长1987年入学马大，正好赶上“末
班车”，上过一年郑良树的课。

  不长的一年时光，已为莫校长留下许多难
忘回忆。莫校长忆述当年郑良树执教“各体文”
课程。起初学生们都以为“各体文”课应当会选
一些不同朝代的文章，从文学与历史等层面进行
导读。唯郑良树授课的方式出乎大家意料，他以
小学的方式对文章逐字解析，分析每个字的形音
义。莫校长举例，《郑伯克段于鄢》这篇文章，
郑良树不从其文学叙事与历史意义下手，反而对
郑伯之“伯”字读音侃侃而谈。这也反映了郑良
树的校勘学背景。

  当年莫校长上郑良树的课时，专心抄满了一
页页的笔记，现在都已散佚。莫校长笑言：“以
前大一的时候很虔诚，之后到了叛逆阶段，觉得
这些东西不需要。现在才发现这些东西丢了就没
有了。留着其实也好，那见证了自己的成长。”

  郑良树素来有赠送学生墨宝的习惯，莫校长
曾收过两次郑良树的墨宝。一次是郑良树离开马
大前，还是大一生的莫校长帮忙他搬书，收到了
一幅“温柔敦厚”。尔后莫校长三十多岁时，收
到了郑良树所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斯人已逝唯精神长存

  回忆这两幅墨宝，莫顺宗校长仍觉啼笑皆
非，尤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莫校长收
到这幅墨宝时即疑心尚是而立之年的自己，怎么
就来到了暮年？莫校长在大学时仍觉得郑老师是
针对每个学生写的墨宝，后来开始明悟郑良树不
会有这样的时间与心神，这些墨宝应是他的闲暇
练笔，赠予学生。然而，莫校长坦然认为，虽然
这些墨宝不是专门书写，但它们的赠予也表示了
郑良树对学生们的记得与关心。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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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那也是郑老师的教诲。”访谈最后，莫校长分
享了他最后一次与郑良树见面的场景。那是2004
年在南方大学学院举办的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那
天早上，莫校长曾到郑良树的办公室和他打招呼。
郑良树打了个领带进来，他的秘书称赞其领带很漂
亮。郑良树随即说了句：“可是我老了。”

  从那不久，郑良树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再
也无法像以往焚膏继晷地从事学术工作。莫校长喟
叹，花甲之年，对许多学者而言是臻至大成之际，
唯病魔缠上郑老师。莫校长说到这里，感性说：“
郑老师有位香港的学生，几乎每个周末带他往返深
圳与香港求医。我们没能为郑老师做到这些。现在
设立汉学中心，也是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能给老师
的一份心意。”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多年前郑良树写给学生
的墨宝，或者也是他晚年的写照。斯人已逝，唯精
神长存。郑良树为汉学鞠躬尽瘁的精神，不为其生
命所限制，而是移植于汉学研究中心，在有心人的
照料灌溉下，他日嘉木终成林。

书库除了收存郑良树藏书外，亦珍藏郑良树珍贵手稿。

本文原载于2020年10月6日《中国报》“学习现场”
(图为本刊所配)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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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優質職業教育走向國際推動優質職業教育走向國際
新紀元與中國遼寧建築職業學院共建马来西亚首家鲁班工坊，

專題：重返不一樣的新紀元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共建的
马来西亚首家鲁班工坊，于2020年11月13日正式揭
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第一等秘书曹建如先生、
马来西亚联合产权交易所主席何义锋先生，新纪元大
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
士、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院长庄正伟先生，辽宁
省教育厅副厅长杨为群先生、辽宁省教育厅国际合作
处处长刘彤先生、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刘长新
教授、副校长白俊教授、纪委书记王诚勇先生以及线
上线下共80余嘉宾出席了鲁班工坊揭牌仪式。

 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在2019年初与新纪元大学
学院以及在马中资企业就建设马来西亚鲁班工坊事宜
进行磋商。2019年4月莫顺宗校长到访辽宁建筑职业
学院并签署了《“鲁班工坊”建设合作备忘录》，在
校际合作、专业共建、学术交流、师生互访、海外培
训等方面达成共识。

 2019年12月本校师生共14人到访中国辽宁建筑
职业学院进行为期一周的研修计划，学习到建筑信息
模型、装配式建筑构件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职业
技能课程，研修计划得到了双方师生的一致好评。中
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于2019年12月出访新纪元大学学
院，两校对鲁班工坊建设准备充分交换意见，在专业
建设、课程内容、人才培养、进度安排等方面都达成
共识。

 马来西亚首家“鲁班工坊”采用工程实践创新项
目教学模式（EPIP）作为职业技能培训的核心内容，
中方学校与广联达集团公司、启程德瑞集团共同完成
关于建筑信息模型、装配式建筑施工相关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此外，两校拟在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
开班，首开“鲁班工坊·建筑数字建造”免费课程，
对象为新纪元室内设计专业及资讯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的学生，学生完成培训后，将得到一张结业证书及职
业技能证书，并获得参加相关专业考试的资格，以争
取相关资格证书。接下来两校还会面向校内外人士开
办更多不同专业的课程。

中国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杨为群先生（左）及中国辽宁建筑职业
学院党委书记刘长新教授（右）为马来西亚鲁班工坊揭开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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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
                  校级优秀生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梁馨元、丘凯文、李沚暄、苏晓萱、李承澳、杨立杰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江婉媚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陈荟茗

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程 郑惟松、李振豪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袁琢睿、谢正濠、莫詠惠、刘鉫洋、张恺文、李佳穅、徐志文、朱章豪

                  院级优秀生

一、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张淑钧、谢癸铨、钟晓莹、林欣慈、罗骏慧、马嘉圣、黄义和、潘子微、
杨惠絜、陈慧欣、岑韵婷、张嘉瑜、张佩珊、冯维宣、林千惠、王思琦、
苏紫卿、陈凯欣、黄紫盈、苏婉婷、黄诗茵、温禧隆、姚凯雄、洪子康、
张嘉文、王谕婷、李伟详、黄良康、汤美珍、王歆溋、刘芷晴、马俊泓、
吴惠谦、陈诗晴、赖苾君、黄皓敏、苏楚莹、黄丽婷、陈芊彤、范明诗、
林淑可、莫诗尔、陈欣勤、刘祖贤、黄智辉、张倩伶、李嘉盈、廖静宜、
梁瑄倪、刘骏维、苏敏雯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徐煌升、蔡建换、余芷旭、李佩雯、彭歆儿、黄靖茵、曾繁乐、刘千卉、
林丽虹、黄伟健、谭子萱、刘姝伶、李智勋、何汭洋、苏嘉敏、丘诗萱、
李恩行、林欣莹、黄晶莹、陈慧晶、陈诗恩、李宁馨、陆雪薇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丘梅香、梁善彦、黄念慈、汤弦颖、钟桧沁、陈俊燕、蔡沂璇、林洁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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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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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圣欢、李济照、林铭泳、林汶永、郭竞怿、李铭伟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陈永康、胡靖暘、彭俊恺、陈瑞蓉、程俊然、张宇航、苏骏华、陈峻业、
麦瀚生、邓嘉慧、陈凯文、张颖异、刘俊权、谢誉丰、林德位、李筱萱、
符翔程、陈新儫、凌添辉、郑嘉友、梁诗敏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钟幸历、梁嘉乐、许文豪

三、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王诗惠、钟嘉美、ROSITA IZLIN、陈素琴、许家诚、余巧晶、卢美青、
王耀坤、温浩良、陈慧淇、钟艾琳、徐洁柔、江俊慷、罗楷胜、李巩辉、
伍雪冰、黎志锋、赖静怡、黄嘉琪、王康娴、郑欣仪、彭俊涌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陈颖晖、廖沛贤

市场营销（荣誉）学士课程 周淑银

四、媒体与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方欣慧、陈丽烜、梁瑜玲、陈凯琳 

新 紀 元 校 級 與 院 級 優 秀 生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全日制学士班学生将获评选为校级优秀生：在评估学期内成绩点数（GPA）达4.00；重修或重考成绩不被列入评估考虑；未受过纪律处分；每学期的注册学分至           

                    少须达12个学分或以上。

二、符合以下条件的全日制学士班学生将获评选为院级优秀生：在评估学期内成绩点数（GPA）达3.67至3.99之间；在评估学期内，没有重修科目；重修或重考成绩不被列入评估范 

                                                                                                围；未受过纪律处分；每学期的注册学分至少须达12个学分或以上。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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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師生榮譽榜 2020年6月1日-2020年11月30日

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执导电影《南巫》荣获第57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台湾金马国际影展

张吉安 执导电影《南巫》荣获奈派克獎（NETPAC） 台湾金马国际影展

（中华研究硕士课程研究生） 执导电影《南巫》荣获亚洲电影观察团推荐奖 亚洲电影观察团

执导电影《南巫》荣获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 国际影评人协会

《五月雪》荣获2020金马创投会议“CNC现金奖” 台湾金马创投会议

刘方铭 2020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中国民族医药科技奖励办公室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2020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

刘洋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2019年度三亚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二等奖 三亚社会科学联合会

刘庆科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作品入展第六届“三毛”（2020）中国漫画大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

黄景泰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作品荣获印尼梭罗三一一国立大学
（Universitas Negeri Sebelas Maret Surakarta）
与中国西华大学合办云端午节征文比赛，冠军

印尼梭罗三一一国立大学
（Universitas Negeri Sebelas Maret 
Surakarta）与中国西华大学

于娜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指导教师国家级，三等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委会

董亚军 山东交通学院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山东交通学院混合式教学改革课程，立项 山东交通学院

周良银
作品《故乡的风》入展“决胜齐鲁”
山东省决战脱贫攻坚美术作品展

山东省文联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作品《故乡的风》荣获山东省第四届青年美术作品展
暨“大地文脉-学术一百”全国巡展（深圳 厦门），
优秀奖

山东省文联

刘平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论文《大学音乐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和拓展》
入选首届全国（中国）教育科研优秀论文，
并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教育学·教师教育论坛》杂志社

廖颂举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山东省临沂市第二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临沂市社科联合委员会

丘凯文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游神》获短篇小说组特优奖
《一日》获新诗组优秀奖
《室语》获散文组佳作奖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

梁馨元

《π》获散文组优秀奖
《敛之曰穑》获新诗组特优奖
《静音模式》获短篇小说组优秀奖

第八届理大文学奖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他们眼中所有行人都抵死》获新诗组优秀奖
《言叔夏白马走过天亮之诗化散文意象探析》
获论文组佳作奖

第六届依大文学奖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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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燦爛

莫尔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冬夜温泉》获散文组佳作奖 第六届依大文学奖

张倩伶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苔藓色的小日子》获新诗组特优奖 第六届依大文学奖

黄念慈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学生）

2020年新纪元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冠军-《这是谁的？》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教育系系会

林玉婉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学生）

2020年新纪元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亚军-《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教育系系会

邝韵双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学生）

2020年新纪元教育系绘本讲故事比赛
季军-《懂得和遵守规则》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教育系系会

梁德珊
（东盟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爸、妈，今天吃什么？》入围
第55届广播电视金钟奖“自然科学纪实节目奖”

第55届广播电视金钟奖

辛伟弘、黄国秀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

《阿添Like A Bird》获公开组冠军 大同韩新面对面短片比赛

贺世平、梁友瑄
（戏剧与影像系高级讲师）
联合多位在籍与毕业生

公益短片《毒道》受邀参与2020东南亚短片电影节
Sea Short Film Festival的
Moving Panorama Screening单元

Sea Short Film Festival

郭思洁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昏姻》获得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剧本创作/改编奖
2020年亚洲青少年“崇YOUNG"
疫情独剧版戏剧比赛

黃于瑄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昏姻》获得最佳演员奖
2020年亚洲青少年“崇YOUNG"
疫情独剧版戏剧比赛

郭碧容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飞饿的梦》获得最佳演员奖
2020年亚洲青少年“崇YOUNG"
疫情独剧版戏剧比赛

黄淯宁、侯棗怡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学生）

2020年继程戏剧文化奖学金 继程戏剧文化基金会

《幻影机》(Blue Light）受邀参与2020东南亚
短片电影节Sea Short Film Festival的
Moving Panorama Screening单元

Sea Short Film Festival

谢佳升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

最佳短片奖—《幻影机》（Blue Light） 2020 Mini Film Festival

《幻影机》（Blue Light）入围2020台湾南方影展 2020台湾南方影展

温骏业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

＜Waiting For Ah Seng＞入选为Mini Film Festival的
Special Mentioned Programme

2020 Mini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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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影像系第十五届
舞台组毕业生

<The Distance Between Us>荣获2020年机兴海星
基金会 Khind Starfish Foundation Project 
for Happiness 的赞助演出

机兴海星基金会

蔡惠妮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得奖作品：<THE WHITE FOREST>
MY TIGER VALUES ART 
COMPETITION

李善仪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得奖作品：<UNWIND>
MY TIGER VALUES ART 
COMPETITION

梁瑜玲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得奖作品：<TIGER DANCE>
MY TIGER VALUES ART 
COMPETITION

Mr Rajennd Muniady
（商学系讲师）

Outstanding Reviewers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20 Emerald Literati Awards for 
Excellence

曾伟勤主任
甄健强老师
林美慧老师
邱湘婷老师
何赛英老师
陈敏敏老师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以“Digital Solutions During and Beyond Covid-19”
的概念成功从200多支参赛队伍中突围进入40强。

Alibaba GET Global Challenge 2020
比赛

李泉氚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

获选马来西亚成功人士
（“Successful People in Malaysia”）荣誉奖项。
即将被刊登在2021年第三册的BRITISHPEDIA 成功
人物百科全书 （THIRD EDITION of Encyclopedia in 
“Successful People in Malaysia”)

注:此书将收藏于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25家公共图
书馆，不对外公开发售。

英国伦敦British Publishing 
House，BRITISHPEDIA 成功人物百
科全书 （THIRD EDITION of 
Encyclopedia in“Successful People 
in Malaysia”)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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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新紀元大學學院清寒子弟紓困

中國駐馬大使館撥款6萬令吉
 中国驻马大使馆于9月份学期为新纪
元大学学院学生们捎来了一则好消息，即
拨款6万令吉作清寒子弟助学金。

 本校国际教育学院主其事，采取院系
推荐、国际教育学院进行面试，遴选符合
资格的清寒子弟领取助学金。申请学生需
为就读本校各学术专业课程的在籍生、家
庭经济拮据、品学优良，无不良记录、学
习成绩合格，且学生在学期间必须参与执
行国际教育学院的至少一项活动。学校也
鼓励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公益项目或是促进
两国学生友好交往的活动。

 本次的“中国大使助学金”共有20
名学生受惠，每人各获3千令吉的补助。
获得助学金的20名学生分别来自资讯科技
系、媒体研究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咨商
与心理学系、戏剧与影像系及教育系。受
益学生大部分家庭经济拮据，有的学生家
长更受到疫情波及而面临失业窘境。

 中国驻马大使助学金的颁赠犹如一
场及时雨，让受惠学生及家庭解决燃眉之
急，舒缓了不少经济压力。感谢中国驻马
大使馆的倾情帮助与支持。希望受益的学
生们能在逆境中力争上游，保持良好的心
态，积极学习。

序 姓名 州属/地区 就读科系 就读年级

1 彭安琪 霹雳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1年级

2 林俊孝 雪兰莪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
课程

1年级

3 叶耀龙 雪兰莪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4 滕秀怡 霹雳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5 萧翊彤 彭亨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6 温瀚新 雪兰莪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7 林妤璐 雪兰莪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8 苏紫盈 霹雳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9 刘慧倪 雪兰莪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10 陈佳佳 霹雳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11 梁洺瑄 雪兰莪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12 陈悦莉 柔佛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13 潘海婷 中国福建省 戏剧与影像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14 陈斌 槟城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
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15 陈欣宇 柔佛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
学士课程

1年级 

16 林欣莹 霹雳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
学士课程

1年级 

17 林丽虹 雪兰莪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
学士课程

1年级 

18 黄皓敏 雪兰莪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19 陈诗晴 砂拉越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20 何致豪 森美兰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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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張吉安《南巫》
榮獲第57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

钟晓莹、杨籽健、郑紫轩

新光燦爛

张吉安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感谢多名前辈对他的启发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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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30日，台北金马影展执
行委员会捎来喜讯，两年前荣获金马创
投“内容物数位电影奖”，由我国导演
张吉安所执导的电影作品《南巫》，在
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第57届
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与“最佳原著剧
本”两项大奖。在11月21日晚众星云集
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张吉安最终不负
众望，成功夺得第57届金马奖“最佳新
导演奖”。

 《 南 巫 》 在 颁 奖 典 礼 正 式 进 行
前就连连报捷，陆续夺得“奈派克奖
（NETPAC）”、“亚洲电影观察团推荐
奖”与“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而张
吉安的第二部电影企划案《五月雪》，
也成功获得2020金马创投会议“CNC现
金奖”。

 《南巫》是张吉安执导与编剧的
首部长片，也是他的半自传作品，故事
背景为1980年代马泰边界上的一个小
村落。电影在张吉安的家乡吉打取景，
并由其同乡学妹吴俐璇（Jojo）担纲主
演，其他演员包括了蔡宝珠、云美鑫、
徐世顺与一众素人演员。

 多年来致力于我国乡音采集等人文
艺术工作的张吉安，也是本校中国语言
文学系中华研究硕士班研究生。欣闻张
吉安获奖，本校全体师生与有荣焉，引
以为傲，特此恭贺，并盼《南巫》顺利
于我国上映。希望《南巫》的获奖，让
更多人看到本区域特殊而已近乎失传的
民俗文化，让更多人认知到民间文化遗
产保存的重要性。

《南巫》电影海报 张吉安《南巫》开镜仪式

新光燦爛

张吉安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感谢
多名前辈对他的启发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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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梁德珊作品《爸、媽，今天吃什麽？》

入圍第55届金鐘獎
洪月馨、杨立杰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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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享食育协会倾力制作的全台湾首部儿童
食农实镜节目《爸、妈，今天吃什么？》成功入
围台湾第55届广播电视金钟奖！

 《爸、妈，今天吃什么？》执行制作梁德珊
是本校东南亚学系东盟研究博士课程的台籍留学
生，目前也是一位纪录片制作人。《爸、妈，今
天吃什么？》是全台湾首部以学校营养午餐与在
地生产食材为主题的真人实境节目，每集邀请一
组亲子家庭拜访一所学校，让父母与孩子一同透
过有趣的互动，参与学校营养午餐的烹煮过程，
也特意造访当地食材产地，引领大家一同了解吃
下肚的食物从何而来，透过节目分销各种营养概
念和农业知识。

 节目邀请了六位在亲子关系、食农、教育领
域上皆有专业的家长们，带领孩子们共同组成亲
子团一起探索营养午餐背后的秘密！亲子团队各
自带着对营养午餐食材的疑问，进入校园深入了
解营养午餐的烹饪过程、学生对午餐的回馈，更
带领观众直击食材的来源、体验作物农收。节目
也借此向观众们介绍了台湾各地的食材产地，让
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从中更了解台湾的饮食与农
业文化。也因为节目的娱乐性以及教育意义，使
得这部实境秀入围了第55届广播电视金钟奖里的
自然科学纪实节目奖。

 《爸、妈，今天吃什么？》不但能让观众了
解台湾中小学营养午餐的制作过程、与学校营养
师讨论食材对小孩的营养帮助，亦还能让观众们
透过屏幕直接了解到台湾一些食材的制作过程，

制作人梁德珊

是一部适合阖家观赏的亲子节目。每当去
食材产地之前，节目组都会在路途中给亲
子团们一些问答题，考验他们对食材的了
解，进而给观众科普了很多额外的农业知
识。接着，带领亲子团到学校准备营养午
餐，令观众了解学校营养午餐的准备过
程。

 在此诚挚恭贺梁德珊带领制作的作品
成功入围第55届金钟奖，新纪元大学学院
全体师生都引以为傲，更希望这个节目能
让更多人看见。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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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獲“陳凱希與陳秀英研究生獎” 
新紀元大學學院研究生院第二屆迎新日  

陈凯希先生（中）与获奖同学合影，左起为颜沛絃、张吉安、莫顺宗；右起为菈哈、谢素凤及万达生。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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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于2020年10月3日在院
内举办小型迎新日暨“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颁
奖典礼。在疫情笼罩下，本校按新常态防疫标准作业
程序，欢迎该院第二届新生入学。 

 研究生院于本届迎来33名研究生，其中包括
11名中华研究课程硕士生、4名中华研究课程博士
生、2名东盟研究课程硕士生、3名东盟研究课程博
士生、9名教育学课程硕士生及4名教育学课程博士
生。疫情缘故，大部分新生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参与
迎新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在致辞时欢迎新
生加入新纪元的大家庭，校长也表示大家在非常时期
依然选择到新纪元进修，显得特别有意义。莫校长以
英国前首相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的“不要浪费
每一场好的危机”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我们唯一
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等名言勉励新生，希望大
家视疫情为一个正面的危机，借此努力地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莫校长也说，做研究是人生的其中一个阶
段，苦闷的日子终会过去，他祝愿研究生一切顺利。 

 新纪元研究生院院长黄永宝教授则于致辞中表
示，新纪元作为一所民办大学，长久以来与社会关
系紧密，因此研究生院也将致力贯彻新纪元的办学
理念“源自社会，回馈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学
术专才。她说，研究生院标志的设计理念是由上往
下看的金字塔，象征不断向上，追求卓越的精神，
希望研究生毕业后学有所成，学有所用，而不仅只
是一张文凭。 

 海鸥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陈凯希先生于当日
也特别莅临会场颁发“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
。2019年12月19日，陈先生向新纪元捐出以他与已
故夫人陈秀英命名的10万令吉奖学金，以奖励从事
马来西亚华人及多元文化课题相关研究的研究生。
此次得奖的硕士生获得3,000令吉，而博士生则获得
5,000令吉的奖金。此次获奖的研究生分别为万达生
（Wan Mohamad Iskandar Bin Haji Harun）、颜沛
絃、张吉安、谢素凤和菈哈（Raha Binti Jaafar）。 

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拿督杜乾焕博士（致辞者）与
出席嘉宾分享陈凯希与陈秀英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献身社会的精
神。 

新光燦爛

 陈凯希先生表示，本院所提供的学术平台让学
者可以对大马华人社会中的各种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及
研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陈先生与其夫人终生秉
持社会主义的信念，从劳工党到海鸥企业，从家庭到
社会，是同志、战友，也是知己。他曾这么形容陈
秀英：“在我们家里，大事我做主，小事她做主。但
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可见他与
陈女士一辈子的相知相惜与鶼鰈情深。他感谢新纪元
大学学院为之设立“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纪
念为我国民族与性别平等奋斗一生的陈秀英女士。 

 黄院长表示这是研究生院成立以来的第一项奖学
金，意义非凡，她代表新纪元大学学院向陈凯希先生
的善举表达万二分的谢意。她赞扬陈先生即使曾经面
对各种艰巨的挑战，但成功后依旧不忘本，还无私且
不遗余力地为国家服务，是大马华人学习的榜样。 

 新纪元研究生院外聘教授拿督杜乾焕博士亦受邀
出席“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颁奖典礼，并就陈
凯希与陈秀英的事迹发表专题演讲。其中一名获奖硕
士生菈哈，也于现场分享其研究课题《论马六甲清真
寺的设计风格：以甘榜乌鲁清真寺、甘榜吉宁清真寺
及吗什旧清真寺为例》。 

 第二届迎新日的出席者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
长李锦兴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黄裕端博士、文学院
院长伍燕翎博士、陈嘉庚基金执行长庄诒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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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happy and proud to have 
been invited to deliver a speech at this 
morning’s ceremony to present awards 
to several students who will be pursuing 
their Masters or PhD degrees at NEUC. 
I understand that these awards have 
been given out of a grant endowed by 
Mr. Tan Kai Hee （陈凯希）and, his 
late wife Madam Tan Siow Eng（陈
秀英）. Mr.Tan is present here this 
morning to personally hand over the 
awards. I feel particularly honored by 
his kind presence. He is an old friend 
whom I have not seen for a while. I 
therefore appreciate this opportunity 
given to me to see him again and to 
interact with him socially.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NEUC 
on its success in setting up the Faculty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s you are 
aware, no university will be complete 
without this center. For NEUC to 
finally and formally establish it marks a 
milestone in its academic development. 
Setting it up, however, is one thing. 
Making sure it grows, especially into 
one that is academically rigorous and 
prestigious, is another. For this to be 
attained, you need competent academic 
leadership, which you might be pleased 
to hear, the faculty already has in the 
person of Dr Diana Wong, an eminent 
scholar who is both academically able 

and demanding. I have therefore every 
confidence that the Faculty of Post-
Graduate Studies at NEUC will over 
the years grow to be a good graduate 
school.

 Those of you who have been 
accepted to undertake either a 
Master’s or a PhD program at this 
new faculty must surely feel excited 
at the prospect of following a program 
that is expected to be academically 
rigorous and demanding. These call 
for hard work, originality in research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course of 
your study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here at the NEUC. Wh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you will feel a deep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ment at the 
thought of having helped advance the 
frontier of knowledge. This is what a 
university is set up to do. This is where 
post-graduate students like you all 
gathered here must help fulfil.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well in this journey that 
you are about to embark upon soon.

 The post-graduate awards to 
be given out this morning have been 
named after their donors, who are two 
very prominent and highly respected 
individuals. They are Mr. Tan Kai 
Hee, founder of public listed Hai O 
Enterprise （海鸥集团） and his wife, 

The Spirit of Tan Kai Hee, 

The Re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Datuk Dr. Toh Kin Woon

The passage below is the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Tan Kai Hee and Tan Siow 
Eng Post-Graduate Awards 
Presentation Ceremony held 
on Saturday 3rd October, 
2020 at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NEUC), by the 
Adjunct Professor of NEUC, 
Datuk Dr. Toh Kin Woon.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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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Tan Siow Eng. Madam Tan is no longer with us but 
her spirit, which serves as an inspiration to us all, lives on. 
Much has been said and written about the two of them – 
their early lives, sacrifices,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business 
successes. I shall therefore not repeat this narrative.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however, is to ask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s I feel the answers can provide 
useful guides to all of us,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our search for models of behavior to emulate in politics, 
business, civil society work and personal life.

 To me, 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so much their material 
success but rather their adoption of a set of good values that 
have brought them honor, integrity, self-respect and respect 
from others. In political struggles, which they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ir earlier years through the Labor Party, 
they both showed courag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cau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equality. Indeed, they 
together spent many years of their precious youth to seeking 
a more egalitarian Malaysian society, defined as one where 
there is more 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ealth and 
opportunities, and where a person’s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not just determined at birth but wher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s possible through the equalization of life chances. 
They were not just committed but sacrificed much for this 
belief and cause. Kai Hee was incarcerated without trial for 
many years under the then obnoxious Internal Security Act. 
Despite this, he stayed firm to his conviction of a just and 
equal society. This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for a political 
belief, without in turn capitalizing on his long years under 
detention for political returns, is a rare strength of character 
worthy of emulation.

 Kai Hee and Siow Eng not only believed in equality. 
They also held firm to the conviction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society to be reformed and restructured to achieve 
this equality. Malaysian society, as it was then and now 
structured, was and is, however, heavily tilted against 
such reforms. But with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among 
Malaysians, what structural impediments there are against 
socio-economic equality can be removed and egalitarianism 
attained. Both Kai Hee and Siow Eng believed that such co-
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among Malaysians can be nurtured 
and developed. It is this belief that has motivated Kai Hee 
to continue his active engagement in civil society work 
centering arou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ill today. It is this 

that has led him to sponsor several of you to pursue you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ere at NEUC.

 

 After his release from detention, Kai Hee, together 
with Siow Eng decided to plunge into the risky world of 
business. That was when they started Hai’ O Enterprise. 
While in business, Kai Hee and Siow Eng continued to show 
their grit and determination. Along with hard work, honesty, 
preparedness to take risks, thrift and great organizing and 
networking skills and ability, they built Hai’ O from a small 
retail outlet in Klang to what it is today, a huge and successful 
enterprise that is listed on the KLSE. This business success 
is worthy of closer scrutiny. It was achieved out of true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ial spirit based on sacrifice, 
toil, sweat, thrift and risk-taking.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interested in venturing into business, these are values and 
practices that are worthy of emulation.

 Active involvement in business has not, however, 
held both Kai Hee and Siow Eng from continuing their 
efforts to realize the ideals and goals that motivated them 
to join the struggles of the Labor Party. Of course, the 
methods used now are different. They support generously 
causes promoting education and activities strengthening 
cross- ethn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To these must be 
added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 cause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the late Siow Eng, and supported by Kai Hee. 
Many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including the NEUC, have 
benefitted from their generosity. The idea here is to help 
ensure that no one is restrained from pursuing education as 
a result of poverty. This will lead to greater democratization 
of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hence greate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Multi-ethnic, multi-religious and multi-cultural 
Malaysia continues to face till today very divisive 
contradictions centering around ethnic,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Overcoming such divisiveness through 

Equality for the society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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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cross ethnic interaction becomes an urgent and 
even imperative task before us. Both Kai Hee and Siow 
Eng have sponsored many such activities, especially amo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that used to be largely 
identified with one particular community. They have helped 
promote patriotic business,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icons 
like Tan Kah Kee, Usman Awang and Lim Lian Geok among 
ethnic groups other than their own. Much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formation about past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reduced as a result, thereby 
helping to strengthen greater inter-ethnic and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other lasting impression on me is the eternal 
friendship that they have shown to their former comrades 
in the Labor Party and Parti Rakyat. Despite their success 
and wealth, they have never forgotten their old friends and 
comrades. Both Kai Hee and Siow Eng were generous in 
their support for them, both materially and otherwise. Once 
every 5 years, these old friends and comrades will gather 
for a big get-together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Kai Hee. 
Remembering friends and comrades and helping those 
in difficulty are noble virtues that we all should have, 
irrespective of our status in society.

 From my narrative on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the sponsors of today’s post-graduate awards, 
I highlighted a couple of key issues. One is their desire for a 
more egalitarian Malaysian society. Given the present state 
of inequality in our country, I believe we all share in this 
desire as well. The other is their belief that such an egalitarian 
societ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reforming and restructuring 
Malaysian society. Allow me now to present some views of 
my own on this latter view. If egalitarianism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reforms and restructuring, the obvious underlying 
assumption is that there are structural impediments within 

our current capitalist system that inhibit the attainment of 
such an equal society and which we must remove if we wish 
otherwise.

 But first what are these structural obstacles? Broadl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wer 
and influence this gives the owners is one. Next is the 
alliance between owners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elites 
who hold political power. Such an alliance reinforc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owners. Often, power is 
misused to design policies largely benefitting these owners 
of land, cap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knowledge and skills. 
Given this major structural impediment, is it possible 
to restructure and reform such as to bring about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such property and hence political 
influence? For many, the answer is a clear yes. This is so 
as they reject the view that society is inherently unequal 
and that self-interest, rivalry and competition are the only 
motivating factors governing individual behavior. They 
believe that people can co-operate and unite to promote the 
larger good of society as a whole. Towards this end, people 
can be motivated to design a social structure that cares 
for the many and not just a few; protects the weak against 
the strong; provides for the sick and not just the healthy; 
ensures cheap but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for the many 
and good education for the mass and not just the elite few.  
In other words, it is possible to mak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world through conscious human efforts. Peopl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tunes are not pre-determined by 
fate, customs, tradition, religion or the class they were born 
into. Their fortunes can be changed and improved through 
conscious efforts at nurturing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However, these are easier said than done. 

 Let me illustrate by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dear 
to all of us here in this hall today –education as a vehicle 
for social advancement within our present unequal capitalist 
system. There are several issues closely related to this 
question. How does education promote greate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What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is to happen? 
Given the inequality that currently exists, will education be 
effective as a tool to improve the life chances of the poor 
and bring about greate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mong 
them? If not, how do we make education more effective as 
a social mobilizer for the poor across generations? . Studies 

Multi-ethnic, multi-religious and multi-cultural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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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confirmed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a worker, the higher will his or 
her earnings or incomes be from his or her job through 
his or her entire work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wer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lower will their life-
long earnings be. Thus, for most people whose life long 
earnings are from employment, education can potentially 
be an effective vehicle for earning better incomes. For the 
poor, education can thus help to lift them out of poverty, 
while for the middle and high income groups, education 
can be a vehicle for the transfer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cross generations. However, to be effective, access to 
education must be readily available to the poor. They also 
must have equal chances of good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high levels of attainment as those from higher socio-
economic status. In a society where hiring and promotion 
at the workplace are based on meritocracy, these are key 
prerequisites for education to be an effective vehicle for 
upward social advancement across generations for the 
poor. But it is precisely here that the poor,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unequal society, are at a disadvantage. Access 
and levels of attainment, as measured by length of stay 
in our country’s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academic results are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better their economic 
circumstances, the longer they stay in school and university 
and the better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reasons for 
this correlation include better access of the middle and 
high income groups to resources and support measures that 
generally enhance performance, such as tuition, libr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velling and an educated home 
environment. An absence of the need for richer students to 
look after siblings and to perform other household chores 
help their attainment as well. This means that students 
from higher income status generally stay longer and 
perform better and are hence better able to compete in the 
job market. In contrast, economically poorer students tend 
to drop out earlier and /or perform poorer academically. 
Their competiveness is thus weaker and this by virtue of 
systemic biases against them. Given this context, education 
is not effective as a vehicle for social advancement across 
generations for the poor. It is, on the other hand, more 
effective as a tool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for the middle and rich classes. Our 
confidence in education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a more 

socially just and equal society looks misplaced. It may not 
be so completely, however.

 What can we do then to enhance its effectiveness as 
a vehicle to achieve greater justice and equality? The first 
is to democratize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o that all who 
should be in school are indeed in school. Malaysia has done 
pretty well in this regard. Next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measures and resources 
such as tuition classes, breakfasts, computers, internet 
services, especially to the rural, outlying areas, ut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While improvements have been made, much 
still needs to be done, especially in closing the digital divide 
so essential in this era of digital learning. Education should 
be free at all levels from kindergarten, primary, secondary to 
university within the public system of education.

 

  These are some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an undertake to make education as a more effective 
tool of effecting upward social mobility for the poor. They 
are also examples of what we mean when we say that the 
fortunes of a nation are not immutable but can be changed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Such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need to be nurtured and developed. Likewise, the 
belief that societ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tunes can 
b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rough such solidarity and that 
self-interest and rivalries are not the only motivating forces 
governing behavior, also needs to be disseminated. I do 
hope that you will partake in this process, which doubtless 
will be long and even arduous. Both Mr Tan Kai Hee and 
the late Madam Tan Siow Eng participated in it. They 
should serve as an inspiration to you all.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wish all of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post-graduate 
study. Thank you.

Education should be free at all levels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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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格局下的區域合作與
繁榮共享國際學術研討會”

探討推動區域經濟增長——新紀元舉辦

 新纪元大学学院首次举办线
上“新格局下的区域合作与繁荣共
享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
泰国、菲律宾、汶莱、印尼及马来
西亚共13名学者参与，同时吸引线
上逾200名来自世界各地专家和教
学工作者参加，反应热烈。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暨大会
主席莫顺宗博士致辞时说，研讨会
宗旨是共同探讨如何推动区域合作
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相
关议题，并以2020年APEC会议主
题“激发人类潜能，共享繁荣未
来”作为研讨会其中一个课题。

 这次研讨会也制作开幕影片，
邀请5名学者代表在影片中分享讨
论主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许利平教授，分

享主题“中国和东盟的数字经济合
作”；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
席顾问及马来西亚沙巴马中联谊协
会会长胡逸山博士，分享马中两国
政府及民间团体相互的支援捐赠医
疗物品及金钱，促成中国和东南亚
各个国家的合作协议；新纪元大学
学院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胡禄
铭博士从乐龄人士在冠病肺炎角度
出发，探讨马中两国之间的合作；
本地学者黄大志博士分享与介绍中
国海外投资趋势及菲律宾马尼拉亚
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的研究员鲁西
以“中国东盟于2019冠状病毒疫情
下的机会与挑战”为主题，阐明疫
情对贸易、投资、物流、供应链皆
带来的影响。

 其他参与研讨会学者也一同探
讨如何推动区域合作经济增长、社

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相关议题，他们
包括曼谷大学建筑学院沙塔努力博
士、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孔子学院伊
伦博士、文莱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云
昌耀博士、印尼文教部技术与职业
教育总干事李健、马大在籍博士生
徐小涵、马大中国研究所张淇绰博
士、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平强博士及
李锦兴教授。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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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日本
北九州市立大學

钟晓莹、黄皓敏

 2020年11月6日下午4时正，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itakyushu）
举办一场线上交流会。此次活动共吸引了26位参与
者。交流会开始时请来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代表，国
际教育与交流中心友松富美子副教授（Tomomatsu 
Fumiko）致辞，她坦言尽管疫情肆虐，也无法阻止学
生的求知欲与其接触知识的途径。尽管此次交流时间
仓促，也希望在座各位能从中受益，并借此机会对两
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接着，本校国际学术交流处
夏敏惠主任表示非常愉快能在交流会的平台上与大家
邂逅，并希望两校未来能持续深化合作。

异国校园巡礼

 在交流会正式环节，北九州学生先介绍自己的校
园。该校位于福冈县的第二大城市—北九州，这里以
工业闻名。北九州市立大学建于1946年，至今坐拥两
个校区，全校共有462名教职员、6,714名学生和296名
国际学生。该校的本科生学院和研究生院知名度相当
高，其中涵括了外国语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国际
环境工学院等。

 在疫情来袭之前，学生们的校园生活是相当多姿
多彩的，课后时间一贯前往图书馆或咖啡厅与朋友结
伴讨论课业，另外也不忘积极投入社团活动与兼职工
作。

 由于疫情关系，学生无法在校上课，校方唯有采
用网络教学，期间创新之处更体现在设立线上英语咖
啡馆（Online English Cafe）、线上学社活动，甚至迎
来首次的线上万圣节盛宴。

 同样的，本校学生也向北九州的同学们介绍新纪
元的学校历史、科系以及学生校园生活。

你问我答，打破尴尬

 双方校园导览结束后，新纪元学生也不忘推荐
马来西亚著名的旅游景点、美食与各种族节庆，让对
方深刻地感受到马来西亚独具特色的本土风情。除此
之外，本校学生也向对方介绍有关马来西亚人学习日
语与日本文化的方式。紧接着，本校生也分享了外国
友人观光马来西亚需要注意的事项，经一番热情分享
后，本校生已然察觉到日本人的生活起居与他们想象
中的画面是有所差距的。

虽交流短暂，然友情永固

 最后是两校学生自由交流环节，主持人将线上的
参与者随机分成两个小组进行交流。尽管交流时间转
眼即逝，大家依旧开怀畅谈，互相自我介绍与分享各
自对于对方的一些内心想法，日本学生在交流过程中
也回应了关于日本的旅游胜地与有趣行程、在日本旅
游需额外注意的禁忌、对于日本漫画与动漫文化的想
法、甚至是皮肤保养的秘诀等问题。学生们还不忘相
互学习对方的语言，交流时段进入尾声，两校学生抓
紧仅剩的时间积极交换联系方式，以便保持联系。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新纪元大学学院与日本北
九州市立大学联合举办的线上交流会就此完美落幕。
在疫情肆虐全球加上行动管制令的束缚下，能通过线
上的方式结识外国友人，除扩展社交圈外也能增广见
闻。两校衷心希望此类型的国际交流会能够持续举
办，并涵盖更多的国家，满足莘莘学子们冲出国界的
雄心壮志。

線上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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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日本
北九州市立大學

 2020年8月8日至22日期间，新纪元
大学学院校方联同学生会携手以线上模式
举办了“逐梦迎新2.0学社大奖”。学社
大奖最初创办于2018年，活动宗旨在于
展现本校优良的学社风气，借此提升社团
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凝聚力。

 新纪元大学学院学生会会长刘佳
鑫表示，学生会于今年年初便已初步策
划本次的活动，但因疫情缘故，活动被
迫转以线上模式进行。这无疑让学生会
面临更大的难度和限制，历经千辛万
苦，“逐梦迎新2.0学社大奖”最终成功
于7月开始筹备和执行。

 “逐梦迎新2.0学社大奖”的负责人
为学生会会长助理沈彤瑜同学及李仪雯同
学。李仪雯同学表示，团队在与各社团沟
通与协调期间遇到了许多难题，如行动管
制令期间学生皆不在校园，因此无法很好
地响应此次活动。但经由协商与沟通，许
多社团逐渐积极配合了起来。

 此外，沈彤瑜同学指出，校方为支
持此次活动，拨出了5,000令吉，作为此
次活动的宣传津贴及奖金，助学生会一
臂之力。刘佳鑫会长透露此次活动实际
开销仅4000令吉左右，余额将全数归还
予校方。

 参与活动的社团需先完成 各自的竞
选影片和海报，并于2020年8月2日的晚
上11时59分前提交。8月8日晚上8时，
社团各派出一名代表，在新纪元大学学
院脸书专页直播宣传。随后展开两个星
期的拉票，8月17号开始计票，8月24日

公布成绩。创意奖根据社团所制作的影
片或海报的创意程度，由校方及学生会
干部进行投票，票数居高者获奖；而人
气奖则根据影片或海报之贴文的点赞数
量及分享数量，数量居高者获奖。   

  最终得奖社团为：爱艺鼓（小社团
人气奖、小社团创意首奖）、舞法舞天
（大社团创意首奖）、文化特工队（大
社团创意优秀奖）、佛学会（小社团创
意优秀奖）、新月桌游社（大社团人气
奖）。学生会希望大家能够善用奖金，
积极发展学社，回馈给所有新纪元学
生。

 刘佳鑫会长希望下一届的学社大
奖可以继续举办，并且办得更胜今届。
她也感谢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
长和李素雯老师在活动方面给予的意见
及帮助。沈彤瑜同学与李仪雯同学皆认
为，能够顺利举办此次活动实属一个特
殊的经验，她们获益匪浅。她们也感谢
各个社团的积极配合，让“逐梦迎新2.0
学社大奖”得以顺利举办。

“逐夢迎新2.0學社大獎”
 迎接新常態 黄义和、黄晶莹

新纪元学社大奖2.0负责人
刘佳鑫、李仪雯、沈彤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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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IN 2020>：戲劇與影像系
第15屆影像組畢業製作短片影展 

洪子康、苏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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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IN 2020>：戲劇與影像系
第15屆影像組畢業製作短片影展 

 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于2020
年11月7至9日进行<ZOOM IN 2020>毕业
影展。由于疫情严峻，戏影系选择透过线
上进行影展，让观众以购票的形式在7至
9日内观赏毕业生制作的短片。本届影展
以主题“ZOOM用IN”比喻在疫情下使用
ZOOM软体上课的日常，同时带出在疫情
之下希望人们重新聚焦、放大审视生活的
信息。影展放映共有4支不同类型的短片，

包括关注中学生内心创伤的《老鼠笼》、
书写年轻人成长与挣扎的《无名氏》和《
寻找UFO》，以及呈现老人在生命尽头前
回忆的《陀飞轮》。影展参展同学于11月
8日在“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毕业展”面子
书举办线上问答环节，并邀请编导梁秀红
与大马资深剧场人陈伟光点评作品，同时
也让观众参与问答环节与制作团队互动。

 《老鼠笼》的主创团队是
由编导赖政翰、制片黄婉洁、
副导黄于瑄、收音陈慧沛以及
造 型 师 郑 明 慧 组 成 。 《 老 鼠
笼》这部短片讲述一位名为“
阿辰”的少年与自我内心的黑
暗面之间的故事。身为高考生
的阿辰在备考期的某天从妈妈
口中得知了表哥即将结婚的消
息，然而这则消息让阿辰埋藏
已久的内心黑暗面忽然浮现。
在亲戚聚会上，面对表哥表嫂
的 举 动 以 及 亲 戚 对 表 哥 的 贺
语，让阿辰倍感难受，愤而离
席。此后，每当阿辰独处时，
脑海就会浮现与表哥的那一段
黑暗过往。童年时期的某日，
阿辰与表哥在家独处，表哥以
玩游戏为借口将阿辰诱导至房
间后性侵了阿辰。如此黑暗的
内心往事和表哥结婚的消息让
阿辰异常煎熬，没有选择告诉
家人的他只能默默承受一切，
最终喘不过气的阿辰精神崩溃
而选择了自残。 

 关于《老鼠笼》短片的创
作缘起，编导赖政翰表示：“
我们在自己的人生总会有一些
自己放不下的过去，每个人都
有面对一些黑暗面的时刻。我
们受过一些伤害，往往会做出
的处理，不是去制裁别人反而
是 去 伤 害 自 己 。 透 过 这 个 故
事，我们要勇敢地去生活，要
学会不要活在过去，不要为难
自己。”《老鼠笼》开始以倒
序的方式让观众先带着疑惑来
观赏，为剧情铺垫。短片中也
以插叙的方式交代了故事的来
龙去脉，逐步厘清故事脉络。
全片主要集中在“阿辰”这角
色的人物情感与动作上，让观
众侧面体会“阿辰”煎熬与挣
扎的情感，以带出短片所要表
达的资讯。 

《老鼠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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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氏》的主创团队分别是编导吴丽萍、制片与收音罗嘉敏、美术指
导李正恆、灯光师卢瀚威，这部短片讲述名叫“轩”的男生步入社会的故事。
轩是默默无闻的设计师，由于职业与他所想象的截然不同，因此他开始对未来
感到迷茫。轩曾以为自己可凭着创意在社会闯出名堂，却未料到起步就遇见对
设计外行且诸多要求的客户。一天，独自在外生活的他回到家，与父亲在餐桌
的对话让他明白，父母即便有再多不舍也会放手让孩子在年少的岁月闯荡。隔
天，轩抽空去见已故的儿时玩伴“杰”，猛然发现，时光一去永不回。这一趟
归途，轩终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更意识到自己是时候成长了。 

 
 关于《无名氏》短片的创作缘起，编导吴丽萍表示：“开始实习之前，
我充满了自信与期待，我期待着在艺术领域大展拳脚。但是，真正的实习工
作与实习岗位却不如想象中的美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之前，我们需要满足
现实的条件，还必须完成很多自己不享受的事情。突然，我发现自己，长大
了！”此外，“轩”在短片中以广东话沟通，既体现了大马华人善于用方言
沟通，亦让人感受到本土方言的亲切。 

 《寻找UFO》的主创团队是由编
导郑凯俊、制片杨瑜瑄、副导罗晞瑜
以及剪接师彭俊聪组成。这部短片讲
述从摄影系毕业的男生——Jeffery在
面对现实与梦想之间的抉择。Jeffery
在面试屡屡失败和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后，选择骑上摩托展开逃避之旅。在
途中Jeffery遇见一位勇敢追梦的男生
并与他一同展开旅程。旅程中Jeffery
与那位男生因现实与梦想的问题而爆
发了争执，然而争执之后Jeffery逐
渐意识到追逐梦想的重要性。一夜之
后，醒来的Jeffery才发觉那位男生
与昨夜的争执原来是一场梦，最终

Jeffery秉持追逐梦想的理念踏上归
途。关于《寻找UFO》的创作缘起，
编导郑凯俊表示：“是受启发于一首
名为<Space Oddity>的歌曲，歌词讲
诉一名太空人，Major Tom在一次太
空任务中与地球断了联系而漂流在宇
宙中的故事。”《寻找UFO》主要以
Jeffery与追梦男两人信念的差异性来
表达时下年轻人在面对现实与梦想之
间的迷茫。 

《无名氏》� 

《寻找U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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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飞轮》的主创团队分别是编导魏莉铃、制片与收
音陈颽伊、美术指导胡美琪、灯光师黄欣悦。这部短片讲述
独居老人守着简洁的老房子与偶尔会故障的老时钟的故事。
老人的生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渐渐流逝，偶尔故障的时钟
象征老人的身体，需要靠药物维持、修补方可继续生活。一
天，墙上突然出现一道裂缝，打破了老人的日常。裂缝象征
老人的生命迹象，因此老人初见裂缝时，立即用报纸贴在其
上，阻止裂缝逐渐变大。直到老人拿起锤子打破墙上的裂缝
才表示他终于肯直面人生常态，既是生老病死。当老人走入
裂缝时，也意味着老人生命的结束。 

 关 于 《 陀 飞 轮 》 短 片 的 创 作 缘 起 ， 编 导 魏 莉 铃 表
示：“这是阿公在身体脆弱的时候做的一個梦。”影片以老
人睁开眼作开始，明显地透露老人是短片的主角。导演以黑
白色彩呈现压抑的氛围，衬托老人的孤独感。影片的故事循
序渐进，即使没有任何对白，老人所演绎的面部表情及肢体
动作也得以让观众按照剧情的进展感应。 

《陀飞轮》� 

 鉴于疫情的影响，今年戏剧与影像系的毕
业影展只能以线上模式展现毕业生两年半以来的
学习成果。疫情下，毕业生在拍摄与筹备的过程
实为不易，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他们更需要加
倍努力来完成短片和保证影展的顺利。除了拍摄
与筹备短片之外，毕业生也推出一系列的周边产
品，如“ZOOMIE”手工小型相机卡、『ZOOM 
IN 2020』影展衣服等，以义卖方式筹募影展与
拍摄的经费。

 恭喜本校戏剧与影像系毕业影展顺利举办，
预祝毕业生们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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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教育廳聯合新紀元大學學院主辦

高中生升學輔導線上講座

 由雪兰莪州教育厅联合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的高中生升
学辅导线上讲座“本地大专的升学出路”于2020年9月12日
圆满结束。出席者有雪州教育厅督学王忠伟、新纪元大学学
院莫顺宗校长、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长、电脑科学与资讯
科技学院庄正伟院长以及市场与行销部萧维深主任。

 莫校长感谢雪州教育厅的邀请，让新纪元可以透过线上
讲座，将各种升学资讯分享给学生。疫情期间，学生的学习
力下降，希望透过讲座给予学生鼓励，帮助更多想要升学的
孩子。

 庄院长表示，现在是工业4.0的时代，为了与时并进，
新纪元开办多项IT课程，希望培育更多的IT人才。新纪元也
举办许多有趣的工作坊，如：Robotic Workshop，除了加强
学生的理论知识，也透过实际体验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技能。

 郑院长指出，新纪元的学生有幸参与和体验各种跨领域
学习和研究计划，例如到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文化考察。
此外，在籍生有机会参与游学团，到日本九州和中国辽宁等
海外学习，提高学生的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萧主任则补充，秉持着“教育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办
学理念，新纪元每年都会提供许多奖学金，以及各种学费优
惠，帮助学生完成他们的升学之梦。

 王忠伟督学也强调，读书不是为了考试，但是考试不
好，就不能读自己想要的科系，所以考试还是很重要的。今
年的考生面对疫情的打击，我们更加要学会与病毒共存，要
平安面对SPM考试。

郑诗傧院长（右2）致赠感谢状予王忠伟督学（左2），
左起为萧维深主任及庄正伟院长。

莫顺宗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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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關懷計畫
為社會出一份力

 新冠病毒肆虐，各领域都深受其
害，无一幸免，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生活
更是难上加难。本校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
大三生蔡建换同学本着一颗慈爱之心，召
集同样来自辅咨系的余芷旭、陈慧晶、李
佩雯同学，以及中文系的丘汶洁和张倩伶
同学，启动了HEFT Charity Project，希望
在这艰难的抗疫时期为弱势群体献上一丝
温情。

 HEFT中的H代表健康（Healthy）、
EF则代表保护生态环境和对环境友善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而T则代
表转化（Transformation）。此项目的意
义在于建立友善的生态社会，借此也传达
了“人人都重要”的概念。每个人可依据
自身能力，在HEFT Charity Project启动期
间捐赠金钱、物资，或以提供服务的方式
给予有需要的群体一份温暖。HEFT团队
将为弱势群体提供营养的食品以及可重复
使用的容器和环保袋，并透过亲身前往宣
导，提升他们对于营养摄取的正确观念。

 蔡建换同学表示，由于资源有限，
他们寻求了Pusat Khidmat Rakyat Dun 
Kajang、Charity Food Basket Society 
Klang及新纪元大学学院学生会的赞助，
此项目才得以顺利进行。

 疫情反复无常，HEFT Project的计划
屡屡受阻。目前暂无法准备健康早餐及办
活动，唯有为弱势群体提供干粮。尽管如
此，已有露宿者及两家机构在此计划下
受益，即Openhands Fellowship和Pusat 
Jagaan Beribuan Kasih。

 蔡建换同学表示，希望透过每一个
人的力量去影响他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以身作则减少使用塑料制品，勤俭节约，
便是保护地球的举动。透过以上种种，定
可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改变。最后，HEFT 
Project随时欢迎有意伸出援手的各界人士
捐赠物资，以让他们继续行善并宣传他们
的理念！

潘子微

代表同学移交所筹集到的物资予Openhands Fellowship HEFT Project开发者，辅咨系蔡建换同学。

HEFT Project创办者蔡建换
同学捐赠物资予
Pusat Jagaan Beribuan Ka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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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生中华独中特辅班
除采纳独中教纲，亦融入
技职课程，与新纪元技职
与推广教育学院合作，引
入人工智能之概念，学习
机械人与室内精致农业，
更计划往后引入更多技职
教育学科。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
育学院与巴生中华独中签
署盟约，本院将编排课程
并专派技职导师到该校指
导，从中激发学生对技职
教育学习的兴趣。

 巴生中华独中在9月
1 8 日 举 行 特 辅 班 签 约 仪
式，家长将配合该校之策
划与指导，家校合育，为
孩子创建美好前程。

 巴生中华独中秉持有
教无类，一个也不能少之教
育理念，故开办特辅班，
致力因材施教，发掘特辅生
的潜能，培养他们的课外技
能，与社会接轨。

 出席者有巴生中华独
中董事长拿督蔡崇伟太平
局绅、校长戴庆义、新纪
元大学学院校长兼本院执
行长莫顺宗博士、本院院
长李泉氚助理教授、本院
创意科技发展系吴伟光主
任、本院创意媒体与美妆
系李应伦主任、本院企业
发展与专业培训系曾伟勤
主任等。

巴生中华独中特辅班学生家长与校方签约，左起为张素敬、
吕月菁、莫顺宗、蔡崇伟及戴庆义

巴生中华独中机器人实验室开幕仪式

“技職特輔班”

新光縱覽

新紀元技職與推廣教育學院 
開辦巴生中華獨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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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今年正式开办第一届室内
精明海产养殖课程。巴生中华总商会在副会长拿督陈杰辉
的带领下，携同商会代表团及巴生4独中和国中老师共30
余人莅临访问。通过实地参访考察，以更深入了解课程性
质与学生报读课程后的就业与升学方向，让学生能在毕业
后投入工作并开启新事业。

 院长李泉氚助理教授表示，室内精明海产养殖和精致
农业是全球趋势。在全球面对着粮食危机的新时代，室内
养殖与新农业栽种更是一门迫切需要的专业技能，新纪元
未来的课程建设也会朝农业与护理专业技能发展。

 修读此课程的学生将在2年内学习到各类室内海产养
殖技术，包括忘不了鱼、宝石鲈鱼、澳洲淡水小龙虾、淡
水虾、中南美海虾、龙趸鱼和老虎斑鱼等30多种。这种天
然有机的养殖法除了保障海产的食用安全，同时也大大提
高了海产的存活率。

 HELLAS TF 董事长拿督杨建雄说，我国不缺生意人，
缺乏的是有远见并能掌握趋势的创新企业。在中国生活长
达10年的他回到马来西亚后，更发现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在
粮食危机与养殖领域开启新的格局。通过与新纪元合作的
室内海产养殖课程，不但保障了员工的素质与专业技能，
更提升了海产的食用安全与创新的产业链。通过不同层面
的合作模式，让教育体系等资源整合起来，开创新格局。 

 巴生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拿督陈杰辉表示，精明室内海
产养殖与培育研究中心的设置，对商家企业来说更是一个
可投资或开启永续经营的机会；对学校老师则是一项可供
学生作为参考的升学计划选项。

室內精明海產與
水產養殖研究中心

巴生中華總商會攜巴生4獨中和國中及代表團
參訪新紀元技職與推廣教育學院

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李泉氚学院主持交流会

巴生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拿督陈杰辉参观水产养殖研究中心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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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首宗新冠肺炎于2019年底在中国武
汉爆发后，其势一发不可挡。令人措手不及的
新冠病毒彻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我国虽在初
战告捷，但接着面对第二波、第三波疫情的打
击。

 在面对疫情“新常态”下，新纪元感谢各
方社会贤达对本校师生的爱护，陆续报效物资

协助我们抵抗疫情。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
为助各华校师生在复课前做足防范新冠疫情的
措施，在主席叶新田的大力号召下，筹得大量
防疫物资，为雪隆一带的华校捎来福祉，并于
7月2日赠送了45,000个口罩予新纪元大学学
院，以协助降低师生受感染的风险。

雪中送炭·共克時艱

叶新田（左三）移交口罩予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右三）。左起为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
赖庆源、义务财政刘庆祺；右起为董事林义明及李清文。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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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献人 数量

2020年7月2日 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 口罩 45,000个

2020年7月16日 加影狮子会 红外线测温仪1个

2020年9月2日
丹斯里皇室拿督斯里
古润金太平局绅

口罩10,000个

2020年9月11日 加影狮子会 红外线测温仪1个

2020年9月19日 ACECHEM RESOURCES SDN. BHD. 消毒药水 25公升

2020年9月23日 新纪元校友会 红外线测温仪2个

2020年10月13日
丹斯里皇室拿督斯里
古润金太平局绅

口罩 20,000个
洗手液 60瓶
湿纸巾 1,800包

 除此之外，丹斯里皇室拿督斯里古润
金太平局绅分别于9月2日及10月13日赠送
了新纪元防护口罩30,000个、洗手液60瓶
及湿纸巾 1,800包，帮助新纪元度过疫情难
关。

 在加影市议员李仁英的穿针引线下，
加影狮子会分别于7月16日及9月11日报效
了2台红外线测温仪予新纪元大学学院，
其他受惠单位包括加影一帶的学校、巴刹
及医院。新纪元校友会听闻学弟妹即将复
课，亦当仁不让赠送了2台红外线测温仪予
母校。有了这4台测温仪，将大大降低复课
后学生排队测量体温的时间，避免群聚的
问题。

 本校也感谢陈嘉庚基金协助征求ACE-
CHEM RESOURCES SDN. BHD. 报效了25
公升的消毒药水，让校方能够定期于校园进
行消毒工作。

 如今疫情传播的势头依旧不减，原本
已经复课的学生现在只能继续线上学习，校
方计划将抗疫物资分发予有需要的学生家
庭，希望在疫情期间尽一些绵力。

 在齐心协力防疫的路上，善心人士的
支持与鼓励 一路相随，新纪元特此鸣谢！

校友会会长洪阳峰（右）移交2台红外线测温仪予本校公关处主任
吴振声（左）。

狮子会年度区域第二副总监黎辉蛟（左二）移交红外线测温仪予新纪
元大学学院副校长文平强教授（右一）。左一为陈友胜， 右二为加影
市议员李仁英先生。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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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特別鳴謝
 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马来西亚
华社民办高等学府，一砖一瓦皆由广
大华社群众聚沙成塔堆砌而来，他们
来自社会各阶层，有的是登高一呼的
激动热情、有的是一诺千金的气势磅
礴，而更多的是默默耕耘慷慨捐输，
校园里的活动中心、教室、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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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华文教育的方式从来都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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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左三）颁发客座教授委任状予邱英华教授
（左二），后排左起为拿督杨建雄与拿督陈杰辉。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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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推广与技职教育学院于10月份开办第一届的“
精明室内海产养殖技术课程”，学生在完成为期2年（包
括半年实习）的课程后既能投入相关领域工作，符合条件
者也可选择继续升学。邱英华先生毕生专精研究室内水产
养殖，此次协助新纪元开办此课程，并于7月27日赠送2
尾珍稀的史氏鲟予新纪元精明室内海产养殖与培育研究中
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工作者经常以植树来形容
教育下一代。一生奉献华文教育的黄迓茱女士，于新冠疫
情期间，不忘为新纪元栽花植树，于9月28日赠送了11株
盆栽予本校，勉励我们继续办好教育，意义深长。

 我们也感谢商学系校友朱敏凌的穿针引线，促成服务
的公司GEG Group and Associates 于9月18日报效了78张
会议椅予新纪元，惠及本校师生。

史氏鲟（学名：Acipenser schrenckii）是中国鲟鱼中最具有经
济 价 值 的 优 质 珍 稀 鱼 类 。 鱼 体 细 长 呈 细 纺 锤 形 ， 裸 露 无 鳞 ， 背
有 5 行 大 的 菱 形 骨 板 ， 幼 鱼 骨 板 带 有 尖 棘 ， 为 软 骨 硬 鳞 鱼 。 其

黄迓茱女士（左）移交盆栽予本校公关处主任吴振声。

本校公关处主任吴振声（左二）赠送感谢状于GEG 
Group and Associates 创办人兼高级销售经理徐国铭先
生（中）。左为Aloysius Kee；右起为戴源斌及张佩金。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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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別了！陸庭諭老師

 2020年7月11日，巨
星陨落。我国华教斗士陆
庭谕老师安详离世，享耆
壽90岁。

 陆庭谕老师出生于柔佛
麻坡玉射，1953年起投身
教育，35岁被选为教总副主
席，直至2006年卸任，在位
长达41年，一生参与过不少
华教运动。

 陆 庭 谕 老 师 的 敢 怒
敢言为众所周知，对于不
利 华 教 发 展 的 政 策 ， 他
不但大力鞭挞，更是身体
力行，走在最前线，反对

到底。纵使面对当权者以
及有心人士的威迫恐吓，
陆老师依然坚持不屈，秉
持“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 大 无 畏 精 神 ， 攻 难 克
险，排除万难，坚决守护
华教。

 陆 老 师 于 7 月 1 5 日 举
殡，灵车特安排驶经新纪元
大学学院，董总、教总、独
立大学有限公司、新纪元大
学学院、林连玉基金等华教
机构的华教同道、战友与后
辈均列队恭送，并向陆老师
致上最后的敬意。

数百名华教机构代表在灵车前向陆庭谕老师鞠躬致
意，感谢其一生的贡献。

灵车缓缓从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前驶过，前来送别陆老师者向灵车车撒花致意。

杨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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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奖 朱家漕

佳作奖 温禧隆

佳作奖 鲁美琪

佳作奖 丘凯文

佳作奖 吴沅龙

新光光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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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行文化在亞洲的流傳》
   講座側記

林欣慈

 对以港剧“捞饭”成长的大马华人而言，香港
并不陌生。茶餐厅、TVB、城市霓虹灯牌、光辉岁
月、张国荣等这些从8、90年代起被大众熟知的音
乐、影视、饮食等流行文化符号，构成大部分人心
中的香港印象。来到香港流行文化陷入娱乐政治化
的漩涡，港人高喊罢看大台（TVB）的今日，香港
流行文化经已式微，或被认为正逐渐消逝。

 对此，香港公开大学讲师罗乐然博士在本校
中文大讲堂《香港流行文化在亚洲的流传》讲座
中指出，他城可以是寻找香港流行文化的一个新视
角，而香港流行文化可作为标榜当代香港社会与文
化特征的历史载体。透过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在“他
城”——亚洲的流传，学者可找回香港的“光辉岁
月”；而香港流行文化的流传及运作过程，亦可借
鉴于其他地区流行文化的指标与运作模式。

日本文化产业与“香港”的呈现
 自80年代起，香港流行文化频繁输出到外国各地，
其中便包括日本。这是因为在中日关系逐渐好转之时，
日本以香港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起始点。至今，日本影
视或动画创作者会在作品中加入香港元素。这是他们向
香港流行文化致敬的方式与怀旧表现。

 日本动画如《机动武斗传》（G Gundam）的主要战
场，即是“新香港”，一个各国认许的“中立地区”。
其以香港为参考对象，因为香港对日本人而言，是历来
冷战的中心点。此外，动画人物“黄润发”造型亦借鉴
了《英雄本色》中周润发的角色。80、90年代，日韩电
影创作题材较偏向国家社会，而香港较早重视如“兄弟
情”的个人情感。这弥补了日本在这类题材的缺口，故
动画作家会在动画中掺杂“兄弟情”的香港元素。另一
种香港元素——武侠电影，亦在动画中透过画面的造型
或形象呈现，并借由武侠风格的粤语配曲烘托。除了动
画，近年来亦有不少的日本影视作品也以香港为背景。

韩国人的集体回忆——香港流行文化

 同在80年代，彼时的韩国政府认为学生过度关心政
治活动，推行3S政策以转移学生对政治的投入度。3S即
指色情（Sex）、电影（Screen）、体育（Sport）。就
电影而言，电影市场仍未发展完善的韩国需在国外寻找
文化相似的娱乐渠道。在与日本、美国关系不好的情况
下，香港这个发展完善的影视音乐工厂便成了韩国的娱
乐供给者。

讀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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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香港电影中，《英雄本色》是韩国人认识香
港的重要媒介，其中的演员张国荣更是80年代韩国
社会集体回忆的代表。他所代言的韩国巧克力广告，
是当时韩国女性最期待的广告。至今，韩国综艺如
《Running Man》或电视剧如《请回答》怀旧电视剧系
列仍不时出现张国荣的影像。作为80年代香港流行音
乐、电视媒体与电影所塑造的全方位偶像，张国荣是
当时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对于“哥哥”的风靡，罗
乐然相信是因为张国荣的形象多变，其特别的双性形
象及酷儿取向，为他带来广阔的粉丝群。

新马华人对香港流行文化的接受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同属文化大熔炉，其中的华语
人口中有不少人高度依赖中港台三地的原乡文化，因
而80、90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都对新马华人有着极高
的影响力。

 新加坡裕廊坊购物中心里，就有一个被称为新加
坡“旺角”的购物空间，是新加坡对香港流行文化接
受与怀旧的表现。此外，香港点心饮食文化作为新加
坡大众一种昂贵或享受的饮食体验，也证明香港流行
文化于新加坡的流传。

 大马华人对香港流行文化的接受更甚。黄明志
《学广东话》的歌词如“我细细个就听Beyond嘅歌歌/ 
学友同华哥都几唔错”以及“我哋睇香港电影/电视剧
都好多”相信是许多大马华人的集体回忆。无线电视
台Astro特设粤语频道如华丽台、有线电视台NTV7及
8TV常原声播放香港影视作品、《TVB马来西亚星光荟
萃颁奖典礼》皆证明马来西亚是香港之外最大的粤语
市场，香港影视作品对大马华人的影响力并非虚名。
 

当香港文化遇上中国时代

 在中国流行文化崛起后，香港流行文化开始面临
了“是否依旧存在”的困境。

 2003年，为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事件引起
的经济景气低迷，中国政府与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
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协议。其中涉及电影工业的重要内容包
括：香港华语影片可不受全球电影进口配额限制在
内地发行；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可视为国产影片在
内地发行，唯内地主要演员比例不得少于电影主要演
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故事情节或主要人物须与内地有
关。（该协议已于2019年11月21日进行修订，其中香
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在主创人员、演员比例、内地
元素上已不设限制。）因此，中港合拍片成为港产片
的主流。以2006年香港十大最高票房华语片为例，其
中七套电影属于合拍片。

 诚然，CEPA协议在资金与人力上支援香港电影
市场。然而，一些合拍片因应演员配额限制，放弃知
名度较低的香港女演员，错失了培养“本土”演员的
平台。同时，为迎合内地市场，香港电影的本质、架
构、题材会随之改编。以《无间道》为例，内地版本
的结局中，反角刘德华“邪不能胜正”，仍旧被逮
捕，与香港版本截然相反。如此迎合改动无分对错，
只不过这带出一个反思——香港文化还是香港文化
吗？

在他城重塑香港流行文化记忆

 香港虽曾作为欧美、日韩、甚至东南亚对中国的
想象窗口，但其本土元素实为全球文化互动的结果。
自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不再充当呈现中华或中
国的角色，其文化输出世界的意义也似乎不再重要。
罗乐然认为，香港文化正往新的面向发展，而各地不
同时代的集体回忆将是香港文化的记忆场域。学者可
在他城中重塑香港流行文化的记忆，拥抱消逝中的香
港文化，并为其找寻出路。

新加坡的“旺角”

讀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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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 original story playing out a theme of one or 
more of the pieces

Cross-Country

Faith Voon Hui Yi

 Prison. That’s what it feels like. Prison. It’s like you’re trapped in 
a cell with guards outside in their snazzy uniforms and utility belts with 
weapons hung and holding batons stopping you from getting out. Except 
there isn’t. You are alone, in your own home, but it does feel like you’re 
serving a sentence, everyone is. Ever si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hit, the world has been different, people have been getting distant, and 
sometimes I think it isn’t even about the pandemic. The nation is in a 
total state of anarchy.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we should be 
staying hom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grocery stores have been running 
low on, well, just about everything. Most high-end shops are destroyed, 
and the streets are deserted. Lucky you to be alive at a time like this. 
Your laptop is the only source of the outside world. Links are what you’re 
after; linked hands, connections, answers, the web like a big stretched 
safety net. So you reach for the trackpad, you point and click. After all, 
you’ve got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now. 

讀者來稿



     2020年12月號 61    

Trapped in the house

 You text your friends and they tell you pointless cliches 
like this too shall pass. It will happen when the time is right.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You can text me 
whenever I’m always here for you. What they don’t realize is 
they’re making me feel more alone, more isolated. You don’t 
need people anyway, you need answers. How did we get here? 

 So I wrap myself under the covers and watch the screen 
load as it verifies my password to let me in. During the seconds 
it takes for the laptop to wake-up, I glance to the corner of 
the room. There lies a lonely box of untouched treasures, back 
when I had my whole life in front of me. The looted stack of 
travel magazines, brochures, journals, trinkets, and the depleted 
pile of unwanted CDs. 

 This piece of foldable technology tells me it’s 2:30am, I 
sulk in my bed, eating instant noodles out of a styrofoam cup. 
A: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left in the grocery store, panic 
buying and theft has been a constant struggle and B: because 
this new situation of living in a global pandemic has left me 
with no motivation to eat a decent nourishing meal. I could’ve 
tipped this dehydrated space food into an actual bowl before I 
poured on the boiling water, but that suggests a familiarity with 
habitual loneliness that even I draw the line at. I’d rather be in 
space. 

I don’t know why they call it surfing the net. They should call 
it drowning. 

 It’s like going through grief. Although, you don’t know 
what for. Sure you had intentions to travel the world as soon as 
you finished high school, saving up all your money, spending 
all your time planning each destination. But it’s not like you 
ever did it. You’ve never set foot in the places you said you 
would, God, when will the world go back to normal. 

  If things were different, you would be traveling 
the world, probably reaching Rome right now. A place 
you’ve always wanted to go, with all the rich history 
and culture, you probably would’ve learned more than 
you ever did in school. That’s just what it is, isn’t it? 
Just a big ‘IF’. The phone rings, snapping you out of 
those daydreams, it’s Julie from work. She’s working 
from home, of course, everyone is. ‘What are you 
doing up at 3 in the morning?’ I ask her, ‘I could ask 
the same to you’ she responds. She has a point. I guess 
everyone’s sleep schedule is messed up these days. 
 ‘Getting fit how?’ demands Julie from work. I tell 
her I need a distraction from all the “what ifs” in my 
head. I need a new challenge. I’m going to start doing 
home workouts, it’s a trend right now. 

 ‘Working out? Are you serious?’ 

 ‘Yea, I just need to buy gym clothes’ 

 Julie knows I’ve never been the athletic type. I’m 
the type that can sit down all day and lie down all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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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it occurs to me that the majority of shops are 
closed, there wouldn’t be a place open that sells 
gym clothes. I’ll just do it in my pyjamas. 

 There’s a short film looping in my head and, 
in it, I’m at the gym, a champion boxer. I’m not 
even puffing as I knock out my opponent. An 
upbeat rap song plays as I jump rope, doing quirky 
tricks and putting on a serious face. 

 Any day now, I think as I lie heavy as a stone 
under the quilt, I’ll be fit and healthy, and thriving 
in our new society. 

 From the thin stack of discarded CDs, I spot 
the edge of an album cover that looks familiar. 
It’s ‘The Essential Johnny Cash’ album, we used 
to listen to it on our family road trips. He was 
great, Johnny. Dressed in black and hair slicked 
back, holding the coolest guitar, singing with the 
best deep voice that accompanies his high-and-
lonesome-sound. I often wonder what it would’ve 
been like to live in his era. Just another ‘what if’. 

 His music sparks a sense of hope in me. 
Giving me the atmosphere to practise escapism. 
I get up on my feet, on top of the bed, and start 
dancing around, completely off-rhythm. With my 
eyes closed and twirling around the bed, not a care 
in the world, I trip and fall off the side of my bed, 
landing abruptly on the floor. 

 Then it hits me. 
 I’ve never been on a family road trip. In fact, I’m not sure I have 
a family. I live in an apartment complex, with a bunch of other people, 
all cramped and personal, it looks worn down and futuristic at the 
same time. Who is Julie from work? I’ve never had a job, I don’t even 
know what jobs actually are. I look out the window. Space. I live in 
space.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hit Earth in 2020, civilization 
fled to live on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s. 

 I click out of the screen, illuminated by the blue light of the 
computer shutting down. The machine’s little melody plays, indicating 
that the computer has turned off and that it’s finally time for me to 
move on and face my reality.

Nothing left in the grocery store

Johnny Cash’s music brings hope

讀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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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錄第二校园建设与发展基金 
（2020年1月-2020年11月）

徵信錄

姓名 金额(RM)

YB王建民博士
YB许来贤
赖庆源

10,000.00

中国佛山市石门中学教育基金会
王耀辉

6,000.00

黄华生
八打灵再也狮子会

5,000.00

芙蓉十方寺 4,000.00

陈楚生 3,000.00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拿督陈杰辉

2,000.00

吉隆坡南区发展华小工委会
叶新田

1,000.00

苏顺昌 50.00

姓名 金额(RM)

蔡逸平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10,000.00

陈楚生昆仲 3,000.00

叶海泗
黄裕合五金有限公司

2,000.00

丹斯里 李金友 1,650.00

金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庄正伟 500.00

杨金庆
李新雄
诚兴农业有限公司
林风玉

200.00

波德申海南会馆
王秀金
GOH KAE WAN

100.00

张志健合家
陈慧思合家
王荣民&李炜玲
王宗彦&王宗旻
王荣旋

50.00

林朝阳&林鸣明 40.00

热心人士
CHIN KUAN YING

10.00

校务发展基金 
（2020年6月-2020年11月）

姓名 金额(RM)

刘乐柱 30,000.00

沈墨钿
C- AMPY CONSTRUCTION S/B

500.00

热心人士 250.00

SYARIKAT GOLDEN BRIGHT SDN BHD
罗盛城
热心人士

200.00

杨常宝 100.00

奖助学金 
（2020年6月-2020年11月）

清寒工读基金
（2020年6月-2020年11月）

姓名 金额(RM)

新生（兽药）有限公司
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锦华有限公司
张振华

1,000.00

沈墨钿
TAN LEE FONG
 C- AMPY CONSTRUCTION S/B

500.00

徵信錄

热心人士 300.00

热心人士 200.00

方荣伟合家
柯玉媚
谢子荣校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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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錄

姓名 金额(RM)

拿汀赖秀琼 20,000.00

廖德水父子建筑有限公司、松木基金 10,000.00

万源兄弟有限公司 5,000.00

刘天吉 3,000.00

罗秋雄合家、马六甲妙音寺、林天顺、张益群、张颖群、张念群、张嘉群、
拿督（中校） 叶强生、彭顺发、吉隆坡雪兰莪彭亨树胶公会、热心人士

2,000.00

谢和成 1,500.00

吴恩、林天汉、新生生化药业有限公司、钟昌远、林为鹤、谢奇、
加影育华学校校友会、罗海源 、马来西亚欧阳家族会、
雪兰莪加影镇方寺、郑名洲、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郑贻谦、郑怡彬

1,000.00

林崇生 640.00

林荣忠 600.00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叶金福、袁国深、余福全、杨国兴、新美（马）有限公司、
雪兰莪暨联邦直辖区中山同乡会、谢瑞金、热心人士、CHEUNG MINA、
李秀华黄春兰夫妇、中马贸易有限公司、陈淑绢、四合成贸易有限公司、
大兴轮胎服务（马） 有限公司、中马钟灵校友会 

500.00

李立田、彭亨北根潮州会馆、拿督陈展鹏、陈福煜、森美兰德教会济清阁、赖朝珠 300.00

曹鸿基、拿督斯里陈文彬、李宽荣、赖日龙、柔佛亚依淡佛学会、益华五金铁器有限公司、
宁宜船头华人居民协会、丘日光、庄明丽、热心人士、林聚福、黄炳霖、陈华清、
杜火炎 （杜兴）、林顺福、巴生光华独立中学董事部、郑声泰、钟天保、
峇株吧辖华仁中学校友会、古来福建公会青年团、彭开忠

200.00

马六甲李氏宗祠、刘江 150.00

马淑兰 120.00

朱亚友、张国强、林展杰、陈玉强、杨秀崇、陈振春、已故黄悦治、吴运和、刘向庭、
余礼和、黄时民、槟城龙岩会馆、陈朝民、森美兰华校教师公会、霹雳安溪会馆、
雪邦华人义山委员会、日新独中董事会、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沈茂盛、黄声从、
马六甲兴安会馆、大山脚韩江公会、霹雳和丰福建会馆、已故黄师平、张火金、
贺华太医务所、已故上官计善、卢玉丝、詹仕华、谢子荣校长、黄亚蓉、龙佩佳合家、
热心人士、沙叻秀友爱慈善会、雪隆昔华校友会、洪亚国、叶金兰、霹雳江沙客家公会、
谢瑞文、廖松新、林同德、乌鲁冷岳福建公会、黄世德 、黄英才、
实力乌鲁冷岳棕油厂有限公司、森美兰华校董事联合会、雪隆马口启文校友会、热心人士、
太平三乘法轮居士林、林金己、雪隆广东会馆、陈玉凤、峇株吧辖海南会馆、王诗江、
新山海南会馆、刘浩然、居銮摄影学会、伍云兴 、叶征树、邓珮君、林有量

100.00

马六甲中药公会 50.00

萧鸿章 15.00

建设与发展基金
（2020年6月-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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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予新纪元
GIVE TO NEW ERA

NEW ERA EDU SDN BHD
706-109344-8

OCBC BANK
public@newera.edu.my



美哉·
新紀元 我们复兴的不只是汉服，

我们复兴的是作为华夏儿女应有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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