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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毕业典礼，凤凰花还未盛放，半岛南国以

南，风铃木却已被高温湿热，逼出一树繁花。

毕业典礼总是令人联想到美好的事物。从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再到研究所，我的人生一共参

加了五次的毕业典礼。迄今为止，最难忘的莫过

于硕士班的毕业典礼。那时毕业的同学来自不同

国家，几乎称的上是小联合国。校方在大约容纳

300人的大教堂——考文垂圣米迦勒座堂（Cathe-
dral Church of St.Michael, Coventry）举行毕业典

礼，这座大教堂曾饱受二次大战炮火摧毁，战后

在遗址的边上新建的这座教堂，承载了历史的遗

迹。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我看着教堂背光下映

照的琉璃，幽微的蓝、不同层次的蓝，令人看得

目眩神迷，还在享受毕业典礼的美好，才一会儿

光景，就结束了。

画面一转，和同学们一起将方帽丢的老高，人生

另一台跑步机已经开跑。回国之后，原本就憧憬

在大学里教书，做一个睿智的学者，想象学生在

上课的时候，细细聆听，眼里有光，仿佛智性因

此茅塞顿开。（请原谅我无可救药的偏执想象，

后来发现与事实不符）无论如何，距离上一次毕

业典礼，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如今，参加的是学生们的毕业典礼，多了的是师

长对毕业生们的祝福。而本期今日南方，我们访

问了“阿公级”毕业生黄循积前理事长，何以要

在78岁的年龄，仍孜孜不倦的求学，且听他大器

晚成的求学故事。

今年2月9日，本校举行新届董理事及校友会就职

典礼。本期今日南方也采访新届董事长、理事长

及校友会会长，希望透过专访，了解学校的掌舵

手将如何带领南方大学学院往另一个高度迈进。

最后，也是我每一期必须感谢的今日南方编委们

及一路支持的读者，今日南方能维持一定水平，

编委们的牺牲居功至伟，尤其新媒体中心的同事

们，更是任劳任怨，感谢有你们，一路相随。

主 编 的 话 

教堂背光下映照的琉璃，幽微的蓝、不同层次的蓝，令人看得目眩神迷。

走进光辉灿烂的毕业季
文 / 罗友强



南方大学的大学之道历程又来到一个新的阶段，

让我们借着校庆庆典回顾大学之道的三层意义：

升格之路、学术之路及影响之路。

（一） 升格之路：大学之名与实

今年的校庆主题是『多元典范·更上层楼』。我

们先从更上层楼谈起。五年前的2012年，南方学

院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大马华文教育二百年来第

一所民办的非营利大学——南方大学学院（简称

南方大学）。

但依大马高等私立大学法，我们还需要下阶段的

升格，才能成为一所完整的大学。因此我们正积

极筹备于明年下半年提出完整大学的申请计划

书。计划书中除了现有的七大学院的发展之外，

我们会增设两大学院，即世界中华语言文化学院

及亚洲文艺复兴与跨文化书院；同时在硬体建设方

面会规划发展第二校园的建设。这几项软硬的建设

也是第三个五年转型革新纲领中的重要计划。

我们希望申请书的全面发展计划会获得高教部的

支持，让南方大学学院能在2020年或更早升格为

一所完整的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当然，

这也是大马华社第一所非营利的大学，我们希望

南方大学的升格之路，成为大马华社成功创办大

学的典范，更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教育资产。这是

一场马来西亚华教历史上的伟大实践，我们正

在『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

（二） 学术之路： 寻找大师与多元典范

大学之道的第二层意义是实践学术之路，让大学

在技术创新、思想复新、文化更新等知识领域交

出成绩单。大学教育贵在百花齐放，让多元的人

才能在多元教育、多元文化、多语教学、多元课

程以及国际化校园等的氛围熏陶下成人成才，成

大学之道三层次：
升格·学术·影响

文 / 校长祝家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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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多元典范的一种大学教育。这是南方大学迈向

一所不一样的大学之道的最大特色，突显多元教

育与单元教育的深刻哲理之差异，唯有成就一所

多元典范的大学，南方大学可更上层楼地走出自

己的大学之道。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这也是平庸的写

照，人人都是通才，因此今天已经没有大师，但

是我们又渴望大师，寻找大师。我们希望南方大

学多元典范的教育，开启了开放的心灵；这是一

种活泼多元的教育展现了人类内在的巨大潜能与

包容，因为多元才丰富，因为多元才精彩，因为

多元才是生命的本源！因此我们南方大学最鲜明

特色是其多元色彩——多语教学、多元课程、多

元人才、多重名师、多元文化、国际校园——形

成多元典范的教育，最终能为催生多元大师奉献

一点绵力。中国伟大的军事家曹操曾说过：“山

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说

的是只要我们具有周公那样殷勤待人、礼贤下士

的宽容气度，就能够聚集天下贤才来帮助南方大

学不断地发展壮大。

（三） 影响之路：内圣外王

大学之道的第三层意义是《大学》篇中提到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深层意义就是大学之道最终要发挥影响，成就

亲民及止于至善的事功，用儒家的说法就是『内

圣外王』。一所大学要在建立其学术知识的声名

之后，通过多元典范的教育影响社会大众，培养

多元的人才，实业家、企业家、思想家、管理专

才、教育家、文化人、政治家、宗教家、文学家

等不一而足。

为了应对南方大学发展壮大的新时代、新形势、

新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大学的管治策略要保持

原则性和灵活性，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固守原则

而不知灵活变通，谓之僵化；只有灵活改变而不

设原则底线，谓之无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

通，就能使我们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树立典范，

获得更上层楼的佳绩。

一所大学正是通过知识及教育的力量改变个人与

社会，民族与国家，文明与世界。因此，大学除

了全体教职员之外，最珍贵就是我们的校友了。

今天我们能颁发第五届南方大学杰出校友奖，正

是说明大学作为播种者，开始有了一些收成，历

届及众多优秀校友的贡献就是大学果实累累的证

明，想象未来百代人才，南方之美，一所大学的

内圣外王之事功是何其大啊！

南方大学走过了42周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

了感恩为大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我们新建

了“南贤馆”。中文系詹杭倫教授题写了一首

诗，让我在这里朗诵一下，作为这篇校庆讲话的

结束语：

忆昔宽柔兴学路，华人宏愿动穹苍；

聚沙成塔五帮力，集腋成裘万众光；

一品育人无贵贱，百年立德有端方；

美轮美奂崇文殿，神策神功闻道堂；

若问南贤何所在，凌烟阁上美名扬。

谢谢各位！

注：这是校长在2017年10月28日第四十二周年校庆典礼

上的演讲词。

专栏 道南·鼎迁于南



This year’s university anniversary is themed Multi 
Paradigm, Scaling New Heights. Let’s cast light 
on the term Scaling New Heights. Five years ago 
(2012), Southern College made a quantum leap to be  
upgraded to University College. Furthermor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outhern UC) is also the first-
non-profit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funded by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to  
attain such a significant momentum, which marked an  
important part throughout the 200-year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However, under 
the ac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must go through another phase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ull-fledged 
university. Hence, we are currently making progress 
to develop a well-built proposal so as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is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posal, 
there are another one additional faculty and institute 
to be established, namely Asian Renaissance and  
Intercultural Lyceum as well as Faculty of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side from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of seven faculties; in the mean-
time, it also consists of the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second campus. Both aspects  
aforementioned are considered vital in the Third 
5-year Transformation Plan, and hope that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can grant full support on the 
plans outlined in the proposal to realize our vision of 
upgrading to a full-fledged university status by 2020. 
And eventually,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will  
become a new paradigm in holistic education, as well 
as a share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sset among the 

Three Levels of 
Significance in 
University Growth: 
Upgrading, Academic Progress 
and Influence

Prof. Thock Kiah Wah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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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n communities. 

The second path to becoming a university is  
concerned with academic in terms of facilities  
improvement,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ultural  
renewal. Embarking on such development strengthens 
the national mission and global outlook by integrating  
multi-identity, multilingualism and globalization 
that leads to a multi-paradigm university. We have 
advocated for it throughout so many years, and the 
values we uplift make us a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in 
the future as compared to other universities, which 
focus on mono culturalism. Apart from its multicultural 
identity, we strive to recruit more highly qualified 
academics and management staff to reinforce our 
lecturing team and resources. By harnessing the  
availability of modern technologies, integrat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nurturing talents, such  
approaches will keep us moving towards a full-fledged 
university.    

The third path is in connection with our aim in  
nurturing a new generation of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rs who are knowledgeable in manage-
ment and in new technology.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 new era, adhering to both flexibility 
and principles are paramount to gain more glorious 
milestones,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oals. Through the contributions of staf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Governors, and generous 
donors, we  strive to add values to the programmes, 
to enhance the employability of the undergraduates,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ir mastery of soft skills and 
knowledge. This enables us to produce professional 
and powerful workforce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culture, and the humanity spirits. For example,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of our alumni, Datuk Ching 
Eu Boon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Southern UC. 
The skills he learned here, paired with values provided 
him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career, and I believe they will do the same for other 
graduates in many years to come.  Eventually, I am go-
ing to recite a poem written by Prof Zhan Hang Lun 
to end my speech.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has the fol-
lowing great mission

To gain support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educate students regardless of race, 
status and religion; and

To achieve a noble reputation by mod-
ernising and transforming ourselves.

Thank you!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on the 42th Anniver-

sary on 28th October 2017.

Translated by Ms. Lim Ying Xuan

专栏 道南·鼎迁于南



Providing a future-oriented education, we want the 
future to begin today in SUC. Our speci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grammes will be redesigned within 
the next 5 years to prepare graduates for this complex 
future by shaping them fo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Our future-oriented education planning will be 
equipped with new knowledge, entrepreneurship, 
multi-culturalism and  digital skill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grams of SUC 
show that we are maintaining relevance and trans-
forming our live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s its name indicates, 
provides a nice balance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eatures. It is typically what the Americans called “a  

The Future
Begins Today
In Southern UC
Prof Wong Yoon Wah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Director of Academic Affairs and Registration Office

liberal arts college” with an emphasis on undergradu-
ate study in the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iences,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in the 
liberal arts generally major in a particular discipline 
while receiving exposure to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subjects, including sciences as well as other humanities 
subject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has a wide range of  
programs of studies including, home-grown and 
twinning Bachelor degrees, Diploma, Certificate, 
all providing small, student-centered classes. We  
consider the impact of out-of-class experiences on  
students’ learning and critics development.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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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ch  diversity  within our society and the man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this diversity  
presents, a broad-based and pluralistic education is 
needed. 

A liberal arts and pluralistic education is in contrast 
to a professional, vocational or technical curriculum. 
The mission of a pluralistic university is to educate 
students to become well-rounded and flourishing 
persons who have high and distinctive ideals and 
goals to which they are devoted. For a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is type of university is the best match.

.We encourage and provide all students to have  
opportunities in working and studying overseas under 
the exchange program.  In the world of  globalis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as  become a critical part 
of a well-rounded education. We will soon to make 
overseas exposure a graduation requirement. Currently, 
about 10 per cent of SUC students go abroad to work 
or study at least once.

.Our Life 20 or Life 30 of General Studies requires all 
students to undertake a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We make it compulsory. The requirement is helpful  
for them to think about how they can help others. It is 
through community service that they realise they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ternships with credits are compulsory for almost 
all programmes, lasting from a few weeks to one  
semester. Many students’ talents are sported and 
jobs are offered by host companies before or after  
graduation.

Derek Bok’s book,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stresses that the following 8 primary goals of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must be achieved: 

(1) Learning to Communicate
(2) Learning to Think
(3) Building Character
(4) Preparation for Citizenship
(5) Living with Diversity
(6) Preparing for a Global Society
(7) Acquiring Broader Interests
(8) Preparing for a Career

With the arrival of Industry 4.0, we are now entering 
into a new era of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We are always  advised to acquire the skills and latest 
technologies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new era. 

However, SUC believes that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must achieve the above 8 goals in order to be competitive 
and successful. Preparing for a career is only one of 
them.

专栏 教育大趋势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KUS) merupakan salah  
sebuah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yang dinamik serta  
progresif dan terletak di wilayah Selatan Malaysia.  
Gagasan ‘Kampus Digital dan Humanistik’ merupakan  
manifestasi kebanggaan KUS dan sentiasa berusaha 
sedaya upaya untuk membantu insan yang dahagakan 
ilmu bagi mencapai matlamat dan mengubah destini 
sepanjang hayat mereka. Refleksi usia KUS yang masih 
muda bukanlah halangan untuk menjadi salah sebuah 
institusi pendidikan tinggi yang bitara dan terkenal  
dengan falsafah kemanusiaan dan teknologi di negara 
ini. 

Mendepani masa depan yang kompleks memerlukan 
rakyat yang mempunyai modal insan yang bukan sahaja 
berpendidikan tinggi malah mempunyai kemahiran 
pemikiran analitikal dan kritikal yang beraras tinggi. 
Perkara ini dilihat amat penting agar berupaya melahir-
kan bakal pemimpin negara yang bijaksana, berintegriti 

dan berkaliber. Atas kesedaran ini, program akademik 
yang kami rencanakan adalah bersifat holistik dan  
praktikal. Tujuannya adalah untuk menyediakan  
generasi muda yang mempunyai nilai tambah serta  
seiring dengan kehendak Revolusi Perindustrian 4.0.

Dalam pada itu, parameter penyelidikan dan  
pembangunan sepanjang hayat dalam merekayasa  
inovasi dan efisiensi amat ditekankan di KUS. Kami 
percaya dan sedar akan kepentingan mewujudkan  
horizon intelektual yang melibatkan kedua-dua pihak  
yakni para pelajar dan juga cendekiawan  
akademik fakulti. Objektifnya agar kedua-dua  
pihak berkepentingan (stakeholder) KUS ini  
mampu meningkatkan produktiviti penyelidikan  
serta berupaya mencari rintis idea terbaharu dalam  
menyelesaikan isu-isu semasa seperti kompleksiti  
budaya, sosial, teknologi, pelestarian alam sekitar dan 
sebagainya.   

Ucapan bagi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Profesor Huam Hon Tat
Naib Presiden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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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ikatnya, kami amat yakin bahawa penguasaan  
bahasa Inggeris harus paralel dan dijadikan medium  
bahasa pengantar ilmu agar graduan KUS dapat  
menguasai pasaran globalisasi dan mempunyai nilai 
pengantarabangsaan. Hal ini berikutan bahasa Inggeris  
merupakan bahasa pengantar ilmu-ilmu terkini  
dunia, bahasa komunikasi sejagat serta bahasa  
perdagangan global yang mempunyai nilai  
komersial. Justeru itu, kami berusaha sebaik  
mungkin untuk memastikan para pelajar  
KUS dapat mendalami ilmu bahasa Inggeris  
secara sistematik, proaktif dan pragmatik.

Kami menggalakkan para pelajar KUS untuk  
mengikuti pelbagai kursus bahasa Inggeris yang telah 
direncanakan khususnya untuk membantu mereka  
meningkatkan penguasaan bahasa Inggeris secara  
berkesan. KUS juga menghantar barisan tenaga pengajar 
kursus bahasa Inggeris untuk menyertai pelbagai kursus 
bahasa Inggeris di luar universiti agar para pelajar kami 
dapat memanfaatkan pembelajaran bahasa ini pada 
tahap optimum. Kami juga berbesar hati mempunyai  
inteligensia bahasa Inggeris lepasan Universiti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yang mengajar di KUS  
secara sepenuh masa. 

Sesungguhnya, kami berhasrat untuk menjadi  
sebuah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yang berorientasikan  
kedinamikan pelajar. Kami juga bertekad untuk  
mewujudkan sebuah institusi yang komited  
terhadap masyarakat dan negara. Kami sentiasa  
berusaha untuk menghasilkan produk pelajar  
yang memiliki keseimbangan aspek  
rohani dan jasmani. Dengan kata lain, KUS  

mempunyai hala tuju ke arah kecemerlangan bukan  
sahaja dalam aspek akademik malah aspek sosialisasi  
juga. Kami percaya bahawa para pelajar harus bekerjasama  
secara rapat dengan masyarakat luar supaya mereka  
mampu menggalas etika tanggungjawab sosial  
terhadap komuniti setempat serta melestarikan  
persekitaran alam pada masa hadapan. 

Akhir kata, menerusi sumbangan aktiviti pendidikan,  
penyelidikan dan pembangunan serta konstruktif  
aspek sosialisasi diharap dapat mencetuskan keyakinan  
yang tinggi bagi KUS untuk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dalam transformasi pendidikan terutama 
sekali di wilayah Selatan dan negara Malaysia secara  
keseluruhannya. Keyakinan murni dan kepercayaan 
yang ikhlas oleh masyarakat terhadap KUS sudah pasti 
dapat menjadi seakan tonik yang memberi suntikan  
semangat dan ilham terhadap cakerawala minda 
kami selaku barisan akademia demi menyuburkan 
bunga-bunga kejayaan seindah warna pelangi di kaki  
langit. Kami berjanji akan memberikan perkhidmatan  
pendidikan yang terbaik dan berusaha sedaya  
mungkin untuk mentransformasikan KUS ke aras yang 
lebih tinggi suatu hari nanti agar menjadi salah sebuah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yang gemilang, cemerlang dan 
terbilang serta terkemuka di seluruh pelosok dunia.        

        Konstruk ilmu di bumi Selatan,
        Cahaya gemilang kejayaan menanti,
        Cemerlang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Falsafah kemanusiaan horizon di hati.

专栏 Menuju Ke Arah Kecemerlangan 
Pendidikan Bertaraf Dunia



Whatever we do we must do it mindfully and  
passionately.

Likewise, when students deal with their campus life, 
they must be committed to complete their tenure of 
their academic programs, in either diplomas or degrees 
to its fullest. Campus life is an adventurous journey. It 
should not be a disastrous adventure. 

My dear students, you are in the university to learn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to climb the pinnacle of 
your life.  Hence, you are advised to keep gasping 

for fresh breeze either in campus or off-campus. Try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ampus amenities as well as perform 
you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y as SUC students.

University life is not only about books, lectures, tutorials 
and academia. Undoubtedly, the journey of obtain-
ing an academic paper qualification on the gradua-
tion stage could be the final goal of every student, you 
should also keep growing up, equip yourselves with 
soft skills, keep progressing to be more mature, inde-
pendent, disciplined, purpose driven, sociable, inter-
active and industry-relevant. You will then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itizen.

How to attain the “HEART” of campus Life? 

HEART is the abbreviation of Happiness, Experience, 
Achievements, Romance and Treasure.  
   
HAPPINESS is what we are chasing after. We cannot 
have happiness unless we participate and indulge  
ourselves in the activities. Back in school days, par-
ents and teachers often advised us to study hard, get 
good grades in order to achieve happiness in life. To 
them, completion of studies and receiving the cer-
tificates on the graduation stage should be the hap-
piest moment in life. Isn’t it silly just to be happy just 
for one day! Rightfully, we should seek happiness 
throughout our life including our campus life. So, be 
passionate with our selected program of studies and 
be willingly committed and seek to learn as much as we 
can. Your daily campus life is meant to be a happy day 
if you have right thoughts. Your thoughts determine 
your actions. Your positive attitudes would radiate 
and generate positive results. Laugh it out loud (LoL)!

EXPERIENCE makes us a greater person. Even a bad 
experience is a good lesson. So why should we worry 
if we experience failure in whatever we endeavor. We 
ought to follow ‘NIKE’s slogan “Just Do It!”.  After all, 

Heartily Attain
The “HEART” 
of Campus Life
Asst. Professor Chan Siew Lim 
Assistant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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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s an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s. Experiences are 
the most expensive item which cannot be bought over 
by money. We ourselves have to do it, feel it and learn 
from it. During campus life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aspects that you have to experience, namely:  academic, 
sports, socio-cultural, psychological, spiritual, teamwork, 
leadership, community services, friendship, romance, 
arts and the list is endless. Experience is what makes 
you a different person!

ACHIEVEMENT is what motivates us to act and 
drives us mad. Very often than not, our society bench-
mark of success is equivalent to achievements. As a 
rats-race on the stage of this society, we should set our 
target right. Plan and act on it. Do our very best to be-
come excellent in every aspect of our endeavor. Once 
you have achieved your target, you will feel satisfied. 
The feeling of satisfaction and recognition is the best  
reward of your commitment and hard work. Thus, 
you are encouraged to excel and to become an  
all-rounder. Achievements in all aspects are going to 
be your credential in life!

ROMANCE is an art we should develop. Generally, 
romance is viewed as an intimate feeling between 
couples. In my opinion, romance is the appreciation 
of arts, culture and relationships. The feeling of close-
ness, attachment and motivation that drives us to im-
merse in. Well somehow undergraduates are in the 
stage of life to have inclination towards the opposite 

sex. Who knows with some initiative and luck, your 
destiny of relationship could begin from the univer-
sity. Thus, try to socialize, get connected with more 
course mates and university friends. This networking 
will benefit your future career path.

TREASURE is something that we look after carefully 
because we think it is valuable or important. The current 
moment which you may spend two to seven years as 
a campus resident can be considered  the most precious 
and youthful years of your life. So dedicate your daily 
campus life to the fullest.  Many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nd professionals might have missed their campus 
life but they found their future spouse, long lasting 
and trustworthy friends and gurus. At the same time,    
they discovered their strengths and decided their  
career plan from the dot of their youthful days on 
campus. Smile for the wisdom that you treasure!

Simply set yourself free, forge ahead heartily to attain 
the “HEART” of campus life.

Happiness 
Experience  
Achievements  
Romance 
Treasure

Wishing our students a fantastic, wonderful and  
passionate campus life!

Cultivating temperament. Destress and socialise.

专栏 The Heart of Campus Life



( 1 ) 请问新届董事会有哪些使命和任务想要完成？

这一届的董事会主要的使命是提升现有建筑物的

设备，尤其包括旧的学生宿舍以及主楼，另一方

面希望能在能源方面更加节省。同时也要加强行

政和员工工作的效率，让职员们能充分地发挥所

长。重点也会发展各科系，尤其希望让社会大众

想到某科系就会想到南方大学学院，这也是重要

的任务之一。校方也需要配合社会的情况，开办

符合社会需求的科系，提高竞争力。

要提升现有的设备，也需要好几百万，但是这一

两年整个新山华社正为宽中第二分校筹款，约需

八千多万，对新山华社而已，这已是沉重的负

担。因此，若我们现阶段也发展第二校园的话，

对华社而言，肯定是百上加斤，所以，最好的打

算，就是先得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在旧有的基础

上继续发展。这么一来，在推动第二校园时，完

成度也会较快。若我们本来的资源并没被充分利

用，却要扩展新校园，其效力就没那么大了。

南方大学学院第十届董理事及校友会就职典礼
本校于2018年2月9日进行了新届董理事及校友会就

职典礼。原是我校校友会会长及署理董事长的拿督

陈洺臣卸下会长一职，晋升成为本校新任董事长。

理事长则由张瑞發博士连任，校友会会长一职则由

原为副会长的吴来财校友，接替拿督陈洺臣的校友

会会长职缺。董理事的监誓主宾为丹斯里拿督邝汉

光。校友会的监誓主宾则为本校名誉董事长拿督张

文强。配合新届董理事就职礼，今日南方专访新上

任的董事长、校友会会长及连任的理事长，且听接

下来他们将带领南方大学如何往更高的成就迈进。

董事长 拿督陈洺臣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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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学生开始到现在成为董事长，请问您如何

看待学校43年的发展？

其实当时会来南院继续升学，第一就是学费可负

担，第二为有社团活动，南院不止注重教学，更

注重身心发展。而其他的盈利私立大学则纯粹上

课，这为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再来就是当时升学资源有限。毕业之后，怀着饮

水思源的心情加入校友会，从会长到董事长，本

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当了董事之后，

在与学生交谈时，意识到南方大学学院确实帮助

许多家庭减轻升学的负担。

其实开始加入校友会的时候，并没想过会当上董

事长，我只是觉得做人要饮水思源，尽自己的能

力去爱护母校，将责任做好。任期中，也希望改

善学校。其实在公益事业上，若是做不好，会被

严厉地批评。南方大学学院是马来西亚华社的重

要机构之一，因此自己也算是半公众人物，在各

方面都要小心处理，需谨言慎行。 

（3）从校友会到董事会，是否有哪些最艰难的

时刻？

十年前被推选为校友会会长，当时纯粹只是抱持

着回馈母校的心态。后来机缘巧合下，被委任成

为学校董事。起初因家庭和事业上的忙碌，而

不太敢接受这样的委任，毕竟压力也大，但是，

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在成为署理董事长时，其实

也有一段时间的挣扎。毕竟这是非常不讨好的位

置。到最近接手董事长，其实心里挣扎，也有许

多因素需要考量。

第一考量，就是年龄。有些华社人士认为，领导

者本应是年龄较大，年纪轻者，较难服众；第

二，带领一批教授及博士级人马，学识的不足，

心理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再来就是要很有钱的，

论这三点，我都不是。我只觉得，责任重于泰

山，名利轻若鸿毛，可能我不是最适合的人选，

但我们董理事都抱着甘愿做欢喜受的心态。我相

信不可能每个人坐上董事长这位置，就能表现得

很好，一定会有缺点。这需要大家的包容和配

合，南方大学是一个很大的组织，改变非一朝一

夕的，需要大家的配合。各方面都要小心处理。 

（4）董理事层年轻化，新加入的伙伴们如何帮

助您呢？

其实这一届的董理事层年轻化的情况也不会有太

大的差别，新晋董理事的年龄都介于五十岁左

右。我参与这个组织或是社团已有二十年的历

史。我发现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士其实蛮适合参与

组织成为干部的，因为事业上他们都已经有一定

的目标和成就。只是过去来说，董理事会比较少

人愿意加入，因为华校的情况，社会人士会拒

绝，他们认为华校是个无底洞。现在南方大学学

院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

是尽可能的做好本分，吸引社会，让社会人士能

主动的捐助。

现在很多社会人士都会主动捐献给南方大学学

院。而这一次邀请的伙伴们都非常愿意加入我们

的组织。董理事成员各有各的职责。有者在华社

或是马来社会当公关，有些则是比较适合在学校

的硬体或软体方面给予帮助。有些则是能在政府

方面提供协调和帮忙。

（5）在南方大学学院这十年有哪些是您特别想

感谢的人吗？

感谢我的另一半，我的太太的看法和各方面（的

包容）。对于生意伙伴，感谢他们能理解我们的

牺牲和付出。同时也感谢前董事长拿督张文强的

提拔及给予的中肯建议。毕竟在我这个年龄当上

董事长，华社难免会有很多的看法。而前董事长

拿督张文强引导我，让我顺利接班，从旁也给予

不少协助。他在这方面的确花了很多的心思。同

时，也感激理事长张瑞發博士在事业上的帮助。

在校务方面，我也会请教他的看法，这一方面他

较为熟悉，他也见证了南方大学学院的成长。

专题报导



理事长 张瑞發博士专访

（1）请问您连任理事长后，有什么重大任务期

望在这届任期内完成？

本校第十届（2018-2020）董理事会就职典礼，

於今年初隆重举行，挚诚感谢以董事长拿督陈洺

臣为首的董事会，对我的信任，继续委任我担任

理事长。对我本身而言，可以视为承前启后，在

董理事会的团队精神下，继续落实未完成的办学

宏愿。本校在2012年正式升格为大学学院的准证

中，高教部明确指示立即开办本科与硕士学位课

程，以便在5年内提呈升格为完整大学做准备。

成功升格为南方大学当然是我最期望落实的成

果。此外，本校於去年已向高教部提呈申办中文

系博士班课程，我希望近日能落实华社的崇高期

盼，并于明年能献给我国华社自力更生创办华教

200周年的最佳献礼。

（2）改选后的理事会引进多位在各领域的专业

人士，是否可以和我们介绍他们的专业背景？

随着本校第十届董理事会的顺利产生，多年来比

较少见以及令人鼓舞的现象是，本届董理事会一

共引进了9位学有专长，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加

入，形成难得的老中青团队。更难能可贵的是，

其中共有8位校友担任董理事会成员。充分说明

了：“在校时，学生以母校为荣；毕业后，母校

以校友为傲”这句话的深厚含义。

就以理事会而言，非常荣幸获得三位新成员的加

入，他们是拿督郑有文博士、拿汀洪清芳以及魏

莉箐女士等共16人组成。拿督郑有文博士目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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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校中马区校友会主席。郑校友乃本校马来学

系1987年度毕业校友，并于去年荣获本校第五届

杰出校友奖。凭着个人的拼搏精神，目前他在政

经文教各领域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是在籍同学

学习的最佳楷模之一。

拿汀洪清芳目前是知名幼儿教育机构的创办人，

长期以来非常关注我国培训幼儿师资的良机，肯

定能在本校开办的学前与幼儿教育作出难能可贵

的奉献。

魏莉箐女士是宽中校友，曾留学日本专修先进的

企业管理，目前与先生许健清，亦是本校董事，

创业经营著名专供出口的电器装备。魏女士拥有

管理近千名员工的宝贵经验，肯定将会进一步协

助本校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作出贡献。

（3）从南院院长一路走来到今天的理事长，

您是如何看待南方大学学院的成绩？是否有何

遗憾？

我认为没有40多年前诸位发起人的胆识、超前的

眼光与智慧；没有国内外热心华教人士的鼎力扶

持；没有历届董理事会成员与教职人员的无私

奉献；没有区别籍贯、宗教、教育背景、职场的

大前提下，团结一致、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决

心；没有国内外万名校友对母校的关爱，就不可

能有今天南方大学学院的茁壮成长。这是全国华

社、特别是新山华社作为南方大学学院持续性成

长所扮演的角色，深感欣慰的成果。虽然在本校

办学历史长河中所取得的成果，获得全国华社的

肯定，但是自创校以来，我们从未忘记先辈们留

下的至理名言:“无路难呀开路更难；创业难呀

守业更难”。

有幸参与筹备创办本校前身的宽柔专科部、南方

学院到今天的南方大学学院，一路走来不知不觉

达44年之久，华人有句成语“沧海桑田”，比喻

世事变化莫测，也许是我心境的最佳写照，我们

有数不尽的拍手欢呼佳绩，普天同庆。至于是否

有何遗憾？过不了内心遗憾底线的苦楚，倒不常

有，若说毫无遗憾，则自欺欺人。其他的不说，

把范围缩小而言，我认为对以往曾经为学校发展

作出功不可没奉献的董理事、教职人员的关爱有

待进一步加温，即使是按期赠送一份校讯“今日

南方”，肯定大家都会暖了心窝，深感欣慰。若

每届董理事会就职典礼都能通过各种管道，诚邀

大家一起回家共聚，通过光碟回味昔日所走过的

风雨路，汇报未来学校的发展宏愿，交换心得，

亦是乐事一桩。

第十届董理事会由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左三）代表赠送纪念品予监誓主宾丹斯里拿督邝汉光（右四）。

专题报导



校友会会长 吴来财专访

（1） 是否可以请你说明您的资历？

我是吴来财，新一届校友会会长。加入校友会

已有六年的时间。我是1980年商科班毕业。上一

届，我是校友会的副会长，在前任会长拿督陈洺

臣升任董事长后，由我继续接棒，带领校友们继

续为母校贡献我们的心力。

（2）任期内有哪些任务是想完成的？

我们校友会的会员目前还不足五百位，所以这一

届的校友会希望能有更多的毕业生加入校友会参

与活动，一起将南方大学学院办得更好。我是

校友会的会长，也是常务理事，在这一方面可以

扮演着很好的角色。我加入校友会大概六年的时

间，许多东西我还在慢慢地学习。这次是我第一

次进董事会，也是新人，希望可以多做一点的贡

献。南方学院在近几年也升格为大学学院，我们

希望能把南方大学学院发展成亚洲著名的大学。

（如此一来）我们从这里毕业，也会感到光荣。

（3）对于上一届校友会主办“一起回家”校友

回校日活动，您有何感想？如何鼓励更多校友 

“一起回家”？

其实这活动是蛮好的。很多毕业生会办些聚会，

但是有些人难以出席。这活动就是个很好的平

台，有着凝聚力，使大家聚集在一起。即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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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班、不同科系，但是从中可以加强人际与人

脉关系。大家都是南院的学生，就像朋友一样。

我认为如果每年举办这活动，会很不错。不过也

要尊重大家的意思，是否同意每年都举办。若是

常年办下去，那么大家就会期待这日子。至于如

何鼓励，我们得让这些毕业生知道如果参加这活

动，可以获得的好处，或是能从中得到些什么以

及学习到什么。刚刚毕业的毕业生，在社会上还

是新人，他们希望一些前辈能给予指点，让他们

能事半功倍。除此之外，我们也会邀请中北马的

校友一起回家，若有晚宴，我们也会互相邀请。

如果我们去吉隆坡，都会拜见中北马的会长，进

行交流。

（4）对于年轻的毕业生，该如何邀请他们加入

校友会？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希望学生毕业后，可注册成

为校友。这对校友会的发展也会有所帮助。我们

会向他们拿（个人）资料，有什么活动资讯就会

通知校友们。校友会就是一种平台，其中也包含

取得更多的机会（工作介绍与资助）。

（5）任期内是否有较创新的任务？如何在南方

的发展上做更好的配合？

企业拜访还是会延续下去。我们也希望通过会

议，讨论对校友有所帮助的活动。比如经济组，

如果一些学生想知道有关经济的知识，我们这里

都可以提供帮助。至于南方的发展，董事长希望

董事会和校友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董事会想

做的事情，校友会尽量去配合，这是我们最想看

到的局面。

（6）从副会长到会长一职，您在衔接上会出现

困难吗？

我也是（新山）家具同业公会的会长，所以在管

理这一方面比较得心应手，衔接上也没什么问

题。若是整个校友会团队有意见不合，就会很头

痛，所以大家要有共识，才能将组织带至另一个

里程碑。这也是我身为新届校友会会长最希望能

完成的使命。

校友会会长吴来财先生在监誓主宾本校名誉董事长拿督张文强的见证下正式走马上位。

专题报导



五月，南方大学的毕业季。

毕业典礼，对毕业生而言，是一种期待。毕业生

们除了验收所学，也是对家人在背后默默给予的

包容及支持，最好的回馈。

本期今日南方，采访9位不同科系的准毕业生。

除了对师长及家人的感谢、他们也表达对南方

大学这块孕育他们成长的地方，满满的回忆及不

舍。本次的毕业典礼，也将迎来历届毕业典礼最 

“资深”的阿公级毕业生，本校前理事长黄循积

硕士。且让“阿公”娓娓道来，他是如何贯彻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今日南方#38期毕

业专题，让你感受毕业生期待的心情。

为何会重回校园就读硕士学位？

我和很多学生说过“学无止境”。这个愿望我一

直都没放弃。过去很忙，参与很多社团的工作，

早期在宽柔中学服务，随后成为南方大学的理事

长，再来担任董总的职位。后来我的心脏出现问

题，我就辞掉董总职位。

当了新山海南会长后，我还想要继续学习。当时

南方大学学院正在招哲学硕士的学生。我向来对

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的人生是靠着老子

的一则故事走过来的。老子曾经说过，“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生意时好时坏，每当我遇上挫

折，就会想到光明要来了。在好的情况时，就会

想到危机的到来。

再次重回校园，您有何感想？

过去家里经济不好，所以我十五岁去新加坡

做工，十九岁才读初中一。1964年从宽中毕

业，1965年考进南大。在多年后再次重返校园，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在职人士。我所修读

的课程经过十多位老师的指导，以各种学说去了

解不同的课题。我写了十多篇文章，从中得到很

大的启示。我认为知识是无限的，因此需要吸收

多方面的知识。

您的毕业感想？

我认为应该鼓励更多人报读中国哲学（中华文

化）硕士课程。社会在职人士可重新获得知识，

明白做人的道理。我们受到哲学的思想，就会懂

得如何做人。早期我对中庸之道不了解，以为中

南方毕业季
——专访阿公级毕业生
        黄循积先生及各系
         毕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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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个水手，南方就

是我成长的海洋，友情就

是一艘不倒的船，知识就

是我的宝藏，武器就是握

紧我的梦想，我受过的伤

就是我的勋章。

林俊宏

市场行销学系

南方大学有着一股非常

浓厚的人情味，这是在

其他大学非常难得的！

I love南院。

陈俊尔

大学基础班

庸就是投降。其实不然，当我们还没决定事情的

好坏时，就可用中庸角度看待。为此，我也写了

一篇关于中庸之道的文章。

您有什么鼓励的话勉励学弟妹吗？

我们的认知越来越广，学生不应该读死书，而是

要有创意。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和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都提出了创意（的重要性）。

在原有的基础作出改变。其实很多东西是现成

的，只要会“变”就“通”了。我相信未来的学

生，他们吸取的知识会和我们不同。所以他们要

赶上新知识的快车，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来看待事

物，改变思路，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前途。

有没有特别想感谢的人？

我很感谢我的讲师们，感谢他们的细心教导，但

是他们为数众多，没办法一一赘述。

专题报导



郭洁芸  

新闻与传播系

李国栋
电子与电机工程系

我久久不能忘懷，老

師們對我說：不要擔

心，你已經往成功的

路上走去。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对

于大家毕业即将分道扬

镳，我相信将来会有再

相聚的一天。

杨备丞

2018年我从这里毕业

了，谢谢，我的大学，

我的家。

艺术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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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威
金融与投资系

既然机会已在眼前，那就

勇敢的去追求梦想吧。我

的人生我做主，只因南方

而精彩。

李圣祥
中文系

“ 毕 业 礼 ” ， 也 是 

“启程礼”，我们让四年

的青春在这里奔跑，一段

饱含激情的青春赞歌也一

直在勇往直前。

余媛珍
学前幼儿教育系

达成理想的道路上没有

捷径，唯有发奋图强才

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专题报导



南方书房·诗集出版

重返是王润华的诗学，是作者

的身心与文学的探险，重回昨

天与今日，也进入未来。《重

返马来亚》，作者回返历史上

的马来亚与淡马锡，书写了美

丽、哀愁与凄凉的本土、英殖

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树木

与河流的史诗，唤起历史、民

族与个人的共同记忆。

淡莹的《诗路》是世界华文诗

歌一条开创性的道路，不刻意

求奇，而隽永常新。淡莹的诗

学不俗不凡，因信仰而淡定，

因坦诚而晶莹。她坚持“完美

的诗，必须用凝炼、浓缩的语

言和精确的意象来呈现。”淡

莹的诗路不仅是写诗的历程，

更是诗意的人生道路。

黄郁兰以善良的诗心及优美的

语言，融注内心的大爱，展现

珍贵的情操，用诗句穿透文学

的艺术。《一世情缘·美丽与

哀愁》跨越古今中西，关心自

然环境与人道精神，细腻地描

述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与和谐，

用最深刻的诗篇与读者分享生

命的美丽与哀愁。

邢诒旺探寻诗的可能，也守护

诗的自由，以音乐、图像、散

文等元素入诗，力求透视艺术

外观以外的诗意。《背景音

乐》实践了“诗画相生”的创

作形式，简练的诗风搭配质朴

的绘图，充满“洞穴壁画的乐

趣”及“小孩子的样式”。书中

图画皆以手机绘成，可说是与时

代及科技的一次原始对话。

黄琦旺散文集《褪色》分三辑

收录十五篇散文。辑一《记忆

你为尘土》五篇是以追溯大哥

而勾起的城市往昔。辑二《未

及》六篇多是自身反思。自身

和反思是背对着背的，各别往

前看无从回顾，形成纯粹的等

待或凝望。辑三《换了人间》

四篇相对是空间刻度，有切切

实实历历在目的人物和事物。

《鲁迅在东南亚》是由新马学

者合编讨论鲁迅的文集。论文

共约50篇，主要作者郁达夫、

郑子瑜、方修、刘思、王赓

武、王润华、黄孟文等几十

人，从1950年代到2016年，主

题针对鲁迅在东南亚的影响，

从政治文化到文学艺术，説明

鲁迅对华人与非华人作家的写

作、社会文化及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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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马来亚

（诗集）

作者：王润华

出版社：南方大

学学院出版社

诗路（诗集）

作者：淡莹

出版社：南方大

学学院出版社

一世情缘·美丽

与哀愁（诗集）

作者：黄郁兰

出版社：南方大

学学院出版社

背景音乐

（诗集）

作者：  邢诒旺

出版社：南方大

学学院出版社

褪色（散文集）

作者：  黄琦旺

出版社：南方大

学学院出版社

《鲁迅在东南亚》

作者：王润华、潘国驹

编辑：何华、许通元、

      刘文博、邢诒旺、

      黄荟如 

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



南方书房 / 学术著作

南方学术著作《南方大学学报》

忧郁的南洋群岛：

死亡叙事与抒情的文学书写

作者：王润华

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校长，中文系

讲座教授

作者：黄郁兰

元智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中心讲

师：淡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

科技管理博士候选人

关于殖民地、热带丛林、南

洋群岛的书写，最迷人的作

品是由群岛、丛林与西方政

治所构成的，具有死亡的叙

事与抒情。如印尼的诗人安华

（Chairil Anwar,1922-1949）与

新马作家威北华（1923-1961）
虽在自己的土地，但感到走不

出殖民主义统治、丛林山脉、

群岛河海，最终感到绝望、堕

落而死亡。本文以印尼作家凯

里尔·安华与新马作家威北华

的作品为例子，探讨这种以殖

民地、热带丛林与南洋群岛构

成的死亡的叙事与抒情。

橡实爆裂的季节：

谈20世纪马华文学橡胶母题

的三种形态

作者：黄琦旺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助教授

本文尝试从华人迁移马来亚至

马来西亚成立，马华文学所表

现的移民在求存之间与殖民和

本土执权者产生的各层面生存

形态——这样的形态跟马来亚

在不同时代的经济生产有密切

的关系，从18至19世纪的金、

锡以迄，甘密、咖啡、橡胶、

油棕、石油，在不同的时间点

皆牵制出不同的政治生态和社

会族群关系，自然的在文学表

现上构成了不同时代的文学语

境与文本情境。本文先以橡胶

作为焦点，谈论20世纪马华作

家对橡胶的摹写以及如何将此

题材从实用经济作物转喻为华

工的内在的挣扎、革命义士和

知识分子的愤懑与理想的各种

隐喻情境。

深入世界的“他者”认知：

海上丝路与跨文化

作者：安焕然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暨华人族

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深入世界”的“不愉快

感”，往往在于跨文化经验不

足，对“他者”缺乏同理心的

认知。惟这种“不愉快感”的

一再发生，不应归咎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思维格局。事实上，

就中国海洋发展史而言，中国

古外销陶瓷的制造及行销、郑

和出身及其跨文化管理，以及

明朝朝贡体制圈内的跨文化学

习，对当代“一带一路”新海

上丝路的扩展，都有可以参照

的启示。

有关柔佛的几篇古文略说化

作者：詹杭伦

南方大学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本文讨论与柔佛有关的几篇古

文，主要包括：一、张廷玉等

《明史·柔佛传》、二、张燮

《东西洋考·柔佛》、三、佚

名《柔佛略述》，旨在通过阅

读和分析这几篇文章，对柔佛

的前世、今生与未来作几点理

性的思考。

南方大学学报是本校重要的学术期刊，本期学报共刊登11篇论文，

为2016年本校承办的两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之论文特辑。这两场研讨

会，一是本校与华侨大学联办的“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学术研讨会”（2016年9月18日）；二是本校主办，南京大学、新

地文学发展协会协办的“第四届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

（2016年11月19日）。本刊《南方大学学报》第4期同时也转型为

东南亚学术课题为主的学刊。本刊收录多篇本校学者的论文著作，

以下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南役
我的活力校园6.0

活力校园是一个让学生展现才艺的表演平台。

主办单位希望借助这个活动，秉持着《南方磁场  
.活力校园》的精神让学生更加了解本校的学生

社团，同时提高学生们参与课外活动的踊跃度。

这一届的活力校园主题为《南役》，以类似“选

秀节目”的方式进行，让参与的社团自我挑战，

提高社团的演出水平，角逐“最佳社团奖”和 

“最佳人气社团奖”。

本次的活力校园共有8个社团参与，并角逐奖项

荣誉。其中包括寻音社、武术团、演艺工作坊、

艺弦华乐团、二十四节令鼓、合气道、跆拳道及

扯铃社。另外，活动当晚也邀请来自工艺大学的24
节令鼓队及日本爱知大学的学生担任表演嘉宾。

为配合“挑战赛”的主题，主办单位也邀请了三

名校内外评审到场评分并给予点评，他们分别是

文物与艺术馆馆长小曼老师、新媒体中心罗友强

主任以及Johor Now网络媒体公司负责人Audrey 
Lai市场经理。

各社团为了当晚的演出可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将自身社团的表演融入了各种创意的元素，如时

下最流行的电玩PUB G、太鼓达人、火影忍者等。

当晚获得评审青睐的“最佳社团奖”为武术团。

而由观众投票选出的“最佳人气社团奖”则由扯

铃社夺得。

*照片提供：林江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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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校园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及表演者于活动尾声合影留恋。 寻音社以串烧方式一连演唱了14首歌曲。

武术团以全场最高分夺得当晚的“最佳社团奖”。 艺弦华乐团两位气质美少女为观众带来多首绕梁的乐曲。

跆拳道好手一连破了几片木板获得台下观众如雷的掌声。 扯铃社以最高人气票夺得当晚“最佳人气社团奖”。

报导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ouble 3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gramme”, the students from Depart-
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rganised a 
three-day academic learning trip to Penang from 3-5th 
November 2017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knowl-
edge in the operation of studio equipments. During 
the trip, they visited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新闻与传播系学术之旅

此学旅包括参观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广播室。

of Communication, the first private university in Ma-
laysia which owns a news website.

走出户外，让学习更精彩。为提倡本校第三间

教室的理念，新闻与传播系学生会于2017年11月
3-5日举办为期三天的槟城学术之旅。本次学旅

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透过对外的学术交流及考察，

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增广见闻及提升大家的文化

气息。

交流团也到访马来西亚第一所拥有广播及新闻网

站的私立大学——韩江传媒大学学院。这也是此

行交流的主要目的，新闻及传播系学生会希望能

够透过本次的交流让系上的学生更加了解在广播

室内的实际操作。

本次学旅，正巧碰上槟城大水灾，所幸交流团并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顺利地结束。

The graduating students from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FAD) displayed their final year projects from 
5-7th January. This time, they brought the exhibition 
off campus to enable more people to learn about the 
works of FAD students. 

本校艺术与设计系的毕业生于1月5-7日举办为期

三天的毕业展——空城计划，展示他们在籍时所

学的知识并发挥在他们的毕业作品上。这一届的

毕业展学生们也将毕业展带出校园，到户外商场

空城计划 从零开始 进行展览，让社会大众接触及了解设计系学生们

的作品。

设计，不仅能获得业界的青睐，同时也能帮助培

育社会文创的成长。近期，在新山的几场艺术文

创中都能看见本校历届设计系毕业的学生。本校

设计系学生将所学发挥在其创作，并协助增长新

山文创活动风气，将所学回馈社会。

本次毕展共展出30部不同的作品，他们分别来自多

媒体设计、广告设计、工业设计及电脑绘制设计的

学生。活动也获得企业界及社会大众的支持。

王润华资深副校长细心聆听学生们对于作品的讲解。 学生们将现代元素结合于设计作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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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ents Gr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marked its 
5th year on 10 November 2017. The theme “3 in 1”  
depicted the unique cultures of the three ethnic 
groups in Malaysia by featur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Ali, Ah Gao and Muthu. Presented with the 
mixture of three languages, the humorous plots filled 
the night with laughter. 

一年一度的《家在南方》学生文艺大汇演于2017
年11月10日隆重登场。《家在南方》是一场结合

本校各个学生社团所带来的文艺大汇演。去年的

《家在南方之三合一》，除了唱歌、舞蹈、武术

等精彩节目以外，也少不了戏剧表演。在这次的

大汇演里，以我国三大种族的元素与学生社团表

演结合，为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舞台剧，打造出

和谐的马来西亚。

家在南方学生文艺大汇演是本校校庆系列活动之

家在南方之三合一
Students Gr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 3 in 1

大汇演最后以齐聚三大种族的大合照作为结束。

一，由学生自主策划，目的在于欢度校庆，并提

供平台让学生展现才华。

家在南方学生文艺大汇演已来到第五届，2017年
主题为《三合一》，主要叙述我国三大名族特色

及独有文化。同学们把平时难以启齿的种族课

题，透过表演方式呈献，旨在促进各族和谐。

大汇演的主角共三位，以我国三大种族为角色设

定，他们分别是阿里、阿高和木都。大汇演突破

往年以华文为主轴的演出，以三语穿插的表演、

幽默的剧情搭配有“共鸣”的剧情笑话，让逾千

名前来观赏的家长及观众大笑连连，掌声如雷。

活动的尾声，筹委会主席陈威尔同学也献唱苏打

绿的歌曲——十年一刻谢幕。这首歌想表达筹工

委在筹备舞台剧时所面对的辛酸无人知晓，但是

演出成功时的那份感动却是让人难以忘怀。

报导



本校运动员代表团于出赛前进行授旗礼仪式。

2018年
SUKIPT 全国大专运动会

Organised by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iennial SUKIPT was held on 2 February 2018 at 
UKM. The 4th SUKIPT attrac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92 local higher institutions and a number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The athletes representing Southern UC 
participated in the volleyball and badminton and gain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results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由我国高教部举办、两年一届的全国大专运动会

(SUKIPT)，于2018年2月2日至10日，在国民大

学(UKM)举行。今年来到第四届的SUKIPT，吸

引了约92所国内大专院校参与，另外也有大会邀

请的几支外国大专院校队伍参与其盛。此届运动

会涵盖27项运动。其中，我校健儿们参与了排球

及羽毛球项目。健儿们过五关斩六将，在一番龙

争虎斗下，男排、女排、以及羽毛球男单选手们

成功地分别挤入淘汰赛第三回合、全国10强、以

及全国16强。此番成绩与上一届比较，已有很大

的进步。此外，亦有选手在本次运动会有幸与州

羽球健儿

陈威尔 - 男双、混双

黄锦鸿 - 男单、混双

陈慧萱 - 女单、女双

郑诗佳 - 女单、女双

郑琬霓 - 女双、混双

排球健儿（男）

郑子聪 | 朱志禹 | 甘君威 | 沈明进 | 张家铭 

江伟杰 | 陈俊尔 | 周紀全 | 张俊威 | 李鍾浚 

陈帝鸣 | 王林玟界

排球健儿（女）

陈宇慧 | 蔡思倩 | 吴彤恩 | 廖馨翌 | 刘家惠 

张依婷 | 廖琇君 | 钟佩恩 | 张凤仪 | 陈思妃 

曾丽珊 | 李佩如

以下为南方大学学院运动员代表：

黄诗琪 - 女双、混双

蔡杰珵 - 男双、男双        

刘征翰 - 男双、男双

杨景远 - 男单、男单

手和前国手较劲，获得丰富的经验。

相信选手们在努力练习以及教练们的用心指导

下，必能在下一届的SUKIPT夺下奖牌，为我校

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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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大讲堂第21讲

赖国芳博士于2018年1月16日莅临本校，担任企

业家大讲堂系列讲座的主讲嘉宾，讲题为《数码

时代的机遇》。他向大家分享了数码时代对人类

行为所造成的改变是如何巨大且无法逆转的。称

霸一时的商业巨头，因抱残守缺而纷纷倒下。另

一方面，灵活的企业却利用机遇脱颖而出。在这

个迅速洗牌的时代要如何洞察先机，讲座已有分

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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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国芳博士
BuzzCity网络公司创办人

新加坡国大/南方大学学院网络行销学教授

《数码时代的机遇》

林福勤于4月18日莅临本校，向大家分享如何将

一手建立的家具品牌-诗肯柚木发扬光大。15岁
那年踏入家具业这一行开始，林福勤从最基本的

送货、跑业务做起，连没接触过的行销、产品

设计也包办，可说是“校长兼撞钟”，但也因

为这样，让他可以从中学习，一步一步累积实

力。1974年创立了夏威夷室内设计，接着1984年
成立诗肯柚木，目前事业版图扩及台湾、新加

坡，包括日本、汶莱、德国及美国等地也都有据

点，以台湾来说，已经有100家店。

企业家大讲堂第22讲
《没有背景·只有梦想 》

林福勤先生
诗肯柚木家私品牌走向国际舞台Scanteak诗肯

柚木创办人

Dr. KF Lai arrived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on 
16th January 2018, as the speaker of the 21st Entre-
preneurial Leader Seminar to dedicate the topic “The 
Promise of Digital Age”. He told the audience about 
the tremendous change to our lives brought by the 
digital age today. He also shared the stories of many 
companies which dominated the market, stumbled 
today and shut down. On the other hand, some com-
panies are able to survive today because of their agil-
ity. On that night, 4A lecture hall was bustling with 
excitement and fully crowded.

PC Lim arrived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on 18th 
April 2018, shared how SCANTEAK the leading fur-
niture stores in Singapore founded. He started the 
furniture industry at 15 years old, worked as delivery 
worker in the beginning, salesman, marketing. He 
told that all of these experiences do build up his abil-
ity. In 1974, he founded Hawaii Interior Design and 
founded SCANTEAK in 1984.  He has opened more 
than 100 retail outlets and flagship stores in Germany, 
Singapore, Taiwan, Brunei, Japan, Canada and USA. 
SCANTEAK currently becomes the biggest furniture 
chain store ret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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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州行政议员拿督郑修强今日以法蒂玛苏丹后

基金会代表的身份莅临本校，为网络创业培训课

程的200余名学员们致词，主持开幕仪式。拿督

郑修强表示，现今已是网络时代，消费模式与过

去大不相同。因此企业能做的就是根据其趋势去

发展，改变生意经营模式。而此次苏丹后法蒂玛

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帮助那些年龄介于18-40
想创业的人完成梦想。

柔佛州旅游、贸易及消费事务委员会主席拿督郑

修强，于4月26日代表州政府移交50万令吉拨款

给本校，作为学生宿舍和行政教学主楼的提升和

维修经费。这笔款项是柔佛州务大臣拿督斯里莫

哈末卡里，于去年第十三届第五季第三次州立法

会议，提呈2018年柔州财政预算案，用来协助华

社发展的700万令吉中的一笔款项。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在移交仪式指出，这笔款项

是“及时雨”，校方准备于今年提升和维修4栋

学生宿舍及主楼的工程，预计开销达百万令吉。

郑修强也移交州政府同意豁免南院地税的信函。

州政府是于去年同意豁免南院自2008年所拖欠的

36万4800令吉的地税，并允许本校5片地只需缴

付1令吉的地税。他表示，州政府的拨款和豁免

地税显示当局支持华社和华教，有制度性将拨款

列入财政预算案，并认同南院栽培人才的努力。

郑修强希望南院参与其中，配合现今和未来的发

展趋势，栽培相关领域人才，应付市场需求。

摘录自星洲日报大柔佛4月26日

法蒂玛苏丹后基金会代表
拿督郑修强莅临南方大学

郑修强代表州政府移交
南方大学获50万拨款

Johor Administrative Councillor Dato Tee Siew 
Kiong attended to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Fatimah Foundation. He delivered 
the speech to 200 students of E-Business Training 
Lesson and as guest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He 
said, in this technology era, the consuming pattern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Hence, the business 
industry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trends and change 
their business model. He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also 
the purpose of the Fatimah Foundation and hoped 
that people who aged between 18-40 and intended to 
innovate business would be benefited.

Johor Tourism, Trade and Consumerism Committee 
chairman Dato Tee Siew Kiong handed over 5 hun-
dred thousand of grants and also helped submitted 
the letter to request the waiving of local tax of South-
ern UC which reached 364,800 on 26th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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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ent committe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sincerely presented a play that brought the au-
dience back to their memorable old days in the class-
rooms. Knowing it was challenging to run education, the 
committee donated the remaining fund to SUC.

回顾二十年的成长经历，我们充满感慨，充满

感恩，充满自豪，充满期待。二十年前，即1997
年，经过各方千辛万苦的努力，华社创办大学的

第一个中文系得以开课，报读学生爆满，开创了

华教史册的新篇章。

二十年来，中文系开设的课程，经过了专科文

凭、本科学士班、硕士班等阶段，不断推进，到

今年，有希望开设博士班，成为华社创办大学的

首间课程齐备的中文系。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学

生，在社会上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

时光20
——中文系20周年系庆 

一众贵宾于仪式上为中文系20周年献唱生日歌。

中文系系主任詹杭伦教授在系庆中代表致词。

二十年来，中文系的主任已经换了七任，第一任

是赖瑞和教授，第二任是许文荣教授、第三任是

郑成海教授、第四任是安焕然教授、第五任是蔡

志礼教授、第六任由王润华教授代理，我从2016
年1月到南方，接任第七任系主任，迄今也有两

年多了。我觉得，中文系尽管人事有代谢，但有

一样原则不能变，那就是坚持由前辈学者郑良树

教授和郑成海教授所坚守的中华传统文化传统不

能变，我们的教育以中华汉学传统的儒释道或儒

道法为本源、为根基，在此基础上，古今结合，

中外结合，多民族融合，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

潮中，不迷失方向；在多元文化的相互促进中，

成为典范。

放眼当今世界，由于中国大陆崛起，提倡“一带

一路”，台湾也提倡“南向政策”，这给中文教

育在东南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前些天，赖国芳在第21届企业家大讲堂演讲中即

明确指出，马来西亚的英文面对西方世界的竞

争，没有取胜的可能性；但马来西亚由于坚持华

教，可以从中国大陆和港台获取资源，与东南亚

各国相比，独居优势。这几天，《国际日报》刊

载印尼穆斯林女孩普珊迪（PUSANT）的一篇文

章《中文让我改变了命运》，在网络上疯传，读

来非常令人感动。所以，坚持中文教育，是华族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坚守身份认同的需要，是坚守

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在多元文化多种族社会中

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所以，我总结出中文系

的可坚守的文化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点：有本源，

接地气，顺时代、求发展。

最后，我以一首小诗感恩各位对中文系的大力支

持，并希望大家为中文高级学位的建设和发展继

续出钱出力：

南方大学中文系，廿载光荣经历奇。

立本宽柔接地气，弘扬道德乐天彝。

莘莘学子鲲鹏志，蔼蔼良师蜡炬仪。

瞻望前程齐戮力，多元典范在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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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青年软实力系列讲座1

南方未来世界是软实力程度的较量——蔡建文

The member of Youth Parliament Malaysia,  
Mr. Chua Jian Boon, emphasised that the youth 
should understand their own unique advantages and 
prove their values by applying them. While certificate 
has become the basic threshold, soft skill will be an 
inextricable living skill that can make the youth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He also reminded the youth 
to use internet properly and positively to create bett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千禧青年或数字青年已逐渐步入社会，加上资讯

的广泛流传，虚假的消息会比真实的新闻来得更

加有价值。专注做好一件事情将成为迈向成功的

关键因素。拿督郑修强特别助理，也是南方大学

校友蔡建文认为，在过去没有太多的诱惑，大家

专注的能力非常集中；现在资讯的快速流通，就

连面子书都在系统上落实过滤过多的媒体和广

告，让用户更加的贴近家人亲朋好友的动态；在

未来，数据占据人类大部分的生活，这是趋势。

但不会影响人类进步，因为过去三次工业革命所

带来的，只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更多的商机。青

年只要能够专注做好一件事，一定能够达到理想

的成果。实践是时下青年最需要克服的挑战。不

停留在纸上谈兵，被別有居心的无良领袖刻意误

导，仅仅把互联网来宣泄情绪，散播不切实际的

平台是完全低估互联网的力量。我们应该将力量

集中，善用互联网的力量散发正能量，制造好的

经商平台，集成资源，创建商机。

近年来柔佛州的成长应该是青年学习的典范。在

短时间内让一个州属崛起及持续性的蓬勃发展，

仰赖的是全民各司其职，扮演各自角色，共同努

力的成果。蔡建文对目前的州政府有信心，青年

应维护柔佛的独特性，把握机会成为柔佛前进的

参与者。例如：今天的士乃国际飞机场已经能够

直飞五大国八大城市，拥有十个著名主题乐园，

购物旅游的天堂，国内外投资的首选，三座教育

城12所国外知名大学及26所国际学院等等。

也是青年国会议员的他指出:放眼青年的未来，

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知识文凭的普遍

化已经成为基本门槛，未来大家竞争的条件是智

慧和待人处事的态度。科技的发达必须建立在大

家都理解传统的精髓，才能与创新擦出火花。

青年要团结，在各领域集中力量，资源共享，相

互帮助，那么力量将会无限大。只有将格局和事

业放宽看远，勿停留於眼前利益，才能够共创社

会繁荣，持续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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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Yoke Meang’s Portrait 
Arts Exhibition was held by the Southern UC  
Museum and Art Gallery on December 8. The artist 
Yoke Meang was an alumnus of Chung Ling High 
School, he started to sketch portraits of his old classmates 
after attending the 40th graduation anniversary in 
2015. Now Yoke Meang has sketched around 100 
portraits. The exhibition was held from December 8 
to 22 at Tan Sri Dato’ JC Chang Museum & Gallery.

本校文物与艺术馆在12月8日上午举行了“唐

毓铭甲子肖像素描展”开幕仪式。会上邀请到

地不佬区国会议员拿督邱思祥、北海钟灵中学

前任校长骆贵清担任开幕嘉宾。其他开幕嘉宾

包括本校文物馆馆长陈再藩、柔佛钟灵校友会

会长拿督陈义柏、钟灵校友会原任总会长陈振

南、威省钟灵校友会前任会长拿督斯里方炎华。

现场也吸引了不少中灵中学的校友现身支持。

画家唐毓铭是槟城人，是1973年毕业于锺灵中

学，拥有美术背景，一直从事与商业美术设计

行业相关。唐毓铭表示，2015年，当他出席锺

灵中学1973年及1975年离校40週年晚宴后，就

开始构思把老同学的脸孔画成素描。之后便开

始把同学的肖像用素描的方式，一张一张画出

来，没想到画作在同学群组传开后，便“一画不

可收拾了”，最后画了有将近一百张。在素描

展的开幕仪式上，唐毓铭还现场示范素描画，

博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反响。在开幕仪式后，

唐毓铭也现场为观众及同学导览自己的作品。

该素描展于 12月 8日至 22日，一连 15天在南

方大学学院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

馆展出，并与观众交流及分享艺术赏析。

“唐毓铭甲子肖像素描展”开幕仪式

Pongal is a harvest festival dedicated to the Sun. It 
is a four-day festival which according to the Tamil  
calendar is usually celebrated from 14 January 
to 17 January. Pongal is mainly celebrated to  
convey appreciation of a successful harvest. 

印度庞格尔节 

当甜牛奶沸腾溢出罐子时，就会高喊“Pongal”。

庞格尔节，也就是印裔同胞的丰收节。1月18

日，本校印度学生文化与语言社Southern Indian 
Cultural and Language Society (SICLS)邀来一众师

生共同欢庆丰收节的到来。 

此节日的传统活动是支起火炉，将陶罐中的牛奶

煮沸，当牛奶沸腾并溢出罐子的时候，大家一起

高呼“Pongal-o-Pongal”，并将稻米和糖撒入罐

中。而“Pongal”的意思是淡米尔文中“热腾溢

出”的意思。 

活动当天，对活动感兴趣的华裔及巫裔同胞也一

同出席并参与这场印度传统习俗的文化盛事。职

员，讲师与学生们一起共襄盛举，充分展现本校

多元文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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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5th September 2017 (Tuesday), a corporate  
visiting event was organised by Finance Student  
Associ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co-operation 
from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43  
students from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long 
with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Mr. Deric Lim Boon 
Keong, volunteered for the expedition. There were 
three destinations visited by the students, which are 
RHB Investment Bank, Bursa Malaysia, and Bank 
Negara Museum, located at Kuala Lumpu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erson-in-charge of the 
bank, the students went to the 11th floor inside the 
building and had a sharing session on “How to Invest 
in Stock Malaysia” by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The 
speaker first introduced the market share in the local 
and overseas market and the main role or objectives 
under each department. Currently, RHB Investment 
Bank is the fourth largest public listed company in 
Malaysia and their business is blooming to even being 

able to further their development overseas.

The main building of the museum is divided into 
three floors. The ground floor is mainly for children.  
Equipped with children’s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children can learn the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s  
bank through games and fun. The first floor is 
filled with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Bank of Malaysia and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oins from various places, which also covers the 
history of Malaysian economics development. The 
students were exposed to the history of Malaysia’s 
ancient coins and trading medium. Moving on, the 
second floor is an art gallery exhibiting inspiring  
artwork from local artists. 

After the tour, the students had their lunch and  
returned to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n a nutshell, 
it was a fruitful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Group photo session in the trading hall.

Corporate Visit 
by Finance Stud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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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3rd March 2018, a group of five students 
from Bachelor of Psychology (Hons) organ-
ised a Motivational Workshop for students 
from Yong Peng High School. The activity was  
initiated by our lecturer, Mr. Gwee Hock Sen.
 
The activity aimed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our Psychology students to apply the theories of  
motivation practically in motivating the  
adolescents. 

There were 34 students from Yong Peng High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is activity, ranging from 
13 to 17 years old. Our Psychology students  
conducted a storytelling session to warm up 
the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formed their story  
related to their sources of motivation with a  
chosen image card used in Art Expressive Therapy. 

Besides, Mr. Gwee gave a motivational talk 
which aimed to encourage the participants to set 

their different types of goals in life which served 
as forces and motives to achieve goals in life. 

A group discussion session was conducted  
followed by the talk. The participant formed 
their small group to share how participants  
and achieve their goals. Psychology students  
led the small group discussion by guiding  
participants to set their goal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and how to achieve them.

Both our Psychology students and the group of 
adolescents enjoyed the interactive session. Such  
social outreach fulfilled the mission of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Welfare: to provide exemplary 
instruction, relevant research and effective service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schools, businesse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Motivation Workshop For Adolescents by 
Psychology Students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activity taked a group photo with the  lecture, Mr Gwee Hock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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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eading” Sharing Session was held on 23  
October 2017 with the aim to bring positive influence 
to students through interactive sharing of the experience 
and fun in reading.  By raising the idea of “read about 
the world, read about us”, the speaker Dr. Pang Nian 
Yin encouraged students to explore their inner selves 
through reading.

10月23日下午，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会举办

了“私阅读”分享会，吸引了逾30名系内同学参

与。本次的活动旨在通过分享对私阅读的体验与

乐趣，为同学的阅读道路上带来积极的影响。此

次的分享会主讲人是彭念莹老师，她主要是以互

动的方式开展分享的内容。

彭老师笑说这是一场“胡思乱想”兼“胡说八

道”的演讲和分享，她以幽默自嘲的方式作为分

享会的开场白，逗得在场的学生开怀大笑。

彭老师描述自身从幼时阅读报章，进而阅读各种

经典文学作品，直至现今回归一种舒适阅读的转

换历程。同时，彭老师也打破了“阅读”仅限于

书报的刻板印象，建议从广告、电影、动画探讨

阅读，甚至提出“阅读世界，阅读自己”的主

张。彭老师有感而发地说道：“现代人总是追求

外在，却忘了初始，然而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找回

那份初心，追求内在的自己。”

演讲的尾声，彭老师向学生展示了瑞士画家保

罗.克利（Paul Klee）的水彩画《Angelus Novus》，

并引用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

论纲》中的一段话：“……他凝视着前方，他

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张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

绘历史天使的。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

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

新的废墟堆积到旧废墟上，并将它们抛到他的脚

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然

而一阵飓风从天堂吹来，击打着他的翅膀……这

场风暴正是我们所称的进步。”藉此提醒同学们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别忘了花些时间阅读

自己，保留一些感触。

中文系学生会专题分享会
“私阅读”顺利举行 

参与私阅会的学生于交流结束后与彭念莹老师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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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之旅》日前来到第11站 - 芙蓉中华中

学站，由芙蓉中华中学校长蔡亲炀亲自接待，演

出获得了该校超过2800名师生的出席欣赏，反应

非常热烈。参与本站文学之旅演出的嘉宾包括本

校校长祝家华博士、资深副校长兼南方诗社社长

王润华教授、陈志锐博士、庄华兴博士、淡莹老

师、本校冯白羽老师、马华文学馆馆长许通元、

著名作家戴小华、本校黄琦旺博士、拿汀斯里周

星辰、诗人邢诒旺、诗人刘育龙、诗人周若鹏。

《南方文学之旅》
——芙蓉中华中学站

近3千名芙蓉中华中学的师生在演出结束后与表演者合照。

草地电影分享会——《周日皇后》Sunday Beauty 
Queen放映会在IEB 205-206顺利举行。在这纪

录片当中，反映了菲律宾女佣在香港工作与生

活的故事。同时，更加显现了女佣在社会上

扮演的重要角色。香港是个繁华的城市，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得努力打拼，而家庭的琐碎事

就需要个帮手（菲律宾女佣），打理家里。

其中一幕是，老人说出了：“如果社会没有了

女佣，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了。”这突显了女佣

已经无形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影片中也发

现了女佣与雇主小孩的感情也很浓厚，小孩依

赖女佣，因为陪伴他成长的正是菲律宾女佣。

她们身在异乡，即使遇到不好的雇主也只能坚

持下去。为了家乡的家人们能过上好生活，

对她们来说这就是她们生存下去的动力。失

去了自由、尊严的她们遇到了Leo，也是一

名佣人。他每个礼拜日都举办选美比赛，

让这些女佣能漂亮地打扮自己，找回自己

和尊严。影片虽看见了女佣的无奈与艰辛，

但片尾心感温馨，是个值得分享的纪录片。

草地电影分享会——周日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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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首办企业管理哲学博士课程，这也

是本校第一项博士课程，也是南方大学学院朝向

完整大学的重要学术里程碑。

本校目前拥有近百名教学人员，其中九成拥有硕

士或以上的资格，三分一的教员为博士及教授级

别，这已达到高教部批准开办博士班的标准。

目前第一阶段的博士班课程的报名情况有着热烈

的反应，学生人数已达21名。报读这项博士班课

程的学生有多位是本校教职人员。此外，这项课

程也获得了大众的热烈回响，报名人数仍持续增

加中。
企业管理哲学博士课程提供体验课程，让有兴趣报读的
学生了解课程内容。

副校长兼研究生与研究学院院长范鸿达教授为大家讲解
哲学博士（工商管理）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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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新课程
Southern New Programme

Doctor of Philosophy(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哲学博士（工商管理）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为新设立的博士课程主持推介礼。



入学时间

四月和八月

课程特色

1.认识和确认问题。

2.批判性地评估各项商业研究。

3.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

4.独立进行原创研究，坚持合法、道德、专业 

  做法。

5.展示掌握定性和定量研究技能。

6.解读研究成果，并推荐使用科学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的解决方案。

7.通过沟通和有效工作来展现领导素质。

入学要求

(i）硕士学位; 或

(ii）相当于硕士学位的其他资格

教学语言

英语

学习期限

全日制（最少3年，最长7年）

兼职  （最少4年，最长9年）

Course Characteristics
1. Recognize and validate problems
2. Critically evaluate literature in business
3. Apply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4. Conduct original research independently and 

adhere to legal, 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s
5. Demonstrate mastery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

tative research skills
6. Interpret research findings and recommend 

solutions using scientific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7. Demonstrate leadership qualities by communi-
cating and working effectively.

Entry Requirements
(i) A Master’s degree; or 
(ii) Other qualifications equivalent to a master’s 
degree

Medium of Instruction
English

Duration of Study
Full time (minimum 3 years, maximum 7 years)
Part time (minimum 4 years, maximum 9 years)

Intakes
April and Augu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Programme i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
cation Malaysia.  We hold all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 
for the admission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welcome 
all foreign students holding a master degree from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university or equivalent.

国际学生

课程得到马来西亚教育部的批准。我们拥有接纳

外国学生的所有必要资格，欢迎所有持有国际认

可的大学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外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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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新课程
Southern New Programme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大众传播硕士学位

The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is one of the post 
graduate programmes in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which is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offers a mixed-mode of 
teaching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t brings together 
conceptual and research so as to prepare graduates 
to handle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It also includes practical 
input from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s well as in-depth 
analysis of case studies and key issues. Besides, the 
students should receive a comprehensive grounding 
in the subject, develop their own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xplore different contexts for communi-
cation – such as culture, multimedia and business.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understand how the media 
environment affects our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scene, law and policy trends, and cultural and social 
system. This programm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required to excel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n today society. We  
employ pedagogical methods that put students at the 
center of learning parallel with the vision and mission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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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1. 课程提供专业及深入的研究传播学相关领

域，同时，学生在专业师资的指导下，将能

成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研究人才。

2. 新闻传播是一门与时并进的科系，课程除了

提供新颖的传播研究与方法外，也配合职场

上的需要。硕士生能在专业与职能需要上，

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学生在毕业之后，

也可继续在国内或国外深造。

Course Characteristics
1. Provide learners with in-depth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Mass Communication, while simultane-
ously nurturing them to a high degree capacities 
of professional and intellectual research in the 
relevant field. 

2. Provide advanced education in Mass Commu-
nication and training with blended approaches 
that combine 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s i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that 
are required in job markets today.

Coursework and Dissertation

(i)   Advanced Communication Theory  (4 credits)
(ii)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Communication. (4 credits)
(iii)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Communication (4 credits)
(iv)  Dissertation  (28 credits)
*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a research in a 
communication-related field under the supervi-
sion of an academic staff and write a dissertation of 
40,000 words.

Entry Requirements

1. A Bachelor Degree with minimum CGPA of 
2.75 or equivalent, as accepted by the University 
Senate;

2. A Bachelor Degree with minimum CGPA of 
2.50 or  equivalent, which can be accepted sub-
ject to the rigorous internal assessment;

3. A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not meeting 
CGPA of 2.50, but may be accepeted subject to 
a minimum of 5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in 
relevant field. 

课程结构

(i)  高级传播理论

(ii) 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

(iii)传播学质化研究方法 

(iv) 毕业论文 *

* 学员需要在指导老师的监督下针对与大众传播相关的 

  领域进行研究并且撰写共40,000字的毕业论文。

入学要求

1. 大学学士学位，具有CGPA2.75以上或同等成

绩；或

2. 大学学士学位,只达到CGPA2.50或同等成

绩，但通过内部考核并被接受；或

3. 大学学士学位, 未达CGPA2.50或同等成绩，

但具有5年相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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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新届董事会成员在2月9号就职典礼后，为感

谢历年来为南方大学学院出钱出力的热心人士及

华文报多年来为南方大学学院提供的报道与宣

传，新届董理事在董事长拿督陈洺臣的率领下，

北上吉隆坡拜访丹斯里李金友、丹斯里拿督邝汉

光及丹斯里林伟才，同时也拜会各华文报总社，

进行交流。本次北上拜访的团员计有：理事长张

瑞发博士、董事拿督张宝文、吴来财、符传曙、

拿督黄政棕、拿督廖天德、何舜成、校长祝家华教

授、理事拿督郑有文、公关主任陈进源。

拜访团首站抵达金马皇宫大酒店,丹斯里李金友

南方大学学院董理事
赴吉隆坡企业拜访

南方大学学院一众董理事们到访星洲日报总部进行企业拜访。

邀请午餐，丹斯里李是南方企业家大讲堂第十一

场主讲嘉宾，他也曾赞助本校25周年校庆慈善高

尔夫球赛。午宴上邀请全国校长职工会同仁与我

校交流，会上丹斯里欢迎南方访问团的莅临，丹

斯里李金友发表他对教育的儒家观点,探讨中华

民族教育的哲学看法、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孙中山提倡“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流而动”。

南方大学要提升学术自由、激发学生向上、提倡

多元语言，外国学生自必来南方升学。

第二站董理事们拜访丹斯里拿督邝汉光。丹斯里

邝汉光是南方大学企业家大讲堂第二讲主讲嘉

宾，也是本校新届董事会监誓主宾。他表示支持

慈济在吉隆坡办的国际学校，重点培养学生品

德，学习待人处事的道理。他本身支持独中，捐

献数百万给巴生的独中及关丹独中。华校还是需

要华裔来支持，他呼吁慈善事业需要大家一起来

文 / 公关与筹款处处长陈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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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们也拜访了中国报总部。

董理事们于东方日报进行交流中。

董理事们也与企业界一同共进晚餐并交流。

共襄盛举“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秧”。他同时将捐助南方大学学院一百万的支票移

交给拿督陈洺臣。

第三站董理事们参访楼高20余层的顶级手套总

部。底层为该公司设备齐全的医药诊所，提供医

疗服务予该工厂的员工。大楼内设健身中心、餐

厅、会议室、讲堂等设施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福

利。顶级手套公司主席丹斯里林伟才是本校企业

家大讲堂第十四讲主讲嘉宾，他表示该公司上市

17年来，成长80倍，是全球最大的手套制造商，

希望在2040年成为全球500大企业。他表示，该

公司竞争力在于提供好品质的产品、高效率、降

低成本、与其他同业互相学习。公司非常关注员

工的健康，有好的体力与精神才能专心工作与服

务，该公司也成立基金会，每年捐献一两百万予

学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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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rounded Education 

My hometown is at Sungai Pelek, Sepang, Selangor. 
I hold a Master degree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I have been working in Malaysia’s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 more than 7 
years including Taylors’ Colleg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rt and First City University College. I have been 
able to develop positive rapport with students and 
academic related skills.  Before coming to Southern 
UC, I was a lecturer at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egi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After joining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 found that 
it is not just a place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but all-
rounded education by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par-
ticipate in various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Southern 
UC also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humanity spirit, skills of leadership, social practice 
and career planning. Hopefully, I am able to serve 
Southern UC for many years to come. Thank you!

Dr. Lim Kim Yew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ist

My hometown is Bidor, Perak. I lived at Kota  
Kinabalu, Sabah for my studie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I’m a PhD graduand who is waiting for the coming 
convocation at University Malaysia Sabah to receive 
my doctorate degree. Both of my Master and PhD 
study were sponsored by Mybrain Scholarship under 
Kementerian Pendidikan Tinggi. 

I started my career as part-time lecturer 5 years 
ago with SEGI College where I did lecturing,  
tutoring, coursework assessment, prepared for  
midterm and exam questions, and also practicum 
assessment. After that,  I worked as part-time tutor 
teaching courses of Graduate Diploma in ECE under 
AeU College for two years.I’m glad to be part of SUC 
and hope that I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useful education experience that will serve them for 
a lifetime. Other than lecturing, I also like to involve 
myself in research works. Hopefully, I will get the 
chance to enjoy my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growth 
with SUC in many years to come.

Ms. Chua Yee Chii
Senior Lecturer
Faculty of Education & Public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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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cience Expert

Dr. Phoon Wing Keong is Deputy Dean of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and Director of  
Genaral Studies Center. He is Vice President of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in Kuala Lumpur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rhad. He receive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He was formerly 
Principal at Confucian Private Secondary School, 
Kuala Lumpur and Research Fellow at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Malaysia. His current research in-
terests include Malay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China politic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among 
others, Contemporary Malaysia :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017)(edited volume) and Unfinished Politi-
cal Transition: The 13rd General Election of Malaysia 
(2013)(edited volume)

Dr. Phoon Wing Keong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Studies Centre

Clinical Psychologist
Greeting to all Southerners. I am Zong Yan from 
Batu Pahat, Johor. I joined SUC back in December 
2017 as a Lecturer unde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Welfare. I completed 
my Master of Clinical Psychology from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in 2017 and I hold a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Hons) Psychology at UTAR in 2014. 
I had chosen SUC to start off my career as a lecturer 
as I believe by sharing knowledge I have is a form of  
self-enhancing as well. In addition, interacting with 
students can also help me to see th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is may help me as well as students in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Lastly, I would also like to 
use my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o raise awareness  
of mental health in southern area of Peninsular  
Malaysia. 

Mr. Tan Zong Yan
Lecturer
Faculty of Education & Public Welfare

授业师者



Augumented Reality (AR)

Fasehah Binti Abdullah is Deputy Head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Faculty of Art & Design. She  
obtained Diploma of Fine Art in 2009 from UiTM 
Machang, Kelantan, Bachelor of Art & Design 
(Hons) Graphic Design Major in Multimedia (2013) 
from UiTM Shah Alam and Master of Art & Design  
(Research Mode) in 2018 from the UiTM Shah Alam. 
Her previous teaching experience was Multimedia 
Lecturer at 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June 2015– 
Dec 2017) and Kolej Teknologi Timur, Sepang (Nov 
2013–May 2015). Currently she is preparing the design 
for Augmented Reality (AR) Seri Menanti Palace for  
Pameran Seni 21 Universiti. The Exhibition will be 
held in May 2018 at Galeri Aswara, Kuala Lumpur. 
Her expertise, professionalism and integrity are best 
in 3D Modeling for gam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Traditional Malay Architecture, Augmented Reality 
(AR), and Mobile Application (Interactive Multimedia).

Ms. FASEHAH BINTI ABDULLAH 
Deputy Head; Lecturer
Faculty of Art & Design

Teaching is My Passion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Ong Leng Hui, you 
can also call me Veronica. I joined SUC, School of  
Foundation Studies as a lecturer in March 2018. I  
majored in Biotechnology for my Bachelor’s degree 
and Master’s degree studies.

Becoming a lecturer was my ambition si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 love this job  
because I get the chance to guide,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and I get to be  
influenced by their young and motivated spirit. I  
really enjoy teaching and the moments of sharing ideas 
with the students. Therefore, I plan to pursue a PhD i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as I wish to have the chance to 
cultivate more educators.

Ms. Ong Leng Hui
Lecturer
School of Found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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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爱知大学现地教学项目
文 /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日本爱知大学交流生与本校学生及校方领导进行大合照。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4th Aichi University Stu-
dent Exchange Programme has been held to welcome 
16 Japanese students. The lecturer representative 
of Aichi University mentioned that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is beneficial for Japanes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Malaysian Culture while attending to the 
lectures. She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moments staying in Malaysia. President, Prof. 
Thock Kiah Wah hoped the students could fully com-
mit in the exchange programme, interact more with 
Southern UC students and enjoy to the fullest. 

南方大学学院与日本爱知大学现地教学项目迈入

第四个年头，今年于3月10日我校迎来16位日本爱

知大学同学及两位领队老师分别为松岗正子教授

及村田安主任。开课礼时，松岗正子教授代表爱

知大学致辞并表示很开心能让日本同学们来到马

来西亚学习并体验我国的文化。松岡教授希望学

生们能珍惜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的时间并用

心学习。祝校长也表示自己曾到过日本，也展示

了同学们当时访问日本的照片。祝校长希望同学

们能在南大度过愉快的三个月，也希望日本同学

能与南大的同学多做交流，充分体验马来西亚的

文化及快乐的学习。

日本爱知大学学生代表于开课礼上致词。

交流生们专心聆听由校长所发表的欢迎词。

国际合作



2018何氏医院艺术学院学生交流项目
文 /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交流团于欢迎仪式后合影留念。

There were 2 lecturers and 33 students from  
Liaoning Ho’s Medical College, China visited Southern 
UC for a short term exchange programme. They were 
warmly welcomed by the President, Director of IEE 
and Dean of FAD. Those students were introduced 
about the educational goals and campu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y would be able to experience 
multiracial cultures in Malaysia through field trips. 
Both parties looked forward to more collabor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on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art education by sharing resources and organizing  
exchange programme.

2018年4月，南京大学学院迎来35名中国辽宁何氏

医院艺术学院师生莅临本校进行短期交流活动。

此次交流团由何氏医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及艺术

学院讲师率领33位院校学生进行交流，希望推进

青年交流，为中马双方架起友谊和深入交流的桥

梁。南方大学祝家华校长，艺术系陈宥敏主任，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张峻文国际长一同参加开课

礼以示欢迎。开班礼上由祝家华校长对何氏医院

艺术学院交流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师生

介绍了南方大学的整体情况，随后由吴心恺老师

向该校同学简要介绍南方大学的校园及生活注意

事项。交流团也一同参加南方大学开学典礼，体

验南方大学教学模式及学校各种特色课程等。学

生不仅能在校园中感受富有浓厚的中华民族色彩

及多元文化，同时也安排到马来西亚特色景点进

行艺术考察，体现多姿多彩、共荣共存的特色。

交流团的负责人也谈到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柔佛新

山并访问南方大学学院，南方大学人文环境，美

丽的校园、办学规模、自然与人文气息交流团的

师生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双方也希望两校

能在课程建设、师生双向交流、艺术教育等方面

实现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推动艺术教

育发展。两校也希望未来能够组织更多学习交流

以推广两校间的互动与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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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石家庄校庆文艺大汇演
文 /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来自中国石家庄的学生呈现了中国传统民族舞蹈。

本校二十四节令鼓队也于大汇演上呈现了震撼的演出。

中国学生也呈现了精彩的武术表演。

A gr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including China 
cultural dance,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drama, 
singing, Wu-Shu and so on was jointly presented 
by both Southern UC students and Shijiazhuang  
College students in celebration of the 42nd University 
Anniversary. It was because of the anniversary activi-
ties held on 28th October 2017 which had successfully  
attracted many people to join the show. 

南方大学学院于10月28日举行了42周年校庆庆

典。今年的校庆活动除了早上进行的校庆庆典以

外，当晚本校也第二次与中国河北石家庄学生联

手呈现了精彩的文艺大汇演。

当晚的演出精彩绝伦，学生们呈现的演出屡次获

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

活动当晚的联合演出包括了：

- 24节令鼓

- 华乐

- 武术

- 扯铃

- 中国传统名族舞蹈

- 唱跳

- 舞台剧

国际合作



南方大学学院代表团
赴中国院校参与教育访问考察

我校于2018年4月14日由祝家华校长率团，一行

四人包括招生与入学处刘福强行销长、招生与入

学处国际学生组李晓珺主任及国际教育与交流中

心吴心恺副主任前往中国进行友好院校参访，洽

谈合作与签约。本次行程为期八天，主要目的为

前往中国各友好院校进行参访，也与新院校缔结

友好及合作关系。

此次访问我校与各友好院校更深入地探讨如何提

升两校学术交流及开展更多层面的合作，主要目

的为提升院校间学术水平，达到资源整合及共同

发展的愿景。

南方大学为中国教育部认可大学之一。我校积极

拓展合作院校并与之缔结友好关系，希望为我校

学生带来更多的交流及学习机会。以下为我校代

表参访院校行程：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海河学院

两校代表会面并洽谈两校合作项目事宜。祝校长

表示双方都有发展的空间与实力，马来西亚的地

理位置及物价是吸引中国学生的重点之一，语言

文 /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我校访问团及河北美术学院代表于校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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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播电视海河学院

天津市红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河北美术学院

河北外国语学院

河北传媒学院

石家庄学院

邢台学院

邯郸学院

邯郸教育局

郑州信息职业工程学院

沟通上也无障碍。双方可针对需求开展合作。会

议中双方也希望能针对企业与管理学院的硕士班

做进一步合作发展。王繁珍校长也为我校访问团

讲解校内设备及展示教材。

河北美术学院

甄忠义校长迎接南方代表团并携带众人进行校园导

览。河北美院近几年重点发展建设，将校区划分为

中西二式。为学生及前来参访的民众提供了完善的

设备及设施。两校代表于会议中积极讨论合作发展

及联合培养计划，也于会后签订双方合作备忘录。

河北外国语大学

董事长校长孙建忠热情欢迎南方代表团莅临，并

表示非常鼓励两校建立合作，尤其是就马来语系

课程上的合作与发展。孙董事长表示外国语大学每

年提供国内大型赛事翻译人才，南方也受中国教育

部认可，若是两校能建立合作必能有良好的成果。

河北传媒学院

副校长王彰平及代表老师于校门口迎接我方一行

人并由院内老师带领参观校园。该校校训为：传

媒是社会的良知，人类的道义。校内设施齐全，

为学生的实做课做好万全的准备。会议中该校李

锦云校长表示很开心能接待南方代表团，也感受

华人办校不易，希望有机会回访我校，并开启两

校合作及发展。

石家庄学院

我校代表团会见该学院党委书记王俊华，双方表示

非常荣幸能持续合作并取得发展成效。石家庄学院

代表学生已在南方举办两次大汇演，双方代表学生

都在汇演中落力演出，为全校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王书记表示希望往后两校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加深

合作，互惠互利。石家庄学院校长刘建军也于稍后

前来会见祝校长，双方签订深入合作协议，继续开

展合作项目，并互认为对方的教学实习基地。

代表团访问考察路线图

我校代表于河北传媒学院观摩学生刺绣。

我校祝家华校长与石家庄学院刘建军校长洽谈两校合作。

国际合作



邢台学院

邢台学院校长王建勋热情欢迎我校代表到访，强

调国际交流为办学最重要的一环。王校长表示该

校与东南亚各院校交流较为广泛，非常荣幸能接

待南方大学，也为未来的合作定下基础，也希望

在签约后双方能尽快落实合作。

邯郸学院

马计斌校长迎接我方代表，对于南方大学第一次

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校长带领我校代表参观校

园，两校于会议中积极洽谈双方开展合作事宜，

也希望针对硕博班进行合作。会后双方也签订合

作备忘录，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

邯郸市教育局

教育局国际交流中心王维红主任表示，因国内需

求，南方大学可作为协助邯郸市各大院校培养硕

士的基地。王主任表示目前教育局在积极拓展邯

郸市院校的素质，希望马来西亚优良的私立大学

到邯郸市来办学校，毕竟市内人口多，但市内院

校只有四家。祝校长表示希望双方能建立良好的

合作基础，为院校师资上做出合作与发展，达到

资源共享。

郑州信息职业工程学院

该校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陶保富欢迎我校领导到

访，并表示非常荣幸两校能开展合作及交流。会

议中两校就升学合作进行讨论，也签订了两校合

作备忘录。会后该校导师也带领我校代表团进行

学院参访，校内设有学生自主营业的餐厅，实施

校企合一政策。

天津市红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该校代表带领南方代表团进行校园导览，包括中

医器材，制作与研发，復健及实习场地，传统中

华文化基地，中药材展示厅等。校内设有学生学

习空间，让学生能在踏入职场时能更顺利地对

接。马校长表示双方可建立师生交换，老师论坛

等活动。会议中马校长也积极推广鲁班工坊合作

事宜，望两校能达成资源共享，针对教育方针进行

交流 。

我校与邯郸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我校代表访问邯郸市教育局。

我校代表及郑州信息职业工程学院。

我校刘福强行销长聆听马校长讲解该校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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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
——南方大学学院与云南教育投资集团办学备忘录签约仪式

文 / 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南方大学学院校长祝家华教授与云南南方教育投资集团代表签署合作办学备忘录。

2018年4月23日，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与云南南

方教育投资集团在该集团总部举行合作办学备忘

录签约仪式。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理事长张瑞

发博士、校长祝家华教授、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

主任张竣文先生与云南南方教育投资集团董事长

兼总经理兰靖博士、常务副总经理曹国林先生、

副总经理王雪莲女士等领导亲临签约现场，共同

见证签约仪式。

云南南方教育投资集团与泰国北清迈大学、泰国

曼颂德昭帕雅皇家大学合作办学之后，第三所 

“走出去”与我校开展海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大

学。与此同时，这也是该集团在马来西亚的首个

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次双

方合作办学项目的签约，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南

方人”深入开展“南南合作”的第一步。双方将

继续推进和深化合作交流，进一步落实完善合作

办学项目，携手开辟国际合作办学教育事业的美

国际合作



好愿景。

双方未来计划合作共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国际

联合学院”，2018年该集团将向中国国内招收会

计学、金融与投资2个本硕连读专业的国际学生

项目推广工作，双方合作先以合作举办“试点

班”的方式进行招生，待国际联合学院正式落

实成立后，试点班的学生一并转入“国际联合学

院”，为更多普通家庭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

源及服务，为“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培养更多具

有国际视野，熟悉东盟地区文化特色，能熟练运

用多语种工作的国际化人才。

我校代表及南方教育投資集團代表于南方教育投资集团办事处合影。

张瑞發理事长代表我校颁赠纪念品于兰靖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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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个马来西亚》电影分享会

文 / 新媒体中心

本校讲师与台南艺术大学的师生们于交流结束后进行大合照。

郑国豪老师与现场观众分享自身拍摄的经验。

Head of Southern New Media Centre (NMC), Mr. Loh 
Yu Chiang, Deputy head of NMC, Miss  Loh Yoke Ling, 
and Senior Executive, Mr. Tey Kok Hau, had taken part 
in the “Not Only 1 Malaysia” movie week at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in March 2018. They 
had shared 11 videos which reflected issues related to 
races, genders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Other than 
screening sessions, a discussion session had been 
held every day with different themes. The sharing had  
deepened Taiwanese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on  
Malaysia. Both universities had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n 2015 and cooperated for a few 
times since then. 

媒体中心主任罗友强老师、副主任罗玉玲老师和

高级执行员郑国豪于3月12-14日，参加了由国立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录与影像维护所主办的“不

止一个马来西亚电影周”，向台南艺术大学的师

生们分享了11部由主办单位和本中心精心挑选，

反映马来西亚族群、性别、政治的影片。

活动期间除了影片的放映，每日还依据不同的主

题（族群、性别、政治）各举办了一场座谈，与

南艺大的师生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透过影片增进

台湾观众对马来西亚的理解。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和南方大学学院已在2015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与

缔结为姐妹校。本次的交流是继去年南艺大团队

来本校举办纪录片工作坊后，两校又一次的实质

合作。期盼未来两校能有其他进一步的合作。

国际合作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会员大会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举办“2018年常年

会员大会暨第十二届理事会改选”，并顺利选出

2018/2020年度理事，著名家私业钜子吴来财出任

新届会长。

刚卸任会长拿督陈洺臣在会议上表示他在任期间

多达十几年，感谢理事一路上给予大力的支持。

特别是举办名人论谈期间，为南方大学学院和校

友会筹募到不少的款项。鼓励新一届的理事在财

务方面仍然不可松懈、停止不前。他因担任校友

会会长进入校方董事会，续而荣幸当上董事长。

他希望未来理事会继续与校方保持良好关系，这

将有利于南方大学学院的发展和建设。

他说，续2012年南方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后，课

程增设多达18个学士课程、开办及联办硕博士课

程多达8个。学生人数因此增加一倍以上，观望

未来可以突破3000人，甚至是3500至4000人。此

外，他也鼓励校友若有意愿进修硕博士课程，可

优先考虑南方大学学院。校方将提供校友升学的

优惠。

新面孔加入充满生气

新届理事会有许多年轻人加入团队，让校友会充

满生气，他们包括蔡建文、罗健宏、胡凯劲、吴

韋衝和魏文彬。新成员则有蔡承杰、邱文俊、刘

志文和苏建铭。

大会也一致通过委任拿督陈洺臣为永久名誉会长。

会议上也通过修改章程，改名为“马来西亚南方

大学学院校友会”。

期许新会长吴来财（左四）带领校友会迈向新的里程碑，左五为前会长暨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陈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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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  吴来财

第一副会长： 罗汉金

副会长： 杨子安、拿汀江修屏、郑东安

秘书:： （正）叶淑芬 （副）王骏闳

财政:： （正）萧晏上 （副）詹达显

学术:： （正）王明生 （副）蔡承杰

广招与联谊： （正）邱文俊 （副）蔡建文

公关与福利： （正）蔡克修 （副）杨千燊

资讯与宣传： （正）罗健宏 （副）胡凯劲

康乐：  （正）丘汉绅 （副）吴韋衝

经济组： 黄翰禛、魏文彬

理事：  林天兴、李金平、刘志文、陈宏富

查账：  郑明利、苏建铭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2018-2020
【第十二届】理事会名单

会上也颁发生育奖励金予会员蔡承杰和苏建铭。

南方校友



2017年，我担任了“活力校园

之南人味”、“中秋(圆)游

会”以及“家在南方文艺大汇

演之三合一”的筹委会主席。

作为校内三大活动的主席，学

到如何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

如何掌握与人沟通的技巧，并

勇于与校外人士接触，当然其

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团队中

的争执与矛盾并引导大家往同

样的目标前进。

我认为，作为一名大学生能够

丰富自己的内在与外在是非常

重要的。除了承办校内的大型

活动，我也曾担任大学基础学

部的学生代表以及韩国语言与

文化交流社的社长。

现在所有的大学生都过于注重

自己的成绩，却忘了其实踏出

社会最重要的并不是只有成

绩，而是一个人的处事经验与

态度。所以鼓励大家多参与活

动并投入校园生活。我也希望

自己能够以“南人味”的这个

团队再次带领着大家尝试更多

不一样的大学生活，让南方大

学学院成为一个充满温情的学

府。

2017 年度南方之星
Southern Star Award 2017

时光飞逝，在南方大学学院就

读已迈入第五年，期间参与了

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活动。学

校就像“小社会”，秉持著积

极参加不同形式活动的理念，

参与每个岗位，才能发掘与耕

耘更多不一样的技能，也或许

是不想大学生活过得太空白，

积极加入社团活动。

感谢南院这个环境，让我认识

了很多好夥伴以外，也学习到

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学校提

供空间让我们举办各种形式的

活动，让我有机会从不同岗位

学习。 

每次活动完成以后，都有一种

成就感，或许过程艰辛与坎

坷，但与同学一直全力以赴，

达成目标。南院是一个有人情

味的地方，不管是谁，是什么

身份，它就像个大家庭，大家

会互相关心与协助，这也是我

爱它的原因。

一份耕耘，一分收获，这奖项

对我是一种肯定，同时也鼓励

我往后更努力，积极进取，让

荣誉栏上增添更多色彩。

陈威尔 Chen Wei  Er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BBA (Hons) in Finance & 
Investment

陈慧汕 Tan Hoi  Sang 

大众传播(荣誉)学士学位
BA of Communication (Hons) (Ma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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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南方之星
Southern Star Award 2017

其实我在2013年就已经在南方

大学学院就读电脑科系专业文

凭，但是当时我只过着去学校

上课，上完课就回家的生活。

在2016年，我回到南方大学学

院继续求学，也带着想要不让

青春留白、日后让自己有许多

难忘回忆的想法回到南方。

在回来之后，我尽可能参加活

动提升自我，从一开始的工

委，慢慢的往上爬到学校大型

活动的副协调，还有电脑系学

生会的议长等职位。从中我也

学习到了很多课堂以外的知

识。

这个奖项来的不易，在南方大

学学院里面有才华的人很多，

但是这个奖项只有十个人得

选，当知道自己被选为南方之

星，非常开心因为自己觉得所

有参与和筹备活动的付出，全

部都得到了校方的肯定，我的

努力有被其他人看到。

最后想鼓励学弟学妹们，尽可

能在大学生活里学习到更多东

西，上帝是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的，就算你的努力没被任何人

看到，知识和经验都会是永远

属于你的。

我是谢玮欣，目前就读于大众

传播学士课程，同时也是新闻

与传播系学生理事会的副秘

书。2017年对我来说，是很精

彩丰富的一年。这一年，我

成为学生会理事，也参与一些

活动筹备及影片的拍摄。而南

方之星奖项，也是我在2017年
获得的最大惊喜。当初在同学

们与老师们的鼓励下，我抱着

尝试的心态，参与此奖项的甄

选，最后能够获得，对我来说

是个非常大的肯定。这个肯

定，让我知道原来我的努力一

直都有被看见，也让我建立起

了更多自信心。

一直以来，无论是课业方面亦

或是社团活动，都尽全力地想

把每件事做好，不辜负大家的

付出与期望。这次能够获得这

个奖项，对自己是种肯定，也

是种勉励。除此之外，这也是

我给予家人们的一份礼物。一

直都希望能够做出些成就，让

父母家人明白与了解我现在在

做着的事，让他们看到我这些

日子所付出的努力，并以我为

荣。很感谢校方的肯定，及师

长们的提拔给了我这个机会，

让我把这个奖项送给我自己，

也送给支持我的家人朋友们。

柯佳良 Kowa J ia  L iang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n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谢玮欣 Chee Wei  Hsing 

大众传播(荣誉)学士学位
BA of Communication (Hons) (Mass 
Communication) 

南方之光



我是陈蕴如，目前在南方大学

学院主修金融与投资学士学

位。自担任过青年狮子会主席

后，我认为大学不只是一个让

莘莘学子求学的地方，也是一

个可以让我们建立关系的平

台。无论在哪个岗位，我们都

要在职务上尽心尽力。

在2017年荣获“南方之星”这

个奖项，对我来说是一种肯

定。曾经一度认为自己在学校

是“小角色”的我，从来没有

想象过自己也可以上台领这个

奖。我在办活动方面的确缺乏

经验，但是我很感恩在这段时

间里，无论是Star  Camp或者 

Leo Club，都有一群朋友在支

持着我。我也感恩父母没有阻

止我参与活动，并且相信我在

办活动的同时也能兼顾学业。

我坚信着，人不能只是局限于

现状，偶尔也需要让自己突破

尝试新事物，不要让自己在

未来有一丝后悔。在大学里，

我感受到了我的成长和改变。

的确人是会变的，但是在这改

变的过程中，要变得更好，还

是变得更糟，决定权在自己手

里！

骤然间，在南方三年的大学生

涯来到了尾声。时光承载着一

缕缕大学的美好记忆，带走了

那些曾经的懵懂，留下一幕幕

斑斓的璀璨画面。缠绕的点点

回忆成了青春的最佳证明。

大学时光里，我感到荣幸及感

恩能获得校方颁赠的“南方之

星”奖项。这给予我肯定，更

是我前进的动力。我自小就怀

着愿望想成为一名正义、勇于

报导事实的记者。因此，从宽

中毕业后，毫不犹豫选择南大

大众传播系。在两年多的大学

生涯里，我不只得到了知识，

也探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南方，是我的舞台，是锻炼自

我的平台。这段期间，我筹办

过多场活动。活动所涉及的

组别概括各领域，最擅长于活

动宣传。我也有幸成为第五

届NTV7及八度空间的校园主

播。这段时间的学习，使我对

媒体运作更富有热忱，重燃我

的初衷，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

真正坐上主播台的位置。

“南方之星”是我大学生涯其

中一个里程碑。它记载着我一

路走来的失败、心酸与成长。

成功路上荆棘密布，我哭着、

笑着、走着。谢谢南方大学学

院，谢谢家人，谢谢导师、同

学与朋友，谢谢一路扶持的

你。我们一起努力，拼搏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空。

郭芷燕 Kok Zi  Yen  

大众传播(荣誉)学士学位
BA of Communication (Hons) (Mass 
Communication) 

陈蕴如 Chin Yun Ru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BBA (Hons) in Finance & 
Investment

2017 年度南方之星
Southern Star Awar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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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运动有着非常浓厚的热

忱，在南方大学蝉联过2016及
2017年运动会最佳运动员，也

代表学校出征2016年全国大专

运动会。我也热爱专研学业上

的知识与难题，同时也积极参

与大学内外的各钟活动。

 

我也曾担任运动会大队长，参

与运动及体育项目能让大学生

凝聚在一块，让整个校园充

满着活力和凝聚力，而不仅限

于学业而冲淡了三年的大学生

涯。

我担任学生总会体育部理事

时，为大学增添各种运动器

材，让运动及体育社团使用，

提升南方大学的运动水平。

在学业上，我很感激师长们的

教诲，也常向讲师们询问课业

上的问题。我觉得大学是个知

识的宝库，大学的讲师们都非

常乐于给予帮助和提供辅助。

南方大学多数讲师都非常欢迎

学生们向他们询问学业上的难

题，并给予专业的分析。除此

之外，讲师们也常常给予自身

的经历和经验，让学生明白踏

出社会后将面对的各种难题，

让学生们为将来做好准备。

我喜欢尝试各种不同新鲜的事

物，所以曾在各个活动担任不

同的角色。我认为人要活的值

得，就得尝试所有能做的事，

可能你不会每一件事都掌握的

好，但你会在每一件事情中学

习许多新体验和知识，同时也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所在。

我坚信各种可能，所以从不放

弃任何机会，就算失败我也会

站起来继续走下去。大学生涯

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破

蛹成蝶的一个过程。我想让所

有学弟妹知道突破自己并非是

一件难事，只有走下去才知道

彼岸拥有怎么样的世外桃源。

作为一个南院生，我认为能够

获得“南方之星”的奖项是一

个巨大的荣耀，也代表着我在

这几年的大学生涯十分值得。

从懵懂新生到活跃于校内外各

个大小活动，甚至成为社团主

席都是我们一步一步走下来

的。我不认为获得这个奖项是

一种侥幸，但认为这是一种给

予我们的肯定。非常感谢校方

认同我们的付出及成长，我也

会作为“南方之星”保持良好

风范，成为学弟妹们的榜样，

继续为我校尽一份力，也希望

能让各界对南方大学学院的认

知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邱于瑄 K hoo Yu Xuan  

会计学专业文凭
Diploma of Accountancy

陈泇升 Tan J ia  Sheng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BBA (Hons) in Finance & 
Investment

2017 年度南方之星
Southern Star Award 2017

南方之光



在求学的这段期间，我不仅专

注于学业，我也会积极的参与

校内、校外的活动。

我属于领导实践型的人，任何

事情都较为着重细节的掌握。

我担任过新生营的营长、运动

会的总协调、演艺工作坊的副

主席及企业管理系的议长等。

此外，身为一位大学生，我也

不忘在课余时间参与校外活

动，以便能够增广自己的知识

与技能以及为社会服务。在校

外，我是一名主持，也在进修

主持课程。我也明白需课业与

活动并重，不能顾此失彼，因

此我也注重自己课业的发展。

在南方大学学院的日子里，我

非常享受在课堂上以及在活动

上学习到的各种知识。我从

小就是个内向的人，但丰富的

大学生活让我拥有了不一样的

人生，变得擅于沟通交谈。在

活动策划上，处理事情更加细

节，学会聆听与沟通，已达到

最佳的合作模式。当然人是没

有完美的，我自身的缺点也是

太过于最求完美，甚至当达不

到自己标准的时候会过于自

责。还好我也得到朋友的鼓

励，让我在低潮时期可以恢复

以及建立信心。

丰富的大学生活，让我成长不

一样的高度。

我，曾经是南院辩论队代表，

目前则担任学生总会主席一

职。我觉得无论身处多高的位

子，谦虚是最重要的学习态

度。首先，我很感激南院给了

我一个学习的平台，我不但从

中学习到了知识，更学会了做

事做人的道理。我也感恩南院

的每一位同学给我这个机会担

任学生总会主席，并从中获益

良多。

能获得南方之星这份殊荣，我

感到非常高兴。但是能拿到这

个奖，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

劳。我很感激家人的体谅，在

我每次早出晚归之时，都给予

我最大程度的包容。我很感谢

女友的支持，在我每次都快被

压力压垮时，都给予我继续前

进的动力。我很感恩老师的提

拔，在我初出茅庐之时，不停

地告诉我做人与做事的道理。

最后，我不敢说自己比常人更

加努力，但是我一定比常人更

加珍惜现在的一切。

因为我有着价值连城的幸运，

至少现在我拥有一群非常可靠

的学理。

林俊宏 Lim Jun Hong  

市场行销(荣誉)学士学位
BBA (Hons) in Marketing

2017 年度南方之星
Southern Star Award 2017

郑伟和 Tay Wei  He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BBA (Hons) in Finance & 
Investment

68



顾问老师   李家兴 

新闻系学生会表现优秀，尽管课业繁重，但仍然

逐一完成目标。新闻系的学生人数不断上升，从

开始的数10人至现在超过100人的学生，同时也

在学生会的带领下，也越来越系统化，理事层们

用心坚守岗位，齐心把任务一一完成。此外，也

与他校进行交流让学生开阔视野。

系会自成立以来向来以让学生们以实践的方式来

达致学习效果，筹办活动更是该系会的一大特

点。新闻与传播系历年来都会筹办各种不同性质

的活动，让全校的师生乃至公众人士都能参与。

此特点也展现了学生们的活力与实力，让大家看

见新闻与传播系学生的在各方面的优越表现。

2017年活动表现：       

2016年《新十代》展览、2017年15社区/12故
事、2017年《叫我歌神》歌唱比赛、2017年槟城

学术旅行。

顾问老师   陈宥敏博士

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文化志工队自成立以来，本

着开启美感、体验喜悦的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

活的理念，服务于教与学的工作，积极响应学校

的号召，丰富我校学生的业余生活，提高学生的

精神素质。在新山社会工作者的本份上，此志工

队也付出了很多爱心与关怀，他们也在每学期中

定期的为社工服务；并与新山许多的社会福利团

体进行义工作。该志工队部分成员还被评为优秀

的社会工作者。

2017年活动表现：       

2016中华棋艺切磋赛、拜访马佛总新山龙华老人

院、参观陈旭年文化街、2017新春团圆饭、探访

佛教慈善孤儿院、拜访柔佛残障儿童协会、巅峰

对决.棋王争霸赛。与画家及艺术文化团体合作

定期协办画展及文化交流活动。

2017 优秀学生团体
Outstanding Student Society 2017

第一名：文化与艺术志工队

First Prize
Art & Cultural Volunteer Society

2017 优秀系学生会
Outstanding Student Society 2017

新闻与传播系学会

Student Society of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南方之光



顾问老师   吴淑丽 

一直以来扯铃社在默默为学校活动在付出，从成

立至今，我也一直以顾问老师的身份在带着扯铃

社，这一年来我非常感谢你们为社团付出。小小

建议，如果时间充许的话，我希望我们的社团可

以走出校园，把扯铃社带到一些弱势中心表演给

他们看。尽可能做一些公益演出，不要只在学校

的框框里面。总结：你们真的很棒，也谢谢你们

的爱戴。来年我们大家一起进步！

 

2017年活动表现：       

招生嘉年华、第二届马港交流之旅开幕表演、

学生自治会表演嘉宾、热血生活营表演嘉宾、 

《铃距离2.0》生活营、校外义卖。

今年也举办蓝湖一日游，目的是想促进大家的感

情。此外，我们也到不同地方进行义卖，充实大

家的生活也看到外面的世界。希望以后的扯铃社

会更热闹，更有爱！

顾问老师   袁家芸 

爱心社，不只让会员们发挥爱心，学习奉献，懂

得从办活动中尊重、包容、珍惜，也因为社团

的“走出去”，与外界的链接，让社会看到南方

大学学生的热忱主动、善良与无私、提升外界对

学校教育的良好印象，学生不只是在书本里奋

斗，也走出校区，为社区付出。

 

2017年活动表现：       

拜访三宝坛安老院、为HOPE希望中心进行筹款

活动、拜访龙华老人院及恩安老院、锦和肉干慈

善筹款活动“把爱带回家”、拜访德恩安老院和

爱心之家孤儿院、拜访柔佛残障儿童协会。

2017 优秀学生团体
Outstanding Student Society 2017

第二名：爱心社

First Runner Up Prize
Love Life Society

2017 优秀学生团体
Outstanding Student Society 2017

第三名：扯铃社

Second Runner Up Prize
Diabolo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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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跆拳道亚洲公开赛
Asia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 Open 2017 

Southern UC Taekwon-Do society had participated 
in Asia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 
Open 2017 on 28th-31st DEC 2017. With the patient 
guidance and advises given by the coach, Mr. Lui 
Woo Chet, the team had successfully won 4 medals: 
2 golds and 2 bronzes. 

2017年12月28日至31日，南方大学学院跆拳道协

会参与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举办的跆拳道亚洲公

开赛。在魏武杰教练的指导和不断训练下，其中

三位获得了优越得成绩。参赛者们共获得了四面

奖牌，分别为两面金牌和两面铜牌。其中洪浩阳

同学表现得非常杰出，在对打和套拳的比赛中都

获得了冠军。而另外两位王麒维和钟建彬分别在

对打和套拳比赛中获得了季军。南方大学学院跆

拳道协会的选手们在各项赛事中都获得不错的成

绩，为校争光不少。

个人对打　个人套拳

黄俊杰  | 欧俊杰  | 洪浩阳 | 凌志伟 | 尤可馨

蔡妙梅 | 王麒维 | 李隆进 | 陈年安 | 吕浩荣

凌慧仪 | 钟建彬

个人对打

陈子谦

第一届空手道新秀赛
1st Karate Junior Competition

3 students from Karate Society had par 3 Students 
from Karate Society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1st  
Karate Junior Competition in August 2017. They 
had won 3 gold medals from the tournament. 

2017年8月31日，举国欢庆国庆日之际，由柔佛

州合心流空手道协会主办，峇株巴辖县青年及体

育局协办的《第一届空手道新秀赛》。此次赛事

分为中小学组及公开组，并且吸引125名选手参

赛。柔佛州空手道总会会长拿督吴胜华致开幕词

说，学习空手道是训练自律、礼仪和具体礼节的

途径之一，并让学员培养正确的人生观，而且空

手道也是一项对健康很好的运动，能让学员强身

健体。

本校合心流空手道社学员荣获3面金牌。成绩分

别为：

男子组公开赛套拳金牌

高臣聪（中医系大学基础17B）
女子组公开赛套拳金牌

朱家宝（中医系15A）

女子组公开赛对打金牌

洪凯俐（中医系15A）

南方之光



《白鹭鸶》
 入围日本2017视觉纪录片影展

本校师生和参与东京交流之旅的媒体人一同进行大合照。

Senior lecturer Miss Loh Yoke Ling and her students  
from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DJC) participated in a documentary screening 
programme at Kyoto and Tokyo which was sponsored 
by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Kyoto University 
and The Asia Foundation. The documentary “White 
Egret”, produced by Miss Loh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DJC students won the award for one of the best 
documentary in the Visual Documentary Project 
2017 and screened at Kyoto and Tokyo Japan. Besides , 
 “White Egret” there were other four documentary films 
from Southeast Asia country screened in the Project. 

2017年12月6日至11日，南方大学学院新闻与传

播系高级讲师罗玉玲带领学生前往日本京都与东

京参与为期一星期的交流之旅。罗玉玲讲师与学

生们伙拍纪录片《白鹭鸶》，该作品参与了由日

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所举办的《2017年视

觉纪录片》竞赛，并在筛选环节中脱颖而出，荣

获到日本参与影展之机会。该竞赛胜出并展出作

品由五部来自东南亚不同国家的作品组成，而《白

鹭鸶》便是其一。而此次的交流之行，便是该影

展项目中的一环。

为期一个星期的交流之旅，罗讲师与学生参与了

两场分别位于日本京都大学，以及位于东京的日

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所举办的放映会。会上除了来

自各国的得奖者，也包括了京都大学教授、该比

赛评审、导演、影片工作者及民众等。放映会上

不单是播放各入选者作品，也开放问答环节，让

出席者能够与影片作者及评审一同提问与讨论，

促进各国间文化上的交流。

除此之外，主办单位也为五组获奖者安排了导览

活动，由导游带领观光日本京都与东京两地。导

览活动中也到访了日本多个著名景点，如：东京

铁塔、东京涩谷、京都清水寺、京都御苑等。此

趟交流之旅不单是把讲师与学生们的用心之作带

往国际，也从中了解体验了日本的文化，并与他

国参与者交流搭起了友谊的桥梁，丰富了视野，

实在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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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
中国高校创新设计赛(NOC) 

夺八奖项

参与本次设计赛的共有10位学生。

南方大学学院8名学生在两位讲师（赵佩娟与陈

思蕙）的带领下，于10月31日远赴中国江苏省南

京市信息工程大学参加第九届“教育信息化发明

创新奖”决赛，与来自中国全国百余所高校近千

名精英角逐最高荣誉。这次的比赛获得历届以来

最多高校参赛者参与，本校艺术与设计学院同学

之作品，在众多参赛者之中拿下了八个奖项，为

马来西亚学生在海外竞赛得奖记录再添新章。除

此之外，黄奕嵻讲师也获颁这次的“优秀指导老

师奖”奖项。

这项竞赛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发明协会

和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主办。这项活动的支持单

位为中国知识产权局，承办单位为中国信息技

术教育杂志社和创新时代杂志社。这届活动的主

题为：创新、实践、成才。活动的英文名称为 

Network Originality Competition(NOC) 。

陈宥敏院长在知悉同学们得奖的消息后格外欣

喜，并表示鼓励同学们跨出国门参加国际赛，开

拓宏观的大视野，同时也让同学们的精心杰作有

机会登上世界的大舞台，向世人展示马来西亚设

计的独特风采。

此次的凯旋归来是海外评审团给予南方大学艺术

与设计学院师生多年来努力不懈的肯定。相信只

要师生不断努力，精益求精，南方大学学院必能

落实“亚洲新大学，南方新典范”的愿景。

本校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共获得8个奖项。

南方之光



一位赴马交流生的留学报告

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的30天交流学习生活很快

就结束了。在此我非常地感谢石家庄学院能够给予

我这次海外留学的机会，从而走出国门深入体会马

来西亚的真实面貌。短短一个月的宝贵时间，使我

对马来西亚的民风民俗有了近一步的了解，同时也

为自身的学习现状产生了浓厚的人生思考。

一、学习篇

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的一个月里，我选修了

两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课程《物理(2)》和《电

路原理》，以及《应用软件》、《基础英语》、

《人力资源与管理》这三门旁听课程，三十多天

的深入体验，我认为马来西亚高校教育有以下两

个特点:

 

1、教学方式灵活化

在南方大学学院的课堂中，教师极其注重文本，

会将绝大多数的时间交给课堂中的学生，让学

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研究的机会，更让学

生对待这门课程的知识海洋有话可说，有感而

发。曾记得我来到马来西亚的第二周基础英语课

堂上，教学黑板上只有“Early Marriage VS Late  
Marriage”这几个简简单单的英语单词，从而

我们2个小时的基础英语学习则变为了一场激烈

的“辩论赛”，在辩论当中，我们在思考符合自

己观点的论据，我们在回想、在查阅可以正确描

述自己想说的单词、短语。就这样一百二十分钟

的基础英语课在我们激烈的争论中结束，当我回

顾这门课程时茫然发现，通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赛”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短语、词句再也不是那

么的陌生，数个曾经隐隐约约的单词，从此让我

终生难忘。一场英文式激烈的辩论，留给我的不

仅仅是丰顺累累的知识收获，而是一种对知识、

对教学方式的深深反思，作为一名师范生的我是

否可以将国外的灵活性教学方式带回祖国，从而

本次的交流之旅让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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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下一代祖国的建设者？

2、教学资源的合理化

通过与马来西亚国际朋友的深入交流后我得知，

在马来西亚这方国土中，高等院校没有众多层次

的划分，他们在报考大学时会考虑到自己的未来

是从事可以科学研究还是从事生产一线，所以在

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所有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校

门的那一刻便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会为自

己的目标而不懈的努力，从而促使他们更容易达

到人生的巅峰。

在南方大学学院中，最吸引我眼球的是众多的大

学生在上学的同时都拥有了自己的事业，从压力

角度来说，他们每个人的压力绝对不亚于国内大

学生的学习压力，因为他们每天除了学习之外，

还要顾及自己的事业，对此一位马来西亚朋友就

对我说，他们与中国朋友相比较，缺乏的可能是

父母的关怀，因为从成人那一刻起，父母绝不会

多加干涉他们的生活，但是在创业的角度或则人

生的阅历来说，同等年龄的马来西亚友人可以远

远的超越我们每一位国内留学生，不瞒说，这位

马来西亚朋友拥有自己的一个农场，年效益可达

500万马币以上。

二、生活篇

1、手持护照的自豪感

生处异国他乡，在很多亲朋好友眼中可能认为我

会无依无靠、出行不便，说实话在踏入马来西亚

南方大学学院这方土地之前，我的内心也是极

度的担忧，如果有人看不起怎么办？如果被人勒

索敲诈该找谁？如果不适应这边的生活该怎么

调整？如果……，但是通过30天的亲身体验才发

现，在南方大学学院，甚至是马来西亚只要自己

不犯法，只要自己不惹是生非，所有的担忧都是

多余的，因为在马来西亚有众多的华人华裔在友

情的接待着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为祖

国的强盛，众多的马来人听到“Chinese”时,都

会不约而同的说一声“China good”。还记得南

方大学学院旁边的一家中餐馆，其老板自称是3
代华裔，由于口味需求我们几个也算是那里的常

客，有一次老板与我们闲聊时便问，你们认为马

来好还是中国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便回答两国

各有所长，当老板听到我们的答复后便激动的

说，你们错了，还是中国好，记得中国比这里要

好。听到这里我内心由衷的感到特别的骄傲与自

豪，因为在异国他乡我手持中国护照。

2、马来文化的浓厚信任感

在国内消费，我相信大多数的人们都会遇到方面

使用验钞机以验证金钱的真假，在马来西亚生活

一个多月的我多次出入超市、商场，但是没见到

过一台验钞机，听这边的朋友介绍说，在马来西

亚出门靠的就是一种信任，因为有信任的信仰，

所以他们国内一般不会出现假币，因为有信任

的存在，所以在马来西亚购物绝对不可能当着顾

客的面使用验钞机。面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我在

深思:验钞机在中国可以被淘汰吗？我想一定会

的，只要人与人多一份信任罢了。

我认为，在交流期间，我们要善于发现马来西亚

之美，学习优点、吸取营养，同时也应该反思马

来西亚的不足之处，一分为二地看待。马来西亚

也有一些问题存在，比如：

1.马来西亚的公共设施极其的不完善，在城市公

交车极其罕见。

2.部分马来人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数十年前，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交流还有待增强，

马来西亚也应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

总之，这次马来西亚之行收获颇丰，很感谢国际交

流中心能为学生们提供这样的服务项目，随着越来

越多的交流项目的开展，一定能推进中马两国的全

面、深入了解，增进中马两国人民的友谊。

国际学生



永平国中师生莅临本校
参与校园新闻主播培训工作坊

南方大学学院于4月20日迎来了来自柔佛州永平县

的永平国中，由该校辅导老师黄慧羚老师与王丽芳

老师带领130人的学生团队莅临本校进行一项关于

校园新闻主播培训的工作坊。这也是该校自2015年
以来，第3次到访本校。

本次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让在籍的中四及即将毕

业的中五考生们学习新闻播报的拍摄与制作过

程，学生也有机会亲自参与新闻的采访与拍摄，

从中体验新闻采访的苦与乐。 

本次活动由南方大学新媒体中心和南方电视台主

任罗友强老师及同仁带领的摄制团队进行联合教

学。本次参访团也邀请了友族同胞，摄制队安排

了英文版本的新闻稿让学生们学习，让学生在播

报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双语进行播报。

在播报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出现紧张、咬字不

清、频频眨眼、发音不准确等各种问题，透过实

际的播报，指导老师们会根据同学们在镜头前的

问题提出指正及解决方法，这让在籍的中四及准

考生们体验有别于教室里上课的经验。

近一小时的拍摄学习结束后，同学们也有机会现

场观看所有同学的影片，而老师也借此机会让同

学们了解在拍摄过程中的仪态，让学生了解如何

以更加专业的方式进行新闻播报。透过实际的播

报经验，罗友强老师表示，新闻与传播系研究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学问，以及如何让资讯透

130位来自永平国中的师生在活动开始前的大合照。

76



透过实际的播报体验，学生们感受身为校园主播的苦与乐。

学生有机会亲自体验拍摄与采访的制作过程，并由新媒体中心副主任罗玉玲老师亲自指导。

过不同的媒介，清楚明了的传播出去。一名专业

的新闻从业员，要时时掌握社会脉动，以专业的

角度处理新闻。

除了校园新闻主播培训工作坊，同学们也趁着南

下的机会，参观及了解本校，透过招生与入学处 

助理行销长黄新荃的同仁们的深入介绍，同学们更

清楚了解中五毕业后可能的出路。他也鼓励同学们

努力读书在SPM考试中取得最好的成绩，因为这样

就有机会获得本校提供全免奖学金的机会。

三小时的活动在欢乐的气氛下结束，学生们开心

的表示从本次的工作坊中获得的知识会增加他们

对新闻播报的了解，他们以后会更加清楚新闻产

制的不易，同时，他们也勉励自己在考试时拼尽

全力，以取得最好的成绩。

升学之道







南方大学大事纪要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Main Events 
(October 2017 - March 2018)

01.10.2017

南方中医院举办医药讲座，院长暨肿瘤治疗专家

朱观南教授主讲《肿瘤饮食保健和中医治疗》。

Dean of FCM Prof. Choo Kuan Nang gave a talk on cancer 
prevention and healthy diet. 

08.10.2017

中文系举办《关注中国热点系列讲座》第三讲，

由大马翻译与创作协会会长拿督吴恒灿受邀主

讲“华巫文化交流的新趋势”。

Chairman of Malaysia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Association Datuk Goh Hin San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entitled The New Trend of Chinese and Malay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3rd lecture: Focus on China 
Hotspot Lecture. 

13.10.2017

本校与KE Academy签署合作备忘录，校长祝家华

博士及该学院院长潘佩琪代表双方签署合约。

Southern UC and KE Academy signed a memorandum 
to jointly organiz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programme’. 

17-21.10.2017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与新山中华公会在本校文物馆联

办《先贤交辉与南洋烽火，双主题历史图片展》， 

让民众藉由展览，一探陈嘉庚和李光前的巍峨丰

碑，了解两人与二战历史之间的渊源故事。

Tan Kah Kee Foundation Malaysia and Johor Bahru 
Tiong-Hua Federation co-organized a two-themed  
historical and pictorial exhibition to deepen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n the life history of Tan Kah Kee and 
Lee Kong Chian during World War II. 

20.10.2017

柔佛州苏丹后法蒂玛基金在本校举办《网络创新

创业培训课程》，吸引220位年轻学员参与。

The “E-Entrepreneur Training Program” conducted by 
Yayasan Sultanah Fatimah Johor attracted 220 young 
participants.

21.10.2017

陈嘉庚基金会在本校智雅大礼堂举办联欢晚宴暨

第四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奖礼，由中国驻马来西亚

全权大使黄惠康博士主持开幕。本校前任署理董

事长已故拿督陈联顺及马大无语良师中心双双获

颁陈嘉庚精神奖。

Tan Kah Kee (TKK) Foundation Malaysia organized 
a gala banquet in the occasion of the 4th TKK Spirit 
Award Ceremony at Dato’ Seri Joseph Chong Hall. 

22.10.2017

柔佛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莫哈末卡立莅临本校为 

《网络创新创业培训课程》主持闭幕礼，并分享

柔州政府的3大远景目标。

Mohamed Khaled bin Nordin, Menteri Besar Johor  
officiated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E-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He shared the three great visions  
addressed by the Johor state government.

28.10.2017

举办42周年校庆庆典。董事长拿督张文强致词时

指本校正规划第二校园，优先增设停车场。张瑞

发理事长及祝家华校长也致贺词。中马区校友会

会长拿督郑有文博士获颁第五届杰出校友奖。

During the 42nd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Southern 
UC, Chairmen of BODs and BOGs and President gave 
their congratulatory speeches. Dato’ Dr. Ching Eu Boon 
was awarded the 5th Outstanding Alumni Award.

28.10.2017

本校与中国河北石家庄学院艺术团联合举办《校

庆文艺大汇演》，呈献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The students of Southern UC and Hebei Shijiazhuang 
College jointly presented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at the 
“Gr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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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2017

本校中文系举办《关注中国热点系列讲座》第四

讲，黄大志教授受邀主讲“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

会对依斯干达发展区有所冲击吗？”

Prof Wong Tai Chee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in the 
4th lecture entitled The Impact of One-Belt One-Road 
Strategy on IRD Development : Focus on China Hotspot 
Lecture.

31.10.2017

艺术与设计学院的8位学生在讲师赵佩娟和陈思

蕙的带领下远赴中国南京参加第九届教育信息化

发明创新总决赛，荣获2份一等奖及6份二等奖，

黄奕康讲师则获颁“优秀指导老师奖”。 

8 FAD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9th Education  
Information &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n Nanjing, 
China. They won 2 gold awards and 6 silver awards. 
Their supervisor, Mr. Ooi Aik Khong also received  
“Excellent Supervisor Award”.

04.11.2017

本校协办“首届柔南少儿美术评赏作品展”共展

出479幅中小学生优秀作品。 

Southern UC jointly organized the ‘1st Southern Johor 
Junior Art Exhibition”. 479 pieces of students’ art works 
were exhibited. 

09.11.2017

本校技职学院与Giochi Technologies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达致联办虚幻引擎建筑设计文凭课程的意愿，

为业界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虚拟实境人才。

SITE signed an MOU with Giochi Technologies Sdn 
Bhd to co-organise a programme of Diploma in Virtual 
Engine Architecture Design, aiming to train profession-
al virtual reality talents for the industry.

10.11.2017
本校《家在南方•三合一》文艺大汇演隆重登

场。150位华巫印大学生联合呈献温馨感人的精彩

演出。大会也颁发南方之星奖及杰出社团奖。

11.11.2017

通识教育中心主任陈秋平副教授带领66名大学生

到佛光山新马寺进行参访，从中了解寺院生活规

范，并体验寺院生活。

Asso. Prof. Tang Chew Peng, Director of General Studies 
Centre led 66 undergraduates to visit FGS Hsing Ma 
Temple to experience monastic life. 

14.11.2017

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的研究团队成功编辑及出

版《鲁迅在东南亚》论文集，选录了许多有关鲁

迅的权威代表作品。

The research team led by SVP Professor Wong Yoon 
Wah had edited and published the Lu Xun in Southeast 
Asia. Many authoritative research papers on Lu Xun 
were selected.

19.11.2017

本校联办《马新艺术摄影展》，展出10位马新摄

影师共100幅优秀摄影作品。

Southern UC co-organised the “Malaysia-Singapore 
Photographic Salon”. The exhibition showcased 100  
outstanding photographs of 10 new photographers. 

21.11.2017

林连玉基金配合2017华教节在本校举办讲座，邀

请澳洲迪肯大学何包钢教授主讲《当前中国与世

界政治权力变化》。

In conjunction with 2017 Festival of Chinese Education, 
LLG Foundation ran a seminar at Southern UC. Prof. 
He Baogang of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was invit-
ed to talk on “Current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and 
across the Globe”.

A cultural show named <Home @ Southern• 3 in 1> 
was grandly presented by 150 multiracial students. 
The Southern Star Award and the Outstanding Society 
Award were also presented in the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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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11.2017

本校与中国华侨大学联办第二届马中“一带一

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校长祝家

华博士率领5位学术人员到厦门发表学术论文。

拿督吴恒灿及潘永强博士也参与其盛。

Southern UC and Hua Qiao University, China co- 
organized the <2nd Malaysia-China One-Belt One-
Roa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Xiamen Campus of 
Hua Qiao University. President Dr. Thock led 5 academic 
staff to present their papers.

30.11.2017

本校第十届董事会举行复选，拿督陈洺臣当选董

事长，董事会新阵容也相应产生。

BODs of Southern UC held its 10th Session Committee 
Election. Dato’ Vincent Tan has been elected as the new 
chairman. The new line-up of BODs was formed. 

08.12.2017

本校与钟灵校友会联办的《唐毓铭甲子肖像素描

展》，展出唐毓铭的80多幅肖像素描画，展出期

为两个星期。

<Yoke Meang’s Portrait Arts Solo Exhibition> was co-
organised by Southern UC and Chung Ling Alumni  
Association to exhibit for two weeks more than 80  
portrait sketches by Tang YM.

13.12.2017
本校中文系主办《关注中国热点系列演讲》第六

讲，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主讲〈中国经济

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

17.12.2017

南方中医院主办医药讲座，黄胜杰中医博士受邀

分享《我的孩子S骨，怎么办？》

Southern TCM Centre conducted a talk on medicine. 
Dr. Ng Seng Keat shared his views on  <My child’s backbone 
became s-shaped, what shall I do?>

21.12.2017

本校技职学院与Citi-Spa集团联办美容美发工作

坊，主题包含：晚宴彩妆、头皮健发护理及办公

室化妆。

SITE co-organised with Citi-Spa Group to conduct a 
beauty salon workshop to provide skill training on dinner 
makeup, scalp health care and offices makeup.

30.12.2017

本校与柔佛州电子商务公会联办“全柔华商与社

团电子商务研讨会”，协助柔州华社了解我国工

业革命4.0的政策。

Southern UC and Johore e-Commerce Association co-
organised the “Convention of Johor Chinese Merchants 
and e-Commerce” to educate the community on the 
government policy 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05.01.2018

举办记者招待会，发布2018年第一学期开学礼、

迎新周及《企业家大讲堂》第21场专题演讲的重

要讯息。

A press conference was held to announce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2018 1st Sem Commencement Ceremony, 
Freshmen Camp and the 21st Seminar of <Entrepre-
neurial Leaders’ Seminar Series>. 

26.11.2017

本校中马区校友会与雪隆宽柔校友会联办《千里

独行》剧场，为南方大学筹获3万令吉；宽柔中

学则获2万令吉。

Southern UC Central Region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UC co-organized a show of <Qianliduxing> 
at Kuala Lumpur. They successfully collected RM50000 
donation, RM30000 for Southern UC and RM20000 for 
Foon Yew High School. 

Prof. Shen Yu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entitled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6th Lecture of <Focus 
on China Hotspot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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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01.2018

艺术与设计学院在皇后广场举办《空城计画》毕

业作品展，36名应届毕业生展出80项优秀毕业作

品，为校园生涯划下完美句点。

<E Scape> FAD Graduate Exhibition was held at Tasek 
Central, Skudai. 36 FAD final year students exhibited 80 
outstanding graduation works. 

11.01.2018

举办开学礼及迎新周开幕礼，同时启动4天3夜的

新生营。新生家长受邀参与典礼，场面热闹。

The 2018 1st Semester Commencement Ceremony and 
Orientation Week Launching Ceremony had been held. 
Parents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ceremony. 

13.01.2018

本校与商道学院及金世纪狮子会联合主办【改变

思维，革新经营】慈善讲座。由核心工程资深讲

师吕远洋及企业演讲名师孙策联合主讲，分享实

战实效经验。

Shang Dao Academy, Golden Century and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co-organised a talk on sharing of 
business experience. Mr. Lu Yuanyang and Mr. Sun Ce 
shared their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the audience. 

15.01.2018

举办“南方青年软实力”系列讲座，邀得青年国

会议员暨拿督郑修强州行政议员特别助理蔡建文

校友主讲《我的大学生活》。

Southern Soft Skill Seminar Series invited the PA of Jo-
hor EXCO Datuk Tee Siew Kiong, Mr. Chua Jian Boon 
to talk on “My Campus Life”.

16.01.2018

举办《企业家大讲堂》系列讲座之第21场专题演

讲，邀请新加坡国大电脑系客座教授赖国芳博士

主讲“数码时代的机遇”。

In the 21st Lecture of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Semi-

17.01.2018

召开本校新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董事长拿督陈

洺臣公布第十届董事会及理事会阵容。会议也成

立六个委员会。

First meeting of the 10th BODs was conducted and 
chaired by Dato’ Vincent Tan Meng Seng where the line-
up of BODs and BOGs was announced. Six standing 
committees were formed.

18.01.2018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率团赴中国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进行参访，并与碧桂园太平洋景有限公司签署

三方合作备忘录。

The Chairman of BOD, Dato’ Vincent Tan led a team 
to visit Guangdong Country Garden Vocational College 
in China where an MOU was signed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23.01.2018

举办《工业论坛4.0，属于你我的再生能源》讲座

会，邀请雷国顺、许传真及巫程豪州议员分享有

关太阳能和再生能源的未来发展趋势。

A forum titled “Industry 4.0 and Our Sustainable Ener-
gy” was held where Looi Kok Soon, Ko Chuan Zhen and 
Dr Boo Cheng Hau were invited to speak on the future 
trends of solar and renewable energy.

25.01.2018

资深书法家黄逢荣移交“黄逢荣翰墨展”所得之

6万令吉作为本校发展基金，由董事长拿督陈洺

臣接领。

Senior Calligrapher, Mr. Wong Feng Yong donated the 
profit of th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RM60k to South-
ern UC which was received by Chairman of BOD, Dato’ 
Vincent Tan.

nar Series>, Adjunct Professor Dr. Lai Kok Fung of NUS 
Computer Department gave a talk on “The Promise of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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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2018

本校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举办《吴华文史选

集》，由马华副总会长拿督斯里何国忠、本校董

事长拿督陈洺臣及执行顾问拿督张文强联合揭幕

推介。此书由安焕然教授主编，收集新山文史工

作者吴华55篇笔耕佳作。

The book titled “Wu Hu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thol-
ogy” was launched by Dato’ Dr. Hou Kok Chung, Dato’ 
Vincent Tan Meng Seng and Datuk Teo Ah Khiang. This 
book is edited by Professor Onn Huann Jan by collecting 
55 masterpieces of Wu Hua.

07.02.2018

驻院医师陈俪琼主讲《特殊儿童的中医治疗》。

她分享中医针灸、推拿、耳穴等用以治疗特殊儿

童的诸多方法。

Physician Chun Li Chong gave a talk titled “Treatment 
of Special Children by TCM”. She shared many ways of 
treating special children with acupuncture, massage and 
auricular points.

09.02.2018

富贵集团创办人丹斯里拿督邝汉光亲临为“丹斯

里拿督邝汉光教育中心”主持开幕典礼。他再度

慷慨捐献100万令吉作为本校建设基金。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an Sri Dato’ Kong Hon 
Kong Education Centre” was officiated by Tan Sri Dato’ 
Kong Hon Kong who generously donated RM1 million 
to Southern UC.

09.02.2018

在新湖滨酒楼举办2018年《金鸡起舞福音至，十

犬十美迎新春》戊戌年迎春晚宴。全体董理事、

校友会理事及教职员共聚一堂共迎佳节的来临。

The annual dinner 2018 was held at Grand Straits  
Garden Restaurant. All BODS, BOGs, alumni and staff 
gathered and celebrated Chinese New Year together. 

13.02.2018

本校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举办《数码行销专家：

炉边谈话》讲座，邀请移动游戏广告专才黄杰士登

及房地产网站专才埃文斯迪雅万担任主讲嘉宾。

SPACE held a talk titled “Digital Marketing Experts: 
Fireside Chats”. Chester Ng and Arvin Setiawan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ideas. 

23.02.2018

由本校与佛光山新马寺及另五个社团联合在新马

寺主办的《南方立春》，呈献精彩表演，让中华

文化获得良好传承。

Southern UC co-organized a CNY Performance with 
FGS Hsing Ma Temple and 5 other cultural associations. 
The aim was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02-16.03.2018

艺术与设计系在碧桂园中央公园举办“百花齐放

在南方”师生摄影展。

FAD held a photo exhibition entitled “Blossom @ Southern” 
at Central Park, Country Garden.

02.02.2018

召开新闻发布会，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向媒体发布

有关“丹斯里拿督邝汉光教育中心开幕礼”、 

“第十届董理事就职典礼”及“第十二届校友会

理事就职典礼”的重要信息。

A press conference was held to announce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an Sri Dato’ Kong Hon Kong Education 
Centre, Installation Ceremony of the 10th Board of Di-
rectors and Board of Governors and the 12th Alumni 
Association. 

27.01.2018

南方大学校友会召开会员大会及选举第十二届理

事，吴来财当选新届会长。卸任会长拿督陈洺臣

受委为永久名誉会长。

In the AGM of Southern UC Alumni Association,  
Mr. Goh Lai Chai was elected new president to lead the 
12th Alumni Committee. Dato’ Vincent was appointed  
Permanent Honorar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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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2018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为第二学期开放日、心理学实

验室及新课程主持推介礼。

Dato’ Vincent Tan, Chairman of BODs, hosted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2nd Semester Open Day,  
Psychology Lab and New Programmes.

10-11.03.2018

在智雅大礼堂举办2018年第二学期开放日。

The 2nd Semester 2018 Open Day was held at DS Joseph 
Chong Hall. 

10.03.2018

举行爱知大学现地教学课程开课礼，迎接16位日本

大学生到本校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多元教学课程。

Commencement Ceremony of Ai Chi University  
Education Program was held to welcome 16 Japanese 
students who came to attend a 3-month teaching program.

17.03.2018

南方中医院举办中医药讲座，来自吉隆坡的叶莉

珠医师受邀主讲“让中医中药呵护您的骨骼”。

Southern TCM Hospital invited physician Yap Choo 
Li to give a medical talk on “Le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tect Your Bones”.

26-27.03.2018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率领理事长、校长及董理事一

行13人赴吉隆坡进行企业参访。他们先后拜访多

位著名企业家、南洋商报总社、星洲日报总社及

东方日报总社。

Dato’ Vincent Tan led a 13-member team of BODs and 
BOGs to visit a number of famous entrepreneurs and 
chief editors of Nanyang Siang Pau, Sin Chew Daily and 
Oriental Daily at Kuala Lumpur.

28.03.2018

研究生与研究院举办工商管理博士班预览讲解

会。范鸿达教授和黄永兴教授在现场为与会者作

详细的课程解说。

IGSR conducted a preview of the new program, PhD in 
Business Management.

30.03.2018

卓越教学中心举办《压力与时间管理》工作营，

让教职员参与。

ETLC conducted a workshop on “Stress and Time  
Management” for the staff.

31.03.2018

资深副校长暨南方诗社社长王润华教授率领社员

到芙蓉中华中学举办第11场《南方文学之旅》系

列文艺活动。

SVP Prof. Wong Yoon Wah led Southern Poetry Society 
members to join the “11th Southern Literature Tour” at 
Chung Hua High School, Seremban.

大事纪要



南方大学学院自去年10月份至今年3月份，共筹近170万的善款,充本校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基金及大学教
育基金。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感谢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尚需数百万令吉完善内部
的各项设备,及本校也积极筹募清寒奖助学金,以造福莘莘学子。

公布征信录如下：

国际教育感恩大楼建筑基金

RM 1000,000.00 ：富贵集团

RM   100,000.00 ：新山福林园福灵宫 

RM     40,000.00 ：福名士

RM     40,000.00 ：柔南黄氏公会

大学教育基金

RM   100,000.00 ：丹斯里黄荣盛局绅全民团结慈善基金会、张自游

RM     50,000.00 ：拿督邢福虎

RM     30,000.00 ：林汉荣

RM     20,000.00 ：黄志渊

RM     16,000.00 ：彭新华 

RM     10,000.00 ：吉隆坡广东义山、陈嘉庚文化中心、柔佛新山三善宫,  

               义德发有限公司(东方花园居民委员会)、拿督郑有文

征  信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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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9,700.00 ：商道教育学院 

RM       5,000.00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柔佛古来德教会紫霭阁，古来新港洪仙大帝古庙理事会，

          新山中华公会，美都海鲜餐馆(皇后花园庆中元联谊会)，郑心启

RM       3,553.00 ：拿督斯里赖清富局绅(柔佛再也居民联合庆中元理事会)

RM        3,000.00 ：新山福建会馆，新山红地府体育会，天后聖宫， 

                新山华文基督教联合会(新山荣耀中心)，张官松 

RM       2,828.00 ：C & V Beauty Marketing(柔南流动小商公会) 

RM       2,500.00 ：士古来天上王公王母法堂，南海苑鳄鱼潭

RM       2,314.00 ：种子商教育机构

RM       2,018.00 ：林宝玲(新山顺利花园庆中元理事会)

RM       2,188.00 ：顺利花园二联商居民委员会(黃徳昌1688，理事会500)

RM       2,000.00 ：奥林菩提佛教会,拿督廖泳发，陈政江伉俪，苏理新， 

                The Toast F&B Sdn. Bhd. ，Midas Merge Sdn. Bhd. ，TCT Trading Sdn. Bhd. ， 

               Fullcan Sdn. Bhd，Unihakka International Sdn. Bhd.
RM       1,500.00 ：振林山成丰宫，First Copier Center
RM       1,330.00 ：古来再也公主城文武殿

RM       1,288.00 ：拿督陈垂和(新山贩商公会)

RM       1,000.00 ：柔佛州中小型家禽业总会，麻坡广肇会馆，修德善堂麻坡分堂， 

               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新山宽柔校友会，茂奥斯丁佛光庙，茂奥斯丁厂商联谊会，                 

                金山园庆中元联谊会，庆中元联谊会，黄家骏(协圣坛)， 

               百万镇百万宫大伯公庙理事会，美乐花园伯公宫，诚业农业有限公司，陈友，

                萧光涛，林道祥，林玉香，符月明，O.M (M) Shd. Bhd.(余者略)

征信录







南方大学学院超过60项各类课程
博士 | 硕士 | 学士 | 专业文凭 | 大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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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管理学院 | 会计 | 市场行销 | 国际贸易 | 旅游管理 | 金融与投资 | 人力资源管理

                          | 企业管理 | 物流管理 | 金融分析 

人文与社会学院 | 中文 | 英文 | 马来文 | 大众传播 | 新闻与传播 

教育与公益学院 | 心理学 | 学前幼儿教育 | 教育学(资讯科技与多媒体) | 教育学(咨询与辅导)

工程与资讯学院 | 软件工程 | 电机于电子工程 | 资讯科技 | 电脑科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 电脑绘制 | 工业设计 | 广告设计 | 多媒体设计 | 视觉艺术 

中医药学院        | 中医学 | 中医预科 

大学基础学部    | 文科大学基础 | 理科大学基础 

南方技职学院    | 美容与美体 | 美发与发型设计 | VR 虚幻引擎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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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of Chinese Medicine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Welfare

School of Foundation

School of Professional & Continuing Education (SPACE)

SMY Chinese Education & Teacher Training Centre

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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