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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的 话 

A compelling tertiary education experience always  
manifests the engag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educators with their fellow students. But how about 
when the course ends? Does it as well mean the end 
of the relationship of graduates with their alma mater?

I bet it is not. For the graduates, it seems to be the 
completion of the learning journey; however, the  
graduates also embark on developing another more 
subtle and long-lasting relationship as alumni with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ion. A strong network of alumni does 
more than financial contribution, more significantly, it 
provides suggestion and rectification when necessary, 
keep the university on the right track of development.  

I had an interview with Dato Vincent Tan, the pres-
ident of Southern UC Alumni Association, on 12 
August during the “Alumni Back to Campus” event. 
I could tell how proud and thrilled he is to summon 
and gel all alumni together. Never before had he felt so 
nervous except for the time when he got married years 
ago. He was so honoured to be granted with the golden  
opportunity to organize this meaningful event.  
Unexpectedly, a bright light shone in, “why don’t we 
just interview our alumni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searching of their collective memories that they shared, 

we might be able to find out what makes Southern 
UC alumni uniquely stands out. That’s how the theme 
of Southern Today # 37 is formed which is all about  
power of alumni.
 
I do hope you enjoy reading the alumni interviews; you 
might come across your old acquaintance/s in this issue. 
Apart from that,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at event, you might want to have a look on our 
Chairman of Board of Governor, Pak Chong’s article. 
Besides, we have the best wishes from President 
Dr. Thock to the graduates during the convocation.  
Meanwhile, from the column of Senior Vice President 
Prof. Wong, you might want to know how many  
publications that we have produced within these two 
years and how important Southern UC is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ll in all, your encouragement is always our  
motivation to continue striving hard to maintain 
and eve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ontents. 
We are also aware that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your generous comment is most  
appreciated. Last but not least, I wish Southern UC 
42nd happy anniversary,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The Power of  Alumni Network
by Loh Yu 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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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年树木·千年树人

 
《管子》（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说：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
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后人将其概括为
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思是种树
成材，需要十年以上的功夫；育人成才，需要
更多的时间，“百年”指人的一生，“百年树
人”就是培养人才，需要终身教育，才能培养
成具有完善人格的大德之人。但在生命学与哲
学的意义上而言，人的生命千百万劫难相遇，
千年教育仍不足于成就整个人类的进步。赫胥
黎(Huxley)（1825-1895）就说过：人类真正的
进步是慈悲心的进步，其他的进步都是次要
的。教育始终是唯一有效的宁静革命, 是慈悲
心演进的关键推手!

今天（2017年5月28日），南方大学学院有
近一千位同学毕业了，真是可喜可贺。这
是一个重要学习阶段的结束，也是一个更
重要学习时期的开始。如果说大学生涯是

青涩成长的珍贵岁月，那未来是青年的飞
扬年代，真正意义的终身教育也开始了。
毛泽东（ 1893- 1976）曾说了一句名言：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过去艰难困苦
的时期，兴学办校真是“太久的万年志业”，
但是在这和平昌盛的年代，百年树人教育正是
那“只争朝夕”的万世事功！

无论我们相信与否，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过去世
代所累积的业力与因果，从“基因，心灵和文
化”演化模式也可追溯到万古生命的痕迹。个
人生命尚且如此，复杂的人类社会更如是；因
此美好社会当然需要数十代人的努力。“十年
树木，千年树人”是我们需承担的共业与要具
备的深层认知了！让我们一起从事共建美好社
会的工程吧！

（二）平凡伟大·价值人生

 
有了“十年树木，千年树人”的深层认知，孔
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志于道，

千年树人：
平凡伟大与自救利他

文 / 校长祝家华博士



专 题 报 导 

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指南针，加上孟子 
（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所说的“先
立其大”的本心良知确立后，在面对着迅速
万变的网络世界与数码，就不会容易迷失方向
了。我们深深寄望南方大学的毕业生常久地铭
记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传达的价值
观；恒久而持续不懈地奋斗，以厚重宽大的心
量包容万物；同时，健康地成长，安家立业，
幸福地生活，回馈感恩社会家国的养育，平凡
宁静地渡越时间的河，这样的清平岁月就是 
“平凡即伟大”。可见，实现人生价值与建设
美好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宏伟目标！

（三）自救利他·无缘大慈

大学毕业了，某种意义也是从对父母及大学师
长的依赖中毕业，应该已经掌握一套独立思考
与自救的本领。在这即将要到来的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世界，我们只要紧

守“自救利他·无缘大慈”的大方向，机器人
的社会并不可怕，人类与机器人虽无缘但能共
存共荣，说不定那是一个真正大同的美好世界
呢！我们需要怀抱感恩的心态，在成就自己的
同时成就他人，同时将自己所学奉献社会，为
美好世界添砖加瓦！

总归一句：大学南人味，终身南方人。各位，
要勇敢地把南方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价值观发扬光大，成为社会的楷模！我们从今
以后以诸位校友的成就为荣，大学的愿景： 
“以多元文化建设一所国际著名大学，影响明
日世界”正等待全体校友共同去实践！在此祝
愿大家骊歌高唱，梦想飞扬，鹏程万里，莫等
闲！未来属于诸位亮丽的年华，更属于广大青
年的世界！

本文为校长在2017年5月28日于第26届毕业典礼上的讲稿。

南方大学一众董理事们及正副校长于26届毕业典礼庆典上颁赠纪念品予主宾代表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专 栏    千年树人：平凡伟大与自救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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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aking 10 Years to Groom a Tree, but More 
Than a Lifetime to Cultivate a Person

Guan Zi (725-645 BC) once said, “Taking 10 years 
to groom a tree, but 100 years to cultivate a person.” 
This means that, to groom a tree, we need at least 
10 years of efforts and time; to nurture a talent, we 
need much more time than that. One hundred years 
indicate more than a life time, which also imply that a 
thousand years of efforts are needed to nurture an 
individual to be a good man. To achieve the goal, 
education is the essential lifelong effort to develop 
a well-rounded person. Thomas Huzley (1825-
1895) once said, education with compassion is an  
effective and peaceful revolutionary instrument and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owards human progress.

Today, it is really worth celebrating that there are 
almost 1000 graduates who have completed their 
studies. This not only marks the end of an important 
learning stage, but also signifies the beginning of 
a higher level of learning cycle. If university life is 
the precious time of growing up, the future is the 
show time of the young people. This also symbolizes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per lifelong education. 

Mao Zedong (1893-1976) said,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the day, seize the hour!” ;  
during the moments of national difficulties, running  
education was so tough and difficult compared to 
today, that a decade of peace-and-prosperity was 
crucial in executing the education mission.

Believe it or not, karma comes after everyone. We 
can track down the trace of eternal life from the 
evolutionary model of “Genes, Mind and Culture” 
which can be found from an individual life. Hence, 
it takes a few generations to build up a better  
community. It is profoundly recognized that taking 
a lifetime to groom a person is our shared mission.  
Let us work harder togeth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better society!

2. The Greatness in the Ordinarines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We must not be lost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and we need to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that 
“Taking more than a lifetime to cultivate a good 
person” is an excellent teaching principle of Confucius 
(551-479 BC). He also said:” Set the will on the 

-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Dr. Thock Kiah Wah

Taking a Thousand Years to Nurture  
Generations of  Good Men: 
The Greatness in the Ordinariness and Self-helping
with Altruism, Compassion without Condition



ambition; Set the way on morality. Set the heart on 
kindness; Set the strength on ability”. Lastly, another 
famous saying from Mencius’ (372-289 BC) was: 
“Do the greater things first”. 

We sincerely hope that all graduates would bear 
the university code in mind, that is “Self-Renewal,  
Virtue & Nature”; and keep working hard, accepting 
everything with immense tolerance, while living 
healthily and peacefully as a means to return the 
favour to the society and our country. This simplicity 
in life could also be known as “The Greatness in the 
Ordinariness”. Hence, achiev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building better communitie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s a shared noble mission. 

3. Self-help with Compassionate Altruism

Graduation signifies detachment from the guidance 
of parents and lecturers. All graduates should have 
learnt from home and school about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doing things. In the coming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e just have to be mindful 
of the concept of “Self-help with Compassionate  
Altruism”, believing that human and robot can coexist;  

perhaps it is a brighter future ahead of us! We should 
be always grateful; helping others to succeed while 
forging our own attainment and contributing what 
you have learnt to build up a better world. 

In conclusion, “Once a Southernese, a lifetime 
of Southerner.”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the  
value of Southern code “Self-Renewal, Virtue and  
Nature” flourish and become the role model of the  
community. We will henceforth be proud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and await for all alumni to fulfill 
the vision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which is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Premier University with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and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tomorrow’s world”. At this parting moment, I 
hope that all graduates will make leaps toward 
their life goals with great courage! The bright future 
belongs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there will be a 
great platform for the youth to excel!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on the 26th 
Convocation Ceremony on 28 May 2017.

Translated by Ms. Tan Si Young
Assistant Executive of Secretarial Office

26th Convocation Ceremony on 28 May 2017.

专 题 报 导 专 栏    Taking a Thousand Years to   
                 Nurture Generations of  
                 Good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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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versity of Iowa and UNESCO’s City of 
Literature 

In 1985 and 1996, I was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 Iowa. The small university town 
called Iowa City was a great gathering place for 
many writers from home and abroad who patronized 
its streets throughout the year.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IWP) is a 
unique conduit for the world’s literatures,  
connecting well-established writers from 
around the globe, bringing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into classrooms, introducing  
American writers to other cultures through 
reading tours, and serving as a clearinghouse 
for literary news and a wealth of archival 
and pedagogical materials. Since 1967, over 
fourteen hundred writers from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have been in resid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The University of Iowa is a world’s premier center 
for creative writing. Talks and readings by and 
meetings with well-known and emerging visiting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writers are held almost 
every week from late August to mid-November 
since 1967:

While the IWP conducts classes and tours 
throughout the year, its principal program is its 
Fall Residency, which runs from late August  
to mid-November. The Residency is designed 
for established and emerging creative writers  
— poets, fiction writers, dramatists, and 
non-fiction writer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are that they have published at least one book, 
and that they possess sufficient proficiency in 
English to profit from the Iowa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the University of Iowa’s Writer Workshop, a program  
offering PhD and Master degrees, has produced 
many writers of the world. Most of Taiwan’s famous 
writers today are trained by the Writer Workshop 
or fellows of IWP. Bai Xianyong, Nie Hualing and 
Wang Wenxing are graduates of WWS and Wang 
Zhenhe, Ya Xuan are fellows of the IWP. Many 

Malaysian and Singaporean writers including  
Othman Puteh, Edwin Thumboo, Dan Ying 
and Wong Yoon Wah.  From late 1970s, writer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invited to the 
IWP. Quite a number of  writers attended the IWP, 
among whom China’s Mo Yan and Poland’s Wislawa 
Szymborska’s have been  awarded Nobel Prize.

Since 1967, over fourteen hundred writers from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have been in resid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Because of IWP, Iowa 
city was awarded as UNESCO City of Literature in 
2008. I have been dreaming that Johor Bahru where 
Southern University is located would be awarded 
UNESCO City of Literature in the future.

2. The Chinese Tradition : Most Writers are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In modern China, the leaders and writers of 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like Chen Duxiu, Cai  
Yuanpei, Li Dazhao, Lu Xun, Zhou Zuoren, and 
Hu Shih were professors or students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y were recruited by Cai Yuanpei who 
was also a writer. They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Chinese literature written in modern  
Chinese or colloquial language, and in the form 
based on Western writing. Most of the early work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published by 
The New Youth, and New Trend, the magazine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s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Because of this May 
Fourth Movement tradition, most Chinese writers 

Southern University: 
A Premier Center for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 Prof. Wong Yoon Wah,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University of Iowa nestled in the heart of  Iowa City, it is a  
UNESCO’s City of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began in 1917 were professors and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ies. The 2012 Nobel Prize winner of China  
is from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Taiwan, the 
modernist literature movement was led by th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of top  institu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en Literary Magazine 
launched by Prof Xia ji An and Modern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a group of students with Bai Xian-
yong as their leader in the 1960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duced most of the writers in Taiwa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Chinese writers are 
mostly graduates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as 
shown by the Anthology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8 volumes. It is easy to explain 
that the literary movement has been extensively  
influenced b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Main-
land China and Taiwan’s modernist movement. 
The University  provided writers with time, in 
a setting congenial to their efforts, for the pro-
duction of literary work. When China-born 
Eurasian writer Han Suyin joined Nanyang  
University as a physician and lecturer during 1959 
to 1961, she was also impressed by the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by the students. The former Nan-
yang University has been the premier center for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ese.

3. The Development of a Center of Malaysia’s 
Chinese  Literature

I joined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n 2012 and 
after five years of obser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 can see we are transforming the campus into a 
center of Malaysia’s Chinese literature. We are play-
ing the role similar to Peking University or the Na-

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promoting, writing and 
leading a new trend of literature.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promotion of world Chinese writing by  
connecting well-established writers from around 
the globe, bring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classrooms, and introducing our writers to 
other cultures through reading tours. We have in-
vited international famous writers like Bai Xian-
yong, Zheng Chouyu, Edwin Thumboo, Li Yung 
Ping to be our speakers. The longest living literary 
magazine Chao Foon is now published by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s a premier center for creative writing, we are  
supported by a best colle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Main library. The special  
collection housed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Ethnicity and Culture is also useful for the 
study of ethnic Chinese culture of the world. Our 
literature is also supported by an annual grant from 
One Asia Foundation to sponsor a lecture series, 
and a literature development grant by the National Art 
Council of Singapore.We are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 are meeting a number of criteria for developing 
to be Cent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ssence, these 
ar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cusing o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Quality, quantity and diversity of publishing books   
      and magazines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drama and/or poetr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mpus.
     Hosting literary events and festivals which promote 
      Malaysia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Left: The literary works by the staff and students of Southern University in the last 2 years.
Right: Chao Foon is the longest living literary magazine in Chinese language.

专 题 报 导 专 栏    Southern University   
                 A Premier Center for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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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荷华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    

    文学之城”

我曾经二度受邀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
sity of Iowa）参加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它每年邀请世界各国作家
前往驻校，互相交流与创作。该校还有作家创
作班（Writers’ Workshop）专为培养作家，而
且能以创作获得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这是
全世界大学中培养作家与提升作家地位最有名
的典范大学。像台湾的白先勇就是，他写得最
好的小说，是在爱荷华创作班开始。国际写作
计划在1964年创办以来，一共有1400位来自140
个国家的作家参加。这些诗人、小说家、戏剧
家、散文家以及记者都是有着作有影响力，好
几位已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包括中国的莫言。中
国大陆作家有王蒙、丁玲、刘宾雁、北岛、残
雪、苏童、余华、莫言、茹志鹃、王安忆等。
台湾则有白先勇、余光中、郑愁予、杨牧、林
怀民、痖弦、陈映真、李昂等。新马受邀的作
家也很多，马来西亚都是马来作家，新加坡作
家有唐爱文（Edwin Thumboo）、黄孟文、淡
莹、王润华等，四种语文作家都曾受邀。因为
重视文学与作家，爱荷华大学的所在地，一个
美国中西部的小城爱荷华小城，被联合国授
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文学之城”（UNESCO 
City of Literature）之荣誉。这使我梦想，有一
天，南方大学所在地的新山，也可能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定位为“文学之城。”

二、大学与中国作家与文学

从五四以来，中国大陆文学作家绝大多数
出自大学，新的文学潮流也是大学里产生

的，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莫言北师大毕
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成为该校最骄
傲的明星。中国大陆的大学如北大，从五
四到现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祥地。

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源于蔡元培掌校后的北京大
学。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新诗，
鲁迅的白话小说、还有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
散文。新文学最初的一批作者，大都是北京大
学的师生。新文学最初的那些作品，大都发
表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和《新潮》两种
刊物。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简单的说，由 
《现代文学》开始，1960年就读台湾大学外文
系三年级的白先勇所创办的综全性纯文学刊物
《现代文学》自1960年创刊，充满文学理想的
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学文学，便把 
《现代文学》创办，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当
年怎样会想到能带动全球华文的写作走向现
代化？在新加坡，1955到1980年南洋大学虽然
没有计划的培养文学作家，但是华文教育里
的文学教育，充满文化与文学的传统种子，
南大生在读书之余，成为作家的意念自然蓬
勃生长。我们翻开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
马华文文学大系》，就看见新马两地在1960
以后崛起的作家，非常多是南大的毕业生，
初读大系，我有“南大作家选集”的感觉。

三、南方大学：马华文学的重镇

我在2012年加入南方大学学院，经过五年多的
观察、体验与参与，它像新加坡当年的南洋大

南方大学:
马华文学的重镇

文 / 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



学，甚至像五四时期的北大，建构成文学创作
与大学的重镇，甚至带领华文文学潮流，推动
教学、写作、阅读与研究的兴趣。目前大学的
师生在文学课内课外甚至校外的活动之重视与
推动，是最大的证据。中文系设有几门马华文
学的课，硕士可以创作代替学术论文。大学上
下重视校园文化，即使毕业点典与校庆国际大
诗人郑愁予、Edwin Thumboo，鲁迅孙子周令
飞 都受邀以贵宾身份朗颂与致辞。我们的大学 
“文化讲堂”有白先勇等世界作家的讲座。全
马也是全球历史最久的纯文学刊物《蕉风》目
前由本校出版。我们的师生，就如北大当年喜
欢写作的很多。

再说说目前南方大学作为马华文学发展与研究
基地的重要文化建设。大学图书馆设有“马
华文学馆”，是世界收藏新马文学最丰富的特
藏，成为世界各地研究东南亚与新马文学与文
化的宝库。这特藏与南方图书馆与华人族群与
文化研究所的藏书构成研究东南亚华人最好的
资料库。由于这原因，当2015年新加坡庆祝建
国50年的时候，新加坡世界科技委任王润华、
蔡志礼、许通元等利用其藏书，编辑与出版 

《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为发展、出版、
与提升东南亚作家与文学，从2014年开始推出
南方大学人文丛书文创书系，共出版了11本。
南方大学除了《南方大学学报》，还有与文
化相关的杂志如《蕉风》、《今日南方》、
《Just a Bit》。南方大学中文系学会的出版的
学生文集《雏音》，里面很多新作家会成为马
华文学的新秀或是领航人，甚至制造新潮流。

南方大学的文学文化生态蓬勃多元。如南方大
学的南方诗社，每年举行作品朗诵会，邀请亚
洲各国诗人与学生朗诵。举办全国新诗写作比
赛的“桂冠诗奖”。中文系每年都举办中学生
文艺营，邀请各地学生前来学习写作与阅读
文学。在本人申请到的研究基金如<亚洲共同
体文化讲座>(One Asia Lecture Series)及新加坡
的艺术理事会与淡莹的文化奖基金，每年都邀
请世界各地学者主持文学讲座，最有名的是 
“南方大学文学之旅”，前往新马各地表演性
朗诵，尤其中学，如新山与古来的宽柔中学、
马六甲培风中学、笨珍培群独中、巴生滨华中
学与波德申的中华中学。从2013至今，已巡回
演出9次，参与的学生常突破千人。

左上：南方文学之旅于2016年6月17日来到巴生滨华中学。 右上：2017年3月文学之旅笨珍培群独中师生与诗人们合影。
左下：朗诵者们演出后到亚洲大陆最南端Tanjung Piai参观。右下：2017年6月文学之旅波德申中华中学演出前的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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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太久，只争朝夕”，是的！南方大学学
院将在10月28日欢庆创校42周年纪念，虽经过
数个承前启后的更迭，却是一脉相承的办学历
程。其可记可歌、可传可颂之点滴悲壮事迹，
定能激励逆境中发奋图强，薪火传承我国的华
教办学精神。

校友会於1994年正式成立,常言道有心不怕
迟，首届校友“一起回家”联欢晚宴，於今年
8月12日成功圆满举行，当晚金芭山上的畹香
园温馨洋溢，钟灵毓秀灵气十足。晚宴成功举
办给人的印象印证了人们常说的：“做你没做
过的事叫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叫改变，做
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人生就是要不断的
突破与成长，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已经成功做
到了。

午后许多校友已抵绿树成荫、栋栋大楼拔地而
起的校园，不乏千里迢迢从中国、英国与美
国等地，带着珍贵的祝福、怀着感恩的心，重
温校园路，再续同窗谊。校友们盼紧握恩师双
手，点滴之恩涌泉相报，场面充满了饮水思源
与感恩情怀。更令人感动的是，不少毕业于70
年代末宽柔专科部“祖父母级的老校友”，
离校至今近40年再度重逢，难以割舍的同窗之
谊，相拥时泪光闪烁，欲言又止，也许无声胜
有声是最真最接近心灵的一道暖流。

晚宴温馨场面如今仍历历在目，校友会在会长

拿督陈洺臣的领导下，展现校友会团队的魄
力、干劲与领袖魅力，获得不少离校数十年之
久的导师支持，年逾七十尚精神奕奕，与校友们
谈笑风生打成一片，祝福与干杯之声不绝于耳。
 
商学系陈锦河老师兴致勃勃对我说：“Cikgu 
Chong，我比您慢了一个马鼻到本校任职，无
论如何我肯定稳坐创校史上导师名单的第二把
交椅。”商学系柳永健老师退休至今整廿余
年，温文尔雅，循循善诱典型良师形象数十年
如一日，诚属难能可贵！

深受同学们尊崇的商学系黄裕堃老师，仍然展
现精力充沛、亲和常青树魅力，深得校友爱
戴。最使我感动的是，校友会会长拿督陈洺臣
轻声细语向我“告密”称，他今天在企业界能
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向前迈进，黄老师在教学
上的潜移默化、声声激励，起着非常重要的推
动力，功不可没。

不辞舟车劳顿，每天清晨驾车往返长堤两岸，
到校授课的商学系王金福博士，对晚宴能成功
举行，盛赞不已。同时语重心长的向我表示，
本校校友会在筹办“一起回家”晚宴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比许多他曾经担任教席的著名大学
校友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卓越表现。

人们常说：“人的一生有三大可遇不可求的幸
福，除了成家时遇到一位终身的好伴侣，工作

百年太久 只争朝夕：
庆贺812校友一起回家
成功圆满举行

文 / 理事长张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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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遇到一位终身受益的好师傅之外，最大的幸
福要算是遇到一位好老师”。好老师肯定能丰
富学生的精神内涵与素养，激励学生的构思能
力与创造思维。自本校创办42年以来，全心投
入与不计个人得失的好老师不计其数，历届的
校友们幸甚！

宽柔专科部於70年代创校期，校友们都感受到
了办学的艰辛，教室的局限、参阅图书的贫
乏、与数千名宽柔中学学生共挤共享的食堂
等，虽面对种种不便，惟坚信“先求其有，再
求其好”的愿景，定能实现，更学习到逆境中
奋发图强、适者生存的精神，此生无憾。

常言道：“人的生命历程正是在最困厄的环境
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才能不断的锤炼
自己、成长自己、完成自己、升华自己”。当
年情景让我想起孟子的一句名言：“故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也许是塞翁失马，同学们就练就了
在不同艰辛环境中的启发，培养起豁达与宽
容、博大的胸怀，亦可谓在艰苦求学中难得的
人生历练附加价值。如今校友们在各领域所取
得的成就，促进多元社会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
献，获得了官方与社会的高度肯定。

前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曾经说过：“一所大学
的成功与否，不在乎校内有多少宏伟的建筑
物，骄人的设备，而在于教育出来的学生对国
家社会有多少贡献”。  

首届校友812“一起回家”后，某位30多年前毕
业自马来学系的校友，自北马捎来感人肺腑短
信一则，最令我烙印良深感动不已。兹摘录片
段与全体校友们共勉：

“明知一起回家相聚短暂，所以珍惜;因为珍
惜所以满怀期待;因为期待，于是披星戴月踏
上‘一起回家’既陌生又依稀熟悉的路”。 
“长途车窗外一片漆黑，真不知道回家的路还
有多远。忆昔日同窗趣事，梦中串联着微笑。
因为回家，我感受到回家的幸福；因为回家，
让我因而有了这般美丽且珍贵的旅程”。“挥
挥手珍重惜别之时，我坦然承受与师长及同学
们温馨相聚后暂别的哀伤。离校34年后首次回
家，让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足迹在南方！”。

“盼母校校友会能定期主办校友回校日，让更
多校友常回家看看。‘百年空等待，只争一朝
夕’。宽柔孕育了我，南方激励了我，愿母校
万古长青！”。

左上：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全体理事合影。 右上：欢天喜地812校友一起回家向母校送上祝福。
左下：张瑞發老师与马来学系校友留影。   右下：校友与许久不见的老师们在宴席结束前来张难得的大合照。



南方大学学院于2013年开始设立“杰出校友
奖”，以表彰南方校友在各领域的卓越表现。
校方每一次在遴选杰出校友时都会设定一项
贡献主题，以冀望在各个不同领域之中树立
校友典范，发扬“南方之强”精神。2013年
第一届杰出校友奖是以文化交流之贡献为主
题，由拿督吴恒灿获得。2014年，第二届杰出
校友奖则以企业界杰出表现为遴选主题，由
拿督陈洺臣获得。2015年，第三届杰出校友
奖遴选主题聚焦于艺文界的特出表现，藉以
表扬校友在这领域的成就，由歌手戴佩妮获
得。2016年适逢南方大学学院马来学系成立40
周年，因而第四届杰出校友奖的遴选主题，以
(一)出自穆斯林家庭；(二)马来学系毕业； 
(三)目前仍在独中教马来文等这三个条件，
特从历届校友中选出六名符合上述条件的人
选，为第四届杰出校友奖得主。得奖人为： 
Cikgu Rahimah（宽中校本部马来文老师）、 
C i k g u Ya n t i （ 宽 中 古 來 分 校 马 来 文
科 主 任 ） 、 C i k g u H y l m i（ 宽 中 古 来
分 校 马 来 文 老 师 ） 、 C i k g u S u z a n a 

（麻坡中化马来文科主任）、Cikgu Surianiza 
（居銮中华中学马来文老师）、Cikgu Masbah 
（古晋一中马来文老师）。

2017年第五届杰出校友奖得奖人选遴选方式

为扩大杰出校友遴选机制，本届遴选杰出校友
委员会除了拿督陈洺臣、祝家华校长、安焕然
所长、教务处副主任苏永贵，并增加了学务处
的颜彣澔及颜嘉钧。

本届改以各学院及校友会提名推荐名单，先由
当届遴选委员会进行初选，再将初选名单呈交
校庆筹委会及董事会做最后决选的方式来遴
选杰出校友。经过遴选委员会的议决，拿督郑
有文博士在政商界皆表现杰出，且热衷于推动
南方大学学院中马区校友会事务，在他的主导
下，成功凝聚中北马区的南方大学学院校友，
热心奉献的表现，拿督郑有文博士荣获杰出校
友奖当之无愧。

南方大学学院第五届杰出校友奖得主
中马区校友会会长拿督郑有文博士

拿督郑有文在社会贡献上也有一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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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五届杰出校友奖得奖人选：

拿督郑有文博士

简介及推荐得奖理由如下：

拿督郑有文博士为南方大学学院中马区校友会
正式成立后的领军会长，也是现任中马区校友
会会长，他也是马来社会里著名的激励大师，
演讲足跡遍布中国、香港、澳门、柬埔寨、缅
甸、泰国、印尼、新加坡及巴基斯坦。他更编
写了超过十余本的马来文激励书籍。是位跨文
化界并走入马来社区的企业家、讲师及马来文
励志书作者。

拿督郑有文博士，1989年毕业于宽柔专科部 
（南院前身）马来学系，2012年获纽西兰维多
利亚工商管理硕士，2016年俄罗斯西南国立大
学工商管理博士。

身为CNL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及CNI教育体系领
导人的他，在传销界缔造传奇，获多项奖项，
包括2017年被编入大马华人奋斗史之《百大

拿督传》及马来西亚《功名录》、2010年荣膺
彭亨苏丹册封拿督勋衔、2008年大马卓越企
业家奖、2007年“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 
（个人发展及成就）、2007年亚洲杰出创业英
才奖、2007年亚太区行销战将奖、2006年雪州
杰出青年领袖奖等。

此外，他在政治方面也表现活跃。拿督郑有文
博士热衷于服务人群，目前是巴生国会选区协
调官，巴生国阵副主席及马华巴生区会副主
席，曾担任马青全国总稽查、马华雪兰莪州联
委会副秘书、马青雪兰莪州署理团长、国阵雪
兰莪州青年团宣传主任及班达马兰州选区协调
官等职务。

郑有文校友在政经文教，有着骄人的成绩，而
且近年热衷协助创立中马区校友会的成立，回
馈母校之心，诚为可贵。

拿督郑有文与部长及部门秘书长讨论课题。 2007年拿督郑有文荣获“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

拿督郑有文博士与妻子林美芳育有3名子女，一家5口皆
是独中生。

南方大学学院中马区校友会及宽柔雪隆校友会新春聚歺会。

专 题 报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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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南方：
校友们的集体回忆

科系：              中文系
毕业年份：         2003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06年至今， 
                    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

问及对于南方的记忆时，曾经就读中文系的魏
武杰表示：“当时那一届的我们都很搞怪，喜
欢办活动，例如挥春比赛、生活营等。”毕业
后他投身于教育，之后兜兜转转再次回到了校
园，为母校服务。他认为身为校友，让他更能
了解学校的状况，而且习惯学校的环境。当问
及他最为印象深刻的南方的一角落，他表示畹
香厅是他大学生活的集体回忆，常常和朋友们
聚在那里办活动，是个很重要的聚集地。

科系：               中文系
毕业年份：           2004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 2010年至今， 
                     教务与注册处

同样是中文系出身的陈翠圆觉得南院就如小孩
般不断地成长，一路看着南院成长。她对南院
记忆最深刻的角落是小食堂和华园。她十分享
受那时候和朋友们一起聊天吃饭的感觉。“当
时整排桌子都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如今南
方大学学院正在渐渐地转型中，她希望大家能
给南方大学学院些许时间。

从创办至今，南方大学学院踏入第42个年头，
从学院晋升为大学学院，一步一脚印，南方
大学学院一路成长，给予学生的不再只是课堂
里循循善诱，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浓厚的连
结。当提及自己的大学生活，相信每一位校友
都有属于自己与众不同的故事，不论是南院或

  文、摄影 / 今日南方学生记者
             谢玮欣、陈俊良、杜昕恬、梁德耀 综合报导

是现今的南方大学学院，学校的大门总是开
着，随时欢迎南方儿女重返校园。配合8月12
日的“一起回家”校友回校日，今日南方学生
记者团队访问了多位仍在校内努力奉献他们青
春的本校校友以及在外各领域有杰出表现的校
友，听一听他们口中的南方到底是如何的吧！

魏武杰：“活动比上课来得多。” 陈翠圆：“南院如亲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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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中文系
毕业年份：          2005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09年至今， 
                    招生与入学处

中文系出身的李晓珺幽默健谈，对当时在南方
的记忆都汇聚在举办活动。她表示在过去那年
代，若是办活动做宣传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各类活动的宣传我们得打印在五颜六色的宣传
纸上面，然后再一张张塞进宿舍的门缝下。”
在网络宣传还不是那么盛行的年代，透过劳力
宣传，现今回想起来，这种体验更加珍贵。晓
珺也感慨地说道：“当将工作分配时，他们都
会尽力去做，有着团队精神，坚守岗位。”晓
珺的父母同时也是学校的“花王与花后”，两
夫妇照顾南方的一草一木，每年的毕业典礼以
及校庆，他们更会用植物装点会场。同时晓珺
也说，她的父母为体恤同事的辛劳，希望他们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能够放松心情，特别在通往
校园出口的车道旁种植常年开花的九重葛，
让辛苦了一天的大家能够赏心悦目的看着盛
开的花朵回家。南方的人情味，可见一斑。

李晓珺：
“当时的资源少，但记忆却很深。”

黄益启：“南院已渐入佳境。”

科系：              中文系
毕业年份：          2005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13年至今， 
                    南方技职学院

中学时期的黄益启遇见了指引他的好老师，
于是他立定目标，希望以后他能投身于教育
界，变成一个可以影响学生的老师。他表
示，其实能回来南院是机缘巧合，研究所毕
业后，黄益启看到南院有沈慕羽华教与师资
培训中心，他认为进入这个中心，能为华
教付出，于是南院成为了他一个重要的选
项。对他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5年的 
“南院嘉年华”，他是这项活动的筹委
会主席。他希望能在毕业前举办一项活
动，为学校增添色彩。学生总会以及全校
26个社团都加入了这项筹备工作，声势相
当浩大。求学生涯中，他对郑成海老师及
彭念莹老师最为印象深刻，前者是对他不
停鞭策的论文指导，后者是他的班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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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中文系
毕业年份：          2004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14年至今， 
                    人文与社会学院

这三年来，他执教于南方大学学院，经常
穿梭于回忆与当下的情境。曾经在国外已
有10载的谭勇辉，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南院，
这感觉让他觉得很微妙。在他看来，南院
的美好回忆是他和友人一起创办南院最早
的华乐团“丝竹乐社”，那段筹备华乐演
奏会的日子很有意义，也特别温馨。在他
大学生活里，他最为印象深刻的是郑成海
教授，因为他那天马行空的讲课方式令人
难忘，且从中学习到不少的人生的哲理。

谭勇辉：“南院就像一块等待雕琢的
石头，需要懂得不断地切磋琢磨，方
能成为一块鲜莹明洁的美玉。”

科系：               英文系
毕业年份：           2017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 2017年3月至今， 
                     人文与社会学院

Jayne是英文系学士班出身，她表示当时系上
人不多，但每个人都很团结一致。而老师是
以“大人式”成熟教学方式，与学生沟通与教
育。这也使她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当举办活
动的时候，视角也会因为在潜移默化的教学
中，变得有所不同。她对于南院每个角落都十
分深刻，而让她最为难忘的则是LG舞台，因为
那里曾是她与一班朋友们举办活动的聚集地。

陈洁盈Jayne：“大人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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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兴：“南院可以创造无限的可
能。”

科系：              新闻与传播系
毕业年份：          2010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15年至今， 
                    人文与社会学院

毕业于新闻与传播系的李家兴，获得南院提供
全免奖学金的机会，完成了台湾留学梦。在南
院较注重于“理论”教学，而台湾则是着重于
学生们的实战的作品。因此他运用了两者之间
的优势，作为他未来学习的养份。他表示自己
并没有浪费在南院的大学生活，虽然没参加太
多的活动，但是却认识了许多人。当时的他是
宿舍生，因此他善用课后时间运动，例如打
球、踢足球。他最喜欢南方的角落是在篮球场
以及足球场的阶梯，看着人来人往的画面。

蔡雪玲：“南院充满人情味、贵人
处处。”

科系：              马来学系
毕业年份：          2000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01年至今， 
                    出版社

南院是众多华人所期待的一所大专院校，也是
贫寒子弟升学的一个希望。当时南院也秉持着
升学不再是飘洋过海，华裔子弟也能在国内成
才的理念办校。在南院，蔡雪玲遇见了许多
的贵人。而校方在各个方面都提供她许多的
帮助，也支持她获得更高的学位以及进修的机
会等。她最为印象深刻的老师，是梁清福老师 
（已故），一位充满气魄、直率、严格和正
能量，值得学生敬佩的老师。



科系：              商系
毕业年份：          2011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17年， 
                    招生与入学处

2013年从台湾留学回来后的志文，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南院服务。后来的他渴望在社会职场上
学习更多的知识，而选择了离开。四年后才发
觉自己的内心十分向往教育界，于是今年他再
次回到了南院。他表示希望自己可以将职场上
的经验传授给学弟妹，使他们了解大学不仅仅
只是念书，而是个自我发挥的空间。他的美好
大学回忆停留在2009年的新生生活营，当时他
是那一届的营长，与团队们零距离一起学习奋
斗的日子是他不曾忘记的记忆。当问及他印象
最深刻的老师，他表示中文系的安焕然教授以
及当时商系Fiona Lee老师。在他们的课堂上，
他深深地感受老师对待他们的用心与努力，上
课不再局限于课文，最重要是如何将知识融入
个人的处事态度。

刘志文：“南院教导了我们有关处事
态度和人文情怀。”

科系：              新闻与传播系
毕业年份：          2010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10年至今， 
                    物产管理与庶务处

对于吴靖永来说，南院拥有非常好的工作环
境，人事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同事之间亦
师亦友，大家一路互相学习以及共同成长。毕
业后的他就职于南院的物产管理与庶务处，
经历了南方学院升格为南方大学学院的重要
里程碑。同时使他了解到，团结就是力量，
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不计辛劳，必定可以排
除万难，走上成功的道路。当问及他有关在
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他表示最让他觉得意
义深重且难忘的是，他毕业典礼的那一天。
当天恰好也是母亲节，他将自己荣获的“萧
畹香精神奖”送给了母亲以及家人，成为母
亲节最好的礼物。而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罗
友强老师，从他教学中让他明白了学习不是
死读书，而是得活学活用。在困难中不断鼓
励以及指导学生，是位优秀出众的导师。

吴靖永：“华教最高殿堂，学子的
未来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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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中文系
毕业年份：          2017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17年8月至今， 
                    图书馆

今年刚刚从南院中文系本科毕业的李圣祥，
回到了南方服务，他表示在大学生活中经常
办活动，且不断地参加中文系以外的活动。
例如新生营是于2013年开始举办的，直到现
在仍在持续地延续这个活动，让初来乍到的
新生们能感受南院的人情味。在他看来，中
文系让学生们在中华文化的体系内，培养了
他们对“人情味”的注重。当问及南院哪个
角落值得他回忆时，他表示是学生总会会
所，因为那是他大学生活经常待的地方。

科系：             迪塞大学企业管理系
毕业年份：          2015年
南院服务年份与部门：2016年至今， 
                    策略发展部

在南方，有五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伴。张家
榕、杨原聪、李俊轩、李伟源和蔡建文。他
们是我在南方里的死党，也是陪着我一同参
与校内大大小小活动的伴。一起坐在礼堂前，
妄想以后成就有多伟大，能成为百万富翁、
成为高富帅、成为人生的胜利组的有梦而无
为的青年。在南方，我也有一群陪着我一同
奋斗拼命得像毛佩怡姐姐的小伙伴，虽然需
要面对我这尖酸刻薄的嘴脸，但也从来没有
放弃过做好每一场活动。在南方，因为有人
情味所以我选择留在了这里。虽然不知道哪
一天我会投向社会的怀抱，但至少曾经在南
方，为南方努力过！最后，也非常感谢小曼
老师愿意让我跟着他学习，让南方更精彩！

李圣祥：“华文教育让我们觉得人
情味二字是很自然的事情。”

李建谦：“在南方，也能茁壮成
长。”

专 题 报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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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对艺术的热爱，加玳在毕业后便往艺术领域发展。

加玳在白板写了祝贺语表示感恩南方这个家带给她回忆。

Q1：为什么会选择就读南方

以完整的大学教育体制作为运行方针和其信任
度是我当时选择南院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
由于我之前看过设计系学生的毕业展，留下深
刻印象，再加上设计系讲师的介绍，于是就决
定到南院求学了。

Q2：对于您目前的发展，南方是否给予您 

    任何的影响/启发？

在南院办毕业展时，陈再藩老师表示很欣赏我
的作品。他建议我到陈旭年老街办个人画展，
我的毕业展也同时在老街进行。从那时起就开
始认清自己想往艺术与文化这方面发展，过后
便投入了文化与艺术推广的工作里。  

Q3：在南方是否有哪些美好回忆/南院有 

    哪些活动有让你觉得特别温馨？

作为设计系学生参与第一届的“离开地球表
面”，当时我们负责的是以创意作为买卖的手
作摊位。那时身为学姐的我带领着同属一个家
庭的学弟妹，一起完成用于售卖的手饰等物
品。通过那次活动，我和原本不太熟悉的学弟
妹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更融洽了。我很享受其
中的过程，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的感觉很棒。

Q4：南方哪个老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其实每一个讲师的风格和特质各不相同，教育
的方式也不一样。基本上我和每个讲师的关系
都不错，他们都让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Q5：请用一句话来形容南院/南方大学学院？

南院可说是我人生的火柴盒，它点亮了我这一
支“蜡烛”，燃起了希望。我也希望能把光亮
延续下去，照亮其他人甚至南院这块土地。

徐加玳

科系：    广告设计
毕业年份：2013年
职业：    EH HE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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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新闻系的慧丽让她在电视台面试时多了一份优势。

说起当初在南方就读的过程，勾起了她不少的回忆。

Q1：为什么会选择就读南方？

选择南院前，我已经确定自己想读的是媒体相
关的科系。在中学的教育展里，我第一次听到
了南院这所学院。由于我妈认为吉隆坡的生活
压力很大，她不太赞同我到那里升学。后来，
由于南院有提供全免奖学金，加上亲戚住在柔
佛，有个照应，于是便决定到南院升学。

Q2：对于您目前的发展，南方是否给予您

任何的影响/启发？

当时在应征有线电视台的工作时，面试考的是
新闻写作。我念的是新闻系，因此我比同期的
应征者多了份优势，很快就被录取。另外，我

在南院也学到如何与别人相处、沟通等技巧。

Q3：在南方是否有哪些美好回忆/南院有

哪些活动有让你觉得特别温馨？

当时新闻系是第一组使用智雅大礼堂办大型活
动Perfect Star的学系，现在想回去觉得蛮自豪
的。在办活动的过程中学到了团队精神，在之
后的事业发展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比起报馆
记者，在电视台工作更讲求团队精神。此外，
通过办活动，我也收获了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的基础。

Q4：南方哪个老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南院新闻系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富有浓浓的人
情味。我在求学时，由于我是东马人，又是第
一次离开家到外地生活，难免会想家。还记得
有次因为太想家了，就跑到花姐（梁桂花博
士）的办公室大哭发泄情绪。她就像是我妈妈
一样，经常会关心我、唠叨我。

Q5：请用一句话来形容南院/南方大学学院？

南院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位于四楼的463单
位是我们新闻系学生的聚集地，我们在那里开
夜车赶功课、为辩论比赛做准备，所有喜怒哀
乐都在那小空间里发生，那里有着满满的回忆
和感情。

蔡慧丽 

科系：新闻传播系
毕业年份：2010年
职业：新加坡新传媒影像剪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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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优美环境校园成了明生选择就读考量之一。

虽然毕业已久，但同学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淡去。

Q1：为什么会选择就读南方？

我当初会选择到南院就读最主要是现实考量。
南院的学费与其他院校相比来得较低，再来
便是南院有自己的校园。当年的南院还没兴建
好，我们仍在宽柔中学里上课，放学后和便三
五好友一起留在校园里谈天，同学们之间的凝
聚力都非常好。

Q2：对于您目前的发展，南方是否给予您

     任何的影响/启发？

南院毕业后我便出来社会工作，在工作的那段
日子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当时的我想要从房
地产这块领域起家，但后来决定往与之相关的
建筑业发展。有了自己的事业后，我常把以往
在南院求学时从老师身上学到的道理与经历套
用在自己及我的事业上，才发现老师当年教授
的知识与分享的经历都是人生中的一大助力。

Q3：在南方是否有哪些美好回忆/南院有 

     哪些活动有让你觉得特别温馨？

当年还在宽中教室里开班授课的南院没有自己
的宿舍，我们外地来的学生就在附近租房子。
学校附近一座5层楼的组屋就住了一大班的南
院生，当时半工半读的我晚上下班后便叫上三
五好友以及其他同学们一同到住处附近喝茶聊
天，同学们之间的感情都十分要好。直到现
在，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班聚，一起重温昔日
的回忆。

Q4：南方哪个老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在求学时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黄裕坤老师，
我们至今仍保持联络。黄老师常说书本上的只
是回家温习就好，教书从来不跟从课本，分享
更多的都是些人生经历，从黄老师身上我学到
了很多课外的知识。如今，我常常和友人或员
工分享的道理都是以前黄老师教给我们的，那
些话让我受益良多。

王明生

科系：    商学系
毕业年份：1995年
职业：    KCP Projects Sdn Bhd执行董事  

Q5：请用一句话来形容南院/南方大学学院？

南院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给了我家
的感觉。同学们之间的感情都很要好，很有凝
聚力，师生之间的关系也亦师亦友。还记得我
当年的讲师每到考试前夕就会来我打工的餐馆
用餐，说是用餐但其实是来督促我温习功课，
这段回忆我到如今仍还记得。



吴祝光

科系：    马来学系
毕业年份：1995年
职业：    马来西亚第一副内政部长  
          拿督诺嘉兹兰特别助理

求学时期，祝光在课堂上学到了许多的人生道理。

毕业于马来学系的祝光以马来语为母校祝贺。

专 题 报 导 

Q1：为什么会选择就读南方？

当初我会选择南院是因为当时的升学管道也不
多，而我本身是国中生，中五毕业后便升上中
六，但由于之后在分派科系时被分配到了体育
系，我自己本身觉得不适合这个科系因此便跟
随姐姐的脚步来到南院深造。起初南院可选择
的科系也不多，我本身对商科也不感兴趣，于
是便本着自己是国中生毕业的背景选择了马来
文学系。

Q2：对于您目前的发展，南方是否给予您

任何的影响/启发？

在南院求学期间，讲师的教诲给了我很多的启
发。老师们的所分享的人生经历与做人的道
理，现在都能套用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不
论是职场或个人处事。当年老师们的教书方式
我也套用在我之前的教学生涯里，将老师们的
教书风格沿用到我自己身上来。

Q3：在南方是否有哪些美好回忆/南院有

哪些活动有让你觉得特别温馨？

求学时期最深刻的回忆大多都是在筹办活动这
一块。当时的我们为了协助创校，便结合了好
几个科系的学生以及来自中国的杂技团一同筹
办了名为“鹰之旅”的建校基金筹款活动，该
活动的最后一个项目便是来到南院目前的这块
校地进行动土与砌砖仪式。故此当年较多与深
刻的回忆都是在筹办活动这方面，而学业上的
回忆则是在课堂上学习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Q4：南方哪个老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便是已故的陈玉清讲
师。陈老师当年也曾担任过马来文学系的系主
任，被他教过的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位老师，因
为他不单是教书，他也教人，他教会了我们许
许多多的做人道理与经验。他向来都是先教
人，再教书；先学习了做人的道理，才能好好

地求知识。

Q5：请用一句话来形容南院/南方大学学院？

以目前的南院来看我觉得有待加强，我希望南
院以后可以走出世界。除此之外，我也希望学
子们能够利用在南院的时间去学习如何与他人
接触及待人接物，为将来到社会上去打拼时做
好准备。



26

Orange 陈慧恬

科系：    英文系
毕业年份：2006年
职业：    马来西亚艺人

Q1：为什么会选择就读南方？

因为住柔佛，中学又是念独中，所以对南院
的名字不陌生。不想离开家太远，刚好南院
又有我要念的科系，所以就决定在那里念 
diploma。

Q2：对于您目前的发展，南方是否给予您   

    任何的影响/启发？

我觉得学院是很重要的‘转大人’时期，在南
院那段时期在南院所学的，认识的朋友、老
师，参与的活动对我的自信、性格、处事都有
一定的影响。

Q3：在南方是否有哪些美好回忆/南院有 

    哪些活动有让你觉得特别温馨？

我念南院的时候住在宿舍，人生第一次和朋友
在家以外的地方住，从陌生到熟悉，学习怎么
和同房相处，这点就很难忘了。住宿舍没特别
的事情做，我还记得每天晚上小商店会有固定
的营业时间，我们都会相约一群人一起去买东
西，然后去绕校园散散步，那个时候没有被手
机绑手绑脚，可以好好聊天、散步，是很简单
的快乐。

Q4：南方哪个老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我记得我有位英文老师叫做Yvonne, 她很能和
我们打成一片，很young，人很nice,也能够理
解我们的困扰，所以还蛮喜欢她。

Q5：请用一句话来形容南院/南方大学学院？

能让人专注念书，认识自己的好地方。



专 题 报 导 

符琼音

科系：    中文系
毕业年份：2005年
职业：    马来西亚艺人

Q1：为什么会选择就读南方？

当时到南院校参观，就觉得很温馨，建筑的特
色让我觉得很有中华文化的气味，当时那与我
选的科系-中文系很有关联。

Q2：对于您目前的发展，南方是否给予您   

    任何的影响/启发？

在南院的求学生涯，我得到了师长和同学们最
大的宽容，各个层面的鼓励，及坚固的友情。
提醒着我，在我打拼的路上要一直保有年少时
的勇气与希望。

Q3：在南方是否有哪些美好回忆/南院有 

    哪些活动有让你觉得特别温馨？

当时中文系的学长姐和学弟妹的关系很好，相
处起来就像一个大家庭，互相扶持和理解，那
是美好的回忆。

Q4：请用一句话来形容南院/南方大学院？

住过的宿舍，上课的教室，练鼓的团室，吃饭
的食堂，都是我怀念的地方。



南方大学学院42周年校庆
多元典范  更上层楼 
文 / 《今日南方》编辑室

南方大学学院，于今年10月28日迎接她的42岁生

日。随着基础建设一步步的完善，南方大学学院

也朝着第三个五年转型计划迈进。多元典范 更

上层楼是本次校庆的主题。校方希望在原有的硬

体建设的基础上，更上层楼。除了开办更多得到

认证的硕士、博士课程，也希望在未来五年，可

以发展成完整的大学。碍于空间发展的局限，校

方也希望在未来发展第二校区，继续往升格为大

学的路上胼手胝足、努力经营。

今年的校庆，也将颁发第五届杰出校友奖。校

友，一直是学校发展里程碑的重要支柱。国际著

名的大学学府，看的不只是一所大学在学术上的

表现，同时，也注重所培育出的大学生的素养及

人格特质，这些，都是一所大学之所以著名及受

人尊敬的原因。校友在社会上的表现，代表他/

她所曾就读的大学，所以，校友在各领域表现杰

出，学校的声望自然也会提升。第五届杰出校友

得奖者拿督郑有文，他是南方大学学院中马区
校友会正式成立后的领军会长，也是现任中马
区校友会会长，他也是马来社会里著名的激励
大师，编写了超过十余本的马来文激励书籍。
是位跨文化界走入马来社区的企业家、讲师及
马来文励志书作者。

除了杰出校友的颁奖，校庆当晚的重头戏是南方

大学学院学生团体及中国河北石家庄学院学生联

袂呈现的校庆文艺大汇演。河北石家庄学院学生

将呈现舞蹈、乐器、声乐及体育类的表演。舞蹈

呈现的是蒙古族及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舞蹈表

演，体育类则有太极及散打等武术的呈现，精彩

可期。本校的表演团体，也会带来不凡的演出。

而这可说是学生表演团体的暖身演出。他们将在

11月10日进行“家在南方”文艺大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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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中鸟瞰第二校园，推土工程已在进行，未来五年，一栋栋的大楼将拔地而起。

校庆当晚将由南方大学学院学生团体及中国河北石家庄学院学生联
袂呈现校庆文艺大汇演。

去年由南方大学学院学生团体所呈现的“家在南方之再见”深获
好评。

今年的“家在南方之三合一”，主打三大民族融
合，呈现文化纷呈的多样性。

专 题 报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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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卓越教学奖得主
沈秀梅博士

沈秀梅博士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理事长张瑞發博士颁发卓越教师奖状予沈秀梅博士。

沈秀梅博士以幽默生动的模式教学来提升学生们的热忱。

大家好，我是南方大学学院助理教授，沈秀梅博

士。能够有幸被评为优秀教师对我而言是对自己

的教学、付出以及表现得到了很大的认可，因此

感到非常荣幸。首先我也要感谢大学制定的这个

制度，对于教师们来说是一种激励和鼓舞，让我

们在工作上能有更好的表现。南方大学学院算是

我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从2014年毕业博士学位

至今，一共教学了接近四年的时间。这四年里，

让我学习了很多，同时也感受到了上司们的关

心，同事们的帮助和学生的配合。教学对我而言

最主要的东西应该是教学的那颗心吧，如果教师

们对教学没了热诚，就很难将我们的知识传达给

学生了。我算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所以很喜欢

跟人接触以及交流，所以这份教师的工作算是最

适合我了。有时的我会很严肃但有时也喜欢跟学

生们嘻嘻哈哈的，感觉这样才能让他们又敬畏又

敢于接近我和提出他们不明白的问题。坦白说，

每个学期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基本上每

个学期的学生都是不一样的，教学和处理方式也

因此需要有所改变。这个也是让我越来越进步以

及成长的关键。我会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继续在

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查找不足，提升自己。努

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加快脚步，虚心

向前辈们学习各种工作技巧，做好每一项工作。

这个荣誉会让我不断进步，做得更好。



2016年卓越教学奖得主
赵佩娟老师

赵佩娟老师于下课结束后与学生们合影。

非常荣幸获颁卓越教学奖，从南方学院升格至南

方大学学院，任职于艺术与设计院校将近十年，

该感谢的实在太多太多。首先就是艺术与设计院

校拥有非常好的团队，无论是院长主任与讲师，

讲师之间，讲师和学生们，关系互动都极好，让

我非常享受我的教学生涯。我相信就因为这些缘

由，教学品质会越来越好！一路遇到许多贵人，

感谢您们对我的支持，用言语不足以表达，我想

我更应该做的是用行动来表达，继续教学热诚与

设计！

I am pleased, honoured and humbled to accept 
this award.  I am really appreciated for a lot of 
supports rendered by different parties along my 
lecturing journey especially the Faculty of Art & 
Design. We have a very good team; interaction 
among dean, head of department, lecturers 
and students is excellent; so grateful for this en-
joyabl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great support  

      特 辑 

from my colleagues.  I believe due to these reasons, 
teaching quality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Good teaching has always been very important 
to me, it leads an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do 
the best as well as inspires them to learn and 
grow.  Many thanks to many people whom I 
have met these few years that they are kind to 
offer their help to me. I will definitely continue 
to teach enthusiastically and share my design 
knowledges with my students.

理事长张瑞發博士颁发卓越教师奖状于赵佩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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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位师生于今年6月4日至17日代表本校，
远赴香港参加【2017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
化交流之旅】。

此次活动之宗旨，主要促进大马与香港大学生
之文化交流，并借此了解各区域的文化差异，
进而开拓各地学生之国际视野，突显出跨文化
交流的重要意义。为期14天的交流计划，先后
在香港及马来西亚各地区进行，活动内容涵盖
文化专题讲座、访问文化机构及文化景点考察。

2 0 1 7 年 马 来 西 亚 香 港 学 生 文 化 交 流 之 旅
CUHK-Malaysian Student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2017

感谢此次文化交流获得热心人士林顺忠先生的
慷慨赞助，除了本校与香港中文大学外，参与
的本地学府还有新纪元大学学院与韩江学院，
共计42位师生。

第一站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准备了简单又隆重的欢迎晚宴迎
接马来西亚学生的到来。同时，港中大的同学
也准备一些游戏和歌舞表演营造欢乐的气氛，
为这趟两地四校的文化交流之旅开启了一个桥
梁。

【回归前及其后相关社会与经济变迁】是同学
们在香港的第一场专题讲座。这场讲座是为
了让同学们针对香港回归前后的环境、地理因
素、政治因素等情况，探讨香港的变迁。《跨
文化沟通与领导力》专题工作坊，主持这场工
作坊的是互文教社，是由一名德国和新加坡的
年轻人所带领。这个工作坊非常的生动有趣,
教会学生用什么样的方法及管道去认识不同地
方的文化。

行程还包括了参观香港小童群益会。看到香港
的另外一面，不管是在马来西亚还是香港，其
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低收入的家庭，或者说一
些需要社会大众去帮助的家庭。透过讲座，教

From 4 June to 17 June , 10 students and academic  
staff flew to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laysia-CUHK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2017.  The purpose of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was to enhance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in Malaysia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enlarge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from both sides. During the process,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Southern UC,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Han Chiang College an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so exchanged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opinion with each other in a relaxed and joyful 
atmosphere. The exchange programme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generous support from Mr. 
Lim Soon Tiong.



报 导 

会年轻人在未来有能力的时候，希望能够尽努
力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家庭。

活动的其中一天，同学们也来到了香港大澳。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一座一村的邻里规
划，不像中环那样，都是高楼建筑。当天早上
学生们也体验咸蛋的制作。学生分组聚精会神
的聆听讲解员介绍大澳的发展和当地的风土民
情。学生们更能体会马港两地的差异。

第二站 吉隆坡

第二站来到位于雪兰莪加影的新纪元大学学
院。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和当地的同学们体验源
自于马来西亚独有的文化--二十四节令鼓及富
有马来族文化气息的峇迪蜡染手艺。新纪元大
学学院戏剧系也带来一场精彩万分的戏剧演
出，作品名为《三个小孩》。三位主人公通过
在不同年代诠释不同的人物，把吉隆坡的重要
历史以诙谐的方式演绎出来。然而这部戏是笑
中带泪的，充斥着幸福与无奈。学生们也参观
了林连玉纪念馆。林先生生前为华文教育不遗
余力，积极努力用尽毕生力量捍卫华教，维护
华语为华族母语的地位。这点令同学们深受感
动，也受到勉励与鼓舞。

左上：香港学生体验印度传统服装纱丽。  右上：参与马港文化交流的学生于大屿山合影。
左下：学生们也有机会体验在繁忙的香港街角，电车穿梭的港剧氛围。  右下：大屿山也是马港之旅的其中一个景点。

第三站 新山

活动来到了第三站—南方大学学院。校方于中
午举办欢迎仪式，欢迎马港师生的到来。这一
站也为大家安排印度文化工作坊，让香港的同
学亲身体验穿上印度服装。此外，也让学生品
尝印度人的传统零食、制作花圈等。大伙非常
喜欢此环节。

新山站的第一天，来到位于柔佛州依斯干达具
有象征意义的州议会厅。导览员为学员讲解建
筑特色、柔佛的由来和开会的形式。

新山站的第二天来到最有文化气息的老街进行
古迹巡礼。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安焕然教授与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负责人李思城带领两组同
学游走新山老街。同学们去了新山华族历史文
物馆、柔佛古庙和兴都庙，还有饮用霍有用凉
茶。这一趟也让香港的学生看见马来西亚多元
文化的共存。

最后一天，参观马来甘榜文化村。负责人了准
备道地印度煎饼和拉茶款待，学员们还亲身体
验拉茶、制作印度煎饼及设计手工香皂。文化
村也准备马来西亚不同民族的传统舞蹈表演。



南方文学之旅“相见恨晚——听听两岸三种的
声音”艺文活动于6月16日上午到波德申中华
中学视听室巡回演出，以诗歌散文朗诵及词曲
弹唱，在波德申漂亮的海岸种下了文艺的种子。

此活动由南方诗社、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
馆、新加坡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NAC）及波
德申中华中学联合主办。这次巡回表演是南方
文学之旅的第十场活动，诗人作家阵容强大，
邀请了来自新马两地10多位著名诗人及表演
者，包括王润华、淡莹、祝家华、张永庆、庄
华兴、刘钦洲、蔡志礼、黄宏墨、许通元、黄琦
旺、周星辰、邢诒旺、冯白羽；中文系学生白甚
蓝及波德申中学学生也参与了朗诵及弹唱演出。

此次活动随着新加坡诗人蔡志礼朗诵其中国意
象浓厚的诗作<书香>掀开序幕。新加坡著名音
乐人黄宏墨也为<书香>谱曲。

南方文学之旅
--相见恨晚在波中

SVP, Prof Wong Yoon Wah led Southern Poetry  
Society to visit Sekolah Menengah Chung Hua 
Port Dickson which was the 10th Southern  
Literary Journey activities. Southern Poetry Societ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entre, National Arts 
Council (NAC), and Sekolah Menengah Chung 
Hua Port Dickson were involved in this event. 
There was combination of performance with  
multi-language which allowed meaningful cultural 
exchange. 

自由电影节讨论 
跨性别及性侵犯课题

每当谈论“性”的相关课题，我们都选择避而
不谈。大多数的亚洲人认为不应该将这话题搬
到台面上说。但若是我们对此不闻不问，我们
就永远都不会了解“跨性别”以及“性侵犯”
不应该是隐晦之词。这课题在我们的社会中正
在真实地发生着，不谈论它并不代表事情不存
在。此次探讨跨性别及性侵犯议题的纪录片，
在南方大学学院2A讲堂进行，放映后邀请了身
在印尼及缅甸的导演，连线跟观众交流，使观
众更为了解自身对性的认知，且勇敢面对自己
的不完美。

三位导演分别是Anggun Pradesha、Rikky M Fajar、-
Sein Lyan Tun在影片中都各自加入社会课题，
如跨性别、性别取向、教育，童工，虐待及人
口贩卖等元素，提高社会对这议题的警觉性以
及意识。他们都属弱势群体，常常会成为身边
人攻击的对象，缺乏了爱与关怀，让他们心灵
饱受折磨。而影片当中所要带出的并不只是个
故事，而是现象。他们的影片都体现了为弱势
群体的权利而发声。

影片有《来自占碑的母亲 Emak Dari Jambi》讲
述变性者的故事，关于爱、真相与接纳的温馨
故事以及《不沉默的土豆 Unsilent Potato》是
叙述性侵犯的受害者所遭受的经历，且如何走
出伤痛，向世人公开自身秘密，提升女性权利
和残障人士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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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于9月4日晚上7时30
分至10时在2A讲堂进行了《仰光/背光》、
《111封寄不出去的情书》、《蕉风》的新书
分享会。迎来三位著名的作者棋子、无花、
大潘，以及《仰光/背光》、《蕉风》的封面
设计师徐华云，主持人马华文学馆馆长许通
元展开一场文学飨宴。此分享会由南方大学
学院马华文学馆、蕉风、通识教育中心、中
文系学生会、柔佛州作协联委会共同主办。

分享会开始，许通元以《仰光/背光》的出版
过程，到龙凤书的概念叙述为何两册由棋子的
小说集《仰光》，及无花的《背光》，“合成
一体”出版成，无花所谓的“共生书”。徐
华云则介绍《仰光/背光》和《蕉风》构思与
封面设计。当他接获许馆长请他设计《仰光/
背光》的封面时，他遇到的难题是，书本要有
两个封面、两个作者，而这两位作者的性格
却有天渊之别。棋子是放开自己，无花则是收
敛自己。不过，华云喜爱接受挑战，也对自己
的设计非常有要求，他尝试多种设计，在原作
上超越自己。而第511期《蕉风》的封面，他
尝试做了以往没做过的设计，那就是他亲自用
手工的拼贴方式完成，再通过电脑扫描出版。

新书发布会
--当我们相信爱情

南方大学学院在7月3日与Pelent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Sdn. Bhd.签约进行产学合作。在签
约仪式上，双方都表示很高兴能与对方合
作，并希望通過产业与学界的配合，带动本
地的企业升级与转型，以及提升南院学生
对业界动向的敏感度，创造共赢的契机。

合作期间，该公司将在南院设立机械人研究实
验室，提供研究器材以及关键技术等资源，
方便学生进行研究工作。目前，共有六位南
院电机与电子工程系的学生配合该公司委派
的两位机械工程师一同参与研究项目，其中
包含自动导引运输车（AGV）、端子压接机
（Crimping Machine）以及影像识别等。参与
学生也同时获得到该公司实习的工作机会，
进一步学习如何将理论转化成实际的应用。

此次出席签约仪式者，包括南方大学学
院校长祝家华博士，工程与资讯学院院
长 许 胜 强 博 士 ， 电 子 电 机 系 主 任 文 浩
杰 博 士 ， 电 子 电 机 系 的 全 体 讲 师 ， 参
与计划的学生，以及 Pelentong Electronic  
I n d u s t r i e s S d n . B h d .的 总 经 理 李 庭 盛 先
生 。 仪 式 在 双 方 愉 快 的 交 流 中 结 束 。

On 3rd of July,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igned 
a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with Pelent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Sdn. Bhd and this had given the chance 
to our  students to have an 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the company.

南方大学学院与Pelent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Sdn Bhd
公司签约进行产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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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entre, Chao Foon, 
General Studies Centre, and Chinese Society had 
co-organized a new book sharing sessions <When 
We Believe in Love>by having the author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n writing and more details about 
their publications.  It was an enjoyable sharing  
session among the authors and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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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展主要是提供平台让学生向外界展示他们的作品。

学生们的作品都是他们大学期间辛苦得来的成果。

同学们在毕业展结束后兴高采烈与院长合照。

25°C Art &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was held by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Outstanding products 
encompassed advertising, painting, furniture, industry, 
and game gathered from Multimedia Design De-
partment,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and De-
sign Department were exhibited. It also involved  
elements such as brand creation and remodelling, 
and photography. Students showcased their talents 
and artistic talents through concrete items and im-
ages.

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系学生于8月8日至8
月10日在本校大礼堂开始举办为期三天的毕业
展。本次的毕业展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一次，
现场有超过60名学生的毕业作品。

设计，不单单只是画画，其中还涵括了许
多领域，例如Virtual Reality（VR）、视觉艺
术、Computer Graphic等。因此，本校也希望借
此展览能够让各界人士对艺术与设计系有更深
一层的了解。

本次毕业展以25°C为主题是希望以此表达传递
温暖，展现新潮、自然及舒适的意念。举办毕
业展的原因是为了肯定毕业生的学习价值，借
此提供新秀展现的平台并增加外界对艺术与设
计的认知。活动的第一天筹委会也举办了一场
简单而又隆重的开幕仪式，大会也希望在这三
天能够有企业界的朋友前来参观，并希望借此
展览让大家更加了解艺术与设计。

25°C
最适应的温度，最温暖的作品
我们的毕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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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方大学学院南方新媒体中心和国际教育中
心，以及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录与影像维护研
究所联合主办的“南方声影∶纪录片工作坊”
在8月23日和24日圆满落幕。

本次的工作坊邀请了三位来自台南的教授及讲
师前来本校，与本校两名老师们一起授课。他
们分别是蔡庆同副教授（台南艺术大学）、陳
品君助理教授（台南艺术大学）、潘朝成讲師
（慈济大学）、许通元馆长（南方大学学院）
和郑国豪讲师（南方大学学院），授课内容主
要是让那些对记录片感兴趣的本校师生们，有
机会透过工作坊的形式，了解并认识纪录片的
制作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授课内容包括 
“纪录片的历史与美学”、“记录的本体、知
识与方法”、“冷战时期延烧的马来西亚纪录
片”、“台湾的原住民纪录片”和“影像工作
者的跨国实践”等。

为期两天的工作坊，也让台湾的学者们了解马
来西亚与台湾在文化上的差异，两校也针对工
作坊，探讨能有更多一起合作的机会。

15社区 / 12故事 南方声影：纪录片工作坊

开幕仪式后参与学生与来宾们合照留影。 新闻与大众传播系师生们与台湾讲师们的留影。

Southern New Media Centre and Tainan Art  
University jointly organized a two-day Documen-
tary Workshop. The workshop had widened the  
participants’ vision on film production  
and its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change. The  
lecturers and professors from Taiwan had an  
in-depth discussion and shar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documentary, Malaysian documentary, Taiwan 
aboriginal documentary and etc with the attendee. 

The exhibition of “Fifteen Community/Twelve 
stories” was organized by 15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15 mass communication students adopted means 
of community image story to get everyone to  
appreciate little known picture in daily activiti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to enjoy enriching life  
experience, whereas the cover of Twelve stories was 
refined by 12 students from Design Departments.

走近社区，为故事添加新色彩。南方大学学院
大众传播系以及艺术与设计系学生所联办的跨
系合作展览《十五社区 / 十二故事》，于7月
24日至7月28日在南方大学学院国际教育感恩
大楼进行。

十二故事

“十二故事”是由十二位设计系的学生改良原
有的书本封面设计，把他们自己的理念及想法
融入由他们亲手改造的书本封面设计中，让书
本的封面能够更尽善尽美。

十五社区

对于南方大学学院的师生而言，近邻校区的金
山园社区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生活磁场。十五
位大众传播系的学生让大家有机会看到平日这
些店家所不为人知的画面，通过学生们的摄
影，让观众有机会看到不一样的角度，拥有不
一样的体验。顾问老师罗友强主任与徐华云老
师让两系的学生们拥有这个举办展览的机会，
此跨系展览让各系展现所长，在筹备过程中取
长补短，两系之间的同学能互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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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思维治天下》
南方大学学院于8月11日与种子商学院签署教
育友好合作框架协议。

种子商学院成立的宗旨主要是为企业界提供深
度增长智能与潜能，以有效简易的方式解决现
今企业与社会的需求。

《种子思维智天下》系列课程主要是让企业领
导者以种子思维自我实现与协助他人实现并共

创十善社会。其课程特色融合了古老经典与量
子科学应用并强调企业管理的无限可能。这项
课程的学习方式主要分为两项，那就是课程理
论与课后实践。

活动当天校长祝家华博士与种子商学院黄琼凤
院长一同签署友好协议。活动当天出席嘉宾还
包括了理事长张瑞發博士、副理事长莫泽浩先
生以及企业界代表。

新加坡新达科技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蓝伟光
博士于8月29日莅临我校，担任企业家大讲堂
系列讲座的主讲嘉宾，讲题为《纳滤之父的
传奇故事 - 新加坡企业家蓝伟光博士的净水
技术创新之路》。他向大家分享了其创业与
净水之路的心路历程，还包括了许多与水方
面相关的常识。他指出，互联网经济时代，
善用知识的优势、结合团队力量来打造“知
识性企业”，才能永续经营，发扬科研的创
新精神。当晚场面热闹，4A讲堂全场爆满。
出席讲座的听众与同学们都感到获益匪浅。

企业家大讲堂第20讲：
纳滤之父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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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10 student members from the Southern 
UC Martial Art Society representing the Southern 
UC to take part in the 22nd Johor Martial Art Cham-
pionship on 16th and 17th of June, 2017. The stu-
dents’ performance was encouraging.

南方大学武术社10位运动员于6月16及17日，参
与由柔佛州武术龙狮总会主办的第二十二届全
柔武术锦标赛。比赛宗旨是为了推动艺术和健
康的武术运动，以提高武术的技术水平。

第二十二届全柔武术锦标赛

2017年南方大学学院第三学期迎新周和往常一
样，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

第一场是8月28日由专科医生Dr Abdul Hafiz Bin 
Mohamad Gani主讲的艾滋病与性病讲座。在会

上，Dr.Hafiz向在场的同学们展示各种性病的
症状，特征及预防方法。

第二场则是同一天由非洲Nyaka AIDS Orphans 
Project创办人兼CEO, Dr. Jackson Kaguri为同学们
主讲的《Be Your Own Hero》讲座。在讲座上，
主讲人向同学们介绍他为非洲的儿童所作的贡
献。

接下来，Yourspace Digital Hub连同曹耀群博士
于8月30日为同学们进行了网络创业讲座，让
在场的同学们了解如何善用网络的力量进行产
品宣传。

最后，是于9月5日，由包括我校毕业校友蔡建
文先生在内的多位主讲人为同学们带来主题为
《Be ‘Cara Johor’》的论坛。主讲人们探讨了柔
佛在本区域内扮演的角色以及未来发展；主持
人Ms.Tey Ke Yin也现场进行了萨克斯风表演。

迎新周系列

在这场比赛中，社员陈恩深与李嘉欣分别在男
子太极传统拳与女子传统拳术中获得铜牌。彭
瑞珍则获得女子传统拳术第四名，而钟励恒则
在洪拳拳术获得了第五名。这对于武术比赛资
历尚浅的运动员来说已是相当好的成绩。

希望武术社的运动员们都能将这次比赛视为一
个宝贵的经验，知己之短，吸收他人之长；并
在未来的日子不停鞭策自己，继续为校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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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8 June 2017, Dr. Tang Chew Peng led the  
students studying World Religious Studies to go on 
a study tour at Kuil Sri Muniswarar, Sing Ma temple 
and Masjid al-Jawaher to learn more on religions.

2017年6月18日，在陈秋平老师的带领下，
本学期《世界宗教概论》的学生，进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户外教学并参访了三大宗教场
所。其中包括装潢色彩缤纷的印度庙（Kuil Sri  
Muniswarar）、佛光山新马寺及位于丽宁镇的
一间回教堂（Masjid al-Jawaher）。

寻旅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直接参与并观察
不同宗教的宗教建筑、膜拜方式、基本教义、
了解其他教派等。也希望借此活动，增强学生
对大马各族宗教的认识，并且深入体会友族之
间的互相尊重及彼此理解的重要精神。

同学们在离开每一个场所前，都会把筹集到的款
项捐赠给该庙宇以表示感激该单位的热情招待。

其中一站在回教堂时，管理层也精心的安排了
美味丰盛的马来餐，让师生们一起与穆斯林同
胞一起开斋，场面倍感温馨。对于大部份学生
来说，这是人生中首次和穆斯林一起在回教堂
开斋，是个难得的经验。

“Overseas Chinese was the mother of revolution.” 
Was this sentence truly spoken by Mr. Sun Yat Sen? 
Assoc. Prof. Huang Jian Li had presented his findings 
at Southern Salon on 26 April 2017.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对海外华人的赞誉，
真的出自孙中山之口吗？于4月26日（星期
三），晚上7时30分在南方大学学院125会议室
举办的第六十七场沙龙讲座“华侨为革命之
母：孙中山名言之考证及各方之叙述”，新加坡
国立大学历史系黄坚立副教授通过孙中山和其他
人的著作与演说来追探此赞誉不明的来历。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在南方沙
龙讲座〈华侨为革命之母：孙中山名言之考证
及各方之叙述〉中指出，这句七字名言「华侨
为革命之母」，并非出自孙中山之口。孙中山
没有讲过这句话，而其相关类似的话，也是在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才提出的。黄坚立副教授
在讲座中指说，孙中山虽有说过类似的话，但
在其演讲或著作中，完全没有一次真正确切地
用过「华侨为革命之母」这七个字。而且这番
类似的话语，也不是在1911年前夕提出，而是
在民国建立以后的1916至1923年间，孙中山为了
藉各方力量（包括海外华人）来整合中华革命党
及国民党力量，以讨伐袁世凯等军阀的时期。

世界宗教概论之宗教寻旅
华侨为革命之母：
孙中山名言之考证及各方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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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校友也在活动当天献唱王菲的金曲。

本次的表演主要以Agogo年代呈现。

The Jump Party 7.0 consisted of both styles of  
reminiscence and modernity. There were four large 
self-made lanterns prepared by the organizer for  
people to make wishes. Each lantern represented 
health, safe, happiness or wealth respectively.

本次 Jump Party的主题是怀旧风格与现代风
格，所有的舞台表演都是精心设计以配合主
题。节目筹工委们也特别准备了四个自制大灯
笼让民众许愿。这四个大灯笼各别代表着健
康、平安、幸福与财富。

今年邀请到市议员邱孝俐为开幕主宾，开幕仪
式是以主宾撕下日历的方式呈现。开幕仪式上
也少不了传灯的环节，象征着将中华文化代代
相传。

另外，主办单位也特别准备了一只大白兔模型
放置于大礼堂前以提供大众一个拍摄景点。大
白兔模型象征着古代神话传说人物——玉兔。
礼堂内则有儿童绘画比赛，吸引了不少小朋友
参与。

不只如此，摊位组今年也招来了历年来最多位
跳蚤市场的摊主前来摆摊。让民众除了吃、
喝、祈福、拍照和看表演外也能够买得尽兴！

开幕仪式也引用了传统及创意的方式进行。

Jump Party7.0中秋园游会



It is with the greatest of sadness that we would 
like to deliver the heartbreaking news of the 
death of our colleague and friend, Dr. Richard 
Lansmon Spear (Chair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English) who had passed away on 28 June.

Dr. Richard Spear joined SUC almost ten years ago 
as a Chair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English. Dr. 
Richard Spear was a remarkable and friendly 
person who was highly respected by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alike. He always had a smile for 
everyone and was highly regarded by everyone 
who 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him. 

This is truly a great loss to our Southern UC. 
Dr. Richard Spear will be profoundly missed by 
everyone whose lives he touched. Nevertheless,  
let us remember Dr. Richard each time, with a 
smile upon our faces.

Goodbye our beloved
Dr. S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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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导 

南方大学学院中医系学生理事会于2017年4
月15日（周六）至17日（周一）举办了为期
三天两夜的第二届中医系迎新及学习营，
营会主题为“医心医意”，宗旨是让中医
系新生更了解中医的相关资讯，提升中医
专业知识与技能，并联络同学们的感情。

此营会以中医楼为主要场地，在校园内进
行，共有 25名营员以及 22名筹工委参与其
中。营会透过各种特色课程，让营员学习多
样化之中医课程，包括：草药学入门、中华
传统体育、刮痧疗法、推拿保健、制作紫
云膏等。本次营会除了一般的闯关游戏与
水路大战，筹委会也准备了充满中医专业
特色的《假案真办》环节，考验营员们的 
“观察、分析、推理”三大中医必备技能。

营会也备有营火晚会，虽然场地因为早前多日
连续降雨而潮湿泥泞，营员们依然尽情舞蹈，
释放青春活力。筹委亦会安排了作为中医系特
色活动之一的KUSO跑站考试，限时回答题目
的快节奏非常紧张刺激，题目多样化又不失诙
谐。筹委们颁发多项个人与团体奖以褒扬各方
面表现优异者，播放回顾短片，师生们各自上
台分享心得体会，最后再以大合照作为结束。

第二届中医系迎新及《医心医意》学习营

学长姐向新生们示范刮痧疗法。

中医系学长给予新生们一系列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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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于7月7日在本校草场举行第二届
夜间运动会，主题为『我因运动而精彩』。继去
年，今年本校再次举办夜间运动会，让健儿们可
摆脱烈日当空的太阳，在柔和的月光下应战。

自5月起，陆续展开约20项的体育比赛，逾500
名教职员及学生参与。今年有别以往在色队上
新增设紫色队伍，即红队、黄队、蓝队、青队
和紫队，并一起呈现五色队啦啦队表演。在比
赛项目上，也增设躲避球的项目，积分最高的
组别获胜。

马华地不佬区国会议员邱思祥担任第二届夜间
运动会的开幕嘉宾，并在开幕仪式表示，适量
的运动有助于维持健康，很多病痛都是因为没
有注重健康而引起，因此他也鼓励年轻人要多
加运动，保持健康的身体。

邱议员宣布拨款5000令吉给本校，作为活动经
费。红队队长蔡愉满同学、黄队队长陈颐敏同
学、蓝队队长李卓伟同学、青队队长薛德伦同
学及紫队队长陈泇升同学接力将圣火传递给邱
议员进行传圣火的仪式。2017年『我因运动而
精彩』夜间运动会于晚上11时圆满落幕。

运动会的传圣火仪式。

健将们在跑道上挥洒青春的汗水，奋力一搏。

健儿们一切准备就绪。

2017年 夜间运动会



报 导 

荣誉榜：

冠军队伍               紫队
最佳运动员  （男子组） 紫队 陈泇升  （女子组） 红队 刘美华
足球最佳射脚               黄队 陈建吾
排球MVP  （男子组） 黄队 李钟浚  （女子组） 紫队 洪凯俐
篮球MVP  （男子组） 紫队 陈泇升  （女子组） 蓝队 杨丽婷
田径MVP  （男子组） 紫队 陈泇升  （女子组） 黄队 蓝莹芯

挥动青春
放飞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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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Newly Joined Teaching Professionals

1  Mr. Benjamin Seow Jun Jie
2  Ms. Lim Ying Xuan
3  Ms. Kuan Soo Huey
4  Dr. Awang Yusop bin Awang Adom.
5  Ms. Chan Ler Kuan
6  Dr. Lau Hung
7  Dr. Vasanthan A/L Maruthapillai

1

2 3 4

5 6 7



About Me

As a global citizen, after working in the corporate 
world across three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here I am at SUC, experiencing my 
first time being as a lecturer and spending my 
life in a new city after moving five times. 
Having a diverse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working 
experience, I would say I am a generalist instead 
of a specialist.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knowl-
edge and would encourage my students to always 
hunger for knowledge even after they leave SUC. 
There is always never a boundary for knowledge!

While living in USA, I stayed around my  
university for six years. For me, university is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a lot of memories, a place 
full of energy and creativity from the young people, 
a place full with people hunger for knowledge 
and a place where it is fine to make mistakes. 
I have seen the importance to give the next  
generation a platform to do and be their best, and 
to groom them to be the future leaders of the  
country. I hope working in SUC allows me to make a  
difference by bringing the best out of my students.

Mr. Benjamin Seow Jun Jie
Lecturer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授 业 师 者 



About Me

Hi guys, my name is Lim Ying Xuan from Yong 
Peng, Johor. Finishing my MA Degree in TESL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t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UPM), I came to Southern 
UC, which is a beautiful campus filled with kind 
and friendly people, to work as an English lecturer cum 
Secretary of President Office. Teachers today are 
facing higher and more complex expectations 
to help students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and  
become valuable member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nature and variety of these demands imply 
that teachers, more than ever before, must be  
professionals who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a  
robust and updated knowledge base.  Hence, a good 
teacher is not someone who gives answers out their 
kids but is understanding of needs and challenges, 
and gives tools to help them succeed. That’s the way 
I see myself in this noble profession. I have strong 
faith in my choice and see Southern UC a platform 
where I can grow my career in terms of aforementioned  
aspects. Hopefully, I get the chance to enjoy my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personal growth along 
with the Southern UC growth in many years to 
come.

Ms. Lim Ying Xuan 
Lecturer
Department of English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50



授 业 师 者 

About Me

Under the Intel Elite program since undergraduate, 
Soo Huey joined Intel right after she completed her 
B.E. with University Malaysia Perlis. After getting 
bored with the comfortable working environment, 
she moved on, taking up a challenge by joining 
a small Singaporean local company which was  
previously known as Lightning Eliminators & 
Consultants. The company later was acquired by 
Hitachi. With Hitachi, Soo Huey pioneered several  
projects o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pecialized in surge protection devices. 
She headed a team of engineers and interns from 
NUS and NTU to set up a High Voltage test lab in 
Singapore. 

Soo Huey had provided consultation to Common-
wealth Secondary School in h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 She brought the norma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compete with the 
elite students in the same arena, and achieved great 
result.

Being a strong believer on “Geniuses can be made 
by hard work”, Soo Huey decided to come back 
to Malaysia and started her education career with 
SUC, contributes her experience and services to 
the Malaysian younger generation.  

“Genius only means working hard all one's life.” 
--by Dmitri Mendeleev

Ms. Kuan Soo Huey
Lecturer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r. Awang Yusop bin Awang Adom.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bout Me

My home town is Kuching, Sarawak. My secondary 
education was in Bintulu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Bintulu, Sarawak, of which I sat for my 
Senior Cambridge in 1970.  My first employment 
was as a Customs Officer in Royal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Sarawak, Malaysia in 1972. I 
work in the Customs for 20 years until 1992 and 
during my employment with Customs, I went 
overseas to further my study in United State in 
1988 to obtain my Bachelo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Oklahoma State 
USA. My study was partially sponsored by Yayasan  
Sarawak, a state government Corporation. I have 
obtained and completed of both the qualifications 
in the year 1992.  

In 1993, the Government approved my ap-
plication for premature retirement and from 
then I was employed in private sector. My first  
employment in private sector was a lecturer in 
Stamford College Kuching in 1993. From then on, I 
was progressively looking for better employment and 
was employed in Timber Industry with Sarawak 
Timber Industry Corporation and I was posted in 
the corporation’s subsidiary from 1993 to 2006. My 
last post was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Harwood 
Timber Products Sdn. Bhd. 

After the year 2006, I was involved in Education 
Industry as a full time lecturer in various universi-
ties in Malaysia, namely Lim Kok Wing University, 
UNITAR , Legenda Uni College, Inti International Uni 
College, UCSI University, Unitar International Uni-
versity, and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 
have obtained my DBA in 2013 awarded by Asia e 
University, Malaysia.  I was also employed in Palm 
oil Industry and Insurance Industry besides Timber 
and Education Industries.   I have more than 30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and 11 years of experi-
ence in Educ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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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 Steve Jobs

This quote was mentioned by the former Apple 
CEO, Steve Jobs in 2005. The same quote can be 
applied in our daily life, academic and career. With 
this quote in mind, I embarked my journey as a 
software engineer with a Sweden IT company. IT 
industry is a challenging yet high yield industry. 
We have to be multitasking to handle all the bugs 
and change requests from clients. After 2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I decided to further my 
study. Thus, I took up part time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echno-entrepreneurship) in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laysia.

I enjoyed the challenges of juggling between part-
time study and full-time job.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studying MBA was is the connection with different 
people from various industry backgrounds. With 
my I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 was able to help 
my classmates in solving academic and real world prob-
lems. While, their industry knowledge helped me to 
have a better insight into different industries. 

After graduating from UTM in year 2014, I  
continued to work for 3 year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have more corporate experiences.  In the end, 
I found my passion in sharing knowledge with others. 
Today, I am proud to be part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n order to guide the next generation.

Let me end my introduction with another quote.
“I choose a lazy person to do a hard job. Because a 
lazy person will find an easy way to do it”
~Bill Gates 

Ms. Chan Ler Kuan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授 业 师 者 



About Me

嗨，我是刘凤来自砂拉越诗巫。

我具备完整的中医全备教育，毕业于台湾中国
医药大学中医学系，考获医学士文凭，而后到
台湾大学职业医学与卫生研究所考获医学硕
士，续到广州中医药大学攻读【中西医临床整
合医学】取得博士学位。并且我也同时具备西
医专科医师资历（中西医整合医学专科医师、
职业病专科医师、安宁缓和专科医师、公共卫
生专业等资历）。

很荣幸于今年七月加入南方大家庭的教学与行
政服务团队并且担任中医药学院副院长暨南方
附属中医院副院长两项职务。全方位的培养学
生具有中医学专业知识及人文教育之素养，以
增进同学就业或专业生涯规划的竞争力。这是
我对学生的一个承诺。

我的愿景是一带一路，遍地南方，共享荣耀。
学生毕业后，在中医医院专业培训两年之后，
就可以分发到各地创业，共享荣耀。我的口号
是毕业就是创业，未来不是遥不可及，心思意
念的改变，就会进入一个得胜再得胜，蒙福和
丰盛有余的循环里。

在此，谢谢学校领导及同事们给予我多方面的
支持与鼓励，也祝福大家凡事兴盛，身体健
壮，正如各位灵魂兴盛一样。

Dr. Lau Hung
Deputy Dean;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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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Hello, I took up Education as a career after majoring 
in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t). 
I have completed my B.Eng (Hons) and PhD  
education in Jun 2011 and Feb 2017 respectively at 
University Malaysia Perlis. “Automated Marker 
Placement Based Real-Time Facial Emotion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System” is the major  
con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y PhD research. 
Apart from that, I was concerned in other researches such 
as “Intelligent Affective State Assessment Tool For 
Post Stroke Patients In Malaysia Using Wireless EEG 
Signals”, “Intelligent Emotional Deficits Assessment 
System For Parkinson’s Disease”, “WEC-BREAK-
ER: Novel Electro-Aquatic Circuit Breaker In 
Flood-Prone Areas From E-Waste” and “Sudden  
Cardiac Arrest Prediction System”. Previously, I had  
mentored one master student in analysing the EEG 
& ECG signal data using AI techniques, two under-
graduate students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n 
image processing for human emotion recognitions 
and tw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robotic 
machine interface projects (Nurse following robot 
& Blind people guided robot). I was working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in my University and focused 
on mini projects for Digits, Image Processing,  
Robotics, Automation and C programming. My life 
phrase is“Rather Than Wait For An Opportunity, 
Create Your Own”.

Dr. Vasanthan A/L Maruthapill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授 业 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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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ah Razali menulis bahawa pengabaian bahasa  
Melayu dari segi ekonomi pada hari ini  
mendatangkan kerugian besar kepada negara kita.  
Pendaftar premis perniagaan tidak mementingkan 
aspek kebahasaan apabila mereka sesuka hati  
mencampuradukkan bahasa Melayu dengan bahasa 
lain. Menurut beliau faktor pengabaian berkait  
rapat dengan kelemahan penguasaan bahasa Melayu  
dalam kalangan pengguna bahasa.
 
Menurut beliau kelemahan bahasa disebabkan 
kurang pendedahan terhadap aspek kebahasaan 
termasuk perkembangan, serta perubahan yang 
berlaku dalam bahasa Melayu. Bahasa Melayu adalah 
bahasa yang dinamik yang mengalami perkembangan dan 
perubahan seiring dengan perkembangan semasa. 
Beliau berpandangan secara tidak langsung hal 
berkenaan turut memberikan kesan terhadap perniagaan 
yang telah lama berdaftar, contohnya ketika itu 
premis tersebut masih menggunakan ejaan lama.

Mengikut beliau hal ini juga berlaku kerana  

kemampuan pegawai penasihat undang-undang 
dalam menggunakan bahasa Melayu yang baik. 
Keadaan ini berlaku kerana mereka berasa ragu-
ragu untuk memberikan nasihat dan pendapat 
dalam bahasa Melayu. Oleh hal yang demikian, 
mereka menggunakan bahasa Inggeris yang dianggap 
dapat menyatakan maksud dan difahami oleh 
semua pihak. Faktor seterusnya ialah sikap kurang 
yakin terhadap bahasa Melayu. Ekoran penggunaan 
bahasa Inggeris secara meluas dalam bidang  
tertentu menyebabkan  golongan tersebut berasa 
kurang yakin menggunakan bahasa Melayu. Mereka 
beranggapan bahawa bahasa Melayu sukar digunakan, 
serta tidak tepat dan jelas, manakala perbendaharaan 
kata bahasa Melayu dikatakan tidak lengkap, kabur 
dan tidak khusus.

Seterusnya, disebabkan kekurangan istilah khusus 
dalam bidang ekonomi, menyebabkan mereka 
kurang yakin dengan ketepatan makna dalam bahasa 
Melayu. Sungguhpun sebahagian besar daripada 
eksekutif dalam bidang kewangan dan bank boleh 

Pandangan dua Penulis tentang bahasa melayu dewasa ini (1):

Usah Abaikan Nilai Ekonomi Bahasa
Melayu dan Nasib Bahasa Kebangsaan di

Tempat Awam

Assist. Prof. Tajul Arif Bin Mohamad Yusof
Department of Malay Languag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南 方 随 笔 

berbahasa Melayu dengan baik, masih ada dalam 
kalangan mereka yang cenderung membuat beberapa 
kesilapan dari segi tatabahasa, ejaan dan penggunaan 
istilah yang kurang tepat. Walau bagaimanapun, 
kelemahan berbahasa tidak harus dijadikan alasan 
untuk mengetepikan bahasa Melayu dengan memilih 
untuk mengutamakan bahasa Inggeris.

Nik Zahari Nik Man pula menyatakan bahawa 
kita membudayakan penggunaan bahasa asing 
dalam kehidupan termasuklah penggunaan nama 
tempat.Penggunaan bahasa kedua kian mendapat 
tempat dalam kalangan remaja. Selain penggunaan 
nama menara dan jalan raya, nama yang tidak 
 bersifat kebangsaan bagi taman perumahan, gedung  
perniagaan atau institusi didapati turut menjadi  
pilihan dalam kalangan pemaju dan pemilik di  
pusat bandar. Tokoh-tokoh bahasa menyuarakan  
kebimbangan memandangkan penggunaan  

nama-nama tersebut tidak bersifat kebangsaan. 
Menurut beliau nasib bahasa Melayu seperti kurang 
terbela. Lebih membimbangkan, perniaga asing 
bertindak meletakkan nama premis perniagaan 
dengan huruf ejaan mengikut negara masing-masing 
kian meningkat.
 
Menurut beliau lagi peniaga asing yang tidak  
berlesen pula menggunakan bahasa masing-masing 
seperti bahasa Nepal dan Bangladesh yang tulisannya  
lebih besar berbanding tulisan rumi bahasa Melayu. 
Tidak kurang juga, sebahagian daripada mereka 
menggunakan bahasa Melayu dan turut menyelitkan 
bahasa Urdu, serta bahasa Hindi.

Petikan:
Asbah Razali. Pelita Bahasa. Jun 2016.
Nik Zahari Nik Man. Pelita Bahasa. Februari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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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ikut Noor Abdul Rahman bahasa Melayu 
telah mencapai taraf bahasa antarabangsa. Hal ini 
jika jumlah penutur diambil kira sebagai syarat 
utama bagi memberikan definisi antarabangsa bagi 
satu-satu bahasa atau jika diukur daripada kegemilangan 
sejarah kedudukan sesuatu bahasa di persada antarabangsa. 
Beliau berpendapat bahawa bahasa Melayu masih lagi 
tidak mendapat perhatian dan keistimewaan sebagai 
salah satu bahasa antarabangsa di persada dunia.

Menurut beliau, pengantarabangsaan bahasa  
bermaksud bahasa itu mampu menjadi alat  
perhubungan komunikasi yang lengkap dan seragam 
dalam semua kemajuan sesebuah negara bangsa 
atau ketamadunan yang memberikan pengaruh 
besar terhadap masyarakat di seluruh dunia dan 
bahasa tersebut mampu untuk digunakan sebagai 
medium utama dalam segala perkara yang mendorong 
ke arah pembentukan sebuah masyarakat dunia 
yang saling memahami dan berpotensi untuk bersetuju 
dengan penggunaan alat komunikasi yang sama.

Beliau menjelaskan pendapat Rahman Shaari  
bahawa pengantarabangsaan bahasa melibatkan 
penggunaan bahasa dalam tiga aspek penting  
kemajuan dunia, iaitu pertama penggunaan bahasa 
tersebut sebagai alat penyampaian ilmu, kedua  
sebagai medium komunikasi pelbagai bentuk yang 
digunakan dalam semua urusan dan ketiga sebagai 
alat pembangunan ekonomi seperti penggunaan 
dalam urusan perdagangan dan jual beli.

Beliau juga menjelaskan bahawa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BP) telah menjalankan pelbagai  
usaha bagi merealisasikan pengiktirafan bahasa Melayu 
sebagai antara bahasa utama di dunia. Penubuhan 

Majlis Pengantarabangsaan Bahasa Melayu pada 
tahun 1997 merupakan usaha pihak berkaitan ke 
arah pengantarabangsaan bahasa Melayu. Selain 
itu,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juga telah menjalankan 
kajian berkaitan potensi mengantarabangsakan  
bahasa Melayu dengan penganjuran pelbagai program 
kebahasaan di dalam dan luar negara sebagai usaha 
ke arah pengantarabangsaan bahasa Melayu.

Menurut Prof. Dr. Teo Kok Seong, jika kita sering 
menggunakan bahasa asing yang ada padanannya 
dalam bahasa Melayu, maka kita akan kehilangan  
kebolehan berbahasa Melayu dengan cepat dan mudah. 
Melalui bahasa manusia membina peradaban dan 
dengan bahasa juga akan terbina budaya ilmu, 
keagamaan, kesenian dan kesusasteraan. Bangsa 
yang mulia merupakan bangsa yang menghargai 
warisan budayanya sendiri. Prof. Dr. Mohamed 
Fadzil Che Din berkata sesuatu bahasa akan pupus 
bila generasi tua sudah tiada kerana merekalah 
yang menguasai bahasa tersebut, bila bahasa tersebut 
sudah tidak memiliki fungsi dan maknanya yang 
tersendiri dan bila bahasa tersebut tidak lagi dipelajari.

Beliau berpandangan jika bahasa Melayu pupus, 
yang perlu dipersalahkan ialah orang Melayu 
sendiri kerana tidak lagi menjaga bahasa ibundanya. 
Bahasa merupakan maruah dan martabat bangsa. 
Dengan bahasa, jiwa bangsa akan mekar dengan 
akal nurani yang boleh mempertahankan tamadun 
dan peradaban.

Petikan:
Noor Abdul Rahman. Pelita Bahasa. Januari 2017
Ahmad Sayuti Mohd Yusob. Pelita Bahasa. November 2016

Assist. Prof. Tajul Arif Bin Mohamad Yusof
Department of Malay Languag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andangan dua Penulis tentang bahasa melayu dewasa ini (2):

Potensi Mengantarabangsakan Bahasa Melayu
dan Bahasa Pemangkin Ketamadunan



Umum mengetahui negara Tembok Besar China 
sedang giat memperluaskan hubungan dengan negara lain 
dalam usaha mencipta kembali keagungan jalur 
Laluan Sutera Maritim dan Darat abad ke-21. Perkara ini 
sudah pasti akan memacu pertumbuhan ekonomi 
negara-negara yang  sedang membangun khususn-
ya negara Malaysia. Namun begitu, adakah bahasa 
Melayu sudah bersedia memainkan peranan dalam 
menyambut kemunculan Laluan Sutera baharu ini? 
Ataupun bahasa Mandarin akan menjadi bahasa 
dominan dunia lantas mengatasi penaklukan bahasa 
Inggeris yang dilihat menjadi bahasa internasional 
sejak sekian lama. 

Hakikatnya, terdapat kewujudan program pengajaran 
bahasa Melayu di Universiti Pengajian Asing Beijing 
sejak lebih 50 puluh tahun yang lalu. Rupa-rupanya 

negara China sudah melihat kepentingan bahasa 
Melayu dalam melebarkan sayap ekonomi negara 
mereka di segenap wilayah Nusantara. Walaupun 
pemanfaatan bahasa Inggeris dilihat sudah praktikal 
bagi urusan perniagaan para pedagang China di 
seluruh dunia, namun semacam terdapat faktor 
lain yang lebih utama iaitu memahami bahasa 
ibunda di bumi Nusantara itu sendiri dan pada 
masa yang sama memahami budaya setempat agar 
memudahkan mereka untuk berinteraksi, bertukar 
sudut pandang serta memperkayakan perbendaharaan 
kosa kata. 

Maka tidak hairanlah apabila Dato’ Sri Najib 
bin Tun Razak bersetuju untuk meletakkan satu  
Kursi Pengajian Melayu di salah sebuah universiti  
ternama di China selepas pengilhaman Kursi Pengajian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 
Bahasa Melayu - Laluan Sutera China

Mohd Saipuddin Suliman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awatan Akademik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ke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cawangan Johor 2017.

南 方 随 笔 



Melayu di Universiti Leiden, Belanda serta Universiti 
Victoria di New Zealand. Hasilnya, lahir graduan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Universiti Pengajian Asing  
Beijing yang menjadi pensyarah di universiti-universiti  
sekitar Asia, pemandu pelancong, juru penyiar 
di Radio Antarabangsa China (CRI), pemberita,  
pegawai di bank, kakitangan Kedutaa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dan diplomat-diplomat di  
segenap negara Nusantara. 

Dalam pada itu, terdapat juga graduan yang  
memegang jawatan utama seperti Duta Besar, 
Kaunselor, Konsul di Singapura, Malaysia,  

Indonesia dan Brunei Darussalam. Sambutan yang  
menggalakkan ini membuka mata banyak pihak 
termasuk saya sendiri iaitu selaku kakitangan 
akademik di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Kolej  
Univesiti Selatan. Maka, sudah tiba masanya untuk 
kita merangka semula strategik bagi mempromosikan 
jabatan ini agar berjaya menarik minat generasi 
muda pada hari ini tidak kira sama ada berbangsa 
Melayu, Cina mahupun India untuk menyambung 
pengajian dalam bidang kebahasaan. 

Ironinya, bukanlah suatu perkara yang mudah  
untuk mengembalikan zaman kegemilangan Jabatan 

Sumber rujukan : http://www.sinarharian.com.my/global/laluan-sutera-moden-1.68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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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ajian Melayu,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sekitar 
15 tahun yang lalu berikutan penubuhan ratusan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yang menawarkan puluhan 
kursus yang pelbagai dan proaktif. Namun demikian, 
perkara tersebut bukanlah suatu alasan berikutan 
zaman yang semakin mencabar ini menuntut tahap 
kreativti, daya saing serta kemahiran yang tinggi 
serta kompetitif. Mendepani kemunculan Laluan 
Sutera abad ke-21 ini barangkali mengilhamkan 
idea untuk kita mengkaji jejak strategik dan teknik 
pemasaran Universiti Pengajian Asing Beijing yang 
efisien dan sistematik lantas mempraktikkannya 
dalam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bagi meneruskan survival ilmu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pada masa hadapan. 

Selain itu, kerjasama yang erat antara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dengan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merupakan rantaian kepada usaha diplomatik  
dengan negara yang bakal mengilhamkan Laluan 
Sutera abad ke-21. Perkara ini berikutan pihak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mempunyai jalinan 
hubungan yang akrab dengan Universiti Pengajian 
Asing Beijing. Buktinya, terdapat beberapa orang 
pegawai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yang di-
hantar ke negara China bagi berkongsi kepakaran  
berhubung ilmu bahasa Melayu di sana. Maka, tidak  
mustahil seandainya kita mengambil peluang ini 
untuk menyambut kemunculan Laluan Sutera 
ini dengan menjalinkan hubungan erat dengan  
penuntut, kakitangan serta tenaga pengajar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yang sedang berkhidmat di  
Universiti Pengajian Asing Beijing tersebut. Pada 
sisi lain, pasaran pekerjaan hari ini menuntut  
graduan yang mempunyai nilai tambah serta  
kemahiran lain agar lebih berdaya saing serta  
mampu meningkatkan margin keuntungan sesebuah 
syarikat mahupun institusi. 

Hakikatnya, lambakan kes graduan menganggur 
dewasa ini disebabkan oleh sikap terlalu memilih  
bidang pekerjaan serta mempunyai kelayakan 
atau kelulusan yang sama dengan graduan lain. 
Justeru, persaingan menjadi semakin sengit dan 
mencabar. Sudah tiba masanya para pelajar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menyiapkan diri masing-masing 
dengan kemahiran generik yakni ilmu keusahawanan 
agar dapat melangkah lebih jauh setelah tamat  
pengajian kelak dan menghadapi era pasaran terbuka 
serta memanfaatkan segala peluang yang ada hasil 
pembukaan Laluan Sutera oleh negara China kelak. 
Pendekatan ini harus seiring dengan sikap kreatif 
dan inovatif agar produk atau perkhidmatan yang 
ingin ditawarkan mempunyai kelas yang tersendiri. 

Dalam pada itu, minda keusahawanan bukan  
sahaja mampu mendatangkan keuntungan kepada 
para pelajar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malah dapat 
mengasah bakat komunikasi khususnya dalam bahasa 
Melayu serta kemahiran teknologi maklumat dalam 
diri masing-masing. Bagi mengakhiri rencana ini, 
saya suka untuk memetik kata-kata terjemahan 
seorang tokoh usahawan terkemuka iaitu Jack 
Ma yang berbunyi “... masa muda ialah kekayaan 
yang paling besar, hargai setiap waktu kehidupan, 
tidak perlu takut kepada kemiskinan! Yang penting 
kamu harus tahu bagaimana melatih diri, hal apa 
yang utama, bila harus mengambil risiko dan ketika 
mana harus berhati-hati.” 

Sekian, saya sisipkan sebuah pantun buat renungan 
bersama: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indah persona,
Teknologi kemanusiaan prinsip di hati,
Laluan Sutera manfaat bersama,
Majukan bakat tajamkan kreativiti.

南 方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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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eginning I became an educator without 
realizing it. When I began teaching 9 years ago, I 
wanted to create inclusive lessons. Now I realize 
that my students deserve much more. They deserve 
to have a teacher who sincerely believes they matter 
and possess the ability to be successful. I see that 
my belief in my students’ abilities directly influences 
their potential for success. The students are eager to  
engage in real–world style challenges. “Think-
Tank” method will be an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they generate creativity and applied projects 
that showcase their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To  
encourage students interdependence, interactive 

lecture-occasional use of video-clips or guest speaker; 
client–based weekly problems lab–complete with 
lab workbook; investigation team–invit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debates about issues and any realistic  
assignments and perhaps something that is mirrored 
in the real world might be applied during their tertiary 
education. The strategies for encouraging student  
engagement through simulating activities of 
“Think-Tank” are as follows: 

i. Dialogical thinking while reading
Students learn how to return to the text to verify 
or clarify information, identify reasons to support 

Margaret Sinnappan
Department of English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ink tank”



interpretations and evaluate the acceptability and 
relevance of competing or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Teachers can judge how willingly students are to 
change their positions based on new or inconsistent 
evidence, thus gaining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ii. Build bridges
By sharing and organising prior knowledge about 
a relevant topic before reading, teachers build a 
shared context for reading the new text; activate 
relevant prior knowledge to improve readers’ ability 
to predict, sample, and confirm/reject; and teach 
the use of contextual clues to identify unknown 
words.

iii. Inking your thinking
It helps develop decoding skills, vocabulary, world 
knowledge and active comprehension skills such as 
predicting, analysing, asking questions, constructing 
images, summarising and self-monitoring.

iv. KWL 
Through a three-phase strategy (‘Know’, ‘Want 

to know’ ‘Learn’), students develop independent 
skills. KWL helps students engage with texts in  
deliberate and purposeful (strategic) ways. In the 
first phase (K) students activate prior knowledge.  
Then they predict wha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y likely need (W), and develop a plan to 
gather that information. In the final phase (L),  
students reflect on the new knowledge generated or 
retrieved as the plan is implemented.

v. Learning logs 
Teachers guide learners in reflection, and encourage 
them to record their personal thoughts through 
visual or written language. 

vi. Top-level structuring 
Teachers explicitly teach about top-level structures 
(patterns of thinking) so that students have a  
conscious knowledge of how writers use these patterns 
to communicate meaning. In our culture, four patterns 
are particularly common: comparison–contrast, 
cause–effect, problem–solution and description–listing. 

Many readers have this knowledge at an automatic  
rather than a conscious level. Explicit teaching 
about these patterns helps students: 
• find the central message of a text (main idea) 
• sort out major supporting details from less  
   important details 
• organise writing clearly and logically 
• rememb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 develop control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operate  
   as strategic readers and writers. 

Concluding thoughts
We still need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engage our students. I have noted 
that students are more willing to take risks in doing 
their assignments that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essay. 
So, let’s develop innovations in the teaching–learn-
ing process. 

南 方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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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方大学学院与日本爱知大学合作的第三届
现地教学项目于今年6月迈入尾声。

2017年6月28日于本校文物与艺术馆举办了现地
教学结业礼。

日本爱知大学的11名学生在日本爱知大学村田
安主任及现场来宾的见证下，由本校理事长张瑞
发博士颁发结业证书，并由祝家华校长，王润华
资深副校长及日本爱知大学薛鸣教授陪同。

结业礼现场气氛温馨，本校语言伙伴也用心准
备了影片及歌曲供来宾观赏，也让日本同学回
忆三个月在马来西亚生活的美好时光。

我校也于八月下旬接获日本爱知大学村田主任
喜讯，10名报考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日本同
学皆通过五级汉语水平考试，及格率为100%。

2017日本爱知大学

现地教学项目结业礼

日本学生在领取结业证书后与语言伙伴和师长们合照留影。

来自日本的学生代表在结业礼上以华文演说发表感言。

爱知大学的学生也在本校参与了太极训练班。

文 /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国 际 合 作 

依两校签订师生互换交流合作协议，此次交流
计划主要目的是达成双方互相学习两国教学体
系暨师资的管理。

因此，我校于7月份迎来中国信阳农林学院。带
队老师吴宏副教授与11位学生及郑州工业应用
技术学院带队老师闫喜亮教务长与6位老师，参
与本次师生互换交流计划。

两校师生们在南方大学学院进行交流期间，南
方大学学院安排了多次师生交流，包括老师们
前往六大学院进行观摩课程，并亲自授课。而
学生们也分别安排到不同教室进行旁听课程，
与马来西亚师生互动交流。

信阳农林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陈明同学表示此次
交流获益良多。透过这次访学不仅拓展了自身的
国际视野，在交流期间也受到了多元种族共融的
影响, 并体验到了南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南方大学学院与中国信阳农林学院及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师生互换交流项目

由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教务长闫喜亮教授带领老师抵
达南方大学学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的张少杰老师参与了马来文化交
流，并与马来少女合影。

中国信阳农林学院师生们与本校中医学院的师生们在交流结束后合影留念。

文 /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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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與行政学系 苏淯湘

实习单位：教育与公益学院

“很幸运也很感激能到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实习，长达六周的实习不仅让我深入认识马来
西亚，感受文化刺激外也让我意识到自己需要
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实习期间，与老师们一起
完成模拟幼稚园课室，深刻地体会看似简单的
布置模拟课室，实际处理却需要费一番功夫。
期间我也参与了为中国交流团所设计的捏黏土
课程，一边捏黏土一边交流文化和语言。除此
之外，日常文件档案处理的过程中也让我更加
了解教育与公益学院，虽然该学院成立不久，
但所办的实地参访活动、讲座对学生来说都含
有重要意义且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与共鸣。这

左：实习生督导萧霖副教授（右二）亲自前来本校拜访并与师生们合影。

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教育行政实习计划
文 /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本校与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于2017年签订两
校教育行政实习合作同意书，并于2017年7月
迎来两位实习生，分别为教育政策与行政学系
的苏淯湘同学和徐楚婷同学。

趟实习对我来说是精彩且难忘的回忆与经验，
很感谢这段期间大家的帮助与指导。”

教育政策與行政学系 徐楚婷

实习单位：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沈慕羽华教与师资培训中心

“那天晚上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心中突然出现
了这样的想法「就申请到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
院实习吧！」开启了我为期六周，永生难忘的
实习生活。

在实习期间，跟着老师们快速的步调去学习并
接待来访大学的贵宾，发现这样的工作最需要
的是抗压性、同心协力、和一颗喜悦的心。常
常在办公室我被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为了不被
忙碌与紧张的气氛压垮，他们创造了一个专业
与欢愉兼具的工作环境，高效率地完成繁重的
工作，令我非常敬佩。”

在马来西亚最深刻的回忆，除了热情可爱的同事
和朋友们外，最让我牵挂的就是马来西亚的美
食。在实习的最后一周与同事们组成「新山美食
团」，下班后于新山各地品尝道地美食，让我感
觉好幸福、真正体会到在外地的「家的感觉」。
至今我依然常梦到在南方大学实习的日子，有时
还以为只是梦一场。幸好这一切都不是梦。

右：两位实习生与生活伙伴。



南方大学学院与中国华侨大学联办
第二届中国哲学（中华文化）硕士境外专班开课礼

文 / 沈慕羽华教与师资培训中心

南方大学学院于2017年8月26日迎来第二届中国
哲学硕士班学员。

当天下午于本校R125会议室举办了第二届中国
哲学硕士班开课礼，本次课程共有9名来自马
新的在职人士报读。

开课礼上祝校长表示，该课程有助于学员深入
了解中国文化并发掘祖先智慧。同是学员且
为本校校务顾问的黄循积先生表示，他今年78
岁了，但仍然抱持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他
鼓励大家修读该课程，不仅能深入了解中华文
化，也能训练自己的思维使脑袋更为灵活。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许斗斗院长表
示，华大师资充沛且拥有丰富经验，专职教师
也都曾赴海外留学。该学院非常注重教学培养
及栽培国外精英。

目前第一届硕士班学员预订将于11月赴华侨大
学进行答辩。

两校领导与所有学员于开课礼结束后合影留念。

中国华侨大学与南方大学学院领导们与开课礼时互赠纪念
品并合影留念。

中国华侨大学哲学院院长许斗斗教授颁发录取函于学员。

国 际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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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5年）宽柔专科班到（1990年）南方学
院，再到升格为南方大学学院已经42年。南方
大学学院校友会自创办以来，第一次举办校友
回校日晚宴。【一起回家】校友回校日晚宴于
2017年8月12日在智雅大礼堂举行，中马区校友
会则为协办单位。

【一起回家】校友回校日联欢晚宴，获得来自
各地的校友们支持，包括海外、中马区及东马
的校友们都远道而来，盛宴筵开62席，吸引超
过600名校友一同回校。值得一提的是，第一
届宽柔专科班到年轻的校友们都踊跃赴约。出
席嘉宾包括本校董事长拿督张文强、理事长张
瑞發博士、永久名誉董事长吴惠明局绅、校务
顾问黄循积、会务顾问颜尊严老师、创会会长
魏德康、名誉顾问邱光益与王炳成、中马区校
友会会长拿督郑有文博士、中马区校友会会务
顾问拿督吴恒灿、校长祝家华博士。晚宴安排
全场校友站立，为10名恩师鞠躬谢师恩，场面
动容。

812【一起回家】
校友回校日联欢晚宴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理事层。

感谢董理事、校长、创会会长和校友们对校友会的支持。

本校刊物作品展览。



南 方 校 友 

10名在各个科系培育无数人才的恩师有专科班
讲师王金福博士、柳永健、陈锦河、黄裕堃；
资深讲师则有安焕然教授、梁桂花博士、谢其
成、邓镇材与Asokan。

为了响应中华公会提倡的革新运动即：准时
（开席）、精简（省略称呼）和环保（光盘运
动），当晚准时7时30分开席，为首个获中华
公会颁发『兴革运动』表扬状的单位。新山中
华公会署理会长何朝东呼吁更多团体响应『兴
革运动』，举办晚宴准时开席与准时结束。

董事长拿督张文强致词时表示，校友们无论在
企业界与学术界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希望更多校友加入校友会，一同成就南方大学
学院的发展。校友会于1994年成立，2015年成立
中马区校友会，希望将来能开枝散叶，在各地
成立校友会。

会长拿督陈洺臣吁校友支持母校发展

拿督陈洺臣表示，晚宴出席者当中，95%都是
本校各届毕业的校友，包括宽柔专科班校友，
一同前来联系感情。南方大学学院是我国第一
间民办的高等学府，身为校友，应让更多人认

识母校之时，希望获得更多善心人士的支持与
捐款。校友会将继续凝聚校友们的力量，在让
校友们更了解校友会后，才能协助母校发展。

筹委会主席罗健宏受访时表示，希望能透过校
友回校日让失去联系的校友们能够互相联系。

宽柔专科班商学系主任王金福博士表示，事隔
30年了有机会再相聚，像是子女回家看父母一样
的温馨，他也表扬校友会筹办活动的组织能力。

师长们以有趣的“飞吻”方式回礼以表示对学生们的关爱。

中马区校友会号召逾50人，浩浩荡荡从中部赶来欢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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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想而铺路，为专业而坚持”
——八度空间主播李依凌

配合由NTV7及八度空间电视台所主办的校园
主播招募活动，本校四位大众传播系的学生，
亲身参与电视新闻的产制过程，他们除了有机
会登上主播台，感受主播在主播台上的专业
精神，同时，他们也了解台下复杂且辛苦的新
闻采访制作过程。这四名学生是梁德耀、陈文
强、郭安琪和郭芷燕。

第五届NTV7及八度空间校园主播
为期四天的校园主播培训营于9月3日（星期
日）正式结束。NTV7及八度空间于北、中、
南各大专院校共招募50名对主播工作充满热忱
的大专生。

培训期间，学员们表示，最难忘的体验就是站
上主播台录制了属于自己的新闻并有机会参观
NTV7节目的直播现场。另外培训营期间也有
多位资深主播、主持人及制作人到场与学员们
分享经验及媒体的实际操作。

The  International Faculty Awards  Scheme  was  
instituted in the year 2015, by  the  Centre  for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sign-CARD of VIF, 
is dedicated  to recognise,  reward and  celeb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extraordinary teachers. Based 
on the APEX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s, Ms. 
Margaret Sinnappan from Department of English,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has selected for the 
Young Faculty in Language Studies (Specializa-
tion – Applied Linguistics) of the Faculty Awards 
– VIFA 2017 celebrated on July 8, 2017 at Green 
Park Chennai, India during the 3rd Contemporary 
Academic Meet – CAM 2017. 

Venus International 
Faculty Awards 2017
-YOUNG FACULTY IN LANGUAGE STUDIES 



本校中文系学生周志诚荣获第19届全国大专文
学奖小说组评审奖，首战告捷，为校争光！

第19届全国大专文学奖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筹
办，甫于4月21日晚在该校东姑大礼堂举行颁
奖典礼，周同学与来自马来亚大学、拉曼大
学、工艺大学、博特拉大学等多名文创高手共
同角逐被誉为“马华三大文学奖”之一的全国
大专文学奖。

周同学获奖的喜讯传开后，本校师生纷纷表示
祝贺。周同学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心里清楚着
文学之路不会有尽头，这次得奖确实不容易，
除了兴奋之外，还需要明确地晓得自己接下来
的道路如何走下去。他也表示，南方大学学院
其实不乏文学创作者，因此他衷心地期待学校
的文风可以振兴、盛吹起来，以培育出更多优
秀的写手。

Just A Bit Volume 2.0是由南方大学学院新闻系学
生所出版的实习刊物。

第一期Just A Bit以新山的好人好事好物为出发
点，报导在新山持续默默耕耘的在地人。第二
期仍然以新山为据点，主题则是带大家探索老
新山的怀旧氛围。

那么来到了第三期则以在地小旅行作为主题，
报导柔佛一些鲜为人知的景点，带读者吃喝玩
乐游柔佛。

另外，编辑团队也在8月19日于Sutera R.O Memories
举办了新书发布会，让更多人发现柔佛转角的
精彩。

Just A Bit Volume 2.0
新书发布

中文系周志诚荣获第19届全国大专文学奖

南 方 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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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随着招生与入学处全新的规划、部署
招生策略与宣传活动，招生处同仁不仅为本校
刷新了招生纪录，在镇守柔佛州学生市场这主
要生源之外，令人雀跃的是其它州属的学生人
数也不断攀升，全年招生总人数超越1100人！

据今年的招生统计，2017年入学的新生比例依
旧以国民型中学毕业生居多，占总人数的百分
之七十，其次是华文独中毕业生占百分之二十。
余下的百分之十则由国际学生与本地私立国际
学校毕业生组成。对比于2016年的招生统计，国
民型中学与独中毕业生各自增长了10与12个百分
点，私立国际学校毕业生人数则翻倍增长。

来自于国内其它州属的招生情况也有显著的
成长。对比2016年柔佛州的招生人数，2017年
稳健增长了14个百分点。马六甲、森美兰、雪
兰莪、彭亨和霹雳州的学生人数增长率介于47
至100个百分点。当中雪兰莪与彭亨州的增长
率就是以100个百分点的成长率火速增长。吉
打、吉兰丹、玻璃市及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的
学生人数则略微有走弱的趋势。

过去，南方大学学院予人一种纯华校的刻板印
象，被认为只接收华裔子弟或独中毕业生就
读。依据2017年的新生人数，印裔与巫裔学生
人数都达至1.5倍的成长倍数。在升格大学及持
续开发学士与硕士课程的发展道路中，大学基
础与学士课程的学生人数增长率对比2016年都
各自增长了超过25个百分点。攻读硕士学位的
学生人数更是以2倍成长的速度不断攀升，令
人鼓舞。

如此的招生佳绩是招生同仁这一年来不懈努
力、奔走、踏遍全国各大城小镇宣传的成
果。2017年招生与入学处共出席了逾130场大大
小小由中学主办的校园升学展或教育中心举办
的大型教育展。举办超过40场的学习工作坊或
校园导览活动让中学生体验及深入了解南方大
学学院的校园环境与课程设置概况。全年下来
共接待了超过2500名的民众或访客到来询问课
程及参观校园。

2018年是一个值得期待与展望的新学年，随着
大学课程内容的不断丰富与多元，更系统化与
周密的招生活动相信能够招揽更多的新生加入
南方这个大家庭。

下一站，也许招生队员就刚好遇见那个正值梦
想起航的你！

招生处职员与SMK Dato’ Penggawa Timur的学生在南方大学门前的合影。

招生与入学处2017总结



带领新文龙中华中学的学生导览校园。

SMK Taman Pelangi观摩美发实训教学

SMK Tun Mamat学生参加脸谱绘画与设计工作坊。

校园导览

对于徘徊在升学十字路口的应届统考与SPM毕
业生而言，参观大型教育展索取升学资料许
多时候就像是一场“走马看花的升学之旅”；
而校园导览，相比之下就是一场初探大学生活
的“深度旅行”。

2017年，通过精心的编排与沟通，南方大学学
院招生与入学处共进行了10场校园导览活动。
受邀前来参访的中学除了来自新山县外，还包
括笨珍县、峇株吧辖县、昔加末县、东甲县甚
至马六甲州。每一场校园导览活动在内容编
排上都有异同之处，参观热点主要围绕在图书
馆、电脑中心、中医楼、国际感恩大楼、技职
教育实训中心、华园等，让参访同学感受不一
样的校园生活环境，体验本校具人文与活力的
校园氛围。

此外，招生处同仁也将依据受邀参访的中学，
对于本校课程的询问意愿提供针对性的课程介
绍环节或工作坊，以便学生能具体了解相关课
程的内容设置或动手体验实做的乐趣。如艺术
与设计学院提供的脸谱绘画与设计工作坊、教
育与公益学院提供的幼儿创意互动教学、中医
学院提供的草药介绍与炮制课程等等。

通过校园导览活动，参访同学一般都能对本校
留下深刻印象。不仅是校园环境与氛围，更重
要的，是对各个科系相关领域的了解与资讯的
掌握。许多来届的新生，正是因为参与过校园
导览的活动而选择加入南方大学学院这个温馨
大家庭，成为乐在其中学习的一份子。

2018年招生与入学处已经准备就绪，您准备好
了吗？

升 学 之 道 



Student Recruitment & Admission Office (SRAO) 
has marked a new record for the student recruitment 
number, with the total number of more than 
1100 students for the year 2017 itself! The credit 
for this remarkable and outstanding outcome is 
heavily due to different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nd  
marketing planning, which allow us to safeguard 
Johor, the main student source, and also increase 
the numbers from other states.

Based on the statistic, SMKs are still the main 
source for our new students, constituting up to 70% 
in total.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are right  
behind it, with a total of 20%. As for the rest of 
it, they are coming from private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To compare with 2016, both SMK and 
UEC have grown by 10% and 12% respectively, 
while private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have doubled 
up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State wise, the recruitment number showed  
significant growth as well. Johor state has  
increased by 14% comparing to the previous year. 
Other states such as Melaka, Negeri Sembilan,  
Selangor, Pahang, and Perak also showed a huge 
increment, ranging from 47% to 100%. Both Selangor 
and Pahang states showed the most promising  
rate of 100%. Other states such as Kedah, Kelantan, 
Perlis, Sabah and Sarawak on the other hand,  
received a slight downfall.

Summary for the Year of 2017 
for Student Recruitment & Admissio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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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st,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UC) has 
been giving an impression to the public that it’s a 
“pure-Chinese-university”, which only recruits 
Chinese or UEC students. Through the continu-
ous marketing and educative activities, SUC has  
successfully increased Indian and Malay students 
by 150%.  While in the pathway of upgrading 
into University, SUC has increased the total num-
ber of student for both Foundation and Degree  
programs by 25%. Furthermore, students who studied 
Master programs also doubled up as compared to 
2016, which is extremely encouraging!

The extraordinary result for the entire year is credited 
to the hardships contributed by each and every  
colleagues from SRAO. In 2017 alone, SRAO has 
participated over 130 school fairs / hotel road-
shows / public exhibitions organized by secondary 

schools and external organizers. Apart from external  
activities, SRAO has organized some in campus 
activities such as workshops and campus visits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giving them more  
in-depth exposure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wards our courses and facilities. In total, SRAO 
has hosted over 2500 visitors through the events 
organized by SRAO.

As more programs are being carried out in the 
near future, 2018 is going to be loaded with lots of  
expectations and prospects. More exciting activities 
and different approaches will be carried out to  
recruit more new students to join SUC, to form a 
big family as a whol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 place where your 
dream sails!

A group photo with students from SMK Dato’ Ali Haji Ahmad 
and SRAO colleagues taken at SUC’s library.

Q&A session during the English workshop conducted specifi-
cally for Chong Hwa High School.

Visitation on SUC Herbal Garden by students from SMK Taman  
Pelangi Indah.

Students from SMK Pelangi Indah had a Hairdressing  
Workshop as part of the programs during their visit to SUC.

升 学 之 道 



76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change Society is formed 
which aims to assist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adapting 
to a new environmen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promote cultural interaction, improve understand-
ing among each other, and support newly join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sides, this society serves 
as a platform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specially in avoiding cultural 
taboos.

南方大学国际学生交流会的新届理事会组成
了。随着南方大学国际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
这个组织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标志着国
际学生将通过这个平台发挥积极的功能，带动
国际学生与本地学生更深层次的互动与交流。

南方大学的国际学生有来自中国、印尼、泰
国、越南、菲律宾等，目前也在积极拓展其他
国家的国际学生生源，目前这些国际学生大部
分是就读本科学士学位及文凭课程，包括软件

工程、金融分析、商业行政、工业设计、大众
传播、中医、中文、英文等系，其他还有修读
工商管理硕士及中文硕士的学生。

国际学生交流会主席是来自中国福建的陈颖，
她目前就读会计文凭课程，她指出，这个组
织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国际学生能通过活动拉
近彼此的距离，特别是有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
生，他们要融入这里的生活环境，总会有一段
适应期，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学生在这里相遇，
就如他乡遇知己。将让他们倍感校园的亲切与
友好。学生会除了协助新生同学，也会不定期
的举办聚餐会，经此加深认识、相互切磋学
习，互相砥砺。

这里也是一个文化汇集的地方，不同国家的风
俗人情，通过学生会彼此可以分享各自国家不
同的文化、人文、地理及民情等，经此丰富了
彼此的认识与了解一些地区民间的禁忌等。

国际留学生处总监陈锦松表示，该处将会积极
的协助这个组织在管理及活动上的支援，希望
这个组织除了加强活动内涵，今后也可以计划
与其他大学的国际学生会进行学习及团康方面
的交流，进而参与各类校际间的竞技活动。

支援新生、沟通平台、相互砥砺
——国际学生交流会理事会组成

前排右起：陈颖（主席）、邓茹、Nitacha Thongkling、Revie骆薇仪。
后排右起: 林伟杰、丁浩鑫 、李鑫、徐栋伟。



国 际 学 生 

陈颖，来自中国
目前就读
会计系二年级

邓茹，来自中国
目前就读
英文系二年级

Nitacha Thongkling，
来自泰国
目前就读
企业管理系二年级

林伟杰，来自中国
目前就读
软件工程系一年级

李鑫，来自中国
目前就读
中医预科班

徐栋伟，来自中国
目前就读
金融分析系三年级

Revie 骆薇仪，来自印尼
目前就读
企业管理系二年级

丁浩鑫，来自中国
目前就读
企业管理系一年级

国际学生与留学心得

Never look 
down on 
yourself.

Sharp tools 
make good 
work. 

Nothing is too 
late, 
unless you never 
realised it.

No Pain No 
Gain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If there is not 
unity, there is 
no power.

只有创造 
才是真正的享受 
只有拼搏 
才是充实的生活

行动是成功的阶梯，
行动越多，登得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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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大事纪要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Main Events 
(April 2017 - September 2017)

19.04.2017
南方新媒体中心举办“自由电影节”电影分享

会。放映及分享的影片包括《我爸爸的故事》、

《伊达的选择》及《掉不见》 。

Southern New Media Centre, had organised the  
“Freedom Film Festival Showcase” in Southern UC. 
The movies included <Kisah Ayahku>, <Ida’s Choice> 
and <Lak Boh Ki/Drop Nowhere>.

20.04.2017
安焕然副教授主讲第66场〈南方沙龙〉—新山华

人史研究的乡情魅力，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王付

兵副教授为新书点评董事拿汀郑惠珍则为新书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主持推介礼。

The 66th Southern Salon Talk Series was hosted by Asso. 
Prof. Onn Huann Jan to share his latest publication. 
Asso. Prof. Wang Fu-bing was invited to review the 
book. Datin Teh Hwee Tiang was invited to officiate 
the launching of the new book. 

21.04.2017
本校学生社团联合主办《我的活力校园5.0–南人

味》文艺大汇演，115位学生群策群力，联合呈

献精彩多元的文艺表演节目。

“My Dynamic Campus 5.0” was held by various clubs 
and societies at the multipurpose hall. There were  
numerous cultural and artistic performances brought 
by 115 students. 

21.04.2017
本校创业育成中心与英国国际企业家协会签署合

作备忘录，合办“公司总裁特许证书培训班”。

EICC signed a MOU contract with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IEA), United Kingdom 
to commence a program entitled Certified Chief  
Enterprising Officer.

25.04.2017
本校与CITISPA集团签署“开办美容及美发课

程”合作备忘录。

Southern UC  signed an MOU with CITISPA Group, 
Singapore to commence courses of Hair Dressing Art 
and Cosmetic & Beauty Therapy.

26.04.2017
第67场〈南方沙龙〉讲座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历

史系黄竖立副教授主讲《华侨为革命之母：孙中

山名言之考证及各方之叙述》。

In the 67th Southern Salon Talk Series, Asso. Prof. 
Huang Jian Li of NUS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on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Mother of Revolution: Ori-
gins and Discourse of Sun Yat-sen’s Epithet”.  

29.04.2017
理事长张瑞發博士为《肾病专科培训班》主持开

课礼。此课程为期5天，邀请来自中国和新加坡

七位肾病专家受邀授课，传授预防和治疗方法。

Dr. Chong Swee Huat officiated a 5-day course on 
kidney disease. 7 specialists were invited to share 
method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01.05.2017
举办第三届《中国曲艺相声红星大汇演》，集合

众多曲艺好手，演出精彩的相声、乐器、口技等

曲艺节目，获得满堂喝彩。

The performance of <2017 Crosstalk Extravaganza> 
included ventriloquism, crosstalk,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successfully won a round of applause 
from the floor. 



04.05.2017
本校与海南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于今年9
月联合开办旅游硕士管理课程。此课程为期两

年，含授课、研究及实习。

Southern UC signed an MOU with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which is a joint effort in commencing 
the Master of Tourism Administration (MTA). The 
two-year course includes lectures, research and  
internship. 

06.05.2017
本校学生总会与柔佛州华裔穆斯林协会联办《健

康之路•美丽人生：什么是清真？》通过多角度

阐释清真饮食文化及客观看待伊斯兰文化。

Southern UC Student Union and Malaysian Chinese 
Muslim Association co-organised a talk entitled <Apa 
Itu Halal?>. 

09.05.2017
本校为来自中国河北石家庄学院、河北工程技术

学院及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27名大学生的学习

交流活动举办结业礼。这项自4月18日开课，为

期3周的交流课程，除让学生体验及感受多元学

习生活，还参访国内多个旅游景点，收获丰硕。

A closing ceremony for the exchange programme was 
held to mark the end of the learning trip. There were 
27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se 3-week program to ex-
perience Malaysian campus life and also visit a few at-
tractions in Malaysia.  

10-13.05.2017
本校理事长张瑞發博士率领正副校长及多位主管

到天津及河北参访多所大专院校，并与天津城市

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及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签署合作备忘录。

The Chairman of BOG, Dr. Chong Swee Huat led the 
President, SVP and management staff to visi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Tianjin and Hebei, China. 
They signed a few MOUs with different colleges and 
polytechnics. 

12.05.2017
惠明玻璃铝业有限公司庆祝成立60周年钻禧纪

念。该公司创办人暨本校永久名誉董事长吴惠明

局绅慷慨捐献马币10万令吉予本校。

Hui Beng Glass & Aluminium Sdn. Bhd. celebrated its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e company founder 
cum Southern UC’s Permanent Honorable Chair-
man, Mr. Goh Hui Beng, J.P. donated RM100,000 to  
Southern UC. 

25.05.2017
本校教职员福利联谊会分发粽子和蜜枣，预祝全

体教职员欢度端午节及开斋节。

Southern UC Staff Welfare Association (SWA)  
distributed rice dumplings and glace dates to Southern 
UC members. 

25.05.2017
2017年第二场“自由电影节”分享会，通过放映

活动介绍大马独立电影人阿米尔执导的《登嘉楼

漫航录》及伊米尔依查旺的短片《马币十元》。

2017 Freedom Film Festival Showcase II in Southern 
UC featured 2 short films entitled: <Kisah Pelayaran 
ke Terengganu> by Amir Muhammad and <RM10> 
by Emir Ezwan. 

28.05.2017
第26届毕业典礼迎来900位毕业生，创历史新

高。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部长代表拿督斯里廖中

莱部长主礼。他深深感动于诸多先贤对教育的奉

献。董事长、理事长及校长皆在致词中勉励毕业

生发奋图强及关心社会。

Southern UC was proud to announce the 26th  
convocation ceremony with a record-breaking number 
of graduates, that was 900. Minister Datuk Seri Ir Dr 
Wee Ka Siong showed his appreciation and respect 
to the elderly who had contributed to the education. 
The Chairman of BODs and BOGs, and the President 
encouraged the graduates to work harder and show 
more concerns to the society.

大 事 纪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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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2017
永顺集团、新加坡长城集团及商道教育学院联合

本校举办《如何打造高收益企业》讲座，并捐献

18,000令吉报名费作为本校教育基金。

YS Master Group, Chang Cheng Group, SD Business 
Academy and Southern UC co-organised a seminar en-
titled “How to make profitable business”. They donat-
ed the registration fees of RM18,000 to Southern UC.

11.06.2017
麻坡广肇会馆举办110周年庆贺晚宴时节约襄助公

益，本校获2千令吉捐款。

Kwong Siu Muar donated RM2000 to Southern UC 
upon the celebration of 110th anniversary. 

14.06.2017
本校举办《第二届马港学生交流之旅》欢迎会，欢

迎43位来自本校、香港中文大学、新纪元大学学院

和韩江学院的团员。理事长张瑞發博士特别感谢香

港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林顺忠慷慨赞助活动经费。

A ceremony was held to welcome 43 participants of 
<The Second CUHK-Malaysian Student Culture Ex-
change Programme> The Chairman of the BOG, Dr. 
Chong Swee Huat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NTU Alumni Association (Hong Kong), 
Mr Lim Soon Chong for his generous sponsorship.

16.06.2017
本校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率团前往波德申中华中

学举行第10场南方文学之旅系列文艺活动。此活动

融合诗歌朗诵、词曲创作及弹唱等表演，通过多语

及多元方式呈献，乃一场精彩及富有意义的文化视

听飨宴。

SVP, Prof Wong Yoon Wah led members of Southern 
Poetry Society to visit Sekolah Menengah Chung 
Hua Port Dickson.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ey is 
a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events with multi-language 
in fostering meaningful cultural exchange. 

18.06.2017
本校文物馆联合影艺摄影学院举办为期两周的【孔

万良·黑白非零摄影创作展】，汇展本地摄影大师

孔万良在过去50年中所拍摄的110幅黑白佳作。

A two-week exhibition “ML KHONG·BLACK Tones 
Photograps Collection” co-organized by TSD JC 
Chang Museum & Art Gallery and Photo-Art Institution 
was held in MAG. The exhibition displayed 110 photo 
masterpieces were shot by Master Kong in the past 
50 years.  

17.06.2017
本校董事会顺利召开2017年常年会员大会。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Kolej Universiti  

18.06.2017
本校通识教育中心主任陈秋平副教授带领70名世界

宗教科系的大专生到新马寺参观学习，旨在提升大

专生对我国各宗教的认识，促进各民族间的和谐。

Dr. Tang Chew Peng led 70 undergraduates from  
department of World Religious Studies to go on a 
study tour at Sing Ma temple. This trip aimed to 
deepen the religious understanding among under-
graduates in our nation and to promot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cros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20.06.2017
詹尊权院士率领专家团一行7人莅访本校，获校长

祝家华博士、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及多位管理层

人员的热诚接待，双方进行热络交流。

Dr. Charles Chan Soon Heng led 7 experts to  
visit Southern UC. They received warm reception from 
our President,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management 
staff.

20.06.2017
本校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举办第68场《南方沙龙

人文学术讲座》，邀请中文系主任詹杭伦教授主

讲“皇帝的诗歌：论明初君主对东洋南洋各国的诗

文书写”。

In the 68th talk of “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Seminar”, Head of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Prof. 
Zhan Hang Lun was invited to present “The Emperor’s 
Poetry:  The Poetry Writing of the Ming Monarch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elatan Berhad was conducted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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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2017
2017年第三场“自由电影节”电影分享会，播映 

《来自占碑的母亲》及《不沉默的土豆》。

“Emak Dari Jambi” & “Unsilent Potato” were broad-
cast in the 2017 SUC <Freedom Film Festival> Show-
case III.

28.06.2017
举办爱知大学《2017现地教学计划》结业典礼。本

校理事长张瑞发博士及爱知大学中国学部主任薛明

教授在致词中勉励11位完成教学计划的日本学生。

A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held for the “2017 Lo-
cal Teaching Plan” programme. Chairman of BOGs, 
Dr. Chong Swee Huat and Department Head of Aichi 
Chinese Studies, Prof. Xue Ming gave speeches to 
motivate 11 Japanese graduates.

29.06.2017
澳洲墨尔本大学韩笋生教授率领20位硕士生莅访本

校, 获校长祝家华博士、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及

多位管理层同仁的热烈迎迓。

Prof. Han Sun Sheng fro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led 20 MBA students to visit Southern UC. They  
received warm welcome from President Dr. Thock 
Kiah Wah, SVP Prof. Wong Yoon Wah and the  
management staff.

03.07.2017
本校工程与资讯学院与Pelent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Sdn Bhd签署产学合作协议，联合设立机械人研究

实验室，提供器材和技术，促进学生进行研究工

作，从而提升他们对企业的敏感度。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igned an MOA with Pelent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Sdn Bhd to jointly set up a robot research laborato-
ry, provid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o enhance  
students’ research work,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sensitivity towards the enterprise. 

04-05.07.2017
中国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暨酒店管理系主任王

永强副教授一行4人到南方大学为‘旅游管理专业

硕士’的准研究生进行讲解和面试。

Deputy Dean of Tourism College of Hainan University, 
Asso. Prof. Wang Yong Qiang led a team of 4 delegates 
to Southern UC to undergo an interview with the 
candidates for Master in Tourism Management. 

05.07.2017
台湾嘉义大学校长邱义源教授率团莅访。双方进行

交流，并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共同推广农业技术、产

品与服务。

Prof. Qiu Yi Yuan, President of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visited Southern UC. Both parties interacted and 
signed an MOA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services.

05.07.2017
大马语文出版局高级官员莅访本校，与大学管理层

商讨举办“杰出马来文教师奖”颁奖礼事宜。

Senior officers of Dewan Bahasa & Pustaka(DBP)  
visited Southern UC to discuss the details related to  
“Outstanding Malay Teacher Award” ceremony. 

06.07.2017
台湾树德大学副校长颜志荣教授与程蓓芬博士莅访

本校。双方针对联办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进行商谈。

Prof. Yan Zhi Rong,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Shu De 
University, and Dr. Cheng Bei Fen visited Southern 
UC. Both party had deeply discussed on the collaboration 
to commence th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06.07.2017
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莅访本校。双方进行交流，并

针对未来的合作项目达致共识。

Representatives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from 
University of Busan University visited Southern UC. 
Both sides had communicated ideas so as to reach a  
consensu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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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2017
第二度举办夜间运动会，地不老区邱思祥国会议员

亲临主持开幕礼。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Southern UC Sport Night 
was launched by the Tebrau MP Mr. Khoo Soo Seang. 

09.07.2017
陈嘉庚基金联合主席陈友信带领该会领导同仁莅访

本校，双方进行热络交流，并商谈陈嘉庚基金联欢

晚宴暨第四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奖典礼筹备事宜。

The Co-Chairman of Tan Kah Kee Foundation, 
Tan Yew Sing led the committee members to visit  
Southern UC. They exchanged ideas and discussed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4th  Tan Kah Kee Spirit Award 
Ceremony’ and Dinner.

11.07.2017
本校举办第69场《南方沙龙人文学术专题演讲》，

邀得台湾长荣大学陈韵竹副教授前来主讲〈金庸小

说中的武功境界与人生境界〉。

The 69th “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Seminar”  
invited Prof. Chen Yun Zhu of Chang Rong University 
to share on martial arts and the realm of life in Jin 
Yong’s novels.

14.07.2017
本校与全球宽柔校友会联办行销学讲座，邀请行销

学名师—台湾中正国立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曾光华副

教授主讲“Don’t Leave School Without It”。

Southern UC and the Foon Yew Worldwide Alumni 
Association co-organised a seminar on marketing. 
Asso. Prof. Zeng Guang Hua from Taiwan National 
University was invited to give a speech on <Do not 
Leave School Without It>. 

14.07.2017
本校与马新多个文教团体在新山中华公会联办《生

命如斯之重，马新先驱人物林文庆》讲座，邀请海

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严春宝教授主讲，分享林文庆生

平的巨大贡献，并阐述林氏奋斗史中的诸多冲突和

矛盾。

Southern UC had organised a seminar of “Life Is So 

Heavy, Malaysia-Singapore Pioneer Lim Boon Keng”. 
Prof. Yan Chun Bao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was 
invited to share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of the late Dr. 
Lim Boon Keng.  

15.07.2017
举办校园主播培训营大专组甄选活动。入选者将参

与培训营，学习播报校园讯息的技巧。

Southern UC organized the Campus Anchor Training 
Camp university screening process. Shortlisted can-
didates could attend a training camp to improve the 
broadcast skills.

15-16.07.2017
在智雅大礼堂举办第三季开放日。各学院、学部及

教学中心各别设立柜台，接受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咨

询，协助开启升学之路。

The 3rd Semester Open Day was held at the Dato 
Seri Joseph Chong Hall. All faculties, schools and  
academic centres provide consultation f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16-18.07.2017
校长祝家华博士偕同中文系主任和4位讲师到中国

青州广福讲寺参与《儒佛关系与佛教中国化国际学

术研讨会》及发表学术论文。

President Dr. Thock Kiah Wah led the Head and  
lectur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to 
present academic pap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province of 
Qingzhou, China. 

18.07.2017
金门大学马来西亚侨校服务团莅访本校。

The Overseas Service Team,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visited Southern UC.

19.07.2017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莅访本校。双方探讨合作开办技

术课程。

Hebei College of Engineering visited Southern UC. 
Both parties discussed and cooperated on technical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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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07.2017
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办的【云平，孔令

广百幅楹联书法作品展】在文物与艺术馆开展。

The “Yun-Ping, Kong Ling-guang Couplet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rganised by Malaysia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was held 
at Southern UC.

24-28.07.2017
本校学生跨系合作举办《十五社区/十二故事》展

览，由校长祝家华博士主持开幕。‘十五社区’由

15位大众传播系学生透过社区影像故事；‘十二故

事’则是12位设计系学生通过融入自身理念改善特

选书本封面。

The exhibition of “Fifteen Community / Twelve  
stories” was officiated by President Dr. Thock Kiah 
Wah. In ‘Fifteen Community’, 15 mass commu-
nication students adopted means of community  
image story. Twelve stories were designed and  
improved by 12 students with their creativity.

07.08.2017
本校董事长拿督张文强及CITISPA集团董事主席陈

明霞女士联合为本校与CITISPA联办之“美容及美

发实训教室”主持启用礼。

Launching Ceremony of Aesthetic Treatments and 
Hairdressing Training Rooms of SITE & CITISPA Ed-
ucation Centre were jointly launched by Datuk Teo Ah 
Khiang, Chairman of Southern UC BODs and Mdm 
Christine Tan, Chairwoman of CITISPA Group. 

08-10.08.2017
艺术与设计举办《25°C毕业展》，展出多媒体设计

系、工业设计系及设计系学生的优秀作品，包括广

告、绘画、家具、工业、游戏等方面的设计。

The 25°C Art &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was 
held by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Outstanding 
products encompassed advertising, painting, furni-
ture, industry, and game gathered from Multimedia 
Design Department,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and Design Department were exhibited.

12.08.2017
南方大学校友会举办《一起回家》校友回校联欢晚

宴，获众多校友鼎力支持，筵开62席。

Southern Alumni Association held the <Alumni Back 
to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t the Dato’ Seri Joseph 
Chong Hall. 

12.08.2017
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陈宥敏博士率领讲师骆孝源和

巫维巧到居銮中华中学举办“线雕版画”及“水

彩•情”2场工作坊。

Dean of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Dr. Ding Yu Ming, 
along with Lok How Yuan and Wu Yuan Qiao held 
workshops concentrating on line engraving as well as 
watercolour.

18.08.2017
举办庆中元交流联欢晚宴，与柔州各地庆中元及神

庙组织领导同仁进行交流。

A gala dinner was organized to promote interactions 
among leaders from Qingzhongyuan organizations 
and temples across Johor state. 

20.08.2017
南方附属中医院举办免费健康讲座，由罗德旺博士

医师主讲《中风病的预防和中医治疗》。

Southern TCM Centre organized a free health seminar. 
Dr. Law Teik Hwong was invited to share tips on ‘The 
Prevention of Stroke Diseas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23-24.08.2017
南方大学新媒体中心和台南艺术大学联办《南方声

影：纪录片工作坊》，为期2天。

Southern New Media Centre and Tainan Art  
University jointly organized a two-day “Southern Film:  
Documentary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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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8.2017
举办第三学期开学礼，迎接410位新生入学，含34
位印裔生和3位马来裔生。董事长、理事长及校长

先后致词，皆鼓励学生把握机会掌握多元技能，语

多精警。会上也颁发60份优秀生奖学金。

The 3rd Semester Commencement Ceremony welcomed 
410 freshmen was conducted. Chairmen of BODs and 
BOGs, and President delivered their speeches and en-
couraged students to grab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master multi skills and languages. There was 
a total of 60 awardees of the academic scholarship. 

24.08.2017
人事处举办‘新进教职员交流会’，让管理层与新

进教职员进行近距离交流。

HR Office organized ‘New Staff Orientation’ to enhance 
interactions between Management and new staff.

24-27.08.2017
举办为期4天3夜的第三学期新生营，内容精彩多

元，增添新生对大学的认识。

A 4-day-3-night freshman camp to welcome the 3rd 
semester was conducted. A wide variety of events 
were carried out to introduce the University.  

28.08.2017
本校与中国华侨大学联办的“中国哲学（中华文

化）硕士班”举行第二届开课礼，迎接9名新生。

China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undertook the 
2nd Opening Ceremony for “China Philosophy (Chinese 
Culture) Master Programme” in collaboration with 
Southern UC. 9 new students were welcomed. 

29.08.2017
新加坡三达国际集团主席蓝伟光博士受邀担任《企

业家大讲堂》系列讲座第20场主讲嘉宾，讲题为“纳

滤的传奇故事：新加坡的净水技术创新之路”。

Chairman of Singapore Suntar International Group 
Dr. Lum Wei Guang was invited to be the 20th speak-
er of the “Entrepreneur Lecture Hall” to share on “The 
Legend of Nanofiltration: Singapore’s Water Purifica-
tion Groundbreaking Technology Journey”. 

02.09.2017
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荣获新加坡诗歌成就与贡献

奖，由马炎庆政务次长颁奖。

Senior Vice President Prof. Wong Yoon Wah received 
a “Poetry Achievement and Contribution Award” in 
Singapore. 

04.09.2017
马华文学馆举办新书分享会，分享小说集《仰光》、

诗集《背光》、小说《111封寄不出去的情书》，

同时推介《蕉风》第511期。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entre organized a  
session to share the newly published poetry collec-
tion, novel and Chao Foon 511.

05.09.2017
本校中文系与多个华团联办的《关注中国热点系列

演讲》开跑。首场由中文系主任詹杭伦教授开讲，

讲题为“国学热的由来”。

Department of Chinese held a series of talk in relation 
to China hotspots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Chinese 
Associations. Prof. Zhan Hang Lun was the guest for 
the first talk. 

06.09.2017
本校学生事务处主办企业家座谈会，邀请大马中小

企业公会前任总会长郑己胜市议员主讲《新零售时

代网络》。

An entrepreneur seminar was conduct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 Councillor Teh Chee Sin was 
invited to talk on “Network of New Retail Era”.

09.09.2017
《黄逢荣翰墨展》在本校文物馆举行，展出著名书

法家黄逢荣的100幅翰墨作品。

A well-known calligrapher Mr. Wong Feng Rong held 
an exhibition at the Museum & Art Gallery. Approxi-
mately 100 pieces of works were being showc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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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2017 / 17.09.2017
本校附属中医院举办一系列保健讲座，邀请金施韵

物理治疗师主讲“中风病的物理治疗”及副院长刘

凤副教授主讲“中风病的中医结合治疗”。

Southern TCM Centre conducted a series of health 
talks. Physiotherapist Kim Shi Yun was invited to 
share her experience on “Physiotherapy of Stroke” 
and Assoc. Prof. Lau Hung shared he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n “Treatment of Strok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19.09.2017
旅港成功商人拿督邢福虎局绅莅访本校，获校长、

校务顾问及副理事长等人热诚接待。邢氏在交流会

上即席捐献5万令吉作为本校发展基金。

Dato’ Heng Fook Foo, JP visited Southern UC and 
generously donated an amount of RM50,000 as our 
campus development fund. 

23-26.09.2017
中国西安新丝绸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一带一路大

学校长论坛》，本校校长祝家华博士及企业与管理

学院代院长暨研究生与研究学院院长范鸿达教授出

席参与及发表论文。

President Dr. Thock Kiah Wah and Prof. Huam Hong 
Tat presented their papers in “The Belt and Road  
University Presidents’ Forum” organized by Xi’An 
New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ssociation.

23.09.2017
由本校与海南大学联办的“旅游管理硕士课程”举

行开课礼，迎来11位研究生。两校领导人出席见证。

A ceremony for 11 students of Hainan University 
Southern UC’s Master in Tourism Administra-
tion was commenced and witnessed by the top  
management of both universities.

24.09.2017
本校与种子商学院联办的《种子三峰会》种子思维

课程，由黄琼凤女士和萧清顺先生联合主讲“修

身•兴企•为国•富天下”，邀请本校署理董事长暨

校友会会长拿督陈洺臣主持开幕礼。

Southern UC and Seed Harvest Academy co-organized 
the “Seed Tri-Summit” course. Two guest speakers 
were invited to discuss about mental well-be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national issues. Deputy Chairman 
of BOD, Dato’ Tan Meng Seng officia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24.09.2017
本校中文系与多个华团联办《关注中国热点系列演

讲》第二讲，由中文系主任詹杭伦教授主讲“‘一

带一路’的前世今生”。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long with many 
Chinese associations jointly organized a talk  
highligh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hotspots. The 
head of Chinese Studies, Prof. Zhan Hang Lun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related to this topic.

28.09.2017
本校欢庆2017年师长节。董事长、理事长、校长及

学生代表先后致贺词。学生献花予师长表达谢意。

会上也颁发杰出教师奖及学院优秀生奖。

During the Teachers’ Day celebration, the top man-
agement and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showed their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hrough speeches and flower 
dedication. Lecturers and student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were also awarded merit certificates during 
the ceremony.

29.09.2017
举办《离开地球表面7.0》中秋“圆游会”，节目

多元精彩，吸引逾5千名学生和民众到场参与。

The “Jump Party 7.0” was held in the Southern UC 
campus. Diversified activities attracted crowd. The 
entire campus was bustling with over 5000 students and  
community members.

09.09.2017
本校与苏丹后法蒂玛慈善基金及JIOS Academy有限

公司签署“柔州网络新创业培训计划”合作协议。

Southern UC signed a co-operational pact called 
“Johor E-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along 
with Her Royal Highness Fatimah Charity Fund and 
JIOS Academy Co., Ltd.



南方大学学院自今年4月份至9月份，共筹得250余万的善款,充本校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基金及大学教育
基金。本校董事长拿督张文强感谢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尤其在农历七月份，各庆中元组织与神庙支持
南方大学推出的福品，为本校筹募清寒奖助学金，造福莘莘学子。

公布征信录如下：

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建筑基金

RM 1000,000.00  ：丹斯里高级拿督张愈昌,Dou Yee Manufacturing Sdn. Bhd.
RM      60,000.00  ： Sim Furniture Sdn. Bhd.
RM     40,000.00  ：Goh Hui Beng Realty Sdn. Bhd.
RM     30,000.00  ：陈威群伉俪
RM     15,000.00  ：Tobe Property Sdn. Bhd. 
RM     12,000.00  ：符传曙
RM       7,000.00  ：海成丰贸易有限公司
RM       3,333.00  ：洪湖香女士(直落爪哇庆中元理事会)
RM       3,000.00  ：柔南流动小商公会
RM       2,000.00  ：何伟铭(新山小商公会),新山客家公会（同源社）,赵喜宝
RM       1,000.00  ：杨千燊(余者略)

大学教育基金

RM     33,000.00  ：柏龄花园观音庙
RM     26,000.00  ：新山蔬菜批发与供应商公会（林嘉辉)
RM     20,000.00  ：纪念杨蓉花
RM     15,000.00  ：新山渔业批发商公会(大马企业家协会1万令吉,拿督张清吉5000令吉), 
                 彭新华。
RM     14,547.00  ：峇属巴力拉惹庆中元理事会(黄种波1万令吉, G MAX公司2359令吉,  
                 蓝宝和2188令吉)  
RM     14,000.00  ：龙园居民庆中元理事会(梅相旺5000令吉, 黄雅钦3000令吉,
       通记贸易有限公司2000令吉,廖裕金夫妇2000令吉,郑惠平2000令吉)

征 信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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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13,000.00  ：纪念陈锦华
RM     10,000.00  ：富二代KTV(三楼暨新甘光联谊会),潘纲夫妇
RM       8,488.00  ：假日广场商业联谊会(廖俊铭4488令吉,黄進昇3000令吉,蔡莲香1000令吉)
RM        6,222.00  ：温贵友合家(新山海景龙园居民委员会)
RM       6,000.00  ： Admiral Industries Sdn. Bhd.(新山捷兔会)
RM       5,988.00  ： Lim Yoon Ngok(柔佛新山班兰联谊)
RM       5,000.00  ：丹杯关帝庙,林懋桦(柔佛州关圣宫联谊会)
RM       4,888.00    ：Tong Namm Tyre Retreading Sdn. Bhd.(千手观音庙)
RM       4,119.00  ：淡杯第一花园关圣坛理事会(伦记茶室3119令吉, 理事会1000令吉)
RM        4,000.00  ：善信(士乃齐天大圣坛),叶丰源生果贸易(好市场庆中元理事会)
RM        3,600.00  ：翁姑慕申福德宫庆中元委员会(沈銘香3100令吉及龙餐室500令吉)
RM        3,188.00  ： Soon Heng Stainless Steel & Renovation Works Sdn. Bhd. (皇后花园关帝庙)
RM        3,000.00  ：柔佛汽车银业公会,新山中华公会,新古来市(2)居民协会庆中元理事会,    
                 颜爱卿(新山美轮大厦公会庆中元筹备委员会),韩瑞淇
RM        2,500.00  ：十五楼庆中元理事会,慈航坛
RM        2,360.00  ： J & C Travel Sdn. Bhd.
RM        2,250.00  ：刘德强
RM        2,088.00  ：梁财利(柔佛再也安格烈区庆中元理事会)
RM        2,000.00  ：麻坡广肇会馆,乌鲁槽天灵殿,五间店玄天庙,新山百合花园庆中元理事会,   
                 1994年商学系毕业班,陈政江伉俪,拿督黄吉兴(古来圣陶沙花园，汉联花
                 园，亲善花园，乡园和高原联合庆中元理事会), 
                  蔡智源(努沙再也玉隆工业区联合公会)
RM        1,888.00  ：陈文源(大马花园庆中元联谊会)
RM        1,888.00    ：范天就(班兰社区居民联谊会)
RM        1,750.00    ：张李制衣（私人）有限公司
RM        1,668.00    ：锦发食品私人有限公司(新山水塘花园庆中元理事会)
RM        1,666.00    ：李波成(南海宫南海佛祖庙)
RM        1,555.00    ：刘南顺(古来公主城万应坛庆委会)
RM        1,500.00    ：沙令区成业花园庆中元盂兰盛会,林明星(士古来胡姬花园福德庙), 
                  迈霖工业电器有限公司(新山小商公会庆中元委员会暨属下彩虹花园小贩中心  
                  贩商),Fiffy Sdn. Bhd.,Bello Innovation (M) Sdn. Bhd.  
RM        1,288.00    ： Alvin Hoh(宏艺花园居民庆中元协会),Lee Kok Ping(茉莉花园观音亭庆中元理 
                  事会),林新祥
RM        1,250.00  ： LCM Marketing Sdn. Bhd.
RM        1,200.00  ：柔佛再也罗士美拉庆中元理事会
RM        1,188.00  ：许富鏢
RM        1,028.00    ：万福庙
RM        1,008.00  ：梁志豪(柔佛古来万仙庙)
RM        1,008.00  ：新山中华总商会,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新山福建会馆,柔佛士古来天后宫, 
                 直落爪哇庆中元理事会,武吉英达庆中元理事会,世纪花园斯里加拉小贩庆中           
                 元理事会,陈良水(居銮莲花宫),邱水生(士乃大吉花园福德正神庙庆委会),        
                 苏理新,纪念温班花,Hua Keng Tong, Cheese U Bistro Sdn. Bhd.(余者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