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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今日南方封面，我用了自以为最难以驾

驭的颜色。平常在我衣柜里鲜少出现的粉红，

今天却大剌剌的在封面招摇过市。可能是因为

同时主编毕业手册及今日南方，和可怕的催稿

截稿排版翻译校对拔河造成我哪根筋短路，我

才有了用粉红当封面的突发奇想。更可怕的

是，编辑、美编竟然附和我的想法，少女心爆

发的“他”们，就真的给我做出粉的春心荡漾

的封面。如果这是中年大叔主编不甘寂寞、突

破心房的任性之作，大叔如我，都可以放下对

粉红的成见、勇敢尝试，那么我想准毕业生

们，年轻如你，更应该有勇敢冒险的精神，开拓

自己的人生，因为一无所有，所以一无所缺。

本期主题，我们邀请几位得奖毕业同学，畅谈

大学生活点滴。在帮他们拍毕业专辑的时候，

拍下一张以毕业生背影、逆光迈开脚步的低角

度照片。照片代表我的视角，同时也代表许多

为人师者，在背后默默祝福学生们勇敢地迈开

他们的人生，这是教学生涯中的其中一个小确

幸。真心祝福毕业生们在人生的旅途繁花似锦。

主 编 的 话 

- Pink is the New Black -
文 / 罗友强

除了5月的毕业典礼，学校的第三个五年发展

计划，不曾停歇。第二校园是一个综合商学

院、图书馆、研究中心及学生活动中心的校

区。最重要的，在五年发展计划中，校方希望

南方大学学院能够升格为完整的南方大学。天

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且听校方高层为我

们勾勒未来5年的愿景。

除此之外，还有校长在41周年针对感恩大楼落

成的讲话以及资深副校长表达对知识整合、创

新教育的大学教育新趋势的看法。另外，理事

长在香港交流的心得报告以及悼念我校荣誉教

授郑良树的追思文也该仔细详读。

本期的今日南方，尚有许多报导未能一一尽

录，请读者们细细品味。我们期许能够做出一

份有质感的杂志，如果你也认同我们，请给我

们一个赞，就是我们的推动力。当然，必须感谢

整个编辑团队，在忙于分内的工作之余，还要无

偿的负责编辑采访，被我颐指气使，对不住的，

这里一并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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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转型革新计划

第三个

4

文 / 学生记者陈裕豪



专 题 报 导 





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张文强领导下的董理事

会，近十年来通过及实践了两个五年转型革新计

划，按部就班完成各项规划的发展计划；紧接着

于2017年迎来了第三个五年转型革新计划。趁着

第二个五年转型计划的结束，理事长张瑞發博士

为此对该计划做出总结。他表示，该计划所要达

到的目标大致都已达成，主要集中的三点是在师

资方面、教学设备以及国内外大专院校的联系。

第二个五年转型计划总结

他表示，配合2012年升格后的大学学院，校方已

招揽了许多资深的教学人员、退休教授等加入南

方大学学院，并在财力和能力的范围内，逐步地

提升学校的教学设备。校方也加强国内外大专

院校的联系，在学术和师生方面进行多方面的交

流。董事长拿督张文强则表示，在升格为大学学

院的路上，要感激许多的人，这包括全体的教职

员、社会人士的慷慨解囊、还有当时任职高教部

长、现任州务大臣卡立诺丁给予州政府的拨款以

及印花税的减半，透过他们的帮助，南院才得以

升格为南方大学学院。另外，校长祝家华博士也

指出第二个五年转型计划中的两大目标：将当时

的南方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以及把大学之道的内

容逐步实践，这二大目标基本已完成。

对于第三个五年转型计划落实之前，张理事长表

示，董事会以及高层的行政人员都已针对第二个

五年转型计划做出了检讨，同时也经过了层层地

探讨，才拟定了第三个五年转型革新计划。在这

计划中，将朝着三大目标、三大战略方针、六大

人才使命、及八大行动计划来实行。

第三个五年转型革新计划开始 

该计划中三大目标的第一点是升格为“完整大

学”。根据高教部的条文规定，若要升格为完整

大学，需开办博士课程。张理事长透露，目前已

南方大学学院第二校地，将是第三个五年转型计划其中一项重点项目。

专 题 报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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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办企业管理和中文博士课程的计划提呈到高

教部。第二点是改善师资待遇。校长祝家华博

士表示，大学改善师资待遇，才能吸引更好的人

才，从中提升学术水平和教学素质。三大目标的

最后一点，将规划南方大学学院第二校园的发

展，落实更完善的硬体建设及设备。南方大学学

院副理事长莫泽浩透露，校方目前正在进行新校

园的规划，将深入探讨以决定需要把哪些项目投

包含在新校园内。根据初步的规划，校方将在新

校园内发展一个商业园区，建设企业与管理（企

管）学院、图书馆、研究中心、学生活动中心、

及南方广场等。因为企管学院是校内最大的学

院，学生也最多，因此有扩充的需要。另外，在

新校园内建设商业园区的主要目的是“以商业园

养校”，以店铺来支援学校的需要。由于考虑到

未来将开办多个硕、博士课程，新校园内将建设

图书馆及研究中心。根据时代的发展，新校园内

的图书馆也增加电子图书的管理。此外，学校目

前缺乏一个学生活动中心，因此，在新校园内将

建学生活动中心和南方广场，以提升大学生在多

元活动及运动方面的表现及素质。

重点发展  多功能第二校区

第三个五年转型计划中的三大战略方针将在资

金、人才及管理三方面实行。祝校长表示，学校

首要的目的是要筹集到稳固的资金，学校才能稳

健地发展。另外，若学校没有好的人才，有稳固

的资金也是没用的，因此招聘优质资深的人才也

很重要。最后，大学在管理和制度方面也需提

升，才能迈向一所大学应有的教育制度和品牌。

另外，祝校长也为第三个五年转型计划中六大人

才使命做出解释。他表示，人才是成败的关键。

他认为，需改善在师资方面的待遇，以具有吸

引力的薪金制来招聘优秀的人才加入南方。他引

用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不在于

大楼，而在于大师”来表示人才的重要性。他也

南方大学第二校园初步规划是一个拥有商学院、研究中心、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及广场的多功能校区。



表示，大学这些年也根据需要，逐步强化管理团

队。此外，培养优质、多语及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也是学校的使命。祝校长透露，大学将在未来持

续加强学生英语水平。学生们需要意识到他们是

生活在马来西亚，掌握三语是非常重要的。此

外，南方大学学院是由社会人士，包括义工、校

友、赞助人、国际伙伴及战略伙伴等支持的，学

校必须巩固及加强这些现有的关系，并开拓及加

深这些联系，使学校在日后的发展上有着强力的

后盾资源。最后，招收多元背景的国际生，形成

国际校园也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学生来源需扩大

到全马及国际，这才能使到学校逐渐成为一个多

文化、多语言、多民族及多姿多彩的国际校园。

四大新学院  往完整大学迈进

八大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则是学校重磅推出的四

大新学院，即教育与公益学院、世界中华语言

文化学院、亚洲文艺复兴与跨文化书院及南方

董事长语重心长的表示，大学一分一毫的捐款得来不易，要感谢的人太多。办学要负起责任，不能辜负华社的嘱托。

技职学院。张理事长分享教育与公益学院的愿

景与理念，该学院成立的目的是要提升国内教

育师资方面的需求。他透露，根据国家的教育

系统显示，不论是幼稚园、小学，师资方面都

需提升。因此，他希望通过该学院能培养多一

些合格及专业的教学人员。另外，他也表示，

该学院也是一个管道给予在教学方面拥有浓厚

兴趣，但又没进入师训学院就读的学子报读。

而世界中华语言文化学院也获得了资深副校长

王润华和中国南京大学的鼎力协助及合作，共

同发展该学院。资深副校长王润华透露，将把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南方诗社、华人族群与

文化研究所、马华文学馆及与华人有关的单位

归入到该学院内。他表示，目前正在与中国南

京大学联合开办中文系博士双学位，并预计将

在明年开办。中文博士班落实后，也将宣布成

立该学院。王润华介绍道，学生可以报读南方

大学学院的中文博士课程，但同时能报读与中

国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双学位课程。因是

与中国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双学位，毕业

专 题 报 导 



南方大学学院副理事长莫泽浩透露，针对新校园内部的
初步规划，校方将发展包括商学院、图书馆、研究中
心、学生活动中心及南方广场等的多用途第二校园。

理事长张瑞發博士为第二个五年转型计划做总结，他表
示，在师资、教学设备以及国内外大专院校的联系方
面，目标大致达成。

论文也将由两校的教授联合指导。

另外，亚洲文艺复兴与跨文化书院也是即将发展

的重点学院之一。通过该书院将亚洲优良的传

统及文化复新起来，并培养跨文化、多语言的人

才。校长祝家华表示，马来西亚是个多文化、多

语言及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国家宝贵的资产，国

家必须将这宝贵的资产发挥出来。南方大学学院

虽是华社建立的大学学院，但它不限于中华文

化，也需了解马来文化及其他族群的文化，这是

南方大学学院的一个特殊的使命。他透露，在这

亚洲文艺复兴与跨文化书院之下，希望逐步成立

儒学研究中心、佛学研究中心、马来语言文化研

究中心等作为开始的工作。

张董事长表示，由于南方大学学院不断的发展以

期能在五年内成为完整的大学，行政管理上也必

须加强。因此现在董事会也在物色适合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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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副校长一职，希望能在行政上将南方大学治

理得更有制度。但管理的人才就连大企业也争相

竞争，要找到适合的人选着实不易。

南方大学学院重磅推出的南方技职学院预计将在

今年8月份招生，到时有兴趣于技职教育的学子

将受惠。根据高教部的教育蓝图显示，技职课程

是未来重点发展的计划之一。另外，调查显示，

学校培养的许多大学人士并不是完全匹配社会各

领域和企业家们所需要的人才，因此通过该学院

开办的课程，可以应对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开办技职学院  倡导因材施教

副理事长莫泽浩表示，学生除了在学术方面发展

之外，在有兴趣的技职课程方面也能发展。他透

露，由于许多政府开办的技职课程都需达到一定

的条件，如大马教育文凭等，但南方大学学院所



资深副校长王润华透露，目前正在洽谈与中国南京大学
联合开办中文系博士双学位，研究生可同时获得由南方
大学及南京大学所颁发的博士双学位。

校长祝家华博士引用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 
“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来表示人才的重要
性。他也表明，学校会根据需要，逐步地强化管理团队。

开办的技职课程不需要任何的文凭证明，只需符

合16岁以上的年龄要求及能听懂课程教学就可报

名就读。理事长张瑞发也表示，技职学院的开办

也能够让无法达到入学大学学院课程的学生报

读，掌握一技之长。由于设备和财力有限，8月
份的招生课程仅限以美容、美发及餐饮科系。莫

泽浩表示，虽然目前只开办这三项课程，但会根

据学生、社会及市场的需要，再开办其他相关课

程。美容和美发课程已得到新加坡Citi Spa的支

持，他们的专业人士将会亲自前来授课和分享经

验。所有顺利完成技职学院课程的学生将得到四

张文凭，包括本校颁发的行政专业文凭（Profe-
sional diploma)、Citi Spa颁发的文凭、Citi Spa也
将安排学生考取CIBTAC 英国文凭及WSQ新加坡文

凭。他说，这些文凭将受到市场上的认可及承认。

此外，配合一带一路与依斯干达特区计划的发

展，第三个五年转型计划也将成立一带一路与中

国研究中心，开拓相关课程及进行有关的研究。

祝校长表示，一带一路的列车已开到马来西亚的

门前，我们不能忽略它带来的冲击和发展影响。

通过该研究中心，掌握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及发

展机会，培养出应对当代中国崛起的人才。他也

表示，虽说中国崛起带来影响和危机，但只要做好

准备，这也是一个机会。

另外，也是国际教育感恩大楼设备委员会主席的

莫泽浩表示，将延续第二个五年转型计划，继续

在第三个五年转型计划内发展国际教育感恩大

楼。他透露，将会在大楼内增设多一些讲堂以及

一间具规模的国际会议室，但该会议室将暂缓至

一两年后再执行。祝校长也透露，由于与中国的

交流越来越频密，不排除近期内成立国际教育学

院，以招收更多各国留学生，并通过加强管理让

国际生在南方找到一个温馨的学习家园：这里

是“我的大学，我的家”！

专 题 报 导 



毕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当穿上毕业袍，迈开脚步，走进自己的毕业典

礼，仿佛在大学经历的一切，会以光速在眼前呈

现，回过神来，哦！好快，是真的要毕业了。

大学的毕业典礼格外不同，等待着的是未知的前

方。它好比是一部科幻片，太空船着陆在XX星
球，异形可以杠上哥斯拉、Marvel的英雄们都可

以对打。在什么都可能发生的网络时代，天晓得

前方等待的是什么样的光怪陆离？

但毕业生们，管他的，勇敢冒险吧！纵使我们都

害怕，也别让恐惧主宰你的人生。踏出这一步，

你可以是一无所有、但也可以是一无所缺的白日

冒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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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们  勇敢冒险吧！
——南方编辑室



毕业生们  勇敢冒险吧！

今日南方36期，走访了几位优秀毕业生得奖者，且让他们在毕业前夕分享他们走过的大
学点滴。至于他们得了什么奖项，有兴趣的读者，欢迎浏览南方大学学院的官方网站，
下载毕业手册电子档。

梁德耀，毕业于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凭，目前就

读大众传播学士学位。

 

在南方，他找到了属于他的方向。透过筹办活

动，他找到了新的目标，也接触了一个从未尝试

过的领域——主持。

 

这两年里，南方给了他展现才艺的平台。他也希

望自己能够走出校园提升自己的水平。就在毕业

前夕，他参与MY FM电台招募的阳光SDU校园DJ
活动，这是一个让大学生展现才华的平台，也让

学生对于业界有深一层的了解。最后他成功晋级

五强，体验当一天电台主持。

 

关于毕业，他认为除了感动，还是感动。这一路

走来，只有自己体验过才知道。他也希望学弟妹

们勇敢地去追逐梦想，不要放过任何机会，因为

那可能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陈国洲，毕业于市场行销专业文凭，目前就读

市场行销(荣誉)学士学位。

他非常期待毕业典礼，因为这也意味着他即将迈

入新的旅程。“大学”除了教会国洲课本上的知

识，更教会他怎么去做一个领袖和承担责任。

国洲曾经担任过第二十二届学生总会主席，所以

他很怀念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参与社团，

为学生自主而奋斗的日子。每当想起这些回忆的

时候，这些快乐、努力、疯狂、彻夜不睡，都会

让他觉得这就是大学生活该有的青春。

他想和学弟妹说，既然都来到了大学，就别浪费

这个机会。课业、活动和恋爱是大学里必修的三

大学分，大胆地去追求，就算失败了，还是可以

继续奋斗。别怕，因为大学就是让我们跌倒又站

起来的地方。

专 题 报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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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琳，毕业于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对她而言，南方是个充满青春、友情、回忆的地

方。她表示，学业固然重要，但课外活动也不可

忽视。透过参与课外活动，可以开拓生活圈子、

认识不同科系的朋友、学习领导，成为一位带领

他人成长的好领袖。

 

关于毕业，美琳的心情是复杂的。想当初报读学

士课程，第一个学期便面对家里的一些状况。她

曾想过就此停学，但是后来换了想法，咬紧牙

关、坚持到底，最终也毕业了。

 

她在最后也希望学弟妹们珍惜在大学的每一分每

一秒，多参与活动，为自己的大学生活添加不一

样的色彩及回忆。

毛佩怡，毕业于市场行销专业文凭。

她原本回到校园的目的主要是吸收更多的专业知

识，不料却被同学邀请一同办活动，就这样开启

了一个契机。

两年的大学生活，不管课业还是活动她都获得多

方面的帮助。最难能可贵的是同学给予的照顾与

帮助。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不明白就问，在

这过程中我们是互相学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特质，从他们身上也可以获益不浅。这就是她

在南方感受到的“南方人情味”。

最后，她想说，一个毕业生是否该因为大学的名

气来奠定自己？因大学的名气而骄傲还是因自己

的努力成功来让你的大学为你骄傲？这是我们该

想的，因为那代表着你自己。

左起依序为优秀毕业生得奖者梁德耀、陈国洲、毛佩怡及李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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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方 弦 歌 ：
四十不惑与壮丽未来
【学楼云起，恩重如山】

  41周年校庆典礼讲话

文 / 校长祝家华博士

在今天这41周年校庆的殊胜日子，我们是来欢迎

大家、来感恩、来敬谢大家对南方大学几十年来

的支持，请允许我借大家温馨的掌声感谢所有出

席的贵宾及南方的朋友们！大家的共襄盛举，让

南方大学41周年校庆典礼增添无限的光彩，更给

我们温暖的拥抱！掌声祝贺南方大学生日快乐！

南方大学虽成立于1990，但是去年校庆我们正式

把宽柔专科班15年历史纳入南方大学历史，今年

首次以完整的四十年历史来庆祝校庆。41周年校

庆正标志南方大学迈入四十不惑的稳健年代，我

们更明确了解南方大学是负有历史使命的大学—

我们的共同的愿景与使命是建设一所具有民族特

色、国家使命及国际视野，同时富有多元文化、

多语教学及人文精神，并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知

识，融会东西文明的多元典范大学。

另一方面，南方大学是大马华社第一所民办非营

利大学，可说是一所非一般的公民社会大学，因

此我们非常重视四个独立与四个关怀：独立于政

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意识形态及独立于商业

利益。四个关怀是：关怀民族发展、关怀国家进

步、关怀社会正义以及关怀人类命运。这四项独

立与四项关怀形成南方大学重要的特色与使命。

在四十不惑的年岁，不失是反思这四个独立与四

个关怀的最好时机。

今年校庆主题为：【学楼云起，恩重如山】正好

点出南方大学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百姓之大学—是

文化人、社团、企业家、小贩、工友、小商家、

农夫、政治人物等等所赞助的大学，也是大马华

社第一所民办非营利大学。在校庆感恩的季节

里，请允许我借大家的掌声感谢广大群众、社会

贤达及各界热心人士这些年来的支持及捐献，给

南方大学的发展奠立重要基础，尤其是校地捐献

人已故萧畹香老先生（他的公子萧光华先生也在

现场）、会务顾问拿督斯里庄智雅及诸多企业家

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历届董理事的奉献以及现

任董理事在董事长拿督张文强领导下，南方大学

成功落实了两个五年转型革新计划，完成升格大

学学院、增加学生人数至2800人、十一层的国际

教育感恩大楼顺利落成以及开拓各项课程至50项
等的重要目标。

目前，我们正积极规划第三个五年转型革新计

划，这项新五年计划将在本年底公布，重点在

发展8英亩新校园，升格为完整大学以及提升学

术、师资待遇及软硬体设备。在学术发展方面，

我们会在现有的五大学院基础上，逐步建设及发

展四个新学院：教育与公益学院、世界中华语言

文化学院、南方技职学院以及亚洲文艺复兴与跨

文化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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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南方大学发展迈入稳健的四十不惑年代，但

是挑战异常强大；加上高教部的大专院校政策多

变，并未真正迈向多元自由开放路线，因此南方

大学的多语教学也面对考验。我们没有一个成功

模式可以依循，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有

各自的国情，其大学各有特色；我们唯有摸着石

头过河，战战兢兢走自己的路，积极迈向一所多

元典范大学的南方成功模式！

如前所述，在董事长拿督张文强领导下，我们已

经制定了五个新的五年发展愿景与纲领；并在第

二个五年转型革新纲领中，完成了升格为大学学

院的目标，当然这要归功于各界人士的支持。不

过，最重要的是当前国家的社会自由体制让南方

大学学院可以生存与发展。我们能迈向多语而非

单一语言教学，最重要是国家教育政策让社会自

由体制的确立。只要国家教育政策持续全球化、

多元化及自由化，那我们会迎来百花齐放的盛

景，逐步落实聚天下英才而教之的伟大使命。因

此，我们有共同的责任捍卫这自由的社会体制。

诸位朋友们，南方大学的五个五年转型革新计

划，就是要规划在2030年前把南方大学发展成完

整及亚洲著名的大学。我们希望在第三个五年转

型革新计划中，即2021年之前实践成为完整的南

方大学。目前正为升格为完整大学而准备，积极

招揽优秀学术人员及开拓研究课程，其中两项硕

士课程已经成功开课；估计第一个博士课程会在

2018年初推出；同时我们正积极规划在2019年会

提出升格完整大学的计划。最后在第四及第五个

五年转型革新中成为一所亚洲著名的大学。因

此，我们的新定位是：“多元典范大学：亚洲新

大学.南方新典范”，在大家共同努力实践下，

一所不一样的、多元典范的、具有人文精神的新

兴大学正逐步实现！

总结来说，南方大学四十年弦歌不辍，正迈入稳

健发展，这些年升格大学学院后学生人数倍增，

众多人文学者到这美丽的南海之滨开展新的人文

精神，包括今次为我们《人文大学堂》第三讲开

讲《文明冲突与化解》的霍韬晦教授以及15日开

讲《世界华人的未来》的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等

等。可以这么说，这四十年来的发展及努力，坚

持走不一样的大学之道，正感召乃至开拓南方壮

丽的未来！让我们为成长锐变中欣欣向荣的南方

大学鼓掌！

最后，再次感谢诸位贵宾嘉宾、校友及南方的朋

友，感恩这41年来一路有您的扶持及协助，南方

大学正走出自己的大学之道，有了一点点成果，

请大家继续指导、鞭策、爱护及支持！最后祝福

大家幸福美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谢谢！

本文为校长在2016年11月5日41周年校庆典礼上的讲稿

随着感恩大楼的落成，也昭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展开。与感恩大楼遥相对望的空地，便是第二校园的所在。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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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is special day,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r 
presence, to thank you for the continued support,  
enthusiasm, dedication, and passion towards  
Southern UC throughout the decades. Let’s have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to welcome all honoured 
guests. How nice of you to grace the ceremony with 
your presence, showering us with warm blessings! 
Once again, loud cheers and applause to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for its birthday!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lso known as Southern 
UC),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1990 as Southern Col-
lege. We included 15 years of Foon Yew Advanced 
Studies Programme into the chronicles of Southern 
UC last year. Hence, 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our 
anniversary of 41 years. The 41st anniversary symbol-
ises the fourth decade of Southern UC’s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We are moving towards the shared visions 
and missions by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build up a multi-paradigm university equipped with 
stro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mission, inter-
national vision, multi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edu-
cation, humanities education, combination of tradi-
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knowledge, and integrated 
perspectiv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Southern UC is the first non-prof-
i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set up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It is an extraordinary univer-
sity that greatly emphasizes on four aspects of inde-
pendence and four concerns: independence from gov-
ernment, independence from politics, independence 
from ideology, and independence from commercial 
interests. Four concerns include: concern on nation-
al development, concern on national improvement, 
concern on social justice, and concern on the fate of 
mankind. These elements have been internalized as 

the important identity and mission of Southern Uni-
versity College. Thus, this fourth decade is the best 
timing for reviewing and revising of these elements.

The theme of the anniversary pointed out that South-
ern University College is indeed the people’s univer-
sity, which is sponsored b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is also the first non-profi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set up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
sia. In this thanksgiving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do 
allow me to show my utmost appreciation towards 
everyone who has been supportive and generous to 
Southern UC. It has been a very firm found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C, especially by the donor 
of the campus land of around 25 acres, the late phi-
lanthropist Mr. Seow Wan Heong (whose son is at the 
ceremony as well); our Administrative Advisor, Dato’ 
Seri Joseph Chong; and supports from the entrepre-
neurs. While we do not forget to give credit to the 
past members of the BOG and BOD and their current 
committee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he great efforts 
of the present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atuk Teo Ah Khiang must also be acknowledged. 
Under his leadership, Southern UC had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two five-year transformation plans in 
which the status of the previous college was upgraded 
to university college, the student population rose to 
2800, the 11-flo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uilding 
(IEB) was completed and 50 different programmes 
had been developed.

Currently, we are working actively for the next 5-year 
transformation plan,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an-
nounced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 main focus will be 
on developing the new 8-acre campus, achieving the 
status of a full-fledged university, and the improve-
ment of academic standards, teaching quality, staff 

S o u t h e r n  R h y m e : 
Clear Minded at Forty and Its Bright Future
[The Rise of Ivory Tower, Favours Weigh as Heavy as a Mountain]
 41st Anniversary Ceremony

·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Dr. Thock Kiah Wah



welfare, and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In 
terms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we will gradually set 
up and develop four new facul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five major faculties. The new faculties include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Welfare, Faculty 
of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Asian Renais-
sance and Intercultural Lyceum.

Although we are stepping into another era in the 
fourth decade, the challenges are always there. With 
the ever-changing university policies by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in fact not complete-
ly free, open and diversifie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Southern UC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We do not 
have a role model to follow. Governments in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ave their own 
uniqueness in national policy and university features. 
What we can do is only to do our best to move for-
ward on our own path and hurdle through all chal-
lenges and obstacles, towards the vision of becoming 
a multi-paradigm university.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s that the social sys-
tem has provided the freedom to enable Southern 
UC to be established and to prosper. The university 
college authorities’ decision to go for a multilingual 
instead of mono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freedom, and we stand firm 
to promote this freedom,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ed-
ucation. Only when the education policy in Malay-
sia is hopefully well integrated with a highly liberal, 
globally forward-looking vision, then we can witness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of ‘a full bloom of all flow-
ers’- achieving the ultimate aim of embracing talents 
worldwide to bring forth a brighter and more fulfill-
ing society. We have the duty to safeguard this social 
freedom.

Ladies and gentleme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s 
five “Five-Year Transformation Plans” hopes to de-
velop the campus into a full-fledged university that is 
well-known in Asia, before year 2030. We hope that, 
during the third transformation plan, which is before 

year 2021, Southern UC can be fully upgraded into a 
university. Currently, we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upgrade, by proactively recruiting academics of 
high calibre and setting up research programmes, of 
which two Master’s courses have already been start-
ed. We estimate that our first Doctorate course will be 
launched in early 2018, while we are actively planning 
to table our full upgrade plan in 2019. Lastly, in the 
fourth and fifth transformation plan, we plan to make 
this university a well-known university in Asia. For 
this, we poised to be “Multiple-paradigm University: 
The New Asian University, The New Southern Para-
digm”. With the cooperation from everyone, we are 
slowly making this extraordinary, multiple-paradigm, 
and humanity-spirited new university a reality!

All in all, the Southern Rhyme will be continued in 
firm and steady step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has 
been constantly increasing since the upgrade into 
University College.  Many academicians have visited 
Southern UC to explore more on Humanities Edu-
cation, including the 3rd Humanities Seminar Series 
entitle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lash of Civiliza-
tions” by Prof. Tou-hui Fok, and the 4th seminar by 
Mr. Ma Ying-Jeou entitle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World”. In other words, the 
efforts, developments, and perseverance throughout 
these 40 years have led Southern UC towards a mar-
vellous future. Let us give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to the prospering Southern UC!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sup-
portive and encouraging all these years. With the 
little achievement we have made by far, we will still 
need your continuous guidance, support, and advice. 
I would like to wish all of you a happy and blissful 
life, and every success in achieving another milestone. 
Thank you!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on the 41st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n 5 Nov 2016.

Translated by Ms. Tan Si Young
Assistant Executive of Secretari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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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知识经济，需要新思维与新知识来推动

今天在学问与事业上成功的人，究其原因，往往

因为他们因应资讯新科技时代，找到新知识，做

出新思考。在全球化的时代，新思维新知识就是

财富。在资讯时代，资本、自然原料、甚至土地

不见得是财富。今天投资驱动型(investment driven)
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我们须走向知识创新驱动

型（knowledge innovation driven）知识经济的领

域。它需要新思维与新知识来推动。

2.新加坡系院、人才、知识、思想不设围墙的大学

进入网路社会以后，世界主流大学，为了因应资

讯社会，创新驱动型的全球化经济，大力拆除

大学的围墙，就以我服务了30年的新加坡国立大

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为例，在

2000年前后，它宣布与执行人才不设围墙策略，

概念不设围墙，思维不设围墙，知识不设围墙。

譬如，知识一旦不设围墙，知识的发现，知识的

转移，知识的应用，不但能善用资源，集思广

益，知识也成为实用性很强的企业文化了。目前

多数大学对内也不设围墙，院与院之间，系与系

之间的学科围墙都已拆除。在知识整合的时代，

每个人都需要较广泛的知识。大学、教授都要与

世界各大学互相合作与交流，学生也要到国内外

其他大学选修课，与围墙外的同学交流，吸收外

国经验，这是知识全球化必要的经验。

3.新加坡国立大学主修56学分（46.67%），

通识64学分（53.33%）的知识整合与创新教育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人文与社会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大学三年毕业的学生，需

修满120学分，主修科目共56学分，只占百分之

46.67，非主修科目学分更多，共64学分，占百分

之53.33。大学四年毕业的荣誉班（B.A. Honours）
学生，需要修满160个课程学分（modular credits）
才能毕业，其主修的科目学分（88）只占百分之

55，其中百分之45的学分强迫修读本主修学系与

院外的学系72学分。160学分包含四种不同的学

分：（一）大学规定的28学分；（二）主修科

88学分；（三）通识28学分（内分院外科目16学
分，资讯与知识4学分，知识思考性4学分，新加

坡问题4学分）；（四）院内各不同学系的科目16
学分。因此才能培养知识整合、创新知识的学生。

建立全球化大学的
全 人 教 育 新 典 范
--从拆除围墙开始

文 / 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



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如进入人文与社会

学院任何系的学生，第一、二年，他们只属于

院，到了读完二年级进入三年的时候，才选择主

修的系，这样学生可自由确定兴趣后与发现自己

的才华能力后，才作决定。

近十年更加推进的知识整合与创新教育，建立国

大与耶鲁学院（N U S - Ya l e C o l l e g e），培养 

跨学科精英学生，他们的学位人文与科技结合。

因为耶鲁是世界顶尖大学，以人文最著名，这学

院的师资，出动这两校学者授课,建立一个大学

新典范。

4.台湾主修121学分（92%），通识10学分（8%）
的传统教育

再以台湾的大学为例，因为我在元智大学服

务了近十年，担任过院长与主任，有一手的

知识。其学系都是牢房，学生一旦进去，就

不轻易放人。也不容易从一个牢房走到另一

个牢房。我在2003年担任元智大学的人文与

社会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时，以中文系为

例，大学四年需要的毕业学分为131，中语系

的必选修学分共98，国文（中文）英文必修23
学分，共占131毕业学分的121，通识的学分只

有10学分，只占百分之8，主修学分占了百分

的92。由此学生的知识非常狭窄，很少本科以

外的知识，这样的教育，必然制造的学生与老

师，不适合全球流通人才（global mobility）， 

如何在这个没有国界的地球村生存与竞争？

由于这种大驱势，从2003年开始，元智也开始做

极大的改革，不但开设跨学科课程，甚至双语教

学，在单语的地区实行，实在不容易，但元智成

功了。

5.大学部外国学生20%，研究生50%以上的国际

性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性的大

学，大学部外国学生占百分之二十，而研究生方

面，很多系的国际学生占百分之七十，甚至八

十，或至少一半。再加上多数学生都有出国进修

的机会，因此学生的思考与视野非常国际化。

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英国《泰晤士报》公布 2016-17年全球 100所顶尖大学的排名，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 24位，亚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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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公布2016-17年全球

100所顶尖大学的排名，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

24位，亚洲第一。台湾没有一所进入这100所顶

尖大学的排行榜，为什么？我想绝对不是研究绩

效、老师与学生素质，主要是台湾大学高等教育

因应全球化所作改革与重整的脚步太慢太少。其

他改革快的亚洲大学都急起直追新加坡，如北京

大学排名29，北京清华大学35，东京大学39，香港

大学43，香港科技大学49，新加坡理工大学54，
京都大学91。这些排名都以跨学科与学术国际化

的指标最为重要。

今年三月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排名，新

加坡国立大学排名，在全球150顶尖大学里，排

名第四，超越牛津、剑桥与哈佛，第一与第二

分别是欧洲的瑞士的苏黎世的理工学院（ETH 
Zurich）与洛桑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香港大学异军突起，排

名第三，超越新加坡国大。 

6．拆除台湾大学系院的高高的围墙，设计多元

课程

在台湾与各地区的大学，包括马来西亚，一切

改革应该从全校整体考量，大刀阔斧的先向

系与院开始。每个系与院的山头保护主义，

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是台湾高等教育的毒

瘤。老师最怕保护他们的围墙被拆掉，那我

们先从拆除围墙开始吧。新加坡国立大学每

个学院的学系切割成三大块：(1)大学规定学

分（University requirements）,约占总学分数

的17%，从大学的全球高等教育观点出发，制

定每个学系必修的课程，这是系里的多数老

师从狭窄个人的观点与利益，不会同意的，

不会自动自发去开发的；（ 2）主修规定学

分（major requirements）,这是学系从专业学

术的角度的考量，约占总学分的47%；（3） 

自由选修主修课系以外的课程，约占23%。



在很多大学，通识课程已重新建构成大学规定

学程学分，因为通识最终由于自己成为一个系

的模式，一切课程会操纵在通识老师手中，眼

光又变得狭小,因此大学应规定学程学分由一个

跨院系的委员会来决定。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大

学规定学程学分分成:（1）通识课程，里面又分

资讯知识（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类与知

识与思考（knowledge and inquiry）类; (2) 新

加坡研究；（3）宽广面的课程（breadth）。

7.马来西亚教育部主导通识教育

今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大学教

育，开始推行通识教育。2014年公布的大马教育

蓝皮报告书（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
2015），眼光超前，符合大趋势，非常重视通识

与全人教育。但至目前所见，很多大学还是无

力，勉强应付。南方大学是其中少数认真严格

执行通识教育的大学，如必修16学分，选修15学

分，另外“生命30”2学分，一共有33个学分，无

论什么学系，毕业前都要修习完毕与及格。同时南

方还有第二及第三张文凭，更加强通识教育的广泛

与彻底性，培养出完美的人格与完整的知识面。

8.三张文凭的全人教育的典范

所谓“三间课室”及其与之匹配的三张成绩单，

即（一）“教授学术课室”下的“学术成绩单”； 

（二）“人文校园课室”下的“才艺、人文与领

导成绩单”；及（三）“社会实践课室”下的 

“社会、专业与志业发展成绩单”。后两张成绩

单，不在课堂取得，也没有规定必得，而是引导

学生开始追求终生学习的精神，提升大学生对专

业知识、人文学养、软技术、社会关怀与实践能

力的掌握，使他们具备全面的就业能力，成为德

才兼修的青年，这才是是我们多元社会最需要的

人才。

1 5

3 7

2 6

4

照片依序为1.北京大学；2.北京清华大学；3.东

京大学；4.香港大学；5.香港科技大学；6.京都

大学；7.新加坡理工大学。这些大学，除了美丽

的校景之外，它们都是跻身全球100强的亚洲顶 

尖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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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溢彩的香港高校 
                                 文 / 理事长张瑞發

马港学生  文化之旅

马来西亚被誉为“海外华人文化堡垒”，为

了加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与我国华社民办

非营利高校学生的联系，香港南大校友会林

顺忠会长，慷慨赞助香港中文大学、南方大

学学院、新纪元学院、以及韩江学院师生共

28人，筹办“2016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 

於2016年6月5日至16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主任卢

嘉儿率领下，互访上述大专院校，这是历史性破

冰之旅，意义深远！

南方大学学院团员由新闻与传播学系罗友强讲

师、学生事务处助理学务长颜嘉钧率领，团员包

括李权超、庄家汶、陈国洲、刘家俊、钟沛君、

李美琳、萧婉亭、毛佩怡。各校的同学除了解各

大专院校的办学方针外，也出席学术交流会。来

自香港中大的同学，肯定会更了解本地华社在办

学上薪火相传的苦心。

民办高校  受邀访港

承蒙林顺忠会长的厚爱，邀请了我国华社民办

高校成员访港，包括新纪元学院林忠强理事长 

（团长）、莫顺忠院长，南方大学学院张瑞發理

事长、莫泽浩副理事长、祝家华校长，韩江学院

周永能院长、马国辉副院长，于2016年12月4日

至8日，赴香港参访六所不同性质的高校。

代表团於4日抵港，林顺忠会长设盛宴为代表团

接风洗尘，前岭南大学副校长，亦是南大校友饶

美蛟教授，汇报香港大专教育的近况。林会长还

诚邀来自吉隆坡的南大老校友何启兴伉俪、以及

多位旅居香港南大校友包括许德铭与郑迪文等，

欢聚一堂，叙旧闲话家常，席间林会长亦询问我

国教育的近况，对华教的关心令人钦佩。

中大创校  筚路蓝缕

代表团於12月5日，拜访香港中文大学（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沈祖尧校

长、霍泰辉副校长等领导，特拨冗亲切接待，温

馨交流，坦诚探讨提升学术合作，促进师生交流

等课题交换了宝贵意见。通过汇报简介得悉，时

任香港教育司高诗雅（Mr. D.J.S. Crozier）於1959
年6月2日，通过新闻发布会宣布，由1949年创办

的新亚书院、1951年创立的崇基学院、以及1956
年创立的联合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获准承认

大学地位，港府在财政上予以扶助。

中大展厅  感人至深

代表团有幸参访大学展览厅，历史文物琳琅满

目，创校历程披荆斩棘，馆员讲解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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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叹为观止。香港中文大学筚路褴缕，创校

历程非常值得华社民办学府借鉴。其中最令人

感触良深的是，港中大医护人员於2003年抗非

典型肺炎期间，在医院隔离病房救灾扶危，身

先士卒，令人肃然起敬，霎时间令我想起苏格

拉底的金句：“夫医者，非仁爱之心不可托

也”之至理名言。《时代》刊物於2003年颁发 

《亚洲英雄》(A s i a n He r o)奖项予香港中文大

学，接受奖项者乃著名医学专家沈祖尧校长。

此外，前校长高锟教授，於2009年荣获诺贝尔

奖、钱穆先生的校歌手稿（1952）、港中大历史

性事件的剪报等皆堪称“镇厅之宝”，除了令人

缅怀感恩，回忆激情之外，更具有饮水思源，激

励莘莘学子向上向善之最佳楷模。

恒生学院  自资先河

是日午后代表团访问恒生管理学院（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获得何顺文校长、方永

豪署理副校长以及各部门领导，热诚招待，温馨

交流。该校乃香港首间自资院校，采用书院式住

宿制，结合学习与生活。将学生的优质教学和个

人全方位发展，定位最优先目标。恒生管理学院

计划於2017年申请正名为恒生大学。

文化相同  民心相通

当晚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工商管理研究社（中文

组）卢益新主席、前任主席林顺忠与陈志德，黄

镇南律师等，假弥敦酒店嵩云厅设盛宴款待代表

团成员。卢主席指出目前香港工商机构协会，大

都以英语作为交流媒介。在会长林顺忠先生登高

一呼，倡议成立中文组研究社，促进联谊具体落

实“文化相同，民心相通”的崇高理念。

林顺忠会长对新山华社办学“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的精神，以及传承与弘扬族群教育深受

感动，誉为海外华裔兴教办学的典范，全国最

大的华文小学与华文独立中学，华社首创民办

非营利南方大学学院皆在新山，办学的气概 

“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感人至深。林顺忠

会长决定趁“2017年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 

特组团莅访促进与新山华社的密切联系。

岭南大学  博雅之冠

代表团於 12月 6日拜访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受到陈国汉校长等领导热诚招待。

按2015年福布斯资料，岭南大学乃亚洲十大顶尖

博雅大学之一，提供优质博雅教育、注重师生紧

密联系、潜移默化培养未来领袖优质的学生，回

馈社会，弘扬感恩之德。

三校代表於香港公开大学合影。 三校代表团与香港中文大学领导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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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拥有十座学生宿舍，共3千个宿位，乃

香港首所为全体学生提供四年全宿的大学。为了

开拓国际视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必须与

当地生同宿，缓和文化冲击，丰富人生历练，值

得嘉许。

新颖珠海  景色宜人

代表团午后拜访珠海学院(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获得张忠珃校长、俞肇熊副

校长等领导温馨接待。该校於近期落成启用，校

舍设计新颖，依山面海、景色宜人，新媒体教学

设备先进，影艺广播界人才辈出。

珠海学院非常重视经贸、传媒与东方文化研究等

科研项目。近日该大学正积极筹办应用佛学、

航空物流、旅游与酒店管理、一带一路研究等硕

士研究生课程，希望能加强与大马民办高校的合

作。据张校长透露，该校已积极申请正名为自资

珠海大学，预计2017年秋季进行院校评审。

公开大学  课程冠港

代表团於12月7日上午，拜访香港最具规模的自

资公开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承蒙叶耀强协理副校长等领导拨冗交流。由于公

开大学与我国华社民办非营利高校，有许多办学

的共同点，交流课题广泛，气氛融洽。公开大学

乃香港唯一由政府创办，被冠为师生人数与课程

最多的自资型大学，开办高达240项近800个学科

的课程，学生总数近2万人，包括全日制学生9千
余人，兼读制学生超过1万人。

办学卓越  恩泽学子

该校办学卓越，获得不少企业家鼎力捐献，先后

创建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李兆基商业管理学院

等教学大楼。每年获热心大众所捐献奖助贷学金

人数竟高达5千人之多。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香

港公开大学自2013年起至今，连续担任『亚洲开

放大学协会』主席。此外，1993、1998、以及2014
年，受委主办『亚洲开放大学年会』，深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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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   技职摇篮 

午后代表团访问香港专业教育学院（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受到潘秉匡院

长等领导热忱接待。幸蒙潘院长全程陪同参访

各有关教学设备，深感荣幸。该学院教学设备先

进，积极培养各领域技术人才，充分落实“天生

我才必有用”的教育理念。由于该校高级文凭，

受到香港财务会计、香港工程师协会的专业认

可，报读该院的学生非常踊跃。

理论实践 相辅相成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非常重视学生的理论与实践

相辅相成，竭尽所能安排学生到著名的官方机

构、知名企业公司如香港医院管理局、港铁、商

业电台与电视台、迪斯尼乐园、海洋公园、亚洲

国际博览馆等机构实习，落实成人成才的教育使

命，高度发挥学以致用宏效，回馈社会，造福人

群。按校方统计每年毕业生就业率超过百分之90，
深受各领域雇主的广泛肯定。

是晚林顺忠会长假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所文化

轩，设大闸蟹盛宴为代表团饯别，出席者包括林

夫人、长公子林文良（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副

教授）、饶美蛟伉俪、南大校友何启兴伉俪等，

尽兴品尝美酒佳肴，言谈甚欢。当天适逢林顺忠

会长夫人生日，出乎意料祝校长暗中向林会长 

“告密”，亦是我的生日，晚宴最后端上热腾腾

寿桃，生日快乐祝福声不绝于耳，铭记不忘。

结语

代表团成员衷心感谢林顺忠会长的慷慨捐助，以

及饶美蛟教授的精心筹划，全程陪伴，感恩弗

忘！对我国华社民办三所高校而言，最大的启示

是办学不能墨守成规，收获最丰的领域乃吸收充

满活力的博雅教育、先进的媒体教学设备、开办

技职教育规范、结合中西方设计的崭新校舍等，

令团员们大开眼界。我个人认为承蒙林会长的博

爱善举，慷慨解囊，促成我国华社民办三院同仁

结伴而行，互相切磋、交换办学心得、加强三院

的紧密联系，乃此行最珍贵的附加价值。

参与马港文化交流之旅的师生与林顺忠先生留影。

专 栏 



                                                   良心为师  树人为本                                            
--悼念汉学泰斗郑良树教授--   文 / 理事长张瑞發                                            

学者云集  哲人挥别   

2016年11月19日早上，是南方大学学院悲喜汇集

的日子，国内外著名学者云集，出席『第四届21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开幕仪式。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导师林坚教授，特地嘱咐要我

转达该校博士生导师葛荣晋教授向郑良树老师的

问候。

是日凌晨曾接获师母李宝玉短讯谓郑老师“病情

走下坡”，我随即应诺林坚教授，峰会开幕后即

前往探望郑老师，并转达葛教授的问候。我於11
点25分抵郑老师住所时，接获师母告知“郑老师

在11点20分刚走了”。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

一时令我目瞪口呆无语回应。师母随即吩咐我立

刻协助处理多项郑老师身后事急务，在分秒必争

的紧急情况下，我总算没辜负师母的期盼。

老师走了  默哀哭了

我随即通过南方磁场以及南方董理事会群组，发

出郑老师辞世噩耗，正在大礼堂举行世界华文文

学高峰会议的与会者，获悉郑老师与我们永别的

骇闻，莫不深感沉痛、惋惜与茫然。大会弥漫在

悲伤的气氛下，起立默哀，不少师生哭了！慰问

师母的短讯如飞雪般飘至，愿逝者安息，生者坚

强，郑老师一路走好。当天下午校方召开紧急会

议，商议后立刻成立了“郑良树教授逝世治丧委

员会”，并且恳请安焕然所长草拟敬告知交，舒

庆祥先生联络建议中的治丧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委

员，务必竭尽所能将郑老师后事办好。

萧老慧眼  邀返故里  

郑老师自1988至2002年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

系教授以及讲座教授，对政府於1988年批准华社

首创非营利大专院校的南方学院，十分关注，本

校董事会也诚聘郑老师担任学术咨询顾问。据悉

他退休前已获得香港其他大学的重金礼聘，2002
年我有幸受本校献地人萧畹香先生邀请，到广东

大浦由他独资兴建的进光中学交流。途经香港时

萧老再三提醒，务必邀请郑老师与夫人出席谢师

宴，当面感谢其外孙女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中文

系时，受到郑老师的循循善诱，身教言教，深深

影响了她处事待人之道，感恩弗忘。

你干多久  我干多久

萧老处事圆融，避免郑老师尴尬，希望我私下转

达他力邀郑老师回返本校服务，以免楚材晋用。

当我送郑老师离开宴会厅时，抓紧良机转达萧老

心愿，郑老师不加思索立即回应道：“好的，你

干多久，我干多久”。也许，郑老师早有心愿，

退休后决定回返故里，为族群教育略尽绵力。

之后我俩还经常以香江诺言“你干多久，我干多

久”，作为茶余饭后，互相幽默的一番话语。

成果丰硕  汉学泰斗

郑老师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名，治学广博扎实，

专精诸子研究、辨伪学，著有《战国策研究》、

《商鞅及其学派》、《古籍辨伪学》等巨著近60
册之多，学术成果丰硕，更被学界誉为“马来西

亚饮誉国际汉学第一人”。郑老师逝世前两周尚

兴致勃勃拨电告诉我，拿督何国忠与拿督陈广才

等杰出门生莅访，谈及计划结合54册著作，出版

他的个人全集，我还送上道贺与祝福。

国宝级数  毫无霸气

郑老师多才多艺，对丹青书画造诣颇深，曾出版

『百年书画集』，他曾对我表示闲暇时写字作

画，纯粹自娱娱人，还经常询问何时学校需要的

话，他非常乐意慨捐书画供本校筹募建校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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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郑老师墨宝丹青，最为显著的莫过于高挂

在校门牌楼后侧的“文化堡垒  学术家园”以及

左右两旁之对联，如今显得更珍贵。

有一点也许大家都认同的是，作为书画名家，他

没有“艺术家的脾气”；作为国宝级汉学大师，

更没有“名家霸气”。他的个性就是如此谦虚、

低调、不张扬，为人处事深具儒家的风范，他对

人真诚、不忌才、不说人是非，赢得了大家的赞

赏和尊敬。

越是奉献  越有感情

郑老师於2003年初，在毛策教授的《郑良树研

究》和《郑良树评传》新书推介礼上曾说：『虽

然已出了传记，但我不甘愿我的人生就画上句

号。我虽62岁，但是我仍健康，我后来的人生可

能会更精彩。人生没有句号，坚持做到最后一

刻，只有向上帝报到后才是画上句号』。

郑老师虽走完了丰硕的一生，但永远留在国际汉

学界、我国华教历史中的是他的哲人典范，留

在畹香校园的是他孜孜不倦，鞠躬尽瘁的治学精

神，留给南方学院的是他超前瞻视野，奠百世基

业的高教传承，留给家人的肯定是他老人家慈祥

的音容，无限的安慰！在挚友眼中郑老师的性格

以“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最为传神。

良心为师  树人为本

国内外大学对郑老师不幸逝世唁电纷至，兹摘录

其中一则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挽联如下：

    “树人为本  良善今朝璀璨；

      良心为师  树立后世良范”。

郑良树教授於2016年11月23日举殡，上百亲戚友

好在灵前行三鞠躬并默哀一分钟，学生一路撒花

瓣送郑老师最后一程。

在崇敬和哀悼之余，更感念郑教授风范长存，精

神永在，传之千秋，延之万年。我们大家看着郑

老师度过光辉灿烂的一生，敬佩郑老师充份体现

崇高生命价值的一生，纵使万般的无奈与不舍也

得说一声:“老师，您走好，永别了!安息吧，我

们敬爱的老师安息吧…..”。                                                             

1 3

2 4

1. 郑老师与萧老於香港。  2. 郑老师与羽毛球队友。
3. 郑良树教授永留在南方大学学院校门的墨宝。4. 向郑老师默哀。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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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was founded in January this year. As a new  
education centre, it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o provide a new path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eenagers. 

南方技职学院创于2017年1月，是南方大学学院

一所全新的教育中心。创立此学院主要为推广多

元教育发展、配合国家经济转型发展需求、为华

社开拓华文技职教育领域及为青少年提供技职教

育新管道。

虽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专教育也

已普及化，许多人拥有大专文凭，但并非人人都

具备受企业欢迎的就业能力。更何况，我国的辍

学率高居不下，根据统计报告，逾两成华裔中学

生没完成中学教育。优异生的升学管道非常广

泛，可以选读各类自己喜欢的科系。可是，年纪

轻轻就失学的青少年，辍学后可能直接投入就业

市场，但没有一技之长，只能担任普通员工。

技职教育强调活学实用，课程理论并重。本学院

计划开办数项符合职场需求的中短期技职课程，

同时邀请企业伙伴共同推广技职教育，为国家社

会贡献绵力。通过双语教学，让学员在”学中

做，做中学”，达致学习效果，掌握相关领域的

知识和技能。

南方技职学院欢迎优秀生，同时也想为一般青少

年提供学习技能的机会和管道，让他们通过正规

培训计划掌握一门技能，增添就业能力和自身的

价值，成为抢手的技职人才。正所谓“行行出状

元”。南方技职学院提供机会和管道，让普通转

化为菁英，从而发光发亮，有朝一日成为各个领

域的成功专才。

第 一 阶 段 发 展 （ 2 0 1 7 - 2 0 1 8年 ） ， 技

职 学 院 开 班 为 期 一 年 的 专 业 证 书 课 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_______）。 

 

我们与新加坡CITISPA合作开办的美容和美发

两个课程，预定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课。我们的

培训计划包含9个月的技术课程及3个月的在学

实习,赴新加坡CITISPA学院或23间店面实习。

课程的费用均为RM10,200（学费RM9,000+杂费

RM1,200）。凡年龄满16岁及以上均可报读。学

生亦可申请居住学生宿舍，收费合理。

按照规划，我们将在校园内，设立设备齐全先进

的美容科教导室、美发科教导室，以及美容、美

发门市实习室。

技职教育，务实教学，提升就业力及人生价值！

南方技职学院,努力朝向开办多元技职课程，

如：餐饮管理科、服装缝纫设计科、护理推拿

科、电子商务营销科等！

技职学院其中一项课程就包括了美发课程。



南方大学学院创业育成志业中心
Entrepreneurial, Incubation and Career Centre (EICC)

VISION & MISSION 
EICC is dedicated to becoming a lea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 center that provides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career advance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to stud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It also commits iteself 
to becoming an inspiring center that encourages incu-
bation/start-up activities among enterprising learners 
while promoting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within large corporations and SMEs.
 
EICC strategic direction is in support of SUC’s vision 
and mission to make the institution a socially responsible  
cent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roducing a new breed of 
graduate elites and adult learners who can “See Wide, 
Think Wise, Speak Wisdom” in their pursuit of perfor-
mance excellence.
 
GOAL & OBJECTIVE 
EICC aims at providing university/college students and 
graduates with alternative learning platforms in addi-

tion to their classroom education. This includes the pro-
vision of on-job trainings, skill development coaching, 
business venture projects, and industrial tours. EICC 
also aims to enhance its collaborations with private en-
terprises, public agencies, and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in promoting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and incuba-
tion activities in Malaysi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SERVICE PORTFOLIO 
EICC is organisationally structured by five integrated  
divisions, namely (1) Southern Career, (2) Double 3 
Southern Elite Award, (3)Southern Connect, (4) Start-
up@Southern, (5)Southern Seed Foundation. Each and 
every division is designed to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wards the accomplishment of SUC mission and vision  
in producing home-grown elites who are resourceful  
in knowledge, experience, skills, and competences  
mandatory for sustainable success of our University, 
Communities, and Country. 

“Refine Your Knowledge. Reshape Your Future” 

特 辑 



Founded on 10 March 2017,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Welfare is committed to nurturing  
outstanding educators and professionals, and providing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teachers. 

南方大学教育与公益学院以培育师资人才及教育

学术人才，提供现任教师在职进修课程或学程为

宗旨。

教育与公益学院于2017年3月10日正式运作，拥

有多样化、具有特色的学术课程供打算进行教育

研究的学生们选择，为教育专业人员提供多样

化的教育专业培训。教育与公益学院希望所开办

的课程能进一步提高马来西亚的教育质量，帮

助与贡献社会。现时我们拥有四个学士学位课

程和一个专业文凭课程，分别为：幼儿教育

（荣誉）学士，心理学（荣誉）

学士，教育荣誉学士（咨商

与辅导），教育学士（信息

技术与多媒体）及幼儿教

育专业文凭。相关课程皆

获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

（MQA）及高等教育部

所批准。

为配合南方大学学院成为国际知名大学之发展愿

景，本院的愿景目标为：培育教育人才，解决教

育方面议题，成为社会中具有卓越贡献的教育学

院。教师与学生透过学术交流及互访活动，在扩

展国际视野的同时，提高学校信誉；而我们也以

知识和奉献精神，致力于训练我们的学生，同时

为教师、学者和社区领导者谋划，面对教育历程

中的各种挑战，为学生创造一生受用的教育经

历。

我们坚信“只有多样化才

能改变和进步”，正如马

丁·路德·金博士说过

的：“教育的功能就

是要教一个人能够

深思熟虑和批判

性思考。智慧加

上性格——这

就是真正教

育 的

教育与公益学院鼓
励互动学习，透过讨
论、分享，让学生主
动汲取教学经验。



教育与公益学院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专业培训。

目标。”，亦如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2017）指出的：“未来的30年，什么是我们这个

国家、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们今天就要对孩子

们进行重新培养。学是知识，习是犯错不断的去

想；是想像力，是文化。”

欢迎来到教育与公益学院，我们的老师不但经验

资深，并细心指导专业知识。我们也提供多元化

及创新的课程，以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努力运

用各层面的教育经验，在充满创造性与支持性的

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指导与示范。此外，我们与学

校、企业、社区组织及广大公众合作，形成一个

支持网路，让学生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提供有

效的服务。通过教学实践、研究和学习新知识，

我们的毕业生将具备更高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国

家和世界。

诚挚欢迎您走访我们美丽的校园。您可以在这里

体验课程，遇见未来的良师益友，并与我们进行

交流。现代教育需要激情、创新与新知，这些您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邀请您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大家庭，一起完成重

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幼教系的学生每个学期都会举行迎新会。

教育与公益学院欢迎各位的加入，一同创造美好的社会。

特 辑 



2016优秀系学生会
Outstanding Departmental 

Society 2016

2016优秀学生团体
Outstanding Student 

Society 2016

顾问老师   詹杭伦教授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会，秉持弘扬中华文化

的精神，致力于建立与培养同学的人文修养。 

中文系学生会也会定期举办文化活动，其中包括

南方春彩挥春大赛、南方文艺营以及古迹巡礼

等，在闲暇之余也会举行系内教师分享会，让学

生在正课之外也能学习到不少新知识。

2016年活动表现： 

第四届《南方春彩》挥春大赛、古迹巡礼、“爱

要及时--寄情传意”双亲节活动、专题演讲--诗

的乐趣、风棠水珮传芬芳--初夏汉服文化分享

会、讲台狂享曲--安焕然“文学、影响与歌”、

电影分享会--Intouchables（触不可及）、《金陵

十三钗》、中国服饰文化小组礼仪课程。

中文系学生会
S t u d e n t  S o c i e t y  o f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顾问老师   袁家芸 

爱心社，不只让团员们发挥爱心，学习奉献，懂

得从办活动中学会尊重、包容与珍惜，也因为社

团的“走出去”，与外界的链接，让社会看到南

方大学学生的热忱主动、善良与无私，提升外界

对学校的良好印象。学生不只是在书本里奋斗，

也走出校园，为社区服务。

 

2016年活动表现：       

爱心社在去年一整年进行了多项活动，包括：

探访感恩安老院、探访康恩安老院、探访宽爱

安老院、探访善德儿童福利之家、Hair Donation  
Campaign、爱很大慈善活动2.0义工、坚柏华小

领袖培训营义工及关怀之心耀古庙慈善嘉年华义

工等活动。

第一名:爱心社
First  Prize:  Love Life  S o cie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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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优秀学生团体
Outstanding Student 

Society 2016

2016优秀学生团体
Outstanding Student 

Society 2016

第二名:青年狮子会
S econd Prize:  Leo Club

顾问老师   王骏闳 

青狮会,本着“WeServe”(我们服务)，强调“我
们”而非个人的团体。南方大学青年狮子会将活
动所得均用于慈善事业，而社团自身的运营费用
则由会员自行承担。

同学们都虚心向母会（狮子会）成员学习与相互
交流，分享活动经验。透过南方大学青年狮子会
的活动，让同学们有机会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发
展个人的潜能和责任感，培养个人领导能力。

2016年活动表现：       

Shopping Days with Special Kids、世界爱滋病日之

你我一起、Star Camp 2015、《猴猴猴》新春嘉

年华、探访老人院与孤儿院、DIY Plant Bottle、 

捐血运动、Merdeka Day Colouring Contest and 
Peace Poster。

第三名:同圆社
Third Prize:Circle  K Club

顾问老师   王骏闳

同圆社属于一个服务性社团，提供管道让同学们

积极参与社区以及校园服务，以人溺己溺，无私

的精神打造爱心社区，并奠定人际网络及实现自

我的基础，建立同圆精神，让社员有更多姿多彩

的大学生活体验。

此会透过社区服务活动，让会员有机会训练领导

才能，发挥同圆精神回馈社会。

2016年活动表现：       

2016年孤儿欢乐派对、Buddy Walk、探访美嘉乐

爱心之家与壁画制作、捐血运动、常年儿童主题

乐园活动、新春敬老联欢午宴、Run For Southern
义工、Megah Ria爱心之家义工与绘制壁画及同

济会慈善音乐会。

报 导 



36

南方夜吟由南方诗社发起,为“南方文学之旅”

系列活动之一，于2016年11月19日晚邀来各国

学者诗人以随兴的方式饮酒吟诗，是继巴生

滨华诗歌朗诵活动之后的第八站艺文活动。

 

朗诵者的阵容鼎盛且国际化。国外诗人学者包

括南京大学吴俊、中央大学李瑞腾、中山大学

蔡振念、元智大学黄郁兰、淡江大学杨宗翰、

中国人民大学林坚、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以

及著名诗人郭枫与詹澈等。本校的朗诵者包括

王润华、小曼、许通元、詹杭伦、冯白羽、谭

勇辉、拿汀斯里周星辰、邢诒旺等。此外，本

校学生也参与其盛，其中李俏苇朗诵白甚蓝的

诗作、钟怡慧朗诵周志诚的诗作、覃凯闻朗诵

著名诗人淡莹的诗作《楚霸王》，表现出色。

与会者饮酒听诗，现场气氛充满诗意又不失

热络，出席嘉宾还包括马大中文系系主任

潘碧华、台湾大学教授梅家玲等。活动以

王润华〈皮影戏〉三语朗诵压轴，由王润

华、黄郁兰及马来文系达祖主任分别朗诵中

英巫三语，让整个诗会留下完美的句点。

南方夜吟:
世界华文新诗朗诵会

南方文学之旅
——相见恨晚在培群

南方文学之旅“相见恨晚——听听两岸四种的声

音”艺文活动于2017年3月17日下午在笨珍培群

独中表演厅巡回演出，以诗歌散文朗诵及词曲弹

唱，推广社区艺文风气。

这次巡回表演是南方诗社本年度的首场活动，亦

是南方文学之旅的第9场活动，阵容浩大，包括

诗人作家王润华、淡莹、马仑、刘培芳、小曼、

许通元、陈志锐、邢诒旺、杨邦尼、冯白羽等。

此外，南方大学学院马来文系主任达朱阿里、英

文系讲师玛格丽特、中文系助理教授黄琦旺、中

文系学生林乐珊及培群中学学生也参与朗读及弹

唱，精彩动人。

南方诗社秉持诗歌不分语言的理念，表演以华文

为主要媒介，还有马来语与淡米尔语朗诵。南方

大学学院马来文系主任达朱阿里朗诵了已故印尼

诗人W. S. Rendra的<天鹅之歌>，内容讲述一名换

了淋病的女子被妓院老板、诊所医生等人歧视，

最后哀凄死去。此叙事诗语言浅白，但在达朱主

任的演绎下，丝丝入扣，升起人的怜悯之心。

诗歌除了文学与美学，也包含历史价值，就像诗

人小曼朗诵的<皮箱的故事>，从一首潮州歌谣开



始，娓娓道来移民时代飘洋过海的故事；新加坡

诗人陈志锐的<牛车水>也同样叙述了各籍贯华人

在新加坡牛车水的扎根史。诗人淡莹从一张普利

兹得奖照片得到启发，从秃鹰视角审视人世与战

争，充满了悲悯之心，令听众心弦为之恻隐。马

崙先生的散文<生活在黄梨乡>在笨珍这接近北干

那那的黄梨乡中，恰逢主题般，带领听众召唤当

年的种植采摘黄梨的艰辛与收获。

邢诒旺诗人则谱写弹唱自最新诗集《行行》中的

<有草有花 有我有你>，节奏动听，诗与弹唱俱

佳。杨邦尼自最新诗集《删情诗：在我手中 微

软勃起》挑选出6首情诗般的组诗，开首时逗笑

同学之余，传达其情诗的情感。而许通元的情诗

或伪情诗<内心叩问>，寻寻觅觅中在寻找已经遗

失的某样东西，仿佛是遗失的，仿佛就在那里，

借用最后的舞台灯光效果，传达出“我在这里”

的一种讯息。黄琦旺老师则在<灶脚>的散文，参杂

了福建方言的文章，唤回往日中的珍贵饮食记忆，

再配上学生林乐珊前后朗读刘半农的诗。

林乐珊接着用娃娃音与假音弹唱自创曲<两个城

市下雨中>，叙述城市雨中的寂寞与思念与恋人

的点滴，适合台下的众多年轻中学生。培群独中

的学生彭国量、陈瑞彬、刘婉娴同学，亦在台上

吉他弹唱。值得一提的是，彭国量、陈瑞彬、刘

南方文学之旅一众诗人到笨珍培群独中播撒文学的种子。

婉娴的几首表演歌曲中，弹唱了天狼星诗社创办人

温任平的诗作<流放是一种伤>，谱曲的正是已故音

乐人陈徽崇老师，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创作。

刘培芳<末日最后的呼啸>叙述火车停驶的末日，

那呼啸声是一种老去的记忆，持续在梦中召唤

着悲喜人生。令人想起印度萨蒂亚吉特·雷伊 

《小路之歌》小男孩追逐着火车，那远去的火车

是梦想，是召唤……接着迎来王润华教授的<江

湖小记3之印度老人：玩蛇者>，如何关注江湖小

人物，有趣的将芦苇、白发、河流、音符、蛇化

为诗的意象，再通过播放黄宏墨演绎王润华教授

的<屋外>短片来做个漂亮结尾，对应开首的南方

文学之旅的记录短片。

培群独中校长谢秀权在致辞时表示，希望藉由此

次诗歌朗诵弹唱的表演能提升学生的兴趣，再进

一步将艺文种子播撒到社会。她说，培群有很多

老师皆毕业于南方大学学院，她感谢南院一直以

来培养了不少独中师资，期盼两校在各方面继续

保持友好关系。

“新马许多人才都来自笨珍”，南方诗社社长王

润华说。他感谢培群提供了高素质的舞台，让诗

社有机会把诗歌带来亚洲大陆最南端，透过诗歌

完整呈现新马的多元文化。

报 导 



On 10th November 2016, Madam Tam Sai Moi, Vice 
Principal, FYHS, Kulai led a delegation of 27 English 
teachers to visit Southern UC. On that day, Southern UC’s 
English lecturers and students had an exchange session 
on the them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Teaching Eng-
lish” with the delegation. Prior to the discussions, Prof. 
Wong Lian Aik [Head, Department of English (DOE)], 
Ms. Marsha Lavania (Lecturer, DOE) and Ms. Kek Yoke 
Peng (Head of English Dept., FYHS, Kulai) shared their 
perspectives on critical thinking (CT) skills in general, 
teaching the four skills through CT activities, a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secondary and high schools. It 
was a fruitful session with the questions raised and ideas 
shared by the lectur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esent.

南方大学学院为本届“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

会议”的主办者。大会在理事长张瑞發、校长祝

家华和大会主席王润华、副主席詹杭伦陪同协办

单位代表隆重开幕后，进行了国内外24位专家学

者的论文发表会。发表者除了协办的南京大学吴

俊和台湾新地出版社理事长郭枫、周春塘，南方

大学学院王润华之外，还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

沈庆利、台湾中央大学的李瑞腾、台湾大学梅家

玲丶中山大学蔡振念、长荣大学陈韵竹、元智大

学黄郁兰，淡江大学杨宗翰；香港浸信大学邝健行

丶余文章；广西艺术学院曾莉、人民大学研究员林

坚，广东人民出版社李怀宇、马来亚大学潘碧华、

拉曼大学李树枝、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张耀龙、黄

琦旺以及研究生魏琛琳、邢诒旺和萧婷忆。

主办单位还特别邀请到新山文化人陈再藩谈廿四节

令鼓的创建和发展，以及拿汀斯里周星辰谈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

会议融汇理性和感性，学者们在晚上化身诗人，用

各种语言朗诵自己的创作，使本次学术文化在国际

化，多元多姿，提升华人文学研究与华文文化之余，

散发人文与艺术气息，体现了人文聚会的可贵精神。

 

第四届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

English teachers of Foon Yew High 
School, Kulai visited Southern UC

嘉宾与讲者们于活动开始前进行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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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马首个大专中文TEDx大会–TEDxSUC日前在

南方大学学院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圆满举行。本

次TEDxSUC的主题为《初。终》，一共邀请十

位讲者前来分享，演讲内容包含美学、激励、科

技、环境保育、学术等。活动共吸引了100名校

内师生与公众人士前来参与。

十位讲者包括环境保育工作者蓝瑞祥、盲人公会

主席黄开修博士、骑自行车爱好者张教忠、导演

林丽娟、特殊教育讲师黄小嫣、中文系讲师严家

建博士、涉猎广泛的卢传正、电台主持人王彪

民、侠医丘桦真以及书法家彭庆勤。

讲者在十八分钟里，用说故事的方式，分享他们如

何在逆境中克服各种困难，迈向成功，如何毋忘当

初怀抱的“初”衷，坚持走向目标的“终”点。十

个讲者的分享让现场观众听出耳油，获益不浅。

发起人林威亨同学表示，TED是一个国际知名的非

盈利组织筹办的活动，他和他的团队希望可以把

TED带入南方大学校园，搭起连接世界的桥梁，让

师生认识TEDx，也让全世界的人认识南方大学。

全马首个大专中文TEDx
南方大学连接世界

2016年 12月 2日，著名小说家李永平先生莅

临南方大学学院与师生进行一场文学对谈： 

“从婆罗洲到北台湾——李永平的文学之旅”。

李永平在翻译上有很大的成就，像《大河湾》是

一流的翻译。但他坦言，做翻译并不是为了兴

趣，纯粹是为了五斗米。

 

谈及写作，李永平不讳言中国传统小说最大的缺

点就是缺乏结构。动笔之前，他会设计好整个作

品的形式结构。在捕捉灵感方面，他笑言自己真

的是一个浪子，喜欢在开阔空间写作，出门只带

一个有稿纸和笔的小包，在街上晃，灵感一来就

找个地方坐下记录，回家后再以黑笔誊写出来，

完成后再用红笔修改，再用蓝笔修改，基本上用

三种颜色的笔完成。

 

他一再提醒写作的同学，作为一个小说家，不能

让理论家牵着鼻子走，甚至建议同学把小说技巧

和理论都忘掉，“你要让你写的东西看起来天衣

无缝，看不出一点设计”。

从婆罗洲到北台湾
——李永平的文学之旅

发起人与讲者们于结束时合照留影。

李永平在讲座与学生分享自身的文学经验。

报 导 



Mr. Ma Ying Jeou visited Southern UC on November 
15, 2016. Before the talk, Mr. Ma attended the net-
working session and presented 3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books to Southern UC. Mr. Ma also wrote a  
calligraphy for Southern UC during his tour to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entre. 

马英九先生于11月15日自台湾远道而来莅访本
校，受到热烈欢迎。

马英九于5时35分抵达本校，受到绿野集团创办
人丹斯里李金友、驻马台办代表章计平、客联总
会长拿督张润安、本校董事长、理事长、顾问、
校长、协办单位代表、新山重要华社组织领导等
的热烈欢迎。

随后一众贵宾到本校马华文学馆参观。马英九先
生在众人的见证下现场挥毫写下“知行合一”墨
宝赠予本校。 

较后，在廿四节令鼓隆隆鼓声的伴奏下，马英九
先生到大礼堂前与丹斯里李金友联合为“知行合
一”石碑主持揭幕仪式，并在石碑旁种植大红

花，象征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扎根。

本校领导随后引领马英九先生到本校校史走廊参
观，了解本校的发展进程。

本校于当天傍晚6时30分在丹斯里文物与艺术馆

设宴，筵开13席，邀请一众贵宾陪同马英九先生

共进晚餐。晚宴上也特别举办“马来西亚关怀教

育基金”推介礼。由马英九先生及丹斯里李金友

联合为马来西亚关怀教育基金的徽章揭幕。该基

金会秘书长李金桦校长颁发名誉主席委任状予马

英九先生；丹斯里李金友则受委为会务顾问。丹

斯里李金友也宣布捐献100万令吉予基金会，以

期达抛砖引玉之效。

晚宴之后，万众期待的马英九先生《中华文化与

世界华人的未来》专题演讲掀开序幕，由董事长

拿督张文强致欢迎词，丹斯里李金友引言介绍马

英九，校长祝家华博士担任主持人，马英九先生主

讲《中华文化与世界华人的未来》。场内逾2200名
听众聚精会神聆听演讲，频频给予掌声。

马英九先生莅访南方大学

马英九先生将墨宝“知行合一”赠献予本校。

40

Mr. Ma Ying Jeou visited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The highly anticipated talk was held on November 15 
and attracted an audience of around 2200. Mr. Ma em-
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morals and knowl-
edge through several stories, and he hoped they could 
be carried on by ethnic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南方《人文大学堂》第四场专题演讲于11月15日
隆重登场。由于主讲贵宾马英九身份特殊，万众

瞩目，入门票一抢而空，约2200名各界人士到场

聆听。学生则在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底层通过现场

直播聆听演讲。

马英九先生通过“中华文化与世界华人的未来”

专题演讲表示，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一样重视教

育，而文化也同受重视。许多大马华人无法进入

国内大学而到台湾升学，从而与台湾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他还通过数则故事点出文化、道德和知识

的重要性。他也希望所有海外华人都能成为中华文

化的见证者，发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礼仪廉耻

等优良品德，让华人在世界发光发亮。作风亲善的

马英九也循众要求现场献唱“妹妹背着洋娃娃”， 

引发全场轰动。

人文大学堂第四讲
——马英九先生主讲《中华文化与世界华人的未来》

《人文大学堂》第四讲主讲人马英九先生。

活动当天本校大礼堂更是全场爆满，座无虚席。

学总代表李卓伟同学、台湾交换生代表邱静媛同学及祝
家华校长陪同献花于马英九先生。

The 4th Humanities Great Learning Talk Series – 
“The Futur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People” by Mr. Ma Ying Je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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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科艺有限公司创办人陈立发，于2017年3
月2日为南方大学学院举办的“企业家大讲堂”

第18场讲座分享他的创业经营理念，其讲题为 

“白手起家，饮水思源”。

陈立发坚信企业家的精神：诚信经营、创新求

变、危机管理、坚韧不拔、积德行善、广结善

缘。

陈 立 发 更 以 三 句 话 形 容 他 的 创 业 历 程 ： 

“置之死地而后生”、“初生之犊不怕虎”、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他也在会上分享般若智慧《大自在》的格言：“

富也罢，穷也罢，幸福不靠金钱架；豪华恬淡各

千秋，富者知足，穷者清雅。成也罢，败也罢，

莫以成败论高下，尽力奋斗是英雄，成也潇洒，

败也潇洒。”

企业家需诚信经营      

—— 陈立发

美丽乐集团主席拿督黄贵华，于2017年1月19日
为南方大学学院举办的“企业家大讲堂”第17场
讲座分享他的创业经营理念，其讲题为“有机视

界，蜕变全球”。

他说：“财富是死了也带不走，健康才是王道，

因为人生在50岁才真正开始。因为在50岁之前是

在累积工作经验和历练，到了50岁若还有健康体

魄，才可继续在商场上大展拳脚，否则只有心 

无力。”

拿督黄贵华也劝勉社会新鲜人，甫步入社会，千

万不要嫌弃薪资低，也别读死书，最重要是遇上

好上司，也把上司作为学习的对象，这些皆为课

本外的知识。

此外，拿督黄贵华也抛出经商第一道问题，那就

是要设想如何帮别人解决问题，这道问题进而也

能看出一家企业是否拥有特殊的战略。

有机领域商机大
——拿督黄贵华博士

企业家大讲堂第18讲企业家大讲堂第17讲

42



马来西亚政商界传奇人物丹斯里陈群川，于2017
年4月13日在南方大学学院大礼堂分享他起伏不

定的人生路，讲题为“人生风雨与企业乾坤的双

重传奇”。这是他“退隐”多年后首次在公开场

合演讲。 

丹斯里陈群川表示个人应放眼大格局，学习从宏

观角度看待面对的问题，将危机变成转机。

他也认为经济发展并非由政府带动，它需靠民间

力量搞起来，人民的思想必须被解放，并让人民

从中自由发展。

他也劝勉年轻人：“我还是那一句话，自己努力

找一个方向，有兴趣做什么，就去执行，再联合

其他领域的人。因为今天搞大企业，不像过去般

对外筹股，而是制造大船（平台），邀请各行各

业加入，建设交易网络，通过该大船，把货运送

至目的地。”

战胜磨难，成功在望             
—— 丹斯里陈群川

丹斯里陈群川在讲座时与现场听众分享自身的经验。

企业家大讲堂第19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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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卓越教学中心”（Excell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ntre) 于2016年12月9日举办“卓越教

学工作坊”，由四位荣获本校“2015年卓越教师

奖”的讲师分享课室管理及教学心得。本次工作

坊总共吸引逾60人出席。

董事长拿督张文强、理事长张瑞發博士以及校长

祝家华博士均出席该工作坊，并给予该活动极大

的鼓励。 

“卓越教学中心”主管、同时也是南方大学资深

副校长王润华教授指出，“卓越教学中心”的成

立及多年来的经营，是为了协助老师达到教学相

长、与时俱进的目标，强调师生的互动与沟通，

也重视资讯科技的实际运用。

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四位主讲人皆为“2015
年卓越教师奖”得主，他们是：艺术系主任吴志

方、工程与资讯学院的兼职讲师黄咪咪、人文与

社会学院的胡柔贝、以及通识教育中心主任陈秋

平博士。

本次工作坊的参与者涵括本国三大种族，全程皆

以英语进行，是南方大学重视多元和多语能力的

一次具体展现。

参与本次工作坊的讲师们于活动结束后进行大合照。

南方大学学院中医系学生会于2016年11月21日在

新山V8 Hotel举办第二届授袍典礼暨叙别晚会。

授袍前，师长对同学做了最後的叮咛与勉励。授

袍学生代表张誉鏸致词时表示：“有你们的付

出，才有今天的授袍典礼，才能让我们更清楚了

解，身为一个医师该有怎么样的医风和医德。”

随后，由陈期发副院长及系主任金渊真博士为16

位医学生授袍并从系主任金渊真博士手接下《大

医精诚》进行宣誓，立志以大医为目标，秉持初

衷，不忘师长的教诲期许。

晚间进行的叙别晚会以温馨感谢为主题，顾问老

师杨欣怡以中药“远志”及“当归”表达了对结

业生的祝福。希望结业生别忘了还有属于他们的

回忆及朋友，曲终人散，但心与思念永不止息。

16名中医系学生在授袍仪式结束后进行宣誓。

高效教学工作坊

中医系第二届授袍典礼暨叙别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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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莫家浩与6位中文系学生，透过马西德教会紫慈

阁人员之引导，在马西旧义山进行拓碑记录。其

中年代最久远的墓碑，可追溯至咸丰八年，即公

元1859年。

据悉，这座咸丰年间古墓是2007年该义山进行拾

金作业时所发现，后移至马西华人义山德教会紫

慈阁长生馆内保存。年代上，该墓碑比新山绵裕

亭义山现存最古老的墓碑（1861年）还要早了两

年，在柔南地区实属罕见，为马西及新山东部地

方开发史留下重要史料。

根据史料记载，一批李姓华人先民于1862年至

1866年间，先后向柔佛政府取得马西河流域的港

契，开辟港脚，因此过去也有人将马西称为“李

厝港”。本次拓碑记录除了进一步印证上述史

实，同时，当地发现咸丰墓碑，也成为马西开埠

历史或早于1859年的佐证。

此次拓碑工作，让南方大学学院师生除了进行拓

碑实践之外，也见证19世纪马西华人移民社群的

历史足迹。学生们也借此认识到文物的妥善记录

与维护对地方史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目前在

马西旧义山的拓碑工作已告一段落，并由莫家浩

代表拓碑工作小组，将完整的拓碑记录和墓碑档

案照片移交给马西德教会紫慈阁保存。

马西旧义山
拓碑记录

马西旧义山一瞥。

马西旧义山的日本蝗军屠殺殉难者总墓。

莫家浩研究员将义山拓碑记录移交柔佛马西德教会紫慈
阁纳骨塔筹委会主席黃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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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海南会馆首开先河，将馆内常年“束之高

阁”的藏书、会刊、老照片、账簿等全部数码兼

电子化，系统整理珍贵资料的做法为其他华团立

下典范。

新山海南会馆理事长黄循积今日在“新山海南会

馆馆藏资料整理成果汇报及资料移交仪式”上致

辞时指出，该会馆今年初重新整理馆内文物及资

料时，发现资料、书籍等太过零乱，因此萌起系

统化处理的想法。

他透露，经咨询后，该会馆决定以外包方式，委

托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来承接这

项任务。

负责指导及策划新山海南会馆馆藏资料整理的安

焕然今日在汇报会上揭露，在整理海南会馆的内

部文献、书籍、特刊及资料期间，他发现“旧书

堆”里其实隐藏了不少十分珍贵的资料和文本，

并且通过这些“尘封”多年的材料，原来可追查

海南会馆过去的历史、经历和演变。

经过资料整理编目后，他编辑了一册《新山海南

会馆馆藏资料整理》，并将之分为甲乙两大部

份；甲为海南会馆馆藏书目；乙为海南会馆资料

扫瞄、翻拍之编目。

安焕然指出，整理这些旧资料、书籍和特刊时偶

有惊喜，其中，他便发现了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

一本书《伟大的蒋主席》。

他透露，这本于1946年出版的书籍，当年是由中

国国防部新闻局印刷，而且写序人白崇禧，还是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父亲。他大胆猜测，《伟

大的蒋主席》或许在中国或台湾都已经找不到。

安焕然在汇报会后受询时说，因马来西亚的气候

比较潮湿，一些馆藏资料要保存好并不容易，何

况还要考量室内温度及灯光等因素。为此，他十

分鼓励其他会馆、社团等向新山海南会馆看齐，

将珍贵的馆藏资料数码化，保留重要史料之余又

节省空间。

他称，一般人可能认为要整理这些资料耗费颇

巨，但其实不然，因为新山海南会馆今次仅花费

了4000令吉，就完成了系统化资料的目的。

据了解，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是

以协助的角色完成这项工程，主要是由安焕然指

导，该研究所高级执行员袁家芸率领4名工读生

整理。

（摘录自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2017年3月19日，页03）

安煥然所长在成果汇报会上为资料整理进行汇报。

《新山海南会馆馆藏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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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实践，最后论述“文化新山”的跨文化自

觉及跨国越界双向接轨的文化交流互动。

新书讲评人王付兵，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南

洋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目

前在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作访问学者。主要

研究成果有《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

结构（1800-1911）》、《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

人认同的变化》等。目前的研究课题为《20世纪

（1912-1978）新马闽籍华人社会结构》（2015
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点项目）。

作者安焕然，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成功大

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现任南方大学学院中

文系副教授暨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方

侠客─陈联顺传》、《古代马中文化交流

史论集》、《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合著 

《公心与良心：郭鹤尧传》、《宽柔纪事本

末》、《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远

观沧海阔─海南历史综述（海南岛．马来西

亚、柔佛）》等专书，主编《百年宽柔：

宽柔学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编 

《柔佛义兴史料集》、《孙中山与柔佛》等。星

洲日报专栏作者。

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安焕然

新书《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于4月20
日（星期四），晚上7时30分在南方大学学院125
会议室举办新书推介。并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王付兵副教授为新书讲评。新书推介后并有一场

由安焕然主讲的“新山华人史研究的乡情魅力”

沙龙讲座，是为南方大学学院第六十六场南方沙

龙人文学术专题讲座。

“文化新山”的历史资源在于“五帮共和”以

及“一山一庙一校”的格局建构。安焕然新作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主要内容和主

题便是集中于“文化新山”的研究探讨。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分为三大部，

第一部“学术史回顾”的四篇章节的一个共同

点，强调从事华人研究，需把握在地的历史情

境和历史脉络，也要留意其外部和内部更为复杂

的各个层面。其中，国家机关的介入与华社“公

系统”的文化场域，是华人研究不可忽视的关注

点。这是此书之第二部“新山华人社会研究”所

收的四篇论文的阐述重点。而探讨“文化新山”，

必须考量到时间、空间和人的因素。所以在此书

第三部“文化新山”的五个章节，重点讨论了柔

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中秋园游会、廿

四节令鼓、陈徽崇的现代诗曲创作及其音乐教育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安焕然在一众贵宾的陪同下为其新书进行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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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ay relevant, 

one has to 

frequently package 

and re-package 

oneself in order 

to keep pace with 

the demands of 

ever changing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I began my teaching career as a trained school teacher in the 
East Coast state of Trengganu. I taught first in the primary 
school and later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I loved the good 
old days in the East Coast before the Petronas oil refineries 
invaded Kemaman, Paka and Dungun and changed life 
drastically in the East Coast. I left Dungun to study law 
in 1981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1987, I went to do 
my Master of Law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Life was 
exciting then in London where I truly treasured the golden 
opportunity to meet, live, mix with and learn from all sorts 
of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loved the theatres and 
the museums there. In 1996, I was forced to do my PhD when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s policy was to produce as 
many PhD academics as possible in the public universities. 
Life was a nightmare for me during the four years of my 
life when I had to juggle heavy work commitments and 
studying for my PhD. Initially, my plan was to do my PhD 
in Shipping Law. However, due to the non-availability of 
Shipping Law supervisors in Malaysia then, I was forced to 
switch my field of study to Administrative Law. The change 
of expertise to Administrative Law also changed my life 
perspective very differently. I view exploitative capitalism 
and globalisation with disfavor. In the years after my PhD, 
I focused my research fully on poverty studies including 
ageing population, micro insurance for the poor, labour 
rights, rights of children, women and migrant labour. 
Despite my specialisation in the field of Public Law, I have 
never forgotten to study and keep pace with Company Law, 
Business Law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This is how I landed myself in SUC to teach Company Law 
and Business Law when others told me that it was time for 
me to quit and give way to younger lecturers. I am very 
grateful to SUC for the job when others think that I am 
too old to work. Please network with me for two things 
very close to my heart— (a) if you think that self-defence 
is worth learning in this day and age, when law and order 
break down frequently, and (b) when your family member 
or relative is in police or law enforcement custody and you 
need a counsel. 

My  
Lifelong Learning 
Theme: 

A
B

O
U

T

- Dr. Gan  
Ching Chuan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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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ua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eaching, 
supervision,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on of 
academic departments at the faculty and university 
level. His main area in teaching is Marketing Research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Business. However, 
he has ha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teaching other 
courses such as Marketing Management, Consumer 
Behaviour, Service Marketing, Sales Manage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His academic papers have been presented at man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some 
have been published in variou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indexed journals.

Apart from being involved in an academic 
environment, Dr. Huam has worked as an 
Management Trainee, Agency Coordinator, Unit 
Manager and District Manager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Dr. Huam Hon Tat 
received his B. Applied 
Sc. (Hons), MBA and 
PhD from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 
He is currently the 
Acting Dean of 
Institute of Graduate 
School and Research 
(IGSR) cum the 
Deputy Dean of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FBM) 
at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UC), Johor.

Hi, it’s my pleasure to introduce myself..well, I’m 
Mohd Saipuddin from Bandar Seri Alam. You may 
call me Din too as some people told me that they 
find it difficult to remember my full name =). I 
am 32 years  old this year and was born in 1985.  
I was born in a family of 7. I have lots of interest i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understanding their needs 
and thoughts. My favorite pastime are reading, 

Konstruk ilmu di bumi Selatan,
Cahaya gemilang kejayaan menanti,
Cemerlang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Falsafah kemanusiaan horizon di hati.

- Dr. Mohd Saipuddin 
Sulim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 Prof.  
Huam Hon Tat
(Acting Dean , 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

A B O U T

writing novel & poetry and sometime go exercise 
with my friends. I had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PSI Perak. I hope that I 
can make a worthwhile contribution to Southern 
UC. Thanks to everyone for being so welcoming.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all of you.  
Thanks and will see all of you soon!

授 业 师 者 



Having been engaged in both linguistics 
and TESL for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after 
doing my MA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t 
Macquarie University in Sydney, I see myself 
as an experienced language trainer with 
enthusiasm.  I would like to thank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for having me as a 
lecturer at its English Department where I 
am able to apply my knowledge and explore 
more linguistics related topics with the rich 
resources close at hand in the SUC library.  

Teaching at a tertiary institute like SUC 
involves more in-depth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I truly enjoy chatting with 
young adult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ir backgrounds, needs and ambitions.  
Interacting with youngsters makes me keep 
abreast of the current trend, which enables 
me to communicate with my teenage child in 
a breeze.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colleagues of 
English Department who have given me a lot 
of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since my first 
day at SUC in January 2017.    

A
B

O
U

T

- Ms. Cheng
Mooi Tin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Prof.
Wong 

Tai 
Chee

Wong Tai-Chee was born in Tangkak, Johor State. 
He completed his B.A and M.A degrees in Urban 
Planning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nd 
earned his PhD in Human Geography from th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e taught 
for about 20 years i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Singapore in courses such as 
Urban Studies,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utheast 
Asia, and Geographical Fieldwork and Research 
etc. While teaching, he completed in 1994 
Post-Graduate Diploma of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 programme offered by NT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tself. He was Visiting 
Professor to University of Paris (Sorbonne IV), 
Visiting Fellow to Peking University, Tokyo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After his recent retirement from NTU, he worked 
from 2013-2015 a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urban 
and regional issues, eco-tourism. Besides his 14 
self-authored and edited book volumes, he has 
published widel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Deputy De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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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O U 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as new family 
member i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 have 
been hired as a Lecturer and will contribute 
my effort and work alongside all of you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ducation institution. I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ra 
with Diploma and Bachelor Degree in Hotel 
Management. My first career started with Food 
and Beverage before I moved to hotel industry. 
Thirst of knowledge, I decided to further my 
study in Master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laysia and graduated in 2015.

Before I joined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 
worked in a similar role at Kolej Yayasan Pelajaran 
Johor and KFCH International College. The 
teaching experiences that have prepared me to 
excel in the education arena. I had been involved 
in education for almost 13 years and focused 
more o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field. Now,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a credit to the SUC and 
the students too. I anticipate working with all of 
you efficiently, learning from your experience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university’s success.

What is science, actually?

A more commonly accepted understanding is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act of phenomenon 
observation or experimentation of an object. And 
by doing so, we claim to understand the motive that 
transpires the phenomenon. This directs us to the next 
level, the prediction or forecasting of an occurrence, and 
to some extent manipulation of the outcome. Despite 
the many levels of science, we seem to be conditioned 
by cause and effect. Thus confining science to a single 
phrase “where nothing will happen, when nothing else 
is happening”.

Growth in psychology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has 
transcended to a stage where we scientists are able to 
theorise and provide an approach to distinguish the 
variety of patterns of human mind. Though we have yet 
to be able to read mind, however we are at the peak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where predicting 
can be possible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wards different conditions. 

Frankly, we are immortal. Science does not pose 
supernatural power to spin the world.

The many years of uncounted hours hav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fields such as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education, sports, clinical, and of course,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cientists may not be able to 
answer everything nonetheless they can always lend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us like the saying goes “Never leave home without us”, 
because we are able to manage your employees.

Good day, I’m Dr. Tan. A
B

O
U

T

- Ms.  
Norsarahizah 
Binti 
Sameangan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 Dr.Tan 
Shen 
Kian

授 业 师 者 



First of all, I would thank Southern UC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self in the 36th edition of the 
Southern UC Bulletin. My name is Shamre Liew. I’m 35 years 
ol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Federal Territory of Labuan. I 
attended a Chinese primary school and eventually joined the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 before leaving for Johor to continue 
my tertiary education. I graduated in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from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UTM) Skudai, Johor in 2007 
and obtained a Master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in 2010 from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My first corporate experience 
was with Maybank in Kuala Lumpur where I served as a Remedial 
Executive at the Loan Management Centre. A year later, I was 
offered with a position as Tutor in Universiti Tun Hussein Onn 
Malaysia (UTHM) located at Batu Pahat, Johor until 2015. I’ve 
also gained additional work experience as a Building Manager 
and Centre Manager with other companies after resigning from 
UTHM. Today, I am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part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family !

- Mr. 
Shamre Liew

- Ms. Loh 
Yoke Ling

A
B

O
U

T

A
B

O
U

T

Passions move me forward

I joined the broadcasting industry right after I completed my Bachelor’s 
degree in Communication with National University Malaysia. I was 
involved in film and drama making for our local TV station and 
cinema. What is it like to work in this industry? It is hard!!! You have to 
be multitasking with high EQ (Emotional Intelligence). You have to be 
multitasking to handle A-Z in the production and high EQ to handle the 
people in the production. It was definitely a very amazing experience 
for me. However, people that were working in this industry were not 
recognised and appreciated by others because broadcasting industry 
was not considered as a professional industry. Most of them have various 
experiences in the industry, but lack of a piece of certificate.

In 2013, I decided to change my career to education line. I started my 
Master’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had a major in Screen 
Studies. After I completed my Master’s degree, I have joined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alaya-
Wales to teach broadcast and production.  Now, I have joined Southern 
UC in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re, I realise I have contributed something to our industry which is 
producing more professionals from higher institutions to upgrade the 
standard of the industry. I believe one day film industry will be recognised 
as a professional industry. My passions for filmmaking move me forward 
…. education line is a place where I can express my passions through work.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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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O U T

- Mr. Chan 
Siew Lim

Mr. Chan Siew Lim has been appointed a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s Assistant Professor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um Director of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SPACE) since 3 January 2017.

He worked as a professional manager whereby he was 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of a public-listed company 
in Singapore. Prior to that he held positions of Executive 
Director and General Manager of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and a Japanese firm, respectively. Mr. Chan 
gained thirty-two years of corporate experiences. With 
his vast experiences and understanding of inner working 
of organisations, giving him an unrivalled ability to share 
with students his hands-on corporat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He also travelled and worked in 44 countries.

His areas of specialisation a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factory 
management, farm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glob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sychology.

His keen passion in sharing knowledge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85 whereby he started as an adjunct lecturer 
for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corporate trainer to various 
industry. His teaching methodology is much inclined to 
sharing of experience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Academically, Mr.Chan graduated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nd a Post-
Graduate Diploma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UKM).  In 1996, he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from Technology University, Malaysia (UTM). He 
also underwent training in Quality Management at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Technical Scholarship (AOTS), 
Tokyo Kenshu Center, Japan.

While serving SUC, Mr. Chan hopes to engage, to 
motivate and to inspire students to eventually create 
their own success story.

(Director , School of 
Professional & Con-
tinuing Education)

授 业 师 者 



两校签订师资互换交流机会合作协议，此次交流

计划主要目的为双方互相学习两国教学体系及师

资管理。我校于2016年派遣两位旅游管理相关的

吴燕彬老师及祝圣怡老师前往中国信阳农林学院

进行师资交流。与此同时，在11月6日至19日，

信阳农林学院也派遣了华敏、朱凌奕、姚令华、

李正、张欢欢五位老师，参与本次师资互换交流

计划。

五位信阳农林学院教师在南方大学进行交流期

间，南方大学安排了多次师生交流，包括前往南

方大学五大学院观摩课程，并亲自授课，体验马来

西亚教育模式及与学生互动。

信阳农林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代表姚令华老师表

示交流期间获益良多。他除了了解马来西亚教育

模式外，也深刻感受到南方大学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及以及师生间良好积极的互动；对他往后的

教学而言，有了启发性的作用。

南方大学学院与信阳农林学院

师 资 互 换 交 流 计 划

信阳农林学院的老师也趁本次交换计划了解本地多元种族文化。

姚令华老师也在交流期间为学生举办讲座并分享经验。

本次的交换计划虽短暂但却让老师们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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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方大学学院与日本爱知大学合作办理的现地

教学项目已迈入第三届。2017年3月至6月，爱知

大学的11位学生将在南方大学修习汉语、英语、

马来西亚社会文化、华乐、剪纸、书法、太极拳

等课程，并撰写马来西亚现地研究报告。项目进

行期间，南方大学的26位学生也将作为爱知大学

学生的中文和英文语言伙伴，除了一起温书外，

也负责协助他们日常的生活。

在3月10日的开课礼上，印度籍语言伙伴Iswarya 
A/P Murugaiah和第二次担任语言伙伴的吴家贤

同学不约而同地表示，她们想借此机会认识新的

朋友、了解更多日本的文化，同时将马来西亚的

文化与日本同学分享。爱知大学的学生薮下志绪

莉则指出，她在日本没有机会说中文和英文，所

以她选择来马来西亚参加现地教学项目；而冈田

爱莉同学也表示，她会一些中文和英文，期待在

马来西亚能学习更多新的事物。

2017年日本爱知大学

现地教学项目开课礼

本校师生与日本爱知大学的师生于文物馆进行大合照。

爱知大学的学生代表以中文致欢迎词。

语言伙伴们为远道而来的日本学生准备了精彩的歌唱表演。

国 际 合 作 



“河北之春”新年文艺汇演于2017年1月20日在

南方大学学院智雅大礼堂揭开序幕。

本次的表演主要是由石家庄学院的学生为大家呈

现。表演充满了中国民族音乐韵味与特色的舞

蹈、乐器演奏及独唱表演。 

此次两校的合作可说是非常难得。这一次的联合

演出除了能够促进两校学生之间的情谊也能够让

本校的师生对中国的文化艺术有更深一层的了

解。另外，南方大学学院也派出学生代表与石家

庄学院的学生一同呈现表演，其中包括了24节令

鼓队为大家呈献的开场表演、潘佳玉同学进行独

唱及南方热舞社所带来的街舞表演。其中，最为

亮点的是武术团的成员与石家庄学院的李可欣同

学一起联合演出。李可欣同学以琵琶独奏一首 

《十面埋伏》，本校的学生则在演奏间中配合该

曲的节奏呈现武术表演，可说是中华传统完美的

结合。

河北之春
新年文艺大汇演

石家庄学院代表师生及南方大学老师于表演结束后留影。

当晚会场的气氛欢腾，表演也贯穿中西文化，这

场表演可说为南方大学学院点燃了春节气氛。

当天中午石家庄音乐学院院长姚秀梅教授也于文

物与艺术馆举办专题讲座《中国民歌艺术》，与

我校师生探讨中国民歌现代歌唱艺术及发展模

式。姚院长也于文艺汇演中以完美声乐做为“河

北之春”压轴表演，让整晚活动以完美谢幕。

以下为石家庄学院学生所呈现的表演曲目：

1.双人舞:《恋》 表演者：赵贺龙 王俊雅

2.二胡独奏:《战马奔腾》 表演者：周兴

3.古筝二重奏:《瑶族舞曲》 

  表演者:高川舒 田嘉歆

4.独舞:《蒙古人》 表演者：赵贺龙

5.笛子独奏:《鹧鸪飞》 表演者：周昊

6.琵琶独奏:《十面埋伏》 表演者：李可欣

7.三人舞:《邵多丽》

  表演者:崔明泽 李润泽 王俊雅

8.器乐合奏:《茉莉花》 

  表演者：周兴 周昊 高川舒 李可欣 田嘉歆

9.女声独唱：《梅花引》《亲吻祖国》 

  演唱者：闫欢

  伴舞：崔明泽 李润泽 王俊雅 李可欣 田嘉欣 

  高川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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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欣以琵琶为观众们演奏《十面埋伏》。

闫欢以动听的歌声为观众独唱两首歌曲。

演绎一段双人舞需要表演者之间十足的默契。

蒙古传统舞蹈可说是于马来西亚较少见的表演。

姚秀梅教授的压轴演出获得了台下观众如雷般的掌声。

国 际 合 作 



2017年会员大会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于3月11日举办2017年度会

员大会。会长拿督陈洺臣在会上汇报校友会会务

与母校的最新发展概况，他鼓励会员们多参与及

支持母校和校友会的活动。同时，他也呼吁有专

长的校友回来协助推动母校的运作和发展。

812【一起回家】校友回校联谊晚宴

会长拿督陈洺臣于会上宣布，校友会将与中马区

校友会将于8月12日联合举办第一届的【一起回

家】校友回校联谊晚宴。届时欢迎校友一起回家

重走校园路，重温校园梦。他也期盼每一届的

校友都能携带家眷共同参与，当晚也会邀请资深

的退休教师出席，并以温馨且精彩的节目与佳肴

美酒招待。欲了解详情的校友，可联系南方大学

学院校友会执行秘书颜嘉钧小姐（联络号码： 

07-5586605分机181或016-7077670）。

2天1夜海上度假村之旅

会员大会结束后，25位会员携带家眷参加由校友

会康乐组所举办为期2天1夜的海上度假村之旅。

此活动目的主要是增进会员的情谊，让参与的成

员，放下繁忙的工作，好好放松心情享受温暖的

阳光和大海带来的安逸，透过互动游，让大家留

下美好的欢笑和回忆。

企业聚餐分享会

南方大学学院学术组于4月19日(星期三)晚上7点
于大马新运海鲜酒楼举办本年度第一场企业聚

餐分享会。这次的分享嘉宾为Aqina Group的总

裁拿督陈金龙。位于北干那那的Aqina乃新马两

地“鸡”畜牧与销售的市场龙头老大，同时亦种

植特种香甜的黄梨出口。

拿督陈金龙分享他的创业历程，他的金句是：宁

可错过而少赚，也不要有亏损的机会。

校友会将于8月12日举办【一起回家】校友回校联欢晚宴。

- 南 方 大 学 学 院 校 友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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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1夜的海上度假村之旅——会员与家眷合影。

企业聚餐分享会——校友会会长拿督陈洺臣带领参与者与拿督陈金龙（前排左五）合影留念。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召开2017年度会员大会。大家带着美好的心情准备离开度假村。

南 方 校 友 



陈国洲一路从证书班、专业文

凭班到现在学士班，见证了南

方大学学院许多的改变。这也

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不同的人

与事。他认为，大学生就应该

尝试不同的东西，因为大学校

园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环境，有

许多东西是过去在中学生涯中

没办法接触到的。

国洲曾经担任学生总会的主

席，在这之前则担任学生总会

的福利部理事。他认为，大学

生不一定得参加很多活动，毕

竟学业还是很重要，但至少得

陈国洲 Tan Kok Zhou 
市场行销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Marketing

进入到不同的领域之中。而这

些经验将会非常难得，对学习

与日后的发展都非常有帮助。

每一个职位角色都是一种尝

试，一个发挥的平台，一个机

会。他一开始担任学总福利部

时，看到许多过去不曾发现的

问题。如何有效解决学生面对

的问题是他首要的任务。学总

主席又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

平台，需要在学生与校方之间

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对他而

言，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2013年度

南方之星

黄雪婷  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凭

张俊彦  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凭

张金翔  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凭

王山潜  中文专业文凭

林君艺  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凭

李圣祥  中文专业文凭

林敬翔  软件工程学士学位

沈澔翔  英文学士学位

蔡建文  3+0会计与金融学士 

  学位

罗子翔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部

梁德耀  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凭

梁艳凌  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凭

李俊扬  多媒体设计专业文凭

郑国胜  金融分析专业文凭

赖楚殷  英文学士文凭

李美琳  金融分析学士文凭

李权超  软体工程学士文凭 

李宽裕  中医双联学士学位

钟沅臻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部

2016 年度南方之星
Southern Star Award 2016

2013-2015年度
历 届 南 方 之 星 回 顾

2014年度

南方之星
2015年度

南方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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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伟来自大众传播系，是现任

学生总会的主席。他认为，参

加活动赋予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重要的意义。因为参加活动不

只让自己成长，还能在踏入社

会前结交一群合作伙伴，彼此

交流，互相学习。

谈到自己加入学生总会的原

因，他认为在民主的校园内，

总是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学生争

取权益，反映学生的心声。而

学总就是这样一个组织，解决

学生在学校面对的问题，同时

做为学生与校方之间的沟通桥

伟杰来自工程学院，曾经举办

过各种大小的活动，目前已经

开始自行创业。他和陈国洲一

样，在2014年加入学总，担任

总务一职。透过学生总会获得

各种承办活动的机会与累积经

验，这多得学长的提拔，愿意

给他机会。

他认为，当职位越高，肩上的

责任就越大。若还没准备好，

就应该先搁着，等到将来准备

好了，再把握机会也不迟，毕

竟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他认

黄伟杰 Wong Wei  J ye
软体工程学士学位 

B achelor  of  I nformation Technolo gy in 
S of t ware Engineering

为，机会总会有，若在还没有

准备好的情况下接手工作，会

成为团队的一个负担。

学生总会这个平台让他有机会

参与各类的对外交流活动，除

了扩展人脉之外，还可以学

习各种人际沟通技巧。现在刚

好让他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大家一起出来创业。而过

去在南方大学办活动的经验，

对他现在的创业有很大的帮

助，少走许多冤枉路。

李卓伟 Lee Zhuo Wei
大众传播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梁。他秉持的理念是：任何事

都从学生的角度思考。

在担任学生总会主席后，日常

事务繁多，同时还得兼顾课

业。卓伟告诉自己，只要还有

时间睡觉，就不能说自己累。

由于时间有限，而计划总是赶

不上变化，因而时间都拿来做

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而不会

冀望能够样样兼顾。至今为

止，身为学总主席的他，依然

投入新生营的活动之中，希望

可以用自己有限的力量感染这

一群大学新鲜人。

南 方 之 光 



庄家汶 Chong Jia  Wearn
金融与投资学士学位 

B achelor  of  Finance & I nvestment

Run for Southern是南方大学学

院学生总会筹办的最大型活

动，目前已经来到第三届。第

二届破纪录一共吸引到一千两

百多位的参赛者参与，已成功

打响本校名声。庄家汶正是第

二届活动的主席。

家汶曾是学生总会的理事成

员，当初是在前任主席蔡健文

的邀请下加入学生总会服务。

总会内部一开始讨论筹办Run 
for Southern时，蔡建文就力荐

家汶担任第二届Run for South-
ern的主席，家汶也欣然接受这

项具挑战性的任务。

Run for Southern是一项大型活

动，团队人数更达200位左右。

因此，对家汶而言，如何领导

这一个200人的团队是最大的挑

战。回想当初遇到过的棘手问

题，他认为人事问题最复杂。

如何协调好每个人的步伐，解决

内部分歧，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幸好在师长的协助与提点之下，

所有的困难都一一克服。

他认为，承办Run for Southern得
到的另一项宝贵经验，是学会让

自己在课业与活动之间取得一个

平衡。来自课业与活动的压力迫

使自己学会兼顾两者。

黄国威 Vong Kok Wei
金融与投资学士学位 
B achelor  of  Finance & I nvestment

黄国威来自金融系，喜好运

动，尤其是足球。他目前担任

本校学生总会体育部理事，也

是2016年运动会主席。根据运

动会的传承精神，每一届担任

总协调一职的学生都会尝试竞

选来届运动会主席，肩负重担。

2016年运动会最为人津津乐道

的是首次举办夜间运动会。往

年的运动会都选在周末早晨，

面对不少的问题。因此在师长

的提点与建议下，他与团队们

才决定将赛会改在晚间举行。

然而，夜间运动会依然有许多

问题待克服：如何克服夜间灯

光不足，以保障运动员的安

全，音响设备的架设等等。其

中流程的安排才是最困难的，

如果时间控制不得当，整体竞

技赛会就会拖延至凌晨。

2016年是南方大学的运动年，

这一年本校在校外竞技表现优

异。本校的校队代表在全国

大专运动会获得不错的成绩。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本校

的学生有机会与其他的选手交

流，提升运动水平。因此，学

总体育部2017年的目标是改善

校内的运动设施，让校队能在

完善的环境中训练，为两年后

的全国大专运动会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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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江瀚来自艺术与设计学院，

也是柔佛州武术队的代表兼队

长。他从中学就开始参加国内

外的各种比赛，获奖无数。最

高的荣誉包括第25届全国太极

拳冠军，也曾代表柔佛州出战

2016年第十八届马运会，并在

太极剑项目之中获得铜牌，为

州争光。

江瀚自小就喜爱武侠片，十三

时岁父亲决定送他到武术班，

接受基本训练。而教练也觉得

他的体质非常适合学习太极

拳，就这样踏上武术的道路。

江瀚目前致力于推广武术运

动，它除了可以做为防身用途

外，还可以强身健体。而武术

运动在马来西亚，甚至其他国

家也逐渐普及。现在可以看

到，这项运动不再是老人专属

的运动，它开始慢慢年轻化。

最明显的趋势是这项运动走入

校园，在中小学中成为其中一

项课外活动，让更多学生有机

会接触此运动。与此同时，它

更被列入马运会、东运会与亚

运会的竞技项目之一，可见其

地位已经备受肯定。

南方之星 林江翰 
多媒体设计专业文凭 
D iploma in  Multimedia Design

骆永兴 Loh Eng Heng
中医双联学士学位
B achelor  of  Tradit ional  Chinese M edicine

永兴来自霹雳州安顺，小学时

对课业没有要求，成绩自然而

然的就没有很好。上了中学

后，下定决心开始发奋图强，

将课业搞好，才不会枉费父母

辛苦赚来的学费，同时也对自

己有个交代。

当初选择南方大学学院中医

系，是经由朋友介绍得知，南

方大学拥有自己的中医教学大

楼、草药园、门诊部，而且在

本地修习3年后，还能到中国

进行2年的学习。

课业上，永兴会时时鞭策自

己，努力学习，是系上的资优

生。但是他也知道要适当地放

松自己，不能只顾着读书。由

于会吹奏笛子，所以加入本校

的艺弦乐团，参与各类的演出

活动，学习课堂上所不能学到

的东西。谈到自己课外活动的

经验，他觉得可以学会带领一

个团队、人际沟通，提升自己

的处事与应对能力。所积累的

经验与能力就得以在日后发挥

作用。

南 方 之 光 



黄建杰 Wong Jian Chiat
大众传播学士学位 
B achelor  of  Communic ation

南方大学的师生对黄建杰的认

识是在学校大型活动中担任主

持人的印象。学校各类大型

的官方活动，如校庆、师长节

与运动会等等，乃至学生活动

如家在南方、活力校园等等，

都可以看到建杰的身影。他能

够主持不同性质的活动节目，

经验非常丰富。他同时也是

NTV7与8度空间的校园主播。

谈到主持的专长，这是源自中

四时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当初

甚至没想过会踏上主持的道

路。当时学校正举行一项活

动，需要主持人，忽然就接到

老师的任命必须上台担任主

持。有了那次经验后，渐渐喜

欢上主持的工作。他认为这或

许是性格使然，因为他喜欢在

大众面前谈话，带动现场观众

的气氛，这让他享受当中的乐

趣，获得满足感。

主持是一项非常具挑战性的工

作。这份工作需要随机应变、临

场发挥、清晰的咬字与自信心。

这些条件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达致

的，而是透过长时间的训练与积

累，才能有今天的表现。

戴东裕 Tai  TongYee 
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凭
D iploma in  Journalism

戴东裕来自本校新闻与传播

系，是一位在音乐方面相当有

才华的学生。他曾在校内外许

多活动中担任音乐总监、制作

与乐手。他的音乐之路，始于

12、13岁时参加教会活动中接

触到乐器。最先开始接触的是

鼓，之后慢慢爱上了其他乐

器，包括吉他与电子琴。更难

得的是，由于从小家境贫穷，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东裕透

过自学的方式学习这些乐器。

然而，东裕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也不是这么顺遂的，也曾经遭

遇瓶颈及挫折。演出讲求临场

的默契与配合，他曾经因为经

验不足与临场发挥不佳而备受

批评，信心遭受打击。幸好获

得雇主的谅解与提拔，才有机

会继续改进，透过不同的尝试

累积经验。

对东裕而言，能获得不同机会

的尝试，接触不同的人与事

物，代表着更多的学习机会。

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演出是到刁

曼岛协助一场婚礼表演，和伙

伴带着所有乐器到这么漂亮的

地方演出是非常难得的。未来

的他，依然会在音乐领域里享

受其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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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艺 Tan Hui  Yi
旅游与酒店管理课程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Programme

陈慧艺来自旅游与酒店管理学

部，最让人印象深刻是，她在

校内各类大型活动担任礼仪大

使，向外界展现南方大学学院

最美的一面。

慧艺当初是在系上老师的推荐

下参与礼仪大使的培训，学习如

何招待贵宾，各种礼节以及仪

态。培训的过程一点也不轻松，

需要留意各种各样微小的细节。

唯有将各种细节做到最完美，方

能呈现出最美好的一面。

从毕业典礼、国际教育感恩大

楼启用仪式，再到马英九先生

主讲的人文大学堂讲座，慧艺

接触到来自不同领域的贵宾。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马英九先

生的讲座，因为这是学校相当

大型活动，是国内外媒体的

焦点，出席人数众多。因此，

如何接待贵宾、学习跟别人沟

通与临场应变，都非常具挑战

性。同时，这也让她的视野比

以前更广了。

俊源来自大众传播系，参加

过许多校内外的各类活动，

包括学生会、新生营以及志

工活动。他的另外一项专长

是拍摄与制作影片，喜欢透

过短片的方式去引起社会大

众的共鸣，曾经制作过许多

Astro新闻短片与公益短片。

参加活动的经验让俊源觉得态

度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事情都

从梦想开始，千万不能因为一

点小小的挫折就中途放弃。俊

源分别在两届的学生总会之中

担任不同职位，两年的经验让

他学会如何质疑看似理所当

然，却内含不合理的事物，从

中分辨是非。最大的收获是人

际关系的扩展，可以接触到不

同的人，结识不同的朋友。

俊源自专业文凭开始就在本校

就读，过去一直都有参与新生

营的活动，最近更尝试担任

辅导员，希望可以将自己多

年来在南方大学生活的经验

分享给学弟妹，帮助他们顺利

融入大学生活里。他认为，

大学经验非常难得，应该好

好地在课业与活动领域里好

好尝试而不偏废任何一方。

黄俊源 Wong Jun Yuan
大众传播学士学位 
B achelor  of  Communic ation

南 方 之 光 



蔡建文，这名字对南方大学学院的师生来说，并

不陌生。他毕业于南方大学学院，并取得威尔士

大学金融与会计系学士文凭，同时也是南方大学

学院第20与21届学生总会主席。如今的他，是柔

佛州行政议员同时也是柔佛州旅游、商贸及消费

事务委员会主席拿督郑修强的秘书及特别助理。

办公地点位于柔佛州州政府办公室的他，工作内

容很广，其中涵盖了书面工作以及陪同上司拿督

郑修强一起出席活动等大小事务。该部门也负责

柔佛州华人民族与华团的事务，如协助柔佛古庙

游神。

着重教育 编织梦想

谈及蔡建文现在的成就，就得从他自小的教育说

起。从小，家教严格且十分注重教育的父亲，便

灌输“读书才能出人头地”及“再穷也不能穷教

育”这两个观念给孩子们，希望他们能把此精神

传承下去。“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父亲便要我

抄写‘我是蔡建文，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长大

以后努力读书，报答父母’这句话，为的是要让

我时刻警惕自己。”

而关于“有用的人”这点，蔡建文表示父亲从不

干涉，让孩子们自由发挥去从事自身的兴趣。对

他来说，梦想没有对错并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而

他从小的梦想是当首相，至今仍未改变。

因有了这个梦想，蔡建文从小便立志往这方面发

展。由小学至中学都争取当班长、巡查员及总学

长；中学参与跆拳道后也从团长升至教练；加入

南院大学基础班后也成为会长，更在隔年当选学

生总会主席。

把握时机 朝梦想迈进

肩上一路背着领导担子的蔡建文认为每个人都能当

领导，成为领导后权力越大，能帮助的人也越多。

在学总主席任期即将结束时，经陈再藩老师的介

绍下他参与了由伊斯干达特区举办的柔佛和谐大

使并成功入选。如今两年的任期结束了，他很幸

运地进入了青年国会，这让他更接近中央领导，

对他来说是个里程碑。而华校背景并无对他位于

州政府单位的工作带来不便，反而带来更多不

一样的体验。“很多人觉得语言是问题，但其实

不然。虽说国中较常接触友族同胞，但在南院也

有机会，而我们也无语言障碍，能说一口流利华

——蔡建文

“用自己的信念，
    看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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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英语不明白也能用华语翻译，相反在国立院

校只能以英马双语，这就是个语言上的捷径。”

吸取经验 从中学习

在南院的时光也让蔡建文留下许多深刻的回忆，

其中可分为学生总会、课堂呈现及他所领导经营

的“魔力点子”三个部分。

“第一，是课堂呈现的部分。老师们会让学生勇

于发言，并不介意语言是否流畅，让学生从中建

立信心；第二，是我和其他四位同伴所经营的 

‘魔力点子’，当时我们必须和校长及各部门详

谈我们的概念与发展，那是个很好的创业体验；

第三，是竞选学总，这让我深刻感受到浓浓的人

情味，大家知道你没经验，但明白你有一颗想为

学校出力的心，因此都非常愿意支持你，这点让

我感到十分暖心。”

在学总任期内所建立的人脉也无形中在他生活里

创造价值，并在其他活动及私人领域中建出很好

的桥梁，工作机会更是最重要的一点。

坚定信念 创造价值

看似一帆风顺的蔡建文，也有低潮的时刻。起

初，毫无经验的他曾被拒绝、打击与质疑。但他

谨记着父亲说过的一句话，“被拒绝或遇到挫折

是种磨练和成长”，而他本身也秉持着“杀不死

自己的都是成长”这个积极的信念来度过每个难

关。“今天的我就像在汪洋中，一直游还没上

岸；纵然辛苦，但我知道我的终点在哪里，别人

感受到你的真诚就愿意相信你。”

展翅追梦 不让青春留白

虽然毕业了，但蔡建文也十分关心母校的发展。

他表示，南院生大多都会矮化自己，这是错的观

念。他认为学弟妹应该秉持着“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精神，去看到与实践自己的可能性，争

取身为学生应得的。“我自身有个想法，那就是

与其到名校去当最后一名，不如到一所小而美的

学校开展无限的潜能，自己也更容易被看见走得

更远，学校的名气也能间接被带起来；就如戴佩

妮学姐提过的“小人物大梦想”，学生们来到有

空间的大学就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去

实践梦想让青春不留白。”

建文目前工作为拿督郑修强的秘书及特别助理。

建文也希望学弟妹们能够把握机会勇敢追求梦想。

南 方 之 光 



“教育能改变你的一生。”
   ——来自招生与入学处刘福强处长的叮咛

刘福强 
招生与入学处处长

招生与入学处简介

招生入学处的成立，是为了推广南方大学学院的办

学理念，并为莘莘学子开拓一条康庄的大专之路。

对内的服务宗旨是在提高新生人数的同时招揽高素

质学生入读；对外则是定期筹划并参与各项招生工

作与宣传活动，如参与各校主办的教育展，到各地

中学为学子们提供升学资讯及友善的服务。此外，

本处也提供各类辅导与激励讲座，除了帮助学生更

了解自己、开发无限潜能外；也针对学生对课程的

需求给予协助，进行相应的升学辅导工作，让即将

高唱骊歌的学子有机会了解本校各学部的相关讯息

与近况，使学生在未来的求学道路上，有更清晰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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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了N百次：“嗯…你们的课程有没

有被承认啊？”、“新加坡承认的吗？”

、“可以在新加坡找工作吗？”、“你们

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教学？”诸如此类问题

的生活中，招生队员一次次完成了既挑战

又富有意义的工作。刘处长说：“所谓挑

战，不仅仅是以‘现实’的成绩来断定学生

所能报读的科系；还要取得学生本身的认同

及家长在财力及精神上的支持。能够改变学

生的学习生涯及对未来的憧憬便是这份工作

最富有意义的一面。正确地开启了人生的第

一步，即是通往人生教育的成功之道。” 



“教育能改变你的一生。”
   ——来自招生与入学处刘福强处长的叮咛

“如果不具有阿Q精神，你就

绝对不适合在招生处工作。”

许多其他部门的同事觉得招生

工作很“好”做，讲讲话、填

一填资料就好。殊不知那种凌

晨3点开车，7点前要抵达吉隆

坡的路途压力；三餐不定或要

孤身一人开车到北马，过程中

要独自面对所有的不安全感；

去到东马又担心赶不上飞机，

天天做空中飞人的辛酸…在

别人眼中只幻化成淡淡地一

句：“你就好咯，又可以坐飞

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今年播下的种子，等待

明年的收割，这就是招生的

苦！而招生的乐，便是当你看

到学生们毕业、带上四方帽时

的那一份成就感。

黄新荃 
国内学生招生组主任

父母辈那代人许多靠着勤劳、

毅力、双手与血汗的实践，为

我们这一代铺垫出人生的康庄

大道。由于接受教育的机会匮

乏，我看见了上一代人多用劳

力生活的艰苦与无奈。想要改

变，唯有通过教育。父亲常常

叮嘱我：“教育，可以改变一

代人。”于是我加入高等教育

的最前线，试图为每一位即将

开始人生新篇章的学子点亮一

盏明灯，引领他们迈入适合自

己的发展轨道，培养一技之长

日后得以谋生。在日日实战的

经验中：我更深刻地体悟到 

“无知，比贫穷更可悲。”这

番话的道理。南方之路漫漫

兮，身为校友的我祈愿母校浩

气长存、自强不息，才能“铸

英才泱泱、大业誉无疆”。

李晓珺
国内学生招生组副主任

升 学 之 道 

一群志同道合的“南方招生队员”日常都以
各自的学习经历与人生感悟，秉持相同的
教育理念在最前线为招生而努力，各自认
为... 



在 教 育 行 业 已 有 5年 的 时

间。“教育”这个字其时非常

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一个人的

人生以及一个国家的未来。如

果把教育形容成一个商品,那

它将会是世界上最难卖的产

品。因为你不能随心所欲,违

背良心去销售或推荐。招生队

的责任便是依据学生的兴趣与

能力去指引他们该去的方向。

我会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坚守

着在南方大学招生入学处的岗

位，为学生、社会以及国家建

设更美好的未来。

陈仙丽 
执行员

曾经也是成绩不理想的我觉得

自己没救了，所幸在大学遇到

了伯乐，让我改变了很多观

念。在接触了招生工作后，看

到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想要

放弃升学，我只能用自身经历

告诉他们：“成绩不能决定一

生，后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

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

然听起来很老套，但却深深地

烙印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在

南方大学1年半的时间里看见

同学们来来往往，毕业后能找

到自己的方向是最欣慰的事。

林志得 
助理执行员

加入招生与入学处不知不觉已

经迎来第三个学期，无论何时

我们都希望学生能够继续他们

的升学之路。每个学期都有不

同的脸孔前来询问课程，当中

有迷惘的、胸有成竹的、听从

父母意见的甚至于成绩不理想

的，各式各样的毕业生都希望

在招生处寻求指导。人生，常

常需要做出许多重大的决定；

相信加入南方，一定会是个正

确的决定。南方的学子们，加

油了！

郑凯欣 
助理执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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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工作坊让中学生更加了解本校课程。

同学们透过参与工作坊了亲自尝试艺术与设计系的课程。

来自永平国中的学生到南方大学学院进行升学辅导。

学生们透过工作坊发掘自身的兴趣及寻找自己的目标。

升 学 之 道 



南方大学国际学生人数近年有显著成长，目前有

来自中国、印尼、泰国、菲律宾、日本、韩国等

国的留学生或交换生，就读本校学士及硕士课程

或短期学习。

南方大学现在有一个国际留学生处，专门负责招

生及处理国际学生的事务，是国际学生接触南方

大学的“第一个站”，日常也提供国际学生各项

服务，是国际学生的“家”。

远离家乡  投入南方
——国际留学生点滴在心头

Nitacha Thongkling来自泰国
商业管理文凭一年级

Revie 骆薇仪来自印尼
商业管理文凭一年级

Revie很小就来到马来西亚，小学就读新山的华

文小学-国光一小，自此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

中学毕业时，她还犹豫不决要选择哪所大学深

造，最终她选择了南方大学。问其原因，她不假

思索地表示这里除了课程以英语教学，也保有中

文的学习氛围，这正是吸引她之处。

目前她也是企业与管理学院学生会的理事，基于

对韩语的兴趣，她也加入韩语社，希望借此可以

深入了解韩国的社会、文化。

文 / 陈锦松

Nitacha通晓四种语言，包括华语、英语、马来语

及泰语。她认为马来西亚的环境舒适，空气质量

好，是其最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地方，相对于她居

住的泰国首都曼谷，她认为这里就像远离尘嚣。

此外南方大学经常主办各类讲座、文艺演出及交

流活动，有助大学生吸收外来知识，增广见闻。

她在校加入两个社团：爱心社及狮子会（Leo 
Club），她表示参加这些社团活动使她有机会帮

助弱势群体，培养个人的社会关怀。

南方大学所处的新山，在马来西亚半岛的最南

端，靠近新加坡，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性位

置，大量外来资金的入注，带动经济、文化及教

育蓬勃发展。

马来西亚的生活费低、环境优美、社会安定，同

时是融合东西文方化的交汇处，华、巫、印三大

民族和睦相处，丰富了多元文化的特质。

南方大学的外国留学生，身在其中，感受城市的

脉动，体会丰富的校园文化，为个人的学习生涯

奠定基础。

四位南方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且听他们娓娓道来

南方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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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在2013年来到马来西亚，当时就想报读南方

大学课程，无奈在中国只完成中专学历，不得其

门而入，因此选择到马来西亚另一所学院先就读

证书文凭课程。

费时2年时间取得证书资格后，她再敲南方大学之

门，最终被本校正式录取，如愿进入南方大学。

一般人对会计课程望而生畏，特别是数学不好的

学生总觉得很难，但陈颖却不担心困难，她认为

选择科系，兴趣更重要。她希望通过努力，将来

能成为合格的特许会计师。

最令她纳闷的是，在马来西亚吃的福建面在中国

福建却未曾见过，她想这种烹调做法或许是福建

人结合当地文化独创出来的。

她认为南方大学的学生充满活力与动力，因为校

方给予很大的空间让学生发挥，通过活动培养自

己的管理与组织能力。

陈颖来自中国福建宁德
会计文凭一年级

李鑫来自中国安徽滁州
中医预科班

李鑫今年1月才到南方大学，他两年前曾到过马

来西亚旅游，自此留下深刻印象。他从小就对中

医很感兴趣，主要受到母亲宗教信仰的影响，特

别是救人济世一直是他的志向。想到南方大学有

开设中医课程，他不假思索就报读南方大学，追

求梦想。

他认为马来西亚的饮食种类多，非常合他的口

味，其中他特别喜欢海南鸡饭，还有印度抛饼。

他刚来到马来西亚，由于马中两国的文化差异，

有时会因为语言表达的方式不同，陷入一些误

区，引起误解。

他到过槟城、马六甲、吉隆坡，觉得马来西亚有

不少宜人的景点。

对学校主办的企业家大讲堂，使他更了解新马两

地企业家的奋斗历程。

升 学 之 道 



《家在南方》是一场由学生全力打造的校庆汇

演，从第一年的《家在南方之SOHOT》、到 

《家在南方之我们的故事》和《家在南方之牵手

回家》，每一年都在尝试着创造不一样的剧情。

而在2016年，学生们突破回顾历史、颠覆传统的

手法，硬生生地将童话与神话结合，即使奇葩

怪异，但学生们也毅然坚持。2016年11月11日， 

《家在南方之再见》成功登场。

　　

《家在南方》也是南方大学学院的学生活动品

牌。学生们一直秉持着“南方磁场，活力校园”

的精神传承校园活动。南方大学学院的学生更借

此平台去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同时让自己

的大学生涯不留白。如今，参与的学生也依然有

增无减，活动精神永续。

　　

《家在南方之再见》描述东方神话传奇人物孙悟

空遇上西方童话里的白雪公主的无厘头爱情故

事。它结合戏剧、歌唱、舞蹈、音乐及武术，并

且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大汇演，创造出的爱情喜剧。

我们希望揉合各种元素，创造史诗般的大汇演。

《家在南方之再见》
 ——当东方神话遇上西方童话

家在南方闹一桩，悟空白雪穿时光，

侏儒同欢喜洋洋，活逮悟空闻一上，

武夫流氓四处张，泰山就义血一滩，
奈何悟空舍身亡，再见白雪心莫忘。

本次的家在南方以孙悟空和白雪公主作为故事背景发展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参与演出的同学以精湛的演技获得台下如雷的掌声。

节目组也精心策划为表演者们设计了独特的妆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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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活力校园，一个属于南方孩子的舞台。

我们坚持传承，因为在南方，不只有课堂上的学

习，也有课堂后的精彩！

我的活力校园，在乎的不是我们积累了多少努

力，而是我们吸引了多少南方的孩子一起站上这

舞台，一起展现自己独有的特色！一起在这场活

动里留下美好的回忆。

《南人味》的主题由来，从一个南方的人情味、

到男人味、再到如今的南人味。它对我们来说是

一种情感，也是一种陪伴。因为来到了这里，我

们就会不知不觉的“乐在其中”！现在，这主题

也慢慢的在这学校里传起了一份情感，唤起了一

股来到南方大学学院里的“谊味”。

《南人味》本次召集了12个表演社团参与表演，

也邀请了校内所有的社团以及活动单位一同共襄

盛举！此外，我们也邀请了中国河北交流月及日

本爱知大学的同学一同演出，为本次的活力校园

增添了更多异国的色彩。

2017年，有了南人味，接下来我们还有家在南方、

离开地球表面、Run For Southern、运动会等！

我的活力校园，我们明年见！

我的活力校园 
- 南人味 -

筹工委们与表演者在活动结束后摆出“南人味”的招牌动作留念。

跆拳道的表演者以一招“旋风脚”将木板踢飞。 二十四节令鼓是本校不可缺少的社团表演之一。

南 方 社 区 



南方大学大事纪要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Main Events 
(October 2016 - April 2017)

10.10.2016
本校青创会青年团举办大型现金流理财游戏， 

60位学生学习理财知识及提高财富智商。

Southern UC PUMM Youth had attracted 60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sh Flow Games and increase 
their financial intelligence.

22.10.2016
南方中医院在举办《从中医角度探讨三酸甘油》。

叶莉珠中医师分享中医如何看待血脂升高的问题

及应对方法。

Southern TCM Centre held a talk entitled <Exploring 
Triglyceri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M>. Physician 
Yap Lee Choo shared her knowledge of the triglyceride. 

31.10.2016
《人文大学堂》第二场演讲移师到吉隆坡星洲日

报总社文化厅举行,由凤凰卫视高级总策划王鲁

湘教授主讲《中华文化与新旧丝绸之路》。

The <Great Humanities Learning Seminar> 2nd 
Lecture had been held at the HQ of Sin Chew Daily. 
The renowned Chinese scholar, Prof. Wang Luxiang 
talked on <Chinese Culture and Silk Road>.  

05.11.2016
本校举办41周年校庆庆典。大会颁发第四届杰出

校友奖予6位在独中任教的穆斯林校友。香港法

住文化书院院长霍韬晦教授受邀为《人文大学

堂》演讲，主讲“文明的冲突与化解”。

The 41st Anniversary of Southern UC has been  
celebrated. The 4th Excellent Alumni Award has 
been presented to 6 outstanding Malays Alumni in  
Education.  Chair Prof. Tou-hui Fok gave his lecture 
o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06.11.2016
本校与马中多个团体联办《刘三姐》大型中国民

族彩调歌舞剧，吸引逾两千名观众捧场。此活动

为本校筹得3万8千令吉发展基金。

Southern UC and a few organisations from Malaysia 
and China had co-organised a Cultural Performance 
“Liu Shan Jie”. This performance had attracted 2,000 
audiences. It had successfully raised RM 38,000 as the 
development fund for Southern UC. 

13-22.10.2016
拿督郑修强州行政议员为《陈锐利第29场个人画

展》主持开幕。陈锐利展出20幅最新作品，并捐

献两幅名作予本校，由张瑞发理事长接领。

Johor State EXCO Datuk Tee Siew Kiong officiated 
the < Tang Juey Lee 29th Solo Exhibition>. Dr. Chong 
Swee Huat received 2 masterpieces donated by Mr. 
Tang to Southern UC. 

14.10.2016
中国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教授为《亚洲共同体文

学讲座》主讲，分享“一带一路”对高等教育的

机遇和挑战。

The President of Huaqiao University, Prof. Jia 
Yimin gave a lecture on <One Asia Foundation Lecture  
Series>. He shared his thoughts on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s of the universities under ‘One Belt One Road’. 

17.10.2016
主办《面包女孩》播映与交流会，邀得导演林丽

娟分享性侵问题处理方式对受害人的影响。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rganised the screening and sharing session of <Bite> 
by Charlotte Lim. She shared the sexual abuse issue 
and its impacts on the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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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016
学总属下50多个团体的逾300位学生参与此项

以“再见”为主题的文艺大汇演。张文强董事长

在会上颁发“优秀社团奖”和“南方之星”奖。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entitled “Bon Voyage- 
Home at Southern UC” involved more than 300  
student performers. Datuk Teo Ah Khiang  
presented the “Excellent Organisation Award” and the  
“Southern Star Award”.

12.11.2016
本校联合柔佛摄影学会举办《摄影100大赏3.0》，

展出来自大马、英国、日本、新加坡和印尼100
位摄影师的103幅优秀摄影作品。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Johore and Southern 
UC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co-organised <100  
Photographic Showcase 3.0>. 

15.11.2016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先生莅临为《人文大学堂》

主讲“中华文化与世界华人的未来”，吸引逾

2300名各界人士参与，并获媒体大肆报导。

Mr. Ma Ying-jeou visited Southern UC and gave a 
lecture entitled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world >. The lecture had attracted 2300 
audiences and reported by different media.

19.11.2016
本校主办《第四届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

议》，来马中港澳新五国著名大学的30名学术专

才在会上发表发表专题论文。

<The 4th 21st Century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ummit 2016> had invited 30 academicians from 5  
different countries to share their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19.11.2016
本校南方诗社举办《南方夜吟：世界华文诗歌朗

诵会》。来自马中港澳新五国的20位著名诗人以 

“品酒赏诗”的方式进行文学聚首。

Southern UC Poetry Society had organised the 
<World Chinese Poetry Recitation>. 20 poets from 
5 countries shared their passion and thoughts in the 
joyful literary gathering.

19.11.2016
本校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荣誉所长暨南方出版社

社长郑良树教授与世长辞，乃本校一重大损失。

The Honorary Director of RICEC cum Director of 
Southern UC Press, Prof. Tay Lian Soo had passed 
away. His death is a great loss to Southern UC. 

21.11.2016
本校中医药学院举办第二届授袍礼及叙别晚会，

理事长和校长勉励16位结业生力求上进及秉持 

“大医精诚，广爱为仁”精神。

A farewell dinner had been held by the Facul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6 graduates were  
encouraged to uphold the great physician spirit. 

22.11.2016
星洲日报举办‘电子报推介礼’，富贵集团慷慨

赞助383份星洲电子报予本校新生。

Sin Chew Daily had officially launched e-Paper in 
Southern UC.  Nirvana had generously sponsored 
383 e-papers for our freshmen.

23.11.2016
吉隆坡中华独中谢上才校长一行29人莅访南方大

学进行教育参访考察。双方进行交流。

The Principal of 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led a delegation of 29 senior staff to visit Southern UC. 
Both parties had discussed for mutual co-operation.

25.11.2016
教职员联谊会展开会员大会。13位初选理事将择

期进行复选。

Southern Staff Welfare Association held its AGM. The 
new committee were to be set up soon. 

02.12.2016
本校中医药学院同仁到吉隆坡三所大学进行考

察，了解开办中医药课程的最新进展及所面对的

难题。

FCM Management visited 3 higher institutions at 
Kuala Lumpu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atest progress 
and circumstances in conducting TCM programmes.

大 事 记 要 



02.12.2016
本校与亚洲共同体基金联办文学对谈讲座，邀名小

说家李永平跟王润华资深副校长和许通元馆长对谈

《从婆罗洲到北台湾—李永平的文学之旅》。

Southern UC and One Asia Foundation had co- 
organised an interactive talk among renowned  
novelist Li Yong Ping, SVP Prof. Wong Yoon Wah and 
Chief Librarian Kho Tong Guan. 

02-04.12.2016
中文系学生举办《第二届南方文艺营》，此3天2
夜的营会以“文化与文学”为主题，藉以提升文

艺气息及引领中学生认识和了解新山文化。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had organised a 3 
days 2 nights <Culture and Literature Camp>. The 
camp aimed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and enable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culture. 

03-04.12.2016
办《新世代》展览，展出新闻与传播系历届学生

的代表作品，同时以‘新山之声’的图像与文字

系列。

<New Era> Photography Exhibition had been held 
at Sutera Mall to display the DJCS students’ works in 
micro-films, music videos and recordings.

05-08.12.2016
张瑞发理事长、莫泽浩副理事长和祝家华校长三

人受邀参与“大马民办高校-香港高教考察团”，

到香港多所著名高等学府进行教育考察。

The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of BOGs and 
the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were invited to visit 6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09.12.2016
董事长拿督张文强推介2017年首学期开放日、创

业育成与志业中心产学联盟及3项新课程。

Datuk Teo Ah Khiang launched the 2017 1st Semester 
Open Day, EICC’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Project 
and 3 new programmes.   

09.12.2016
4位卓越教师奖得主通过《卓越教学工作坊》教

职员分享教学技巧，提升教学水平。

Four winners of the ‘Excellent Teaching Award 2015’ 
shared their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Effective 
Teaching Workshop>.

09.12.2016
精英大学创办人拿督陈德鸿博士莅访本校，并主

讲“亚洲地区政经局势与一带一路”。

The founder of HELP University, Dato Paul Chan 
had paid SUC a visit and gave a talk on <Asian Ge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One Belt One Road>. 

10-11.12.2016
举办2017年第一季招生开放日为应届高中毕业生

及家长提供明确升学资讯，让他们报读适合本身

的学科。 

The 2017 1st Semester Open Day provided clear  
information for the high school graduates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15.12.2016
宽柔专科部第六届马来学系校友到本校探访恩师

张瑞发博士。校友们都赞叹母校的迅速发展。

The 6th Batch Alumni of Foon Yew Advanced  
Department had paid Dr. Chong Swee Huat a visit. They 
were impressed by the achievements of Southern UC.

21.12.2016
本校教职员福利联谊会举办“圣诞节与冬至联欢

会”。董理事与教职员共聚一堂欢庆，欢乐温馨!

The members of BODs and staff enjoyed the Celebration 
of “Winter Solstice and Christmas” which was organised 
by Southern Staff Welfare Association. 

24-25.12.2016
本校艺术与设计学院的52位毕业生举办《What 
Arts We Doing搞什么创意》设计毕业展。

52 FAD graduates exhibited their outstanding artworks 
in the <What Arts We Doing>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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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12.2016
本校招生入学处与少狮会在校内联办《第10届星

之索生活营》,吸引300位少年中学生参与。

SRA and Southern UC Leo Club had co-organised 
the <10th Star Camp>. There were 30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camp. 

01.01.2017
本校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张竣宁和叶嘉辉参与More 
Design Asia公司的家具设计赛，荣获颁青年设计

师冠亚军。

Two FAD students, Eric Cheong and Yap Jia Huei had 
won the champion and the first runner-up respectively 
in the furniture design competition held by More  
Design Asia.  

05.01.2017
举办“第三个五年转型革新发展计划纲领”新闻

发布会。其首要目标是于2021年以前达致升格为

完整大学。

A press conference had been held to announce the 
3rd 5-Year Transformation Plan”. The main goal of the 
plan is to achieve the status of a full-fledged university.

08.01.2017
本校联合马六甲朱雀楼和沂水阁举办“一鸣天下

白”水墨画展，由马来西亚水墨画协会会长锺正

川院士主持开幕。

The President of M’sia Chinese Ink Painting Society, 
Mr. Zhong Zhengchuan had officiated the <Chinese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organised by FAD.

08.01.2017
罗德旺硕士医师主讲“中风病后痉挛性瘫痪中医

治疗”，分享中风病的预防及中医治疗痉挛性瘫

痪的优势。

Physician Law Teik Kwong had been invited to talk 
on “TCM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pastic paralysis 
after stroke”. 

13.01.2017
董事长拿督张文强主持开学礼及迎新周开幕礼，

迎来220大学新鲜人。

The Commencement Ceremony of 2017 1st Semester 
and Orientation Week had been officiated by Datuk Teo 
Ah Khiang. 220 new students were warmly welcomed to 
join Southern UC. 

16.01.2017
理事长主持中文硕士班开课礼，指中文硕士班传

承中文语言和中华文化。

Dr. Chong Swee Huat officiated the Master in Chinese 
Studies Commencement Ceremony. He stated that 
this programme has successfully inherit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19.01.2017
企业家大讲堂系列第17场讲座，美丽乐国际集团

创办人拿督黄贵华博士受邀主讲《有机视界，锐

变全球》。

The founder of the Melilea International Group Of 
Companies, Datuk Dr. Alan Wong Kwai Hua had 
been invited to talk o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with 
Organic Revolution”. 

19.01.2017
本校与新山南大校友会联办“南洋大学讲座基

金”系列第五场讲座，邀请国际贸易融资顾问苏

志成博士主讲《洗钱与恐怖分子融资》。

Technical Consultant to the Association of Banks 
in Singapore Dr. Soh Chee Seng had been invited to 
chair the 5th Lecture of Nantah Lecture Series entitled 
“Money Laundering and Financing Terrorism”.

20.01.2017
本校与中国石家庄学院联合举办《河北之春》新

年文艺汇演，呈献多元精彩文艺表演，是一场赏

心悦目及充满春意的文艺飨宴。

Southern UC and Shijiazhuang College had co- 
organised the <Spring of Hebei>.  Wonderful literary 
performances had been presented to the audience.

大 事 记 要 



03.02.2017
拿督廖泳发率领全球宽柔校友会一行11人莅访本

校。理事长张瑞发博士与董理事及领导层同仁给

予热诚接待。双方进行热烈交流。

Dato’ Lawrence Liew led the Global Foon Yew Alumni 
to visit Southern UC. They were warmly welcomed by 
Dr. Chong Swee Huat, the directors and senior staff.

06.02.2017
举办为期两周的《百花齐放@南方》师生摄影

展，展出逾百幅优秀师生摄影作品。

An exhibition was held for two weeks to display  
lecturers’ and students’ outstanding photography. 

08.02.2017
举办《万紫千红迎新春》丁酉年联欢晚宴，全体

董理事和教职员聚集迎接丁酉年的到来，节目精

彩，场面热闹欢愉。

Southern UC’s Annual Dinner gathered all directors, 
governors, staff and guests to celebrate the 2017  
Chinese New Year. The festive atmosphere had been 
enlightened by wonderful events. 

09.02.2017
本校与15个团体联办的《南方立春》演艺团圆大

汇演。融合多元演绎技术的精彩演出环节赢得许

多喝彩。

The <2017 CNY Literary Performance> was co- 
organised by SUC and 15 NGOs. The performance  
had won lots of cheers from the audience.

10.02.2017
署董拿督陈洺臣为第五届《南方春彩》主持开

幕。此挥春大赛吸引90名老中幼书法爱好者到场

参赛。

Dato Vincent Tan had officiated the “Southern Spring 
Colours”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90 Chinese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had participated the event. 

13.02.2017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莫家浩主讲第65场《南方沙

龙》专题讲座。讲题为〈从战前报章看柔佛古庙

游神〉。 

Mr Bak Jia How was invited to host the 65th Southern 
Salon Seminar Series entitled <Johor Bahru Chingay 
on Pre-war Newspapers>.

14.02.2017
柔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卡立诺丁在马华柔佛州新

春团拜会上移交50万令吉拨款予本校，由董事长

及署理董事长代表接领。

During the Johor MCA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Johor MB, Datuk Mohamed Khaled Nordin handed 
over RM500, 000 to Southern UC. 

15.02.2017
《第一志愿》电影导演梁德辉受邀到本校分享电

影的创作过程、教育剧本、论文及拍摄手法。

The director of <I Love Mum>, Mr. Leong Tuck Fai 
was invited to share his filming experiences, script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26.02.2017
符气鸣硕士医师受邀主讲“中医药防治肾病”，

分享及探讨肾病产生的机理及应用中医药预防和

治疗肾病的方式。

Physician Foo Qi Ming was invited to host the medical 
talk on <Prevention of Kidney Disease with TCM 
Treatment>. 

27.02.2017
亚太教育与研究集团总经理黄伟富博士受邀主讲

及探讨如何增广著作引文及提升研究的透视度。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iGroup Asia Pacific, Dr. Wong Woei Fuh was invited to 
share on “How to Cite in Scopus & Web of Science”.

02.03.2017
新加坡科艺有限公司创办人陈立发受邀为第18场
《企业家大讲堂》主讲《白手起家，饮水思源--

把同仁堂带来狮城，将中医引进医院》。

The founder of Science Arts Co. Pte Ltd, Mr. Tan Lee 
Huak was invited to chair the 18th Lecture of <Entre-
preneurial Leaders’ Seminar Series>. He gave a talk 
on “From rag to riches, yet equally h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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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2017
学生总会与柔佛州民青团联办“拿督张国智杯3
人篮球赛”，由杯主拿督张国智主持开幕。

Student Union and PGRM Johor Youth jointly  
conducted the “Datuk Teo Kok Chee 3-Player Basketball 
Tournament”. Datuk Teo Kok Chee officiated the 
Tournament. 

10.03.2017
新山市政局捎来喜讯，豁免本校近20万基建基金。

MBJB had approved to exempt Southern UC from 
paying construction fee of RM200, 000. 

10.03.2017
董事长拿督张文强主持第二学期招生开放日推介

礼，并为教育与公益学院主持开幕。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2nd Semester Open 
Day and new office of Faculty of Education & Public 
Welfare had been officiated by Datuk Teo Ah Khiang. 

10.03.2017
举办第三届爱知大学现地教学计划开课礼，欢迎

日本爱知大学11位学生到本校参与为期三个月的

多元教学课程。

Aichi University Students Exchange Programme 2017 
had been commenced. 11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began their diversified studies in Southern UC.

11-12.03.2017
举办今年第二季招生开放日。招生入学处及全校

教学人员向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家长传达明确的升

学资讯，鼓励报读适合本身的学科。

During the 2nd Semester Open Days, SRA and 
teaching staff were ready and open for public inquiries  
regarding the offered programmes.

17.03.2017
举办“专业推广与教育学部全新课程及形象推介

礼”。该学部将陆续推出多项课程，欢迎各界人

士报读以提升知识及学术资格。

A launching ceremony was held to promote a series 
of new courses and a brand new image of Southern 
SPACE. The public was encouraged to enroll to  
upgrade their knowledge and academic qualification.

17.03.2017
王润华教授带领南方诗社成员到笨珍培群独中举

办《南方文学之旅：相见恨晚——听听两岸四种

的声音》第九场诗歌交流会。

SVP Prof. Wong Yoon Wah led the members of 
Southern Poetry Society to conduct a poetry sharing 
session at Pei Chun Secondary School, Pontian.

18-19.03.2017
举办‘新生注册日’，为刚领取教育文凭会考成

绩的应届毕业生办理入学注册。

‘New Student Registration Days’ were held for SPM 
leavers who had just received the SPM results to  
consult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register.

29-30.03.2017
举办《提升高教教学技巧》培训营。两位工艺大

学资深副教授跟本校教学人员分享教学技巧。

The <Upskilling of Lecturers in Higher Education> 
Workshop had been conducted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of our academic staff. 

07.04.2017
董理事长和校长在次学期开学礼及迎新周开幕礼

中欢迎及鼓励500位新生积极参与新生营，开展

新阶段的学习生活及开启人生新篇章。

The Commencement of 2nd Semester Orientation 
Week were held to welcome 500 new students. The 
Chairman of BODs and BOGs and the President  
encouraged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the activities actively. 

13.04.2017
举办《企业家大讲堂》第19场专题演讲，邀得企

业家丹斯里陈群川主讲《人生风雨与企业乾坤的

双重传奇》。

The 19th Lecture of <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Seminar 
Series> was hosted by Tan Sri Tan Koon Swan to share 
on “The Legend of a Supreme Public Figure cum  
Entrepreneur”.

大 事 记 要 



征 信 录

南方大学学院自去年9月份至今年3月份，共筹得130余

万的善款,充本校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基金及教育基金.

本校董事长拿督张文强感谢华社多年来的支持,其中国

际教育感恩大楼建设大部分已完成,新的学生宿舍已在

去年落成启用,课室等设备尚在筹备中,惠及莘莘学子。

他也表示每年学校不敷数百万的奖助学金,供符合条件

的优秀或贫困学生申请,尚需社会各阶层人士支持。

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建筑基金/大学教育基金

(10月2016-3月2017)

82



公布征信录如下 -

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建筑基金

RM 1,000,000.00 : UNIHAKKA INTERNATIONAL SDN BHD
RM   500,000.00  : MS. YVONNE LOO
RM    30,000.00   : 纪念已故黄华英老夫人

RM    18,000.00  : 新山红地府体育会

RM    16,800.00  : BRICK DOTCOM (JOHOR) SDN BHD
RM    13,888.00  : 柔佛再也居民联合庆中元理事会 

                 (拿督斯里赖清富太平局绅RM8888/祝金城先生RM5000）
RM    10,000.00   : 柔佛州摩托车商公会,柔佛州沙石罗里同业公会,  

                  达利雅大巴刹庆中元理事会(万利公司),奥林世邦集团。

RM     5,000.00   : 新山树胶商会, 古来新港洪仙大帝古庙理事会,大成实业有限公司, 

                   拿督张润安, 董茹仪,ASSOCIATED CONCRETE PRODUCTS (M) SDN BHD
RM     3,000.00   : 新山电业公会,CH YODOFORM SDN BHD
RM     2,888.00   : TONG NAMM TYRE RETREADING SDN BHD(千手观音庙)

RM     2,375.00   : 跨哭别窄2之“好跨”

RM     2,100.00   : 庄新远(古来公主城文武殿)

RM     2,000.00   : 百万镇居民联谊会(泽翔医药药膳保健中心),LINKBUILD SDN BHD
RM     1,500.00   : 居銮庆中元联谊会(杨宝昌先生), 吕淞耀

RM     1,024.00   : 古来公主城万应坛庆委会(温宪驹)

RM     1,000.00   : 金山园庆中元联谊会, 慈仙坛, 联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余者略）

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余者略) 大学教育基金

RM   500,000.00  : PEJABAT MENTERI BESAR JOHOR
RM   200,000.00  : YTL POWER GENERATION SDN BHD
RM    50,000.00   : 张自游

RM    34,517.00   : 纪念郑良树教授

RM    18,300.00   : 新山中华公会

RM    10,000.00   : 柔佛新山三善宫, 金海湾家居设计有限公司

RM     5,000.00   : 柔佛古来德教会紫霭阁,天来海鲜园, 庄波治

RM     4,000.00   : 士古来榕联福州十邑公会

RM     3,000.00   : 新山福建会馆,纪念韩巡老夫人

RM     2,700.00   : 拿督陈培雄

RM     2,500.00   : 蔡仲勲

RM     2,000.00   :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新山广西会馆, 新山福林园福灵宫, 

                 福兴宫洪仙大帝第拾锣鼓队,柔佛古庙洪仙大帝第十一队大锣鼓队,  

                 慈德坛坛主张菊, 罗谭云,纪念萧发南。

RM     1,700.00   : 李崇明

RM     1,500.00   : 振林山成丰宫

RM     1,100.00   : 沙令五显宫华光大帝

RM     1,000.00   : 宽柔二小家教协会, 奥林菩提佛教会, 新山阐天林, 慈航坛, 

                 龙马(柔佛)有限公司,黄楚沅, 陈培成, 黄仁业, 

                  李惠蓉,KIEN SAFETY GLASS SDN BHD (余者略)

征 信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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