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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MBM Team Members 
Mask-wearing has become a must since COVID-19 pandemic

4th Row (from left) : Mr. Wong Zhen Hui, Mr. Goh Chee Qin, Asst. Prof. Dr. Tan Shen Kian, Mr. Wong  

Sin Chen, Mr. Wong Yit Gee, Mr. Lui Woo Chet

3rd Row (from left) : Ms. Ng Yi Hui, Ms. Hoo Hui Yen, Ms. Tan Si Young, Asst. Prof. Dr. Law Chong 

Seng, Asst. Prof. Dr. Lim Juat Hong, Asst. Prof. Dr. Mohd Saipuddin Suliman

2nd Row (from left) : Asst. Prof. Dr. Chua Yee Chii, Ms. Au Yang Mei Ling, Ms. Gan Ee Tyng, Puan 

Rosliza Abdul Rahman, Ms. Kelly Ang, Assoc. Prof. Dr. Sim Hiew Moi, Ms. Teo Pei Kian

1st Row (from left) : Mr. Chan Chee Yap, Mr. Lau Hock Kiong, Prof. Dr. Teh Geok Bee, Prof. Dr. Leong 

Loong Kong, Prof. Dr. John Eng Yong 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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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升格之路
Road to Upgrade
Visit to MOHE on 18 Feb & 5 Oct 2020
 

1st visit on 18 Feb 2020 –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upgrading application procedure and preparation.

2nd visit on 5 Oct 2020 for the hardcopy submission.



66

Online presentation on 1 Dec 2020

President, Chairman Prof. Dr. Teh Geok Bee

Director, PDAQ , Vice Chair Pn. Rosliza Abdul Rahman

Vice President Prof. Dr. Leong Loong Kong

Vice President cum Group Director of SRO Mr. Lau Hock Kiong

Registrar, AARO Ms. Teoh Ai Ling

Acting Dean, IGSR Asst. Prof. Dr. Tan Shen Kian

Deputy Dean, IGSR Asst. Prof. Dr. Lim Wei Jer

Assistant Manager, IGSR Pn. Saidatul Norul Huda Ahmad

Director, SNMC Asst. Prof. Loh Yu Chiang

Dean, FHSS Asst. Prof. Mohd Saipuddin Suliman

Head, Dept. Computer Science, FEIT Asst. Prof. So Yong Quay

Assistant Manager, AFO Ms. Kelly Ang

Assistant Manager, HRO Mr. Wong Zhen Hui

Secretary, BODs Mr. Eric Ku Liang Tong

Assistant Manager, SNMC Mr. Tey Kok Hau

Assistant Manager, SEC Ms. Tan Si Young

Upgrading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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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The New Normal  校方行政新常态

3rd MBM Online Meeting

Bachelor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through online meeting



88

2020年，本人被委以重任担任南方大学学

院理事长。监督并提升大学的学术水平是

理事会的重要议程，任重道远。我们不会

松懈，务必竭尽所能，使大学在学术水平

层面取得良好成绩。

本校创办至今，一步一脚印，循序渐进，

经过了20多年的岁月洗礼，今天，南方大学

学院已拥有7个学院，2个学部及4个研究中

心，课程涵盖了技职课程、大学基础班、证

书与文凭班、学士、硕士及博士班等。

在去年，本校正式提交文件，申请升格为

一所全方位的完整大学。目前在等待我国

高教部的评估审核，我们期待这个目标与

愿景能够早日落实。

与此同时，根据去年的我国高等教育机构

级别评估制度(SETARA)，我校荣获四星的佳

绩，可见我校的办学品质被国家学术鉴定局

所认同，并处在“有竞争力”的范围之中。

文 / 南方大学学院理事长莫泽浩

   诚信至上，

   精诚致远，

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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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大家持续给予南方大学学院支持，以期它

茁壮成长，继续发展前进。

大学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殿堂，一个创造学

术知识的地方。大学教育是学子们一个自

我成长的过程。大学的功能不只是培养你

现在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你未来

能做什么，所以每一所著名大学都有一个

理想，它们都想培养出最能影响世界的人

才。微软的Bill Gate虽然最终没有在哈佛

大学毕业，可是哈佛大学始终以他为荣。

有鉴于此，所有大专生应充份利用本身的

知识，塑造全方位的独立思考能力，并建

立对社会有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从而厘清

问题，为一个高素质且进步的社会奠基。

谨在此点缀数言，祝大家安康，《今日南

方》顺利出版，南方大学弥久长青！

为了顺应学校发展的需要以及迎合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的迅速变革，南方大学学院将

推出一个全新的5年策略发展计划(2022-

2026)。这将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计划，

内容涵盖硬体、软体、学术提升与校园规

划等各个层面，这将为大学提供一个新的

方向与愿景。经过深入的规划与探讨之

后，我想大学将会依循五年计划的内容，

竭尽全能将目标落实。

南方大学学院的诞生，象征着民族教育的

崛起，而我认为我们身为大马民族的一份

子，我们应该为民族教育尽心尽力，鞠躬

尽瘁，让民族教育发扬光大，造福社会与

国家，惠泽广大莘莘学子。

南方大学学院是第一所华社民办的大专高等

学府，它承载了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多元风

貌，也承载了马来西亚华人对办理民族教育

的热忱与决心，以往社会贤达一砖一瓦，众

志成城，建设起这一所大专学府，今后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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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畹香贷学金
的感人故事
文 / 张瑞發校务顾问

萧畹香先生（右2）每年诚邀教育界友好，出席盛大的进光中学校庆典礼，交换办学心得以及激励同学们努力向学。
（右1起）萧畹香先生女婿李木桂先生，董总主席郭全强先生以及南方学院院长张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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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  薪火相传
南方大学学院创校46年以来，秉承全国华社深

厚热爱族群文化教育的坚韧进取精神，在办学

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波澜壮阔，披荆斩棘的磨

练，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不胜枚举。我自创校

至今有幸参与并目睹历届董理事，不屈不挠的

办学拼搏精神，深切感受到的点滴感人故事，

尤为深刻。

南方大学学院乃全国华社自力更生，兴教办学

两百年以来，首创的民办非营利大专院校，除

了薪火相传族群的优良文化传统，更期盼能为

望大专之门兴叹的中下贫困家庭子弟，开拓多

一条迈入大专深造的渠道，可谓任重道远。

肝胆相照  传承博爱
我国华社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为重视下一

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更将弘扬博大精深的族

群文化视为己任，为教育的奉献肝胆相照，再

穷也不能穷教育，义不容辞携手落实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在能力的许可下，慷慨解囊鼎力捐

献奖助学金，博爱的精神表露无遗。

噩耗传来  痛悼哀伤
自创校以来，南方大学学院设立了非常多的奖

助学金，在这么多的奖贷学金之中，最使到我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萧畹香贷学金”，此贷学

金的捐献人是萧光涛先生。本校董事会丘量栋

秘书於2021年6月13日，传来和昌机构董事萧

光华先生的简讯获悉，挚友萧光涛先生於6月

12日不幸辞世享年80岁。我与他相处甚雅，举

止言笑犹依依在怀，噩耗传来令人甚为痛悼哀

伤，纵使万般的无奈与不舍，我闭门屏息片刻

并双手合十，轻声祝愿他一路走好，早登极乐

安息。

国情所需  三语并重
光涛先生受的是英文教育，学有专长，曾长期担

任柔佛渔业局局长高职，表现卓越深受官方的赞

许。由于他平时多用英文或国语，虽然能说的一

口流利的华语，但书写方面有所困难，经常表示

希望能进一步学习多写华文，他对提高母语学习

的精神令人佩服不已，更难能可贵的是经常以实

际的行动，鼓励莘莘学子为了国情，除了学好英

文与国语之外，同时也必须掌握华文的学习与应

用，对教育的重视表露无遗。

萧光涛先生长期担任柔佛州渔业局局长，潜心研究与开发
州内的水产事业，深受官方与渔民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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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还真相  何来大白
我蕴藏在心中十余年一幕幕感人情景，重新浮

现在脑海中，此时此刻若不还原真相，日后何

来大白。在好人好事不但要说，更要经常广传

加以表扬的驱使下，希望通过扼要的简述，进

而重温与表扬当时光涛先生，发自内心捐献贷

学金的拳拳盛意，以及诚恳的期待。

记得十多年前的某个下午，光涛先生在没有

预告的情况下来到南方大学学院，由于我在

开会他特地交代切勿打扰，并交了一张抬头志

名“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的一百

万令吉支票予本校公共主任陈进源。当我获悉

后深感有点意外，为了感恩次日我与陈主任到

萧府拜会光涛先生。他直言捐款充南方大学学

院贫困学生贷学金，期盼能生生不息不断给需

要的同学们及时雨的援助，贷学金由学校全权

处理。

虚怀若谷  泱泱风范
光涛先生再三强调切勿宣布捐款人名字，我即

刻表示学校素来劝勉莘莘学子应该饮水思源，

感恩图报，在我的恳请下他思索了片刻，回应

道就以“萧畹香贷学金”命名吧，以表扬他的

伯父，也是南方大学学院创校发起人之一，更

是最初期率先登高一呼捐献首期建校所需的校

地，对创校起着决定性因素的最重要推手，同

时也希望能收抛砖引玉宏效，善意盛情，永感

肺腑。道别时我曾表示待适当时刻校方将举行

新闻发布会，惟光涛先生摇摇手表示不需要，

无需劳烦大家。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数日后我拜会萧光盛先生，并告知贷学金以其

令尊命名一事，并邀请他以及家属出席安排中

的新闻发布会。但出乎意料之外，光涛先生婉

拒出席并表示，请校方尽快公布贷学金详情，

以便需要的同学尽快申请安心升学更为重要，

无需大费周章，校方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我曾

向董理事会详细汇报该贷学金的来龙去脉以

及处理方式，董理事会成员对光涛先生提掖之

德，铭感五中。

过了不久我曾向光涛先生汇报处理贷学金的方

式，以及呈上8位获得贷学金的学生名单，他深

感欣慰。言谈之中光涛先生向我表示，他深情缅

怀畹香伯父率先献地予南方大学学院，校董与师

生总算有个家诚待四海宾朋，笑纳五洲学者。

虽然校方通过各项管道，呼吁有需要的同学申

请萧畹香贷学金，但本校师生以及各地校友与

社会大众，也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若不

将光涛先生鲜为人知的一片善意公布的话，我

实问心有愧矣！今不少获得该贷学金的同学，

皆学有所成，不负光涛先生培植之德，滴水之

恩，涌泉相报以回馈社会，告慰光涛先生在天

之灵，可含笑九泉安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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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良师  惠泽学子
他也深切感受到师资在办学上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除了鼓励与赞助学生的努力向学，学

校也应该激励老师们不断的进修，以便提高教

学的水平。他暗示正计划筹备捐助另一笔奖学

金，让有潜质的教师出国深造，学成归来后必

须留校服务若干年，让更多同学们受益，乃双

赢良策，待时机成熟后会联络我，暂时切勿对

外宣布。

桑梓之情  流芳百世
众所周知，光涛先生与伯父萧畹香慈善老人祖

籍大埔白候镇进光村。萧畹香先生深感乡亲子

弟，必须攀山越岭到市里就读中学的艰辛，于

1987年决定出资创办了进光中学，1991年被

评为大埔县重点中学，1996年晋升为市一级学

校。由于光涛先生学有所长受委为名誉校长。

为了饮水思源他热心捐献100万人民币，进一步

提升学校教学设备，作为敬佩畹香伯父办学的

苦心，造福乡里。进光中学师生与历届校友对

萧老的大恩大德，桑梓之情，无不为之动容。

我有幸多次受萧畹香先生，以及萧光盛先生

的邀请，到进光中学参加校庆盛典，目睹群

山峻岭下满园桃李秀，欣培遍地栋梁才，钟灵

毓秀的书香殿堂，感触良多。基于良木不该被

埋没，多次代表南方大学学院，颁发奖学金以

便该校遴选品学兼优的同学到南方大学学院深

造，为了减轻学生与家长的负担，萧家更热心

赞助了同学们在南方大学学院的生活费，令校

方感动不已。我还多次充当“向导”亲自带领

同学们，从大埔经新加坡到南方大学学院，一

时传为佳话。

音容笑貌  德泽犹存
常言道年壽有时而终，教育是百年大业，需

要代代延续方能薪火相传，愿更多热心教育

人士，紧随光涛先生虚怀若谷之泱泱风范，热

爱华教留下的一步一脚印，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延至万年。光涛先生音貌已杳，德泽犹

存，博爱永留人间，更让我想起老子有句名

言“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真谛。愿

与大家共勉！

慈善老人萧畹香先生拨巨资在家乡创办进光中学，
惠泽乡亲学子，桑梓之情深受官民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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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时代
技职教育、在职培训、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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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更迭，在日新月异的产

业与推陈出新的科技下，行

业间无论是日常技能或专业

知识都在持续地更新、颠

覆。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环境

中屹立不倒？培训新技能、

学习新知识、成就个人成长

绝对是不二法门。

在如今科技发展快速的时

代，除了学术理论教育，技

能与职业培训课程也逐渐走

进大众的视野。南方大学学

院附设“南方技职学院”为

青少年升学提供更多的选

择。与普遍上大学偏重研究

与理论，培养学术人才为目

标不同，技职教育着重于实

务与职业训练，课程和科系

皆以就业为导向，务求学生

能与职场接轨。

除了为求学阶段的学子提供

学术课程与技职教育，南方

大学学院也附设“专业与推

广教育学部”，为社会大众

提供在职培训、终身学习以

及兴趣培养的课程。课程具

弹性且多元，无论是打工一

族、自雇人士或家庭主妇

皆能找到适合且感兴趣的课

程，充实生活之余也能自我

增值，提升个人竞争力。

有鉴于此，南方大学学院致

力于推动多元教育发展，南

方技职学院和专业与推广教

育学部协助本校为企业、社

会大众及学生提供全方位的

教育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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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技职学院
(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SITE)

为配合国家技职教育的发展，南方技职学院 

(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SITE)成立于2017年，是南方大学学院七大学

院之一。它积极推动多元教育发展，同时也提

供平台予青年及社会人士进修专业技职课程。

南方技职学院现有十二个课程，即美容与美

体、美发与发型设计、VR虚幻引擎建筑设计、

游戏引擎与开发、殡葬经营与管理、DKM电脑工

程、SKM电子与电工工程、演艺与数位音乐、产

后护理、文化资产维护、珠宝设计与加工，以

及珠宝鉴定与营销。

近年来，马来西亚致力于发展技职教育项目，

鼓励青少年接受技职教育，以弥补国内中小企

业各领域缺乏的技术型人才。一般相信许多人

对技术工作都存有误解或刻板印象，但在工业

4.0时代下，在技职教育中习得核心技术与一技

之长的青年，在日后职场更能创造自身价值。

在新加坡就读技职学院的学生占60%，而德国的

技职学院或科技大学学生占70%，反观马来西亚

仅20%的学生选择技职教育。事实上，在就业市

场中，除了研究型工作，绝大部分的工作需要

实际专业技能。2019年的报道显示，大马有95%

的技职毕业生都能顺利就业。

除了因应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技职教育也符

合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事实上，学术及理论

教育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生，而学术教育与技职

教育也不存在高低之分，其差别在于技职教育

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提供了不同的升学机

会予学生们。

南方大学学院南方教育机构总监黄益启表示，

目前的技职教育主要呈现两个趋势：高科技化

及专业资格认证。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少与人

工智能、虚拟实境及机械领域相关的技职课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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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涌现，进而替代一些传统的技职培训。这

是社会朝科技发展的进程上无法避免的趋势。

技职教育提供专业资格认证，为行业做把关。

许多大家熟知的行业如殡葬业或产后护理等，

在未来或许都需要经过某个程度的技术考核，

并获得认证才可执业。这样的情况在国外已是

普遍现象，而马来西亚也正朝这方向迈进。例

如在2018年，大马政府草拟汽车维修法案，规

定汽车维修员必须取得技术认证才能执业。这

导致拜师学艺等的技艺传授皆需回归校园，方

可获得认证，达到进入行业的门槛。

南方技职学院是培育专业技术人员的摇篮，积

极与国外的技职大学、业界领先的机构、国内

的工商团体合作，提供专业的平台，让学生透

过大量的操作与实践，学习特定领域的专业技

能。除了提供高科技、进阶的技术课程如VR虚

幻引擎建筑设计、游戏引擎与开发等走在时代

尖端的课程外，也重视开办传统手艺传承的技

术课程，如美容与美体、美发与发型设计、SKM

电子与电工工程、演艺与数位音乐等。院内课

程既符合时代趋势，也让传统手艺得以传承。

目前南方技职学院的课程以中文教学为主，英

文教学为辅，授课讲师的经验都很丰富。院内

讲师除了重视学生的技能，也注重学生的专业

态度和服务技巧。若学生报读南方技职学院，

学生不仅能申请就学贷款，也能入住南方大学

学院宿舍，更能使用南方大学学院丰富的校园

设备、图书设备及运动休闲设施。

南方技职学院相信学生有了一技傍身，除了可

以投入工作，也能继续升造，在职业生涯上学

以致用，为自身带来稳定的收入，更能贡献社

会、造福人群，前途无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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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嫚倪

VR虚幻引擎建筑设计
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Game Engine 
and Development

对设计领域感兴趣的邢嫚倪表示当初因为想学

习新技能，且希望日后能在设计相关领域工

作，所以在2019年第三学期报读了南方技职学

院的VR虚幻引擎建筑设计专业文凭课程。如今

逐渐掌握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她表示，通过这项

课程，她认识且学会了运用软件科技在自己的

作品内，这也将成为她就业上的加分技能。

除了VR虚幻引擎建筑设计的相关技能与知识

外，邢嫚倪认为，求学的过程也让她明白学

习每一样新知识都需要耐心与毅力，一步一脚

印，慢慢地稳固技能的基础。认真的嫚倪在学

习过程中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也因此吸引

了身边朋友的目光，向她询问学习VR虚幻引擎

建筑设计的课程。

邢嫚倪家长尤宝珠女士表示，当初因为孩子想

报读与室内设计相关的课程，且听闻这项VR虚

幻引擎建筑设计课程有赠送一台MSI手提电脑的

优惠，所以经考虑后觉得相当划算，就让孩子

报读了。她认为孩子在求学的过程中除了认识

到了许多相关知识，也培养了她对室内设计的

热忱与兴趣。她也希望孩子在未来能在职场上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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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紫晴

美容与美体
专业证书课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Hairdressing 

and Hair Design
江紫晴同学在2019年第三学期报读了南方技职

学院的美容与美体专业证书课程。她想通过这

项课程进修美容相关手艺，从而提升自身的能

力与技能。在就读美容与美体专业证书课程的

过程中，紫晴发现在美容行业中，熟练的手法

与技巧以及相关的理论知识都是必要的。她也

熟记老师的教诲，在工作上除了要用手，更要

用心去做。

修习了一段时间的美容与美体专业证书课程

后，紫晴表示除了课程上的知识和手艺外，她

也在学习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要好的朋友。若

是身边的朋友对美容与美体课程感兴趣，她也

会推荐南方技职学院的课程给他们。

江紫晴家长王素慧女士表示一开始就尊重孩子

的想法，让她自主决定升学进修的方向。她认

为孩子在求学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独立，在面对

挫折与困难时也懂得自己消化、解决。她期许

孩子在未来能够成为一位优秀的美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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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 
(School of Professional & 
Continuing Education, SPACE)

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School of Professional & 

Continuing Education, SPACE)成立于1999年，

秉持着为社会大众及中小型企业提供终身学习的

平台，SPACE提供各类型课程与企业培训，以期

学员能自我增值，并在工作技能上有所提升。至

今，SPACE持续开办的专业课程项目，包括了企

业管理行政硕士文凭、商业管理行政专业文凭课

程、微证书课程、企业培训课程，以及各类大小

型的讲座和研讨会等。

终身学习意即将学习过程贯穿人的一生。终身

学习的理念在世界各地被广泛认同且受到积极

提倡。通过持续、无止境的学习，除了能适应

社会发展与变迁，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能让个

人获得成就感，在个人的职业生涯或生活上发

挥正面的作用。

现如今许多企业也提供员工培训，提供各种形

式的培训机会予企业或公司内的员工，从而让

员工在业务能力或技能经验上获得提升，进而

鼓励员工的主动性，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无论

是通过在职培训或自主学习来实践终身学习，

这都是与时并进，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发展的

最佳方案。

南方大学学院专业与推广学部经理魏武杰表

示，SPACE的课程可以针对在职人士与非在职人

士做划分。在职人士如上班族或自雇人士可通

过终身学习课程提升工作技能，加强某些特定

的专业知识。比如说，一些大学生就职的领域

并不是大学时修读的本科专业，便可以通过报

读SPACE的课程增进相关的专业知识。无论是自

主学习或公司要求，在职人士报读课程自我提

升，对学习新知识保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对自

身及企业都会带来正面影响。

常言道，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持续的

学习并紧跟社会步伐是让自己不被时代抛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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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职涯上的压力，终身

学习也可以是一件轻松有趣，为生活增添色彩

且有益身心的活动。非在职人士如家庭主妇或

学生，也可以通过学习兴趣类课程累积未来可

能会接触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或是培养兴趣、

爱好，填补闲暇时间。

现如今，各种新时代的产物如人工智能、社交媒

体、电子商务、直播等不断涌现，无论在生活或

职场上再也不可能凭借初入社会的技能与知识储

备安然度过一生。除了不断地积累工作与社会经

验，参与课程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深化并锻炼

思考能力，更能为个人的就业与生活带来保障。

南方大学学院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秉持弹性办

学的理念，承办各类职场上所需的知识技能课

程及兴趣类课程，同时也欢迎公众反馈或提供

想学习的项目或课程，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有

足够的资源筹办课程，造福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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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邹正杰 罗伟雄

企业管理行政硕士课程
Executive MBA 

职场实战经验丰富的拿督邹正杰表示，因为时

代变迁，市场的转变迅速，所以他希望通过报

读企业管理行政硕士课程，学习系统性的管理

知识，一方面能开拓新思维，另一方面也希望

克服工作上遇到的瓶颈。他表示，课程以学生

为中心，授课讲师与学生有很高的互动性，同

学之间也通过小组讨论进行交流，收获颇丰。

拿督邹正杰认为，南方专业与教育推广学部推

出的企业管理行政硕士课程的授课内容涵盖了

企管、金融、会计、资管、战略、人事管理等

重要领域，对他在工作上提供了强而有劲的助

力。他表示，无论是对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或是在创新思维方面的提升，这些都让他在面

对未来的挑战前做好了准备。

修读企业管理行政硕士课程的罗伟雄表示，课

程时长共8个月，间中需要修读8项科目，实用

性非常高。除了通过这项课程学习新的商业知

识外，与课程中认识的授课讲师和同学们的经

验交流也深具意义。他也将交流中获取的经验

与课程所学学以致用，成效十分显著。

罗伟雄认为，在学习的道路上是没有年龄限制

的，只要下定决心便能够完成课程，充实自身

的知识储备。身为宽中生的他表示，自身对华

文教育有着一定的情感，能够在南方专业与教

育推广学部完成这项硕士课程别具意义。

业界经验：

1.   Founder of AgroFresh International Group of   

     Companies

2. Managing Director of TSL Agrofresh Sdn 

    Bhd, (A subsidiary of the TSLAW Group of 

     companies)

3.  Executive Director of HB Global Limited

业界经验：

Managing Director, Ai Hardware Sdn Bhd

22



23

专题

郑慧萍 符静云

因为疫情的关系，工作节奏放缓，时间也变得

比较充裕，郑慧萍选择报读企业管理行政硕士

课程，一来为自己圆了升学梦，二来也能为自

己增值。她表示，日复一日的工作难免会让人

感到乏味，但如果可以通过学习将新知识与技

能应用在工作上，发挥出的成效与获得的成就

便会使自己受到鼓舞。

郑慧萍鼓励周遭的亲朋戚友抽空进修。她认为

学海无涯，唯勤是岸，进修能弥补自身在职场

或工作上的不足。她也对课程中所有授课讲师

的无私分享及用心教导表示感恩，并且会继续

探究课程上的学习成果，持续地将课程所学实

践在工作上。

符静云表示，自己一直都抱有自我进修及报读

提升课程的想法。她分享，早前的自己认为自

身的知识储备已经足够了，但在报读课程后有

了不同的观感。她认为这项企业管理行政硕士

课程让她获益良多，并且认知到通过持续学习

来充实自己的重要性。

作为业务发展经理，符静云表示课程所学对她

在职场上颇有帮助，既拓展了见识、提升了相

关知识，也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讲师和

同学。她也表示会以自身经历鼓励身边的朋友

来报读这项课程。

业界经验：

Secretary, Deluxe Principal Sdn Bhd

业界经验：

食品制造业业务发展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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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证书线上课程
(Micro-Credentials Courses)

近年因为科技发展快速及疫情带来的冲击，让

许多人都意识到持续增进自身知识与技能储备

的重要性。有鉴于此，南方大学学院的南方技

职学院和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积极筹办了多

项“微证书线上课程”，通过线上上课的方式

让更多有兴趣自我增值、丰富自身见识的社会

大众有机会参与课程。

自2021年5月起，“HR高手之道”、“女性心理

学：理解女性，探寻女性力量”、“殡葬微课

程”等一系列的微证书线上课程将开放报名。

与平日通过面对面授课的课程不同，微证书线

上课程主要针对在职人士，除了通过线上授课

增加参与课程的自由度，也特别安排在稍晚的

时间上课，以配合工作人士的需求。课程时长

也将缩短至6到20个小时，主要是为了让感兴趣

者有机会以较短的时间尝试接触新课程，认识

新事物。若在此课程结业后，仍对该领域有浓

厚兴趣，便可在已有的基础上投入更长期的课

程或安排日后从事相关行业。

因应上课时长的缩短，课程内容也将浓缩，学

员可直接学习核心内容。南方大学学院南方教

育机构总监黄益启表示，南方技职学院开办的

微证书课程提供学员自我增值的机会，在较短

的时间内认识殡葬、文化资产维护、珠宝设计

与加工等相关领域，并了解其中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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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专业与推广学部经理魏武杰表示

微证书线上课程将对症下药，为学员提供精选

的课程内容，务求对学员的工作、生活上有所

益处。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所开办的微证

书线上课程旨在推广终身学习，鼓励社会大众

学习新技能、新知识，故校方特设优惠价格，

课程绝对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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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Aesthetic 
Treatments & Body Therapy
美容与美体专业证书课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Hairdressing & Hair 
Design
美发与发型设计专业证书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Unreal Engine VR 
Architecture
VR虚幻引擎建筑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Game Engine and 
Development
游戏引擎与开发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Computer System 
Engineering (DKM)
电脑工程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KM)
电机与电子专业证书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Performance and 
Digital Music
演艺与数位音乐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Postnatal Care
产后护理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Gemstone 
Identification & Marketing
珠宝鉴定与营销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Jewellery Design & 
Craftsmanship
珠宝设计与加工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文化资产维护专业证书课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Funeral Business & 
Management
殡葬经营与管理专业证书课程

微证书课程 Micro-Credentials Courses

Funeral Micro-Credentials 殡葬微证书课程

Jewellery Micro-Credentials 珠宝微证书课程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Micro-Credentials 文化资产维护微证书课程

PROGRAMMES

南方技职学院联系方式

电话: 07-5586605  分机: 173/175
Whatsapp: 011-11425579   
Email: site@sc.edu.my
Address: Jalan Selatan Utama, 
Off Jalan Skudai,81300 Skudai, Joho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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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PROGRAMMES

Our SPACE contact no: 07-5586605 (ext: 172/174), 011-11415573 

Our email address: space@sc.edu.my

Address: Jalan Selatan Utama, Off Jalan Skudai, 81300 Skudai, Johor

Executive MBA
企业管理行政硕士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

商业管理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幼儿教育与保育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微证书课程 Micro-Credentials Courses

Psychology MCC“女性心理学” 微证书课程

HR Management MCC“HR 高手之道” 微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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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获评四星卓越

在2018/2019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级别评估制度（SETARA)中获得四星成绩！

南方获评四星卓越
恭贺南方大学学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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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新届董理事会完整阵容

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陈洺臣日前公布了新

届董事会和理事会的完整阵容。本校董事会在

日前召开的会议中成立了第十一届理事会，同

时委任三位新董事。罗汉金将出任常务董事，

王明生及高亚弟则担任董事，任期皆为三年

（2021-2023）。

罗汉金和王明生乃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正副会

长，皆在企业界发展，对母校南方大学学院的

运作有深入的了解；高亚弟则从事神料连锁企

业。他们的加入将为董事会增添生力军，壮大

整体阵容。

本校董事会亦成立五个委员会，并委任资深董

事担任委员会主席，以增进南方大学学院的全

面建设及发展。其中副董事长拿汀郑惠珍兼任

纪律委员会主席，财政吴计生兼任财务咨询委

员会主席，符传曙任发展委员会主席，拿督廖

天德任建筑与设备委员会主席，而常务董事吴

来财则担任宿舍与物业委员会主席。

南方大学学院董事会也委任以莫泽浩为首的第

十一届理事会。理事会拥有十五位成员，包括

担任副理事长的拿汀洪清芳、校长郑玉美教

授、中马区校友会主席拿督郑有文博士及两位

马来理事，希山慕丁博士(Prof.Dr. Hishamuddin 

Jamaluddin)及英祖拉(Inzura Binti Kosnin)及一

位大学评议会代表。英祖拉乃资深理事；希山

慕丁博士则是该校工程与资讯学院的讲座教

授，两人皆是首次受委出任理事。

南方大学学院第十一届董事会阵容：

董事长    ：拿督陈洺臣

署理董事长：拿督斯里张学富

副董事长  ：拿汀郑惠珍

财政      ：吴计生

副财政    ：詹达显

常务董事  ：叶永山、吴来财、彭桂隆和罗汉金

董事      ：拿督廖天德、符传曙、张春胜、

            梁德海、何舜成、李富新、郑书雄、

            王明生和高亚弟

董事会属下委员会：

纪律委员会主席          ：拿汀郑惠珍 

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      ：吴计生

发展委员会主席          ：符传曙

建筑与设备委员会主席    ：拿督廖天德

宿舍与物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来财

南方大学学院第十一届理事会阵容

理事长  ：莫泽浩     

副理事长：拿汀洪清芳

理事    ：拿督陈洺臣、拿督斯里张学富、

          拿汀郑惠珍、吴计生、詹达显、

          何舜成、黄玉棣、林文贤、

          拿督郑有文博士、郑玉美教授、 

          Prof. Dr. Hishamuddin Jamaluddin 、

          Hajah Inzura Binti Kosnin

          及一位大学评议会代表

特辑

文 / 南方大学学院秘书处提供

29



30

疫情持续蔓延 南方线上开课
2021年第一学期线上开课典礼

文 / 南方大学学院秘书处提供

拿督陈洺臣鼓励新生从第一堂课就开始认真学习，打好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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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持续蔓延 南方线上开课

特辑

南方大学学院于3月8日举办2021年第一学期线

上开课典礼，欢迎新生们加入南方大家庭，展

开新的学习旅程。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理

事长莫泽浩先生、校长郑玉美教授以及学生总

会主席刘峻华在线上与新生们见面，鼓励新生

们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同时也必须时刻注

意防范新冠肺炎。

为了顾全师生健康及防范疫情的扩散，本校继

2020年首度举行线上开课礼后，再次通过线上与

新生们在不同的地点，踊跃参与线上开课礼。

新生们会面。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在致词中表

示，南方大学学院是马来西亚第一所由华社民办

的非盈利大学，自成立以来就秉持“再穷也不能

穷教育”的精神为华裔子弟提供价格亲民的高等

教育课程，致力于为国家社会培育精英人才。他

强调，在45年的办校进程中，本校持续遵循华社

的办学精神，同时应实际需求与变化，注入新颖

的教育概念，让大学逐步成长，培养精英人才贡

献国家社会，满足业界的人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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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拿督陈洺臣也勉励新生勤奋学习，务必在大学生涯中掌握

好各语言的应用能力，不断地追求新知识，从而提升本身的价

值。在这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他表示，校方明白许多家庭的财

务状况受到影响，因而提供奖助学金来纾缓贫寒学生的困境，让

他们得以顺利地在南方大学学院完成学业。

本校理事长莫泽浩则表示，疫情影响各界的营运模式，教育界更

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但他认为危机也可能是转机，疫情的爆

发改变了大家的思维，也提高了科技的使用频率，成为新常态下

生活的一部分。虽然疫情冲击了本校的招生成绩，也改变了教学

模式，但他相信疫情不会全面影响新生对学习的热忱。

理事长莫泽浩也跟新生们分享本校在高教部2020年度的SETARA大

学评估制度中获评为4星级大学。他表示，南方大学学院拥有强

大的师资阵容，新生们应把握机会虚心学习，为各自的未来奠定

良好基础。他也吁请各界继续给予南方大学学院鼎力支持，热心

捐献教育基金，让本校有充裕的基金进行建设与发展，将教育事

业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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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颁发奖助学金 南方疫中送暖

此外，今年校方承诺拨出一百万作为奖学

金，以协助学生家长减轻负担。本次线

上开课典礼公布了11位获得奖学金的新

生，其中6位获得本校奖学金的学生为谢

婉莹、戴康晟、郑惠龙、吴静雯、黄彦淳

和邱子斌。另外，学生黄迦庆则获得郑格

如（郭鹤年已故慈母）奖学金；罗进文获

得丹斯里拿督张愈昌奖学金；周伟康和黄

思宁获得丹斯里邝汉光奖学金；陈星妤获

得Grampa (Dr. Spear) 奖学金。另外，每

学期本校会例常发放23份张自游辅助金给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本次校方决定继

续开放30份张自游辅助金（2020-2022学

年）给有需要的在籍学生申请。校方另有

AME辅助金仍在洽谈阶段，预计将在第二

学期进行发放。

本校校长郑玉美教授也欢迎新生们在南方大学

学院开展他们新的学习里程碑。她指出，疫情

肆虐时期，线上的交流模式是新颖且符合时宜

的。但她希望疫情早日结束，以便学生能早日

返回校园上课，并参与各种活动，从中掌握各

种课堂上学习不到的软技能。她还透露，南方

大学学院遵循高教部发布的最新指南，让讲师

在新学期中通过混合模式授课，即综合线上教

学与实体教学，艺术、设计及工程系的学生则

允许返校参与面对面教学以促进教学效益。

郑校长认为，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大家都需

努力适应变化无常的局势，关注卫生和健康课

题，同时妥善调整自身的情绪控管，以便有效

地与身边的人沟通和解决问题。她也呼吁所有

师生遵守卫生部规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在

汲取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注重保障自身和其他

人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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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及宽柔校友会联办“赠送南方大

学学院复新电脑予宽柔学村退休师长计划”，

并于2021年4月24日进行“守护天使”培训。此

项计划与培训是为了配合南方大学学院与新山

宽柔校友会共同推动的“鼓励宽柔学村退休教

师增广电脑应用知识”公益计划，并让来自宽

柔校友会的“守护天使”组员熟悉复新电脑的

操作，再将电脑送至退休师长家中，协助师长

们掌握并使用。

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与持续蔓延，国人的生活

作息深受影响，许多人皆严格遵守政府防疫标

准作业程序，尽量待在家里及减少外出，并通

过网络平台获取最新时事资讯。有鉴于此，南

前排左起：陈再藩、罗汉金、郑玉美教授、韩江衍、刘福强、陈惠芳和周佩媚。
后排左起：颜嘉钧、王明生、罗升隆、刘源征、林剑川及罗祖谚。

师恩如海
南方大学学院赠送
复新电脑予
宽柔学村退休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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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宽柔校友会领导同仁到南方电视台参观和体验其设施。

方大学学院及新山宽柔校友会决定联合推动

“鼓励宽柔学村退休教师增广电脑应用知识”

公益计划，让退休教师们实现“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的愿景，也让他们的退休生活过

得更充实。计划负责人刘源征表示，这项计划

深具意义，受惠的退休教师可以通过这些复新

的电脑学习上网。

为了促成这项公益计划，南方大学学院为此提供

20台复新电脑。复新电脑将装备基本应用功能及

网络应用软件系统，让参与计划者可以简易方式

来进行学习和线上交流活动，包括使用社交网站

（Facebook及Youtube）及进行线上会议。新山

宽柔校友会则开启“守护天使计划”，寻求两校

校友及公众人士成为“守护天使”。“守护天

使”需具备基本电脑操作知识，他们的任务包

括赞助150令吉作为安装摄像头和耳机费用、 

陪伴参与者出席培训工作坊、协助参与者安装

电脑，长期跟参与者保持联系，为他们解决运

用电脑上所面对的难题，确保他们快乐学习。

南方大学学院也计划举办“电脑操作培训工作

坊”，让参与者学习基本的电脑应用程序及掌

握上网知识。

除此之外，为了让宽柔学村实体化，南方大学

学院、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及新山宽柔校友会

三方本着宽柔学村之紧密合作精神，共同拟定

了多项优惠计划让宽柔学村的退休教师们从中

受惠。这些计划包括宽柔学村退休教师增广电

脑应用知识计划、短期推广学习课程和南方中

医院门诊优惠计划，让宽柔学村的退休教师们

的退休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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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文物与艺术馆“牛转乾坤新春特

展”于1月23日至3月5日，以线上和线下实体展

互相配合呈献。这项以“牛和春节”为主题的大

型艺展，呈献了本地76位艺术家共155件作品。

并于1月29日下午配合艺术馆《云端艺谈》以直

播方式进行开幕。

“牛转乾坤新春特展”由南风堂、柔佛州书艺

协会、柔佛写画会、各皓艺术工作空间、一方

画室等校外艺术团体联办。南方大学学院新媒

体中心、艺术与设计学院为支持单位。

由于疫情严峻，使国内文化艺术氛围十分低

迷，参与的艺术团体都希望以这充满“牛气”

的新春特展来带动氛围，扭转乾坤。开幕礼以

转动春节吉祥牛“鸿运牛”为仪式亮点。“鸿

运牛”的立体雕塑由本地艺术家郑福荣创作。

春牛脚踩“牛转乾坤”的旋动基座，威武地站

立于转盘之上。郑福荣表示，他在构思作品时

想要传达出“牛气冲天，勇猛有劲”的力度与

动感。

此外，配合艺术馆室内的特展，大学校园青草

地上也布置了99头五彩斑斓的模型牛板，为春

节增添“喜气”。这些彩牛是由南方大学教职

员和校外人士共同完成彩绘。

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和校长郑玉美教授受邀主持开幕
礼，转动象征春节吉祥的“鸿运牛”立体雕塑，并向各界
人士拜年。

牛转乾坤新春特展线上开幕礼
文 / 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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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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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榜书

南方大学学院与宽柔中小学一体同心，是为宽

柔学村。今年二月五日在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

画联盟柔佛州联委会会长曾庆仁的带领下，共6

名书法家亲笔挥毫，写下气势磅礴的8幅巨型榜

书，不但衬托南方大学为华社高等学府的人文

面貌与新岁气象，也期许在饱受疫情肆虐的萎

靡时刻，让红彤彤的春彩墨香给校园带来春节

喜气和正能量，一扫疫情在人们心中的阴霾。

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及校长郑玉美教授均对

书画联盟同仁所赠的艺术墨宝表示谢忱，并亲

自见证八幅大榜书上挂于畹香厅。

辛
丑
挥
墨

迎
春
接
瑞
气

文 / 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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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柔学村

宽柔有小学五间、中学两间、南院乃宽中之延

伸，无宽柔之名，有宽柔之实。舍而计之获得

八校可称学村。

文物与艺术馆馆长陈再藩表示，今年大学除了

之前线上开幕的牛年特展与遍布校园的九十九

头彩绘牛之外，再添大气春节榜书八幅，营造

了大学有史以来最热闹的春节艺文气氛，也体

现大学全体人员积极正向的精神面貌。

春节榜书分别由以下书法家挥毫：宽柔学村(会

长曾庆仁书)、南方磁场(副会长曾竹先书)、牛

转乾坤(副会长林清忠书)、牛角挂书(秘书长丁

士伟书)、紫气东来(理事梁文艳书)、晴耕雨读

(理事谢水南书)、百花献瑞(曾竹先书)、志存

高远(丁士伟书)。 (2010年郑良树教授写于南院)

特辑



40

牛来运转

为欢庆牛年的到来，扫除过去一年来因疫情影

响的士气，南方大学学院教职员福利联谊会

（福联会）于1月29日举办了一场牛年挥春及创

意作品制作比赛。这场比赛设立了两个项目，

即挥春项目及创意作品制作项目。为吸引友族

教职员一同参与，福联会也为这两个项目增加

了最佳非华裔作品奖。

此项比赛以非现场创作方式进行。主办方在收

到参赛者的作品后，于29日活动当天将所有作

品展出于主楼的畹香厅，供评审及所有人观

赏。活动当天，由董事长、副董事长、校长、

福联会主席及来自人文与社会学院和艺术与设

计学院的讲师们担任的评审团为所有参赛作品

进行评分。

教职员无不发挥巧思，制作出了五花八门的作

品，当中也不乏堪比专业等级的精致作品。在

经过了一番评定后，评审团选出了共16份得奖

作品，并于当天下午进行了简单的颁奖仪式。

本校副董事长拿汀郑惠珍正进行评审工作。左起：校长郑玉美教授，董事长拿督陈洺臣，艺术与设计
学院赵佩娟院长正在进行评审工作。

部分评审于赛后合照（左起：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邱美丽主任，艺术与设计学院赵佩娟院长，校长郑玉美教授，董事
长拿督陈洺臣，副董事长拿汀郑惠珍，教职员福利联谊会会长钟建彬）。

来自教职员福利联谊会的新年祝福

文 / 教职员福利联谊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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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职员福利联谊会

教职员福利联谊会(Staff Welfare 

Association)，简称福联会，是南

方大学学院教职员于1999年自发组

织的团体。旨在以联谊方式联系教

职员之情谊，为南方大学学院的发

展作出贡献。

创办至今，福联会已为众会员提供

诸如节日礼物及聚餐、喜庆贺仪、

丧礼赙仪，以及危难筹款与拨款等

福利。在董事会于2015年起的常年

固定拨款下，福联会为会员提供的

福利更是获得保障。

本届福联会筹委希望能给会员们带

来更多实质的福利，也欢迎各位会

员积极向筹委会提供意见及建议，

为我校的教职员谋求更好的未来。

福联会感谢会员们的踊跃参与，也恭喜所有获奖的同事。希望来年也会举办类似的比赛，让会员们

能发挥所长。

所有获奖的参赛者名单如下（各奖项类别内的顺序不分先后，且恕不称呼）：

书法组 特优奖          : 李文辉  吴志方 

优秀奖          : 林诗敏  温碧盈  刘福强  陈业龄  朱芷芩 

最佳非华裔作品奖: Shahlini A/P Sinniah

创意作品组 特优奖          : 吴志方  陈慧彬  陈美琪 

优秀奖          : 陈翠圆  洪荞莉  陈美蒶  陈再藩  冯白羽

部分参赛的书法作品。

部分参赛的创意作品。

创意作品组的特优奖作品（作者：吴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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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的孩子 
大马南方的生活

访中国籍国际学生付亦实

2017年远在中国的付亦实从周遭的朋友口中得

知马来西亚南部有一所“南方大学学院”，并

在中介的穿针引线下，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

来到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这么一晃眼，亦实来

马已有三年的光景。回想准备来马前，付亦实

对马来西亚的在地文化做了一些功课。他了解

马来西亚由华、巫、印三大民族组成，而大多

数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在日常饮食文化

上都有不同的讲究。这一些对亦实而言也不陌

生，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在校园里也有

认识的回族朋友，所以对伊斯兰教的文化还是

有些许了解的。

谈及对马来西亚的印象，亦实听闻马来西亚有

许多历史悠久，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古城，例

如马六甲、砂拉越等地，都是他想要拜访的地

方。他表示，在马来西亚的生活习惯类似中国

南方的文化，好比河南、广东或福建等地区。

或许是早年华人从南部城市迁徙过来的关系，

马来西亚的口音和美食都和中国南方接近。虽

然亦实是在中国北部城市长大的孩子，但也曾

接触南方文化，因此在生活习惯上并没有太多

的不适应。

从四季分明的河北省来到常年如夏的马来西

亚，付亦实开心地表示他很喜欢这样恒常的温

度。相比中国寒假与暑假的极端温差，这种稳

定的温度让人感觉很舒服。他表示自己特别喜

欢雨季，而马来西亚炎热多雨的气候，正巧适

合他。而家人也对他选择来马来西亚升学表示

放心，因为大马无论在文化、经济或地理环境

上都相当稳定。

来大马升学的国际学生都需要考取雅思国际英

语测试系统并符合马来西亚高教部的入学标准

成绩，方能报读大学课程，付亦实也不例外。

他花费了九个月的时间做准备，顺利入读南方

大学学院。来马后，他发现马来西亚的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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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非常有意思。亦实分享道，平时上课、考试

或写作业都是以英文为媒介语，但私底下他和

朋友都以中文沟通，而有时候到超市就需要以

马来语交谈。这对他来说是挺新鲜的。而他也

因此学会了一两句马来语，可以和友族同胞道

声早安，说明自己的名字和住处。

远道而来的他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便参加了动物

保护协会、网球社等，后来也担任电子商务协

会、宿舍自治会和动物保护协会的理事职务。

积极进取的他和朋友们建立起一段精彩的大学

校园生活。亦实分享道，食堂或国际感恩楼底

楼就是他们聚会的好地方，大家都会聚在一

块，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功课或活动事项。可

惜突发的疫情和行管令让同学们不能在校园内

碰面，课程都改为网上进行。

从面对面的课堂到上网课，付亦实认为网课缺

乏面对面授课时的交流氛围，但他也表示，上

网课也有一些好处，例如授课讲师都会提供课

程录影，所以学生们可以不断地重复听讲，加

深印象及理解。另外，网课使用的Microsoft 

Team软件提供实时口音转字幕的功能，对网课

起着很好的辅助作用。

南方大学学院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的院校互动

频密，我校曾受邀到访该地高校，也接待过该

地区到本校进行短期交流活动的学生。付亦实

表示，南方大学学院的文化氛围与中国和台湾

相近，华人学生占大多数，即便授课的媒介语

是英文，中国学生在课余时间仍旧能以中文和

朋友交流。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亦实也认为

位于新山的南方大学学院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它既靠近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北部也很方便，

四处也有别致的景区和旅游设施，是值得中国

同学留学、开阔眼界的地方。



44

When study abroad, it is inevitable to face som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cultural shock in daily 

life. Herrera is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travelled all the way from Cebu, the 

Philippines to Johor Bahru and he has stayed in 

Malaysia for two years since 2019. In the same 

year, he enrolled in the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amme at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He said he made a right decision 

to further study in Malaysia especially in 

Southern UC as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environment here were very suitable for him. 

After staying 2 years in Malaysia, for Herrera, 

basically there is no longer any serious 

problem, and he has adapted to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here. He also shared with u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Malaysia, saying i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hilippines. In the 

Philippines, he needed to attend classes from 

6 a.m. to 5 p.m. for 11 hours, which made him 

feel stressed. Therefore, he prefer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Malaysia. 

In terms of food, Herrera i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picy food everywhere in Malaysia. He 

said Filipinos didn’t eat spicy food so often 

in the Philippines. At present, he misses the 

Philippines cuisine “Adobo” very much. He 

described “Adobo” as pork or chicken, which 

wa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soy sauce, ginger 

and other ingredients. He added that the taste 

was sour and sweet,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this dish in Malaysia. In terms of language, 

Herrera mainly used Bisaya and Tagalog when 

he was in the Philippines, but after he came 

to Malaysia, he could only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English. 

During his two years in Southern UC, Herrera 

met many friends while in class and at campus 

activities. In the first semester, Herrera joined 

the volleyball club and he said it was fun. He 

said volleyball was his favourite sport in the 

Philippines, so he was very happy to meet 

new friends here and experience the fun of 

playing volleyball again. Herrera’s classmates 

are friendly and helpful. They help each other 

and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in coursework 

o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lthough there 

are cultural differences or language barriers, 

Herrera believe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He expresses himself in a simple way, so others 

can understand him easily.

Herrera is not idle in his spare time on 

campus. He is diligent and active. He thinks 

that students’ duty is to study, which is why he 

came here, so whenever he has time, he will 

learn extra knowledge related to coursework 

Interview with Filipino Student 
Herrera Lorenzo Jay

44

From the Philippines with love



45

SPECIAL REPORT

with his classmates. Of course, h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his spare time to visit the mosque 

with friends or play online games with them 

together. On campus, the canteen is his 

favourite place. Herrera said that the food there 

was  economical and sufficient, which was 

very suitable for young, energetic, and college 

students who enjoy eating like him. Another 

place he loves very much is the library. Herrera 

said that basically he spent his study week in 

the library. The library has some magic power 

on him. Although he doesn’t like reading books, 

he will go to the library to review his lessons in 

his spare tim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outbreak, Southern 

UC can’t provide face-to-face lectures. Herrera, 

who is extroverted, said it was really bad to 

have no friends around, and he missed his 

friends very much. There are few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classmates in online classes, 

so he will feel a little lonely. The pan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and Herrera lamented 

that no one knew when it would end, and it was 

likely to continue until his graduation. Although 

he is very sad, he is gratified to know that his 

friends are safe, and everyone has adapted to 

the online classes. In any case, Herrera hopes 

to see his friends again and greet each other as 

soon as possible. 

Online classes are a challenge to many students. 

Herrera said that taking online classes required 

self-discipline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distractions at home. So, if he can choose, he 

will still prefer face-to-face classes. He thinks 

that face-to-face classes are more efficient and 

interesting, and online classes will reduce the 

interaction with lecturers or classmates, thus 

the fun will be reduced a lot.

During his two-year stay in Malaysia, Herrera 

has never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If he 

is homesick, he will call his friends in the 

Philippines to chat. Herrera also likes the 

programme he is studying now very much, 

so when he is homesick, he will take out his 

programming work to put himself into it, and he 

will gradually forget that he is in a foreign land. 

Herrera often shares his experience in Malaysia 

with his family and friends, who are also very 

interested in knowing about his study and so on. 

He said Southern UC was the place where he 

learned to build his self-confidence get familiar 

with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in English. He 

has improved his language ability here. Herrera 

also said that he would recommend friends 

who wish to study abroad or further study in 

Malaysia to join Southern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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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团结 自强不息

文 /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提供

本校校友会于4月10日举办第十三届理事就职典

礼，并邀请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担任就职典

礼监事人。

校友会新任第13届会长罗汉金表示，他将以

“凝聚团结，自强不息”的宗旨带领理事团

队，并与中马区校友会合作，让新旧会员团结

在一起，促进学术文化和情感上的交流。也希

望校友会未来的3年里，能提拔更多年轻理事或

会员，未来接管校友会。

他说，由于疫情的缘故，原定今年举办的第3届

校友回校日将展延至2022年举办，同时推出校

友会特刊，借此筹募校友会的基金。

本校董事长暨大会监事人拿督陈洺臣（前左三）与第十三届新任理事们留影。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日前有机会与宽柔校友会

进行交流，启发两校友会的合作，共同探讨增

进彼此校友会会员的福利，将宽柔学村实体

化。两校校友会会长，希望能一起发展宽柔学

村的生态，突破平行线，拉近彼此的距离。

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则指出，校友会对学校

的发展和扩建工程都不遗余力，期望校方继续

与校友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在招生方面多

协助宣传，吸引更多学子加入南方大家庭。

卸任会长吴来财期许新届理事加强推广校友

卡，联系更多的优惠商家扩大会员福利，让更

多校友回流。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第十三届理事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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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会长吴来财（前右二）颁发校友会传承物“水滴精
神”予接棒的新会长罗汉金（前左一）。

本校董事长暨大会监事人拿督陈洺臣（左起）见证新届理
事就职仪式，右为第十三届会长罗汉金先生。

借此就职典礼，现场贵宾一起完成宽柔学村的拼图，象征
宽柔学村一家亲，大家一起携手同行。

就职典礼上，卸任会长吴来财将校友会的传承

物转交到新会长罗汉金的手上。传承物“水滴

精神”从正面看去，其顶端形成的一个水滴的

轮廓，整体又像一支火炬，象征南方大学学院

校友会业务蓬勃向上发展。同时，包含校友会

一向坚持为人处世的“水滴哲学”——对自己

要实现自我超越；对他人要润物无声；做人要

晶莹剔透；做事要水滴石穿。此届理事行将秉

持着“水滴精神”，坚持不懈，以各自细微之

力，力求把校友会办得更大更好。

会长        ：罗汉金

第一副会长  ：拿汀江修屏

副会长      ：郑东安 叶淑芬 王明生

秘书        ：蔡承杰

副秘书      ：黄依雯

财政        ：蔡克修

副财政      ：陈宏富

学术        ：罗健宏

副学术      ：陈国洲

康乐        ：胡凯劲

副康乐      ：刘耀聪

公关与福利  ：丘汉绅

副公关与福利：李利文

资讯与宣传  ：刘志文

副资讯与宣传：林敬翔

广招与联谊  ：杨千燊

副广招与联谊：吴韦衝

经济组      ：黄翰禛

理事        ：邱文俊 苏建铭

查账        ：郑明利 黄惠丽

第十三届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校友会理事名单 （20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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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新月异，近年来又碰上疫情的冲击，许

多原有的经营与作业方式已不敷使用。庆幸的

是网络的便捷让我们足不出户也能相互交流。

南方大学学院近期在网络平台上制作、直播了

一系列的讲座、座谈会及交流活动，其中包括

本校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主办的

【云端艺谈】系列座谈会、南方技职学院主办

的【技职面对面，每月学一点】系列讲座和南

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主办的Executive MBA网

络课程分享等。本校各学院也通过直播为中学

生带来与该院系相关的学科知识。

古人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这个网

络发达的时代，宅在家里确实也能获取许多宝

贵资讯。在家防疫期间，不妨追踪南方大学学

院的Facebook、YouTube及官方网页，获取最新

的资讯与节目直播！

听，来自云端上的声音！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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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陈永华

新山名人肖像漫画

陈永华是宽柔中学校友，他除了从事广告设计行业以外，也热爱绘

画，并自学创作肖像漫画数十年，在偶然中开启绘画新山名人肖像数

十幅的契机，作品唯妙唯俏传为佳话。首场直播获得网民积极回响，

创下2千人收视。

日期：18/12/2020

南方大学学院文物与艺术馆在新冠疫情下启动【云端艺谈】直播系列，通过“云端”和本土艺术工

作者进行对话与艺术赏析，在不让艺术停摆的理念下，以新常态方式打造丰富多彩的艺文分享，首

场直播于2020年12月开动。这系列直播节目，获得资讯与物联网科技企业时科云(TimeTac)赞助，南

方大学新媒体中心提供技术支援。

在云端上谈艺术 
文、图 / 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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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谢舜福

镜头里的文化新山

谢舜福(Kenny) 近年来低调地活跃于新山各类文化活动，以镜头捕抓了

一些精彩的历史定格，如柔佛苏丹登基巡游时座驾经过柔佛古庙的经

典画面，获殿下欣赏并签名。自15岁接触摄影，谢君曾在新加坡电版

公司学习，将新闻工作者的照片翻拍成电版供报馆印刷。近期专注于

拍摄庙宇民俗文化。

嘉宾:郑文龙

谈牛说艺话新春

迎接辛丑牛年，嘉宾郑文龙以“牛年谈牛画”配合线下牛展，所介绍

的牛主题作品，纵古今也横贯东西文化，让观众了解牛的万千世界。

日期：08/01/2021

日期：22/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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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冠病疫情及行动管制令影响，艺术馆春节特展以线上直播及线下实

体展互配呈现。展示76位本地艺术家155幅作品，由本校董事长拿督陈

洺臣及校长郑玉美教授线上主持开幕，同时邀来参展书画家张财、谢

水南现场挥毫，献上新春祝福。

辛丑年·牛转乾坤新春特展 

日期：29/01/2021

开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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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郑福荣

从平面到立体：对谈雕塑“牛转乾坤”多元艺术家郑福荣

本校艺术与设计学院兼职讲师郑福荣受邀谈他从平面到立体的创作历

程。郑老师自小因父亲业余喜以碳粉绘画肖像影响而爱上肖像画，他

不断探索各种创作手法，终能以多元艺术媒介见闻于本土艺术圈。

日期：02/04/2021

嘉宾:陆家明

镜头里的新闻、艺术与环保

特邀星洲日报高级摄影记者陆家明分享记者生涯30年里的诸多获奖作

品。家明擅长以不同的视角拍出叫人难忘的新闻照片，也因关怀人

文、生态和环保，他常寻找一般人不会注意的主题进行拍摄。多年来

家明参加许多国内外摄影大赛，获奖无数，堪称大马新闻界获奖最多

的摄影记者。新媒体中心罗友强主任亦受邀参与对谈。

日期：26/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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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高秉益

荷风中谈美术教育

本期邀请的画家是2020年《第一届郭鹤尧精神奖》得主、居

銮中华中学美术与设计科主任高秉益老师。高老师一生都为

美术教育奉献，桃李满天下。

对谈中也分享了即将于五月开幕的高秉益《荷风》水墨画展

的部份作品。

日期：16/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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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03/02/2021

主讲人：萧秋兰导师

口罩下的肌肤保养

疫情持续蔓延，长时间佩戴口罩引起的皮肤敏感与不适让许

多人烦恼不已。南方技职学院美容与美发科的萧秋兰导师在

首场线上讲座以“口罩下的肌肤保养”为主题，与观众分享

在疫情下如何使用正确且有效的方法呵护肌肤、示范便捷的

肌肤保养步骤等。

日期：24/02/2021

主讲人：莫荣烽导师

电影配乐甘苦谈

南方技职学院演艺与数位音乐课程的莫荣烽导师通过线上讲

座与观众分享他从事演艺与音乐工作多年来的历程，并以轻

松有趣的方式介绍音乐制作人的工作范畴。今年年初“八度

空间”的热播剧《爱的约定》也是莫导师的配乐作品之一。

技职面对面 每月学一点
南方技职学院线上系列讲座

文 / 南方技职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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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07/04/2021

主讲人：王晓宇导师与唐德峻导师

虚拟实境（VR）— 扩展显示（XR）的发展

王晓宇导师与唐德峻导师在第四场线上讲座为观众带来时下

最热的议题：虚拟实境（VR）——扩展显示（XR）的发展。

导师们除了在线上分享专业技术中的知识，解开观众心中的

疑惑外，也为讲座准备了5份小礼物送给收看直播的观众。

本校南方技职学院于2021年2月推出“技职面对面”线上系列讲座，

邀请技职学院各科讲师上线授课、分享经验。线上讲座预计每个月举

行一场，每场30分钟，一共10场的计划进行，希望通过网络让观众们

“每月学一点”，在短短30分钟内获取技术增值的机会。

日期：03/03/2021

主讲人：叶丽娟博士

规划专业月嫂（保姆）及生涯发展

南方技职学院第三场线上讲座邀请到来自台湾的叶丽娟博

士。叶博士对母婴行业感兴趣并想成为专业月嫂的观众分享

如何规划其职业生涯，并通过直播示范了照顾新生儿的宝贵

知识及专业技能。同时，她也鼓励观众持续增强技能，实践

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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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9/01/2021

主讲人：助理教授陈胜强博士

Fundamental of Team 团队的基础

助理教授陈胜强博士分析了团队中不同角色的重要性。每人所扮演的角

色都能帮助团队完成工作，例如：协调员(Coordinator)能润滑彼此的

互动，代表团队与他人互动等；思想者(Thinker)协助团队思考、分析

与收集资讯；管理者(Controller)负责分配工作及监察工作品质。本场

分享会创下一千人收视。

日期：26/02/2021

主讲人：黄识钦老师

Disciplines &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修炼与学习型组织

第二场直播课程分享由黄识钦老师主讲“修炼与学习型组织”。黄老师认

为学习是一项永恒的话题，应不断更新自己的资料库。“习”比“学”更

重要，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同时人

员也要善于修正自身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

Executive MBA 
课程分享会
文 / 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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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自2021年起启动线上 Executive MBA

网络分享会，邀请授课讲师通过网络直播进行课题分享，让相关业界

人士能借此吸收相关资讯，同时也鼓励在职工作人士报读Executive 

MBA企业管理行政硕士课程。

日期：25/03/2021

主讲人：蒋丽芳老师

Great leaders find ways to connect with their people
领导者如何凝聚人心

3月份由蒋丽芳老师带来直播课程分享，主题为“领导者如何凝聚人

心”。蒋老师表示 “知心合一” 才能 “知行合一”。不懂带团队、

不得人心何来凝集力？找到心锁就是沟通的良好开端，知道别人最在

意什么，别人的意愿就会在你的把握之中。

日期：29/04/2021

主讲人：陈运州博士

Marketing for Business Manager

陈运州博士以“Marketing for Business Manager”为题，带来4月份

的直播分享。陈博士提出几项有助业务提升的外部行销重点事项：瞄

准目前的市场、良好的产品管理、正确的定价、与客户交流和回扣、

有效的交货、在销售后留住客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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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6/02/2021

主讲人：Ms. Ong Leng Hui

“After SPM, What’s Next?”

第一场为中学生升学量身打造的线上分享会邀请来本校大学

基础部讲师，以“After SPM, What’s Next?”为主题，为中学生

们分享升学的重要性与优势，以及升学对人生和职涯规划上

的帮助。

中学生升学线上分享会
南方大学学院招生处与各院系合作线上分享会

文 / 南方大学学院招生处提供

在疫情的笼罩下来到了升学的十字路口，即将毕业的中学生们少了面对面了解升学资讯与

市场动态的机会，难免会感到迷惘。南方大学学院招生处与校内各院系共同举办线上分享

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为中学生们带来长达一小时的市场动态分析、专业领域

知识及经验分享。

线上分享会为中学生量身定做，内容实用且丰富，相关科系也会因应各自需求搭配工作坊

增强中学生们的体验感。参与分享会的中学生们能够了解各科系的优势与职涯规划，从而

妥善安排自身的升学道路。

中学生升学线上分享会将会持续举办至10月份，由不同学院及科系的讲师与教授为中学生

们带来切身且有趣的内容。所有分享会及工作坊皆可免费报名参加，更多资讯可查阅本校

面子书（https://www.facebook.com/SouthernUniversity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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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30/04/2021

主讲人：Assoc. Prof. Dr. Sim Hiew Moi,

               Asst. Prof. Dr. Kang Eng Siew

你被“科技化”了吗？& “ Your Future 
with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工程与资讯学院为中学生们带来第三场中英双语的线上分享

会。分享会中为中学生们解答了电脑系以及电机与电子工程

系的疑难杂症和升学规划，并且通过简易的方式让同学们了

解相关科系如何融入生活、影响世界。

日期：26/03/2021

主讲人：Prof. Dr. John Eng Yong Heng,

               Asst. Prof. Dr. Lim Boon Keong,

               Asst. Prof. Dr. Masitah Binti Zulkepli

Pre & Post Covid-19

第二场线上分享会由企业与管理学院教授与助理教授主

讲“Pre & Post Covid-19”。讲题从金融与会计领域和产

业管理领域出发，为中学生们分析疫情前后的局势，不让学

业与生活颓废、停摆，在疫情笼罩下也要持续学习，时刻做

好准备。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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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马来西亚全国工商总会会长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

征阳集团执行主席

企业家大讲堂第29讲：

土地，食物，价值：认识食物生产 4.0

冯久玲女士 
亚洲大趋势研究所创始所长 

赤道太阳水果加工有限公司创办人

文 / 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提供

企业家大讲堂第29讲邀请到亚洲大趋势研究所创始所长以及赤道太阳水果加工有限公司创办人冯久

玲女士主讲“土地，食物，价值：认识食物生产 4.0”。

冯女士在直播中表示，在疫情冲击之下，人们需要去反思关于土地与食物的价值，并彻底改变饮食

习惯，走向更健康及环保的“植物性饮食”(Plant-based Diet)。她表示，“地球如果要持续发展

及达到平衡，人类或将来，需要经历一场‘世界置’(Reset the World)。”

现代粮食的生产比如畜牧业占用许多水源和土地，对气候影

响也十分巨大。冯久玲女士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改变饮食

习惯，来减缓地球面临的气候效应。“科学家如今达到

共识，若要世界可持续发展，可以从改变人类的饮食开

始，减少摄取动物蛋白，并多摄取植物性蛋白。”，她

如是分享。 

她表示，在过去，世界各地都习以为常地认为食用动

物蛋白较为高贵，消耗很多的肉类食品和精细食品。

她说，“我们可以注意到，身边的亲友离逝的原因是生

病，而有一部分是因为癌症而痛苦地离去。这让我们反

思，世界若如此文明及进步，但人类健康和寿命，反而不

如以往人们活得80、90岁高龄而安详的离开”。

冯女士分享道，目前许多科学家和营养师都指出上述原因都

来自食物，有些食物因为化肥或大量生产而变得没有营养。

她认为，中国人饮食习惯向来讲究“色香味俱全”，而

不太重视营养；如今市场上的调味品百花齐放，背后

原因是食品不再那么新鲜。

*内容引述自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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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大讲堂第30讲：

应势而为，勇于担当，
谈企业家的价值观与社会责任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马来西亚全国工商总会会长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

征阳集团执行主席

文 / 南方专业与教育推广学部提供

2021年第一场线上企业家大讲堂主讲人为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总会长暨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

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讲题为“应势而为，勇于担当：谈企业家的价值观与社会责任”。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表示，2017年底开始，征阳集团展开一系列的风险测试和现金流检讨会议，为集

团的现金流做好万全的准备，以便能回笼资金，应对流动性危机。他表示，集团必须适时调整年度

商业计划，降低人力资源的无效损耗，挖掘企业经营潜力，

增加产出以提高经济效益。

他透露，征阳集团有4个核心价值观，包括团队精

神、永续百年企业、打造更好的世界及卓越的表

现。他强调“严控人力成本提高盈利”，企业倘

若没有盈利，说再多也是徒然的。企业必须确保

有足够的竞争力和品质站稳市场，不要为了眼前的

成就，而牺牲未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

我学会了市场经济周期的兴衰，企业不仅是做大，

而是永续经营才能经得起风浪，必须未雨绸缪观察市

场。”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如是说。

在企业管理方面，他也在直播中提出了7招永续经

营之道，希望能协助大马企业渡过难关，例如成

立“风险危机管理委员会”，在突发状况时能

拟定行动计划和检讨企业运作，其次则是成

立“商机特工队”，与其坐困愁城，不如

探讨危机下浮现的新商机，为企业带来

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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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orn • 破茧成蝶

毛虫通过痛苦的挣扎和不懈努力，化为崭新亮丽的蝴蝶；

设计系新生吸收讲师悉心的教导和精华，成为名副其实的设计师。

设计是灵感的作品，设计源于生活，细节成就品质；

生活是创意的来源，创意源于文化，创意源于自己。

艺术与设计学院
线上毕业作品展

FAD 
VIRTUAL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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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 Wei An & Nicholas Yan De Fatt
Diploma in Advertis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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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e Wei Yee
Diploma in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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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 Shan Hong
Diploma in Multimedia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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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Zhi Lin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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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Xin Yi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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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Represented Malaysia in 

ASEAN-INDIA
HACKATHON
2021

Two students from th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were selected to 

represent Malaysia in ASEAN – INDIA 

HACKATHON 2021 on 1 – 4 February 2021.

The ASEAN-India Hackathon was organi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from 1st to 4th 

February 2021. All India Council for Technical 

Education (AICTE) has implemented this 

important initiative with the support of nodal 

agencies from all 10 ASEAN countries, 

which included their Education Ministries 

and prominent universities. The Hackathon 

was emanated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announcement at the 16th ASEAN-India 

Summit on November 2019 in 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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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ckathon was inaugurated by Minister 

of Education, Dr. Ramesh Pokhriyal ‘Nishank’ 

along with other dignitaries from ASEAN and 

India on 1 February 2021. For 36 hours, 330 

students and 110 mentors from the 10 ASEAN 

countries and India worked together online and 

formed 55 teams to provide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the 11 problem statements. The Problem 

Statements covered two major themes – Blue 

Economy and Education. The multinational 

character of each team was meant to forge 

collaborative spirit, and expose the participants 

with diverse cultures, values and work ethics.

Two Bachelor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Hons) 

students, Mr. Lam Wei Chun and Mr. Yee Jian 

Xiong were collaborating with team memb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n provided a 

solution in a 36-hour hackathon.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ses problem statements:

Mr. Yee Jian Xiong Mr. Lam Wei Chun

CAPSolar : First Runner-up

(Cash Award: USD1500 per team)

AAIDes : Encouragement Award

(Cash Award: USD500 per team)

• Cost of Air Pollution to Solar Power 

Generation (CAPSolar)

• Automated Animal Identification and 

Detection of Species (AAIDes)

*Source from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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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ever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Communications 

Symposium was held on March 24, 2021. 

This virtual symposium discussed the issues of the news coverage 

among FB news agenc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Two presenters from our Postgraduate Programme in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provided their fascinating findings to the audience. 

During the symposium, Lim Li Cheng presented the topic of “An 

analysis among Facebook news agencies in Malaysia: the news 

coverage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 while Lai Rui Jie presented 

the topic of “An analysis on the preferred communication medium by a 

different generation in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among staff members 

at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

Communication 
Symposium

Scan me to 

discove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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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JOINED
w

NORSHAFINAZ BINTI ABDUL SANI

Lecturer
Faculty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Hi everyone. I am Norshafinaz binti Abdul Sani. I 

completed my Bachelor of Science with Honours 

from Faculty of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UMS in 2011 and 2014 respectively. In 2016, I 

continued my studies in Education then I was 

awarded a Master of Education (Preschool) by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As an early 

childhood practitioner, I value ‘process’ more 

than ‘the end product’. My belief is the ‘process’ 

will definitely bring us towards the right end 

product.

Master (UKM)
Bachelor (UMS)

ASST. PROF. DR. LOM HUI SHAN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Never Try, Never Know” is the motto I always 

motivate myself to deal with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I enjoy being an educator 

because I have the passion in teaching. Through 

imparting the knowledge to the students, I can 

also get improved my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 

well. My research expertise included mobile 

advertising, mobile users’ information privacy, 

consumer behaviour, employee voic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Lastly,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begin my career journey at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Ph.D. (UTM)
M.Sc (UTM)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welcomes all academic professionals to the big family. 

In the days to come, everyone will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and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quality education.

We look forward to a successful working relationship to create a harmonious working environment.

ACADEMIC 
STAFF

ACADEMIC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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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OR FATIHAH MAZLAM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y journey with software was started when 

I received a computer as my birthday giftat a 

young age. Since then, I am always intrigued 

how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omputer is 

developed.  This curiosity led me to pursue 

computing at higher education. I received my 

bachelor’s degre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from 

UMP then successfully graduated with Master 

of Computer Science majoring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in UTM.  Currently, I am pursuing my 

PhD studies focusing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Ph.D. (UTM)
Master of Computer Science (UTM)

JEFF YEW LEONG FEI

Lecturer
Faculty of Art & Design

I’m Jeff Yew from FAD, glad to be a member 

of SUC. I completed my Master degree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from Yuan Ze 

University, Taiwan and Bachelor’s degree in 

Digital Media Design from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I think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both important, simple 

things repeated and deliberately practicing can 

achieve mastery in anything until they become 

experts.

Master of Informatics (Yuan Ze, Taiwan)
Bachelor of Design (Hsiuping, Taiwan)

ASST. PROF. LIM PUAY HIAN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Greeting to all of the readers, I am Lim Puay 

Hian, a Chartered Accountant (C.A. (M)) of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 fellow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FCCA) and holds a 

graduate of Master of Science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I have been 

lecturing for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lated 

subjects in various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programmes as well as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 am truly 

honour to be a part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Master of Science (UOG)
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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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2020

本校校友会选举2021-2023新届理事，罗汉金获

选担任会长。

Mr. Loo Han Kim was elected as the new 

Chairman of Southern UC Alumni Association.

09.12.2020 

大学管理委员会会议。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18.12.2020 

本校董事会选举2021-2023新届董事，拿督陈洺

臣蝉任董事长，署理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分别是

拿督斯里张学富和拿汀郑惠珍。

Dato’ Vincent Tan was elected as the Chairman 

of BoDs for 2021-2023; Datuk Seri Teo Shiok Fu 

as the Deputy Chairman and Datin Teh Hwee 

Tiang as the Vice Chairman.

                                                                                                                                                                                                                                

18.12.2020 

本校文物与艺术馆首次线上直播《云端艺谈》。

陈永华分享其多元艺术创作心得。

MAG broadcasted the first online “Cloud Art 

Talk”. Local artist Tan Yong Hua shared his 

diversified artistic ideas.

22.12.2020 

本校开展2021年首期招生活动，提供预约到校

咨询及线上咨询与报名的服务。

Southern UC provided both face-to-face and 

online consultations during the student recruitment 

campaign of the first semester of  2021.

28.12.2020 

本校与新加坡PSB学院签署合作协议，联办4项

英国考文垂大学学位课程。

Southern SPACE signed an MOA with PSB 

College of Singapore to co-organise four 

professional degree programmes under 

accreditation of Coventry University, UK.

04.11.2020 

管理委员会会议。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10.11.2020 

南方大学学院45周年校庆庆典特别会议。

Special Meeting of Southern UC 45th Anniversary.

11.11.2020 

研究生与研究学院举办交流论坛。

Exchange Forum of IGSR.

24.11.2020 

本校举办线上直播《企业家大讲堂》第29场专

题讲座，由亚洲大趋势研究所所长冯久玲主

讲“土地、食物、价值：认识食物生产4.0”。

Founder of Megatrends Asia, Foong Wai Fong 

gave a talk for the 29th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Seminar Series on “Value of Land and Food: 

Understanding Food Production 4.0”.

01.12.2020 

高教部举办升格大学线上汇报会，校长郑玉美

教授呈献汇报工作，董事长及升格大学工作委

员会成员参与会议。

Our president, Prof. Dr. Teh Geok Bee, did an 

Online Upgrading Presentation to MoHE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the Chairman of BoDs and 

members of the Upgrading Committee. 

南方大学学院
大事纪要
(11/2020 to 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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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2021 

大学管理委员会线上会议。

Management Board Online Meeting.

29.01.2021 

本校教职员福利联谊会举办2021挥春与创意装

饰比赛。

Southern UC SWA held the 2021 CNY Calligraphy 

and Creative Decoration Competition.

29.01.2021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及校长郑玉美教授联合主持

《新春牛转乾坤艺术特展》开幕仪式。随后直播

第四场线上《云端艺谈》及举行春牛彩绘活动。

Chairman Dato’ Vincent Tan and President 

Prof. Dr. Teh Geok Bee co-hos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NY art exhibition, followed by 

the 4th online “Cloud Art Talk” and Ox Colouring 

Activity.

30 - 31.01.2021 

本校招生处举办线上资讯日。

Student Recruitment Office organised the Online 

Information Day.

04.02.2021 

教职员福利联谊会派发农历新年年饼予会员。

SWA delivered CNY cookies to members.

10.02.2021 

柔州州务大臣顾问拿督郑修强公布本校今年获

州政府拨款50万令吉之佳讯。

The Johor Chief Minister’s Advisor, Datuk Tee Siew 

Keong announced the Johor State Government’s 

allocation of RM500k to Southern UC.

23.02.2021 

大学评议会会议。

Senate Examination Meeting.

02.01.2021 

招生处开展为期3个月招生资讯月。

SRO started a three-month admission campaign.

05.01.2021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率领董事及管理层同仁拜访

柔佛州州务大臣顾问拿督郑修强。

Chairman Dato’ Vincent Tan led the directors and 

senior management to visit Datuk Tee Siew Keong.  

06.01.2021 

召开临时招生策略委员会会议。

Ad-hoc Strategic Recruitment Committee Meeting.

08.01.2021 

本校线上直播第二场《云端艺谈》，由谢舜福

畅谈“镜头中的文化新山”。

Photographer Cheah Soon Fook gave a talk on 

‘Cultures of Johor Bahru in the Lens’ in the 2nd 

online “Cloud Art Talk”.

21.01.2021 

本校在大马高等教育2018/2019教育级别评估中

荣获“第四级卓越高校”评价。

Southern UC achieved four stars in the 

2018/2019 SETARA Assessment.

22.01.2021

本校线上直播第三场《云端艺谈》，艺术品收

藏家郑文龙“谈牛说艺话新春”。

MAG did a live broadcast on the 3rd online 

“Cloud Art Talk”. Artist Tay Boon Leong was 

invited to talk about “The Art of Ox and Chinese 

New Year”.

23.01.2021 

本校举办辛丑年《新春牛转乾坤艺术特展》。

Southern UC organised an art exhibition to 

celebrate the Year of the 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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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3.2021 

大学管理委员会会议。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25.03.2021 

新任理事长莫泽浩主持理事会会议。

Board Meeting hosted by BoGs’ new Chairman 

Mr. Mok Chek Hou. 

26.03.2021

董事会会议。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26.03.2021 

董事会在新运海鲜楼设宴欢送安焕然教授。

BoDs held a farewell dinner for Prof. Dr. Onn 

Huann Jan at New Lucky Restaurant, JB.

31.03.2021 

南方大学学院、宽中及宽柔校友会交流会议。

Exchange Meeting of Southern UC, Foon Yew 

High School and Foon Yew Alumni Association.

31.03.2021 

《今日南方》编委会会议。

Southern Today Editorial Committee Meeting.

31.03.2021 

线上直播《企业家大讲堂》第30场专题演讲，

邀请中总会长丹斯里戴良业主讲《应势而为，

勇于担当：谈企业家的价值观与社会责任》。

President of ACCCIM, Tan Sri Ter Leong 

Yap gave his talk for the 30th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Seminar Series on “Valu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trepreneurs”.

01.04.2021 

研究发展与管理委员会会议。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24.02.2021 

本校临时招生策略委员会与董事会成员进行线

上会议。

Ad-hoc Strategic Recruitment Committee 

Meeting with BODs.

26.02.2021 

本校文物馆线上直播第五场 《云端艺谈》，郑

福荣分享‘牛转乾坤’多元艺术。

MAG organised the 5th online “Cloud Art Talk”, 

featuring the sharing by Tay Hock Eng on “The 

Multivariate Art of Ox”.

01.03.2021 

董事会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

Meeting of BoD Executive Committee.

04.03.2021 

本校与台湾明新科技大学通过线上签署教育合

作备忘录。

Southern UC conducted an online MOU signing 

ceremony with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05.03.2021 

举办线上开学仪式欢迎2021年首学期新生入学。

Online Commencement Ceremony was held to 

welcome the 2021 first Semester freshmen. 

07.03.2021

本校、宽柔校友会与南方大学校友会交流会议。

Exchange Meeting of Southern UC, Southern 

UC Alumni Association and Foon Yew Alumni 

Association.

19.03.2021 

南方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与明新科技大学举行线

上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

Online MOU Signing Ceremony of SCEM and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大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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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4.2021 

本校第29届及30届毕业典礼筹备会议。

29th & 30th Convocation Preparatory Meeting.

27.04.2021 

紧急疏散演习。

Emergency Evacuation Drill.

28.04.2021 

教务委员会会议。

Teaching Affairs Committee Meeting.

30.04.2021 

本校捐献25台复新电脑以启动宽中清寒学习电

脑计划。

Donated 25 re-furbished computers in the 

launching of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Programme to enhance computer literacy 

of the retired teache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Foon 

Yew Alumni Association.

05 - 09.04.2021

马来西亚学术研究评估内部审核工作坊。

Internal MyRA Audit.

06 - 07.04.2021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认证审核。

Accreditation audit on Bachelor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0.04.2021 

本校校友会第13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Inauguration of  the 13th Southern UC Alumni 

Association.

12.04.2021 

研究发展与管理委员会会议。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21.04.2021 

大学管理委员会会议。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22.04.2021 

理事会会议。

Board of Governors Meeting.

23.04.2021 

董事会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

Meeting of BoD’s Executive Committee.

24.04.2021 

宽柔学村退休教师增广计划。

Foon Yew Village Retired Teachers’ Enrichment 

Programme.

24 - 25.04.2021 

招生开放日。

Open Days.





WHATSAPP
017-296 2522 / 012-760 3922

HOTLINE
07-554 3466

南方大学学院 DKU019(J)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198704V)

Jalan Selatan Utama, Off Jalan Skudai,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 企业与管理学院

• 工程与资讯学院

• 人文与社会学院

• 艺术与设计学院

• 中医药学院

• 教育与心理学学院

• 大学基础学部

• 研究生与研究学院

• 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SPACE)

• 南方技职学院（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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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月份

 2/3月、5/6月、
9/10月

南方
大学学院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大学基础课程 / 文凭 / 学士 / 硕士及博士学位

EMAIL
marketing@sc.edu.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