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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南方》第45期的设计理

念来自本校的校花天堂鸟和在

线校园生活。右边有天堂鸟和

其他花叶，代表花园。尽管我

们都在网上做所有事情，但透

过网路学习，我们仍然拥有丰

富的收获。撕裂的效果是代表

我们在新常态下向网络时代迈

进。另外，撕裂部分的灰度代

表线下世界，我们所做的一

切都在纸上，黑色墨水在白纸

上，而封面的彩色部分则代表

一切都是彩色的在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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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Dr Teh and her mother, 
Madam Lau Tik Hua.

2021年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

向我的人生导师致敬
作者：Prof ChM Dr Teh Geok Bee, F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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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021年4月30日的早上，我收到第26届马来西

亚科学院(ASM)年度大会捎来佳音，会上批准

了我的提名，正式委任我为该院院士。如果大

家充分理解马来西亚科学院(ASM)在国家的科

学工艺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知道这一项

任命对于所有马来西亚学者来说，可谓是职业

生涯中一项重大的里程碑。我非常高兴和荣幸

能被推荐及任命，能够被纳入这个集结国内优

秀思想领袖的科学专业法定机构。

马来西亚科学院（Akademi Sains Malaysia, ASM）

依据1994年的马来西亚科学院法案成立；于

1995年由政府公告。马来西亚科学院的院长是

由部长在咨询科学院理事会后，向最高元首举

荐，并由其委任。马来西亚科学院在所有与科

学、技术和创新相关的领域中充当思想领袖，

引领我国科学工艺发展，针对国内外有关科技

创新课题及政策向政府提出建言。

截至2020年，马来西亚科学院共有376名院

士，其中只有71名（19%）是女院士。说到这

里，你可能开始明白这项任命对我而言的意

义。但是我却有着似乎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

而又似乎还没达到顶峰的矛盾。我相信许多在

各自擅长的领域努力发挥表现的女性学者，都

能感同身受这种矛盾纠结的情绪。

借着这充满意义的时机，我想分享及感谢三位

在我的人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模范女性。首

先是我的母亲，一位独自抚养五个孩子的妈

妈，体现了勤奋和努力终将获得回报。她教会

了我“有志者，事竟成”，在追求成就和幸福

的过程中，永不放弃希望。

我生命中的第二个模范女性是拉曼大学的创校校

长--丹斯里拿督黄丽绥博士，能与她共事及学习

是我的荣幸。从她坚守原则底线、不苟言笑、但

态度亲和的领导风格中，我学习到怎么管理一所

教育机构。她退休后，好几次我们有机会在节庆

时相约见面，或在电话里分享彼此的近况。我很

珍惜拥有与她这份亦师亦友的缘份。

我生命中的第三个榜样是Prof Datuk Dr Halimaton 

Hamdan。她是一位不需要被多做介绍的人，

因为任何简介都不足以形容她长期以来公认

的成就。许多人都以这伴随着荣誉的名字-- 

“Prof Hali”来称呼她。同样的，Prof Hali在

所有事情上都坚持原则底线、雷厉风行，我有

幸在2011-2017年担任国家纳米技术局工作组

的委员会成员时，向她学习。

丹斯里黄博士及Prof Hali 一直都在为年轻学者提

供自我挑战的机会，并慷慨地利用她们宝贵的时

间来指导及栽培年轻学者。作为少数有幸的学者

之一，我深深地感激她们两位的培育和教导之

情，也很感恩拥有与她们这份珍贵的情谊。

至于我生活中模范男性的故事，就待日后有机

会再与大家分享。今后我会以这份荣誉及使命

感为鞭策及动力，责无旁贷，以达成更高的指

标。作为马来西亚科学院的院士之一，我肩负

着伟大的使命和责任，我将尽力为推动国家科

学发展出谋献策，不辜负这份荣誉的期望，继

续为社会服务。

祝愿我拥有满满地勇气、智慧和力量，成就我

把事情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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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Sri Datuk Dr Ng Lay Swee and husband, Prof Dr Lim Tiong 
Koon at TARUC campus beside the plague commemorating 
her contribution as one of the founding leaders during the 50th 
celebration of TARUC establishment.

Academy of Sciences 
Malaysia Fellowship 2021: 

A Tribute to My Life Mentors
By Prof ChM Dr Teh Geok Bee, FASc

I was elated when I received the news that 

my nomination and appointment as the Fellow 

of Academy of Sciences Malaysia (ASM) 

was approved at its 26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n 24th April 2021. If one were to fully 

understand what ASM stands for, one would 

have realised that this appointment is the 

pinnacle in a career of a scholar in Malaysia. 

I am very much delighted and honoured to 

be recommended and appointed, and to be 

included into a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body 

which encompasses the elite of professionals 

and thought leaders of our nation.

Academy of Sciences Malaysia (Akademi Sains 

Malaysia, ASM) was instituted under the ASM 

Act 1994 and was gazetted under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1995. The President of ASM is 

appointed by the Seri Paduka Baginda Yang di-

Pertuan Agong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Minister, whose recommendation is made after 

the Minister has consulted the ASM Council. 

ASM serves as the thought leader in matters 

relating 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on many occasions serves as the advisor 

to the Government on matters related to STI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In 2020, there were a total of 376 Fellows and 

out of which 71 (19%) are female Fellows. By 

now, you would have probably understood 

what this appointment really meant to me. I feel 

as though I am at the pinnacle of my career, 

and yet I have tingling of feeling that I am yet 

to have fully arrived. That feeling of paradox is 

real for many female academics who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play their roles in the fields that 

they have ventured into.

I would want to take this wonderful occasion 

to acknowledge three female role models who 

have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along my journey. 

First and foremost is my mother. My mother 

who single-handedly raised five children has 

shown that diligence and hard work will pay in 

the long run. She has taught me perseverance 

and never giving up hope in our pursuit for 

excellence and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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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The third role model in my life is Academician 

Prof Datuk Dr Halimaton Hamdan. She is 

someone who needs no introduction as any 

attempt to do so would not do justice to her 

long and well-recognised achievements. A long 

string of accolades accompanies “Prof Hali”, a 

name many would fondly use to address her. 

Similarly, Prof Hali has a very principled and 

no-nonsense approach in all matters, and I am 

privileged to have learnt from her when I was 

a committee member in the Taskforce Working 

Group of the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Directorate from 2011-2017. 

Both Tan Sri Ng and Prof Hali consistently gave 

opportunities to young academics to challenge 

themselves and generously availed to many 

their precious time in guiding and mentoring 

young academics. Being one of the privileged 

few I am truly grateful and thankful for their 

mentorship and friendship.

I shall save for another day to share the story 

about male role models in my life. I have much 

more to do because now the bar is set even 

higher. I now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 and to continu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s one of the Fellow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Malaysia. 

Wish me courage, wisdom and strength, as I 

need them all!

The second role model in my life is Tan Sri 

Datuk Dr Ng Lay Swee,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UTAR. I was privileged to have worked and 

learnt from her. I have learnt from her principled, 

no-nonsense, and yet friendly demeanour 

leadership style in managing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She is retired from her position and 

on a few occasions, we were able to meet up 

during festivities or to share the updates over 

the phone.  I cherish the privilege to call her a 

mentor and a friend.

Academician Prof Datuk Dr Halimaton Hamdan FASc and 
husband, Prof Mohd Nazlan Mohd Mu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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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还想念在校园里所举办的活动吗？

在新冠状病毒肆虐下，马来西亚历经了几次行

动管制令和国家紧急状态，各行各业都受到了

冲击，学子们只能透过网路授课来学习。

线上学习和考试，已经成为了这两年教育界的

新常态。继第42期《今日南方》重点报导了线

上学习的利与弊之后，本期我们将透过线上问

卷调查的方式着重探讨线上考试的种种，来看

看同学们对于线上考试的真实想法。同时也访

问本校资深讲师，从讲师们的角度了解线上考

试的模式让他们面临了什么挑战。

过往，南方大学学院的校园生活总是充满活力，

几乎一年到头都有各种活动接连举行。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那些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吗？还记得

在参加新生营时，与学长姐和同学们从互不认识

到逐渐熟悉？还记得为了筹备活力校园和家在南

方大汇演，大家齐心合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排

从线下
转到线上的

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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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练和沟通吗?虽然偶有争执，但在活动结束时候

大家都会情不自禁互相拥抱。在校园的舞台上和

各个角落里,大家尽情地挥洒青春和汗水。还有

不得不提的是在晚上挑灯夜战的运动会、每学期

开学时的社团嘉年华，甚至在毕业典礼或校庆庆

典上的各种表演。

从2020年3月份开始，大家经历了超过一年多的

封城锁国，南方大学学院也在这期间关闭了几次

校园。在这期间,所有大型群聚活动一律暂停，

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也沉寂在疫情之下，我们无

法回到校园相聚。但是借着科技的力量，这两年

的校园活动都采用线上的方式进行。

从南方沙龙到线上Jump Party,从线上开学仪式

到线上庆祝国庆日,本校教职员和学生利用科

技的力量,突破了疫情的限制,将各种实体活动

转移到线上,在疫情之下仍然奋力展现创意和活

力。本期《今日南方》的专题，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透过线上举行的活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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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线上考试利与弊调查

云端教学已是新常态，线上考试更是无可避免，有些新同学甚至从入学以来未曾参加过一场实

体考试。其实线上考试有利有弊，本期《今日南方》进行了一项调查，收集了来自本校6大学院

与大学基础学部，共计542份问卷，听听学生们怎么说！

在为期一周的问卷调查，企业管理学院的同学

反响最热烈，占总票数的48.2%（261人），其

次是工程与资讯学院14.4%（78人）。本问卷

由于是匿名填写，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除了

利与弊，也希望更多了解同学们实际面对的问

题，希望可以从各方面优化线上考试。

我比较喜欢线上考试

调查结果发现，高达390（72%）位同学倾向于

线上考试，有163（30.1%）位同学保持中立，

只有极少数的26（4.8%）位同学不倾向于线上

考试，由此可推断同学们认为线上考试是利大

于弊，以下再来看看，到底同学们觉得线上考

试的好处有什么？

有将近8成的同学最喜欢线上考试的原因，主要

是“比较没有实体考场的压迫感”，其他原因

如“便利又节省时间”、“不用手写考卷”、

“无纸化更环保”票数差距不大，都是约62.2%

～64%，唯独“公开公正”只获得少数的13.3%同

学认可，可见大多数同学认为线上考试虽然好，

但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具体如何改进，相信校

方会有对策。

除了上述统计的好处，同学们还说了什么呢？

• 减少学生在校感染病毒的机率，学校也不

必花多余资源进行消毒。

• 我觉得到考场考试前一天一定会死记硬

背，但如果在网络open book考试我们需要

寻找资源，更偏向於思考，所以更能够发

自内心地去学一门学问。

• 拥有比较舒服的环境，即使遇到身体状况

不好，肚子痛等等，也不用担心无法考

试，因为线上考试不限制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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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发现，同学们最关心的不是公平不公

平，反而是“网路状况风险”（获得最高票

数498票，占91.9%）。到底是自身电脑网速问

题？还是系统流量问题？有些同学反映是学校

E-Learning系统问题，某同学说：同一时间多人

登入E-Learning交卷，导致网页缓慢，可导致学

生迟交或没交卷。也许讲师可安排多一个交卷

渠道，以便学生顺利交卷。另一位同学说：我

觉得讲师可多给10-20分钟时间upload答案。

另外，“设备状况风险”也获得第二高票数即

429票（80.1%）。就如某同学说：电脑临时卡

机忘记存档会死得很惨；也有同学说：数理科

很难使用电脑设备作答算数，导致需要花上更

多的时间完成题目。

至于“不容易防弊”、“没有良好的考试系

统或监管机制”、“有些科目无法线上考

试，例如素描等技术型科目”这三项票数差

距不大，都是约19.4%～26.3%。值得一提的

是有同学“爆料”说：我听说其他学生是用

team，messenger或者其他软件沟通作弊，对于

一些努力读书的学生不公平。

除此以外，部分同学反映一些环境的外在因素

影响考试，例如：居住环境的外界声音干扰、

家人或邻居的吵杂声、附近房子装潢的噪音。

也有同学觉得考试题目会复杂化，因此不够时

间作答，另外，由于无法看到讲师批改后的考

卷，因此無法直接看到錯在哪裡。

对于线上考试这件事，同学们还有想说的是...

• 建议保持线上考试机制，虽然有待改进，

但疫情期间是最好的做法，即使疫情过去

了还是可以维持，整体而言利大于弊。

• 线上考试更有时间压力，建议可以给额外的

考试时间，毕竟还需要上传，避免有时因系

统问题或其他外在因素而导致迟交扣分。

• 改善学校的E-Learning系统是当务之急，考

试出现系统状况会更加紧张。

• 我会倾向于实体考试，觉得线上考试很难

专注，也不用担心系统或设备造成的不稳

定因素，对学生和讲师都造成困扰。

• 我觉得学校需要更严格防止作弊的情况，希

望有更好的监管系统，或者出题倾向于个人

主观、应用类不容易抄袭的考题方向。

• 很喜欢线上考试，因为没有当场考试的压

力感与紧张感。

总之，以大多数同学们的角度来说，虽然线上

考试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但只要克服网路和

设备出状况的风险，排除技术性问题以及增加

一些防弊的措施，线上考试还是持续可行的，

也希望同学们能努力适应新常态，不管线上考

试持续多久，都先做好学生的本份，好好学

习，好好考试，用实力赢得每一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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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相比线上考试和实体考试，从学校角度

如何看待其利与弊？ 

苏：对学校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实体考场需要

安排讲师监考、排桌椅、印考卷等，都是一项费

时费力的工作且需要大量运用人力、物力及资

源。然而线上考试则一切从简，可以节省资源，

例如减少了考卷纸张，更为环保。不过，对于讲

师来说可能是个弊端，讲师必须调整考试的出题

方向，例如 Open Book Test。但，Open Book Test 

的难度更高，因为不是标准答案，批改也相对更

耗时，再加上线上改考卷需要处理大量档案，增

加了不少工作量，以我的经验需多耗费一至二倍

左右的时间完成批改。

问：超过70%的学生更喜欢线上考试，然而不

容易防弊，是否有更好的监管机制？希望讲

师们如何配合？ 

 

苏：如果是Open Book Test的方式，答案本就是

多元，因此学生比较难抄袭，也无须花太多时

间防弊。但并不是所有科目都适合此法，例如

运算类试题。当然也还有其他防弊措施，例如

使用特定软件监控画面，考试进行期间无法切

换画面找资料，此外除了要求启动电脑视屏，

另外也可以要求学生用手机从侧面拍摄全景画

面，监视考生的一举一动，甚至离开画面上厕

所的时间也可以限定，超时就锁屏。我很感

将近2年的疫情，师生们都已经渐渐适应新

常态教学模式，从云教学到云考试，甚至很

多大学举办了「云毕业」，对学生来说是一

种特别的“致青春”，然而对讲师和校方

来说，如何从经验中分析其利弊，如何解决

问题，都非常考验讲师们的应变能力。本期

《今日南方》采访了3位教职员，探讨南方大

学学院进行线上考试的不同面向，希望这些发

现有助于我们精益求精，或许雨过天晴之后，

考试方式也革新了，无论师生都会是赢家。

线上考试
不只是考学生，
也是对

教职员的考验
专访教务与入学注册处代教务长

苏永贵助理教授

苏永贵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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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与其怀疑学生作弊，校方更希望以正面积

极的信念引导学生，诚实作答。

问：学校E-Learning系统流量负荷过重导致

许多问题，建议如何改善？  

苏：这要了解是什么问题造成系统流量负荷过

重，针对不同的问题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

如，是我们的防火墙设定造成的？还是使用者

和server之间太多的sessions？或是从server到

storage的宽频不够？还是只有一个storage？又

或是storage的存取速度太慢?如果是宽频的问

题，就像高速公路，可以拓宽更多通道，就不

会造成堵车。如果只有一个storage，就像大家

同时挤到一个shopping centre，自然会人挤人。

我们是否可以分几个storage来处理不同科系学

生的资料?甚至分析流量，增加server和storage

空间来进行分流，或写个分流程式来控制流

量。若是storage的存取速度太慢，是否换成

SSD的硬碟？然而这些都要用到钱，或需要耗

时研发新的程式。

问：即使疫情结束，您觉得线上考试适合持

续执行吗？

苏 ： 当 然 适 合 ， 其 实 很 多 学 生 蛮 喜 欢

Open Book Test，因为不用死记硬背，可以更多

思考如何解题，更符合考试的意义。然而一些

实践类型科目，例如艺术与设计系的素描科，

线上无法观察实物的光影，还是需要到实体考

场进行考试，因此未来更适用的模式是混合模

式（Hybrid）。

问：对于线上考试，有什么Tips可以给学

生？需要注意什么？  

苏：建议一定要提早测试网路，进入电子考

场，以免时间到了出现网路问题而延误考试。

像我的考试，我都会在考前5分钟传达考前注

意事项，以及让学生下载好加密的考卷，时间

到了我才提供密码开启考卷，就可以准时开始

考试。此外，有些考试需要纸上填写，拍照后

放进Word再储存PDF档，这些技术性问题可以

在考前先测试，避免交卷时手忙脚乱，或考卷

拍得模糊不清。另外，多预留一些时间上传考

卷，避免因网络或系统问题而迟交。

问：您个人比较喜欢线上考试或是实体考

试？为什么？

苏：我还是倾向于实体考试，因为实体考场比

较容易管控，尤其是线上考试碰到网络出问题

时，需耗时解决学生上传及下载文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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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相比线上考试和实体考试，从讲师的角

度如何看待其利与弊？ 

赵：对于学生来说可以省去舟车劳顿，只需一

部电脑就可以在舒适的家中进行考试，而讲师

也不用预备考场等事务，相当便利。然而对于

艺术与设计学院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FAD)

来说是弊多于利，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科目都偏

向于实践类，线上考试无法真正考察学生的能

力，讲师也无法看到作品的细节或瑕疵。我们

唯有调整策略，考试期间更多是考核个人的一

整个学期作品发表，再把高解析度的作品都上

传到云端空间，方便师生检视和互动，就像今

年我们就只能够举办线上的毕业展。

问：艺术与设计系如何预防作弊？  

赵：FAD比较注重设计过程，学生需要发表自

己的创作，因此讲师不难辨别作品是否学生原

创，也不太会有作弊的情况。

问：FAD在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是否面对困

难？实践类的科目（例如素描）如何执行线

上教学？  

赵：线上教学其实对FAD的讲师而言压力更大，

赵佩娟院长

疫情之下
艺术与设计学院
如何进行

线上考试？
专访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赵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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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践类的科目包含很多技巧类和概念性的内

容，讲师比较难透过线上具体示范或解说，所以

学生很多时候会在课后一一私讯请教讲师，甚

至希望讲师能视讯一对一示范教学。虽然不是每

位学生有此请求，但累计起来难免造成讲师的负

担，而且并不是每位讲师都能挪出额外的时间为

学生一一解惑。反之，面对面教学互动比较高，

可以当下解决学生的问题，学习效果会比较好。

问：对于不适用线上考试的科目（如实践类

型科目）有什么替代方案或策略？

  

赵：我们有一门工业设计的科目叫做Workshop 

Practice，需要用到特定的器材创作，但学生只

能在家执行，不但难度增加，也会造成环境脏

乱、噪音和空气污染，甚至有的学生还引起家人

不满，所以出题方向必须要改为比较没那么重工

业、重器材，调整为居家可以进行的方式，例如

用电钻、锯子等可以进行手工创作的作品，同时

也把尺寸缩小，让同学们可以应付。

问：即使疫情结束，您觉得线上考试适合持

续执行吗？为什么？ 

赵：对于FAD来说，讲师们一致认为让学生回

来上课才是最好的教学和考试方式。不过有可

能会面临家长或学生本身不愿意。但其实大多

数学生也能感受到，实体课程才能更好的学习

和吸收。疫情可能还会持续，但新常态有很多

活动已经转到线上，所以未来可能会用Online 

Merge Offline (OMO，线上结合线下) 结合的方

式，例如部分课程仍然线上教学，同时也设计

一些线下活动，学生可以小组进行，轮流回校

跟老师讨论，降低人潮风险，也可以达到更好

的互动教学。

问：有什么话想对同学们说？

赵：要努力适应于新常态，活在当下也要享受

生活，疫情总有一天会结束。



1616

Q: For online exams and physical exams, 
how do you view the pros and cons 
respectively from a lecturer’s perspective?

John: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in your favour 

or something not in your favour. One of the 

benefit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exams is that 

it is very convenient, you don’t have to rush to 

the class and worry about the traffic condition, 

and save you a lot of time. Secondly, all the 

resources and study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around you, you don’t have to memorize them, 

you can relax at home and get prepared for 

the exam, you won’t be too nervous before the 

exam. However, I think physical examination 

gives you a better environment-setting for the 

exam, it forces you to fully concentrate on what 

you are doing without any outside disturbance.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online exam come 

from the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you; students 

may be distracted by passing traffic noises. 

Sometimes they are looking for answers from 

the search engine, but they just cut and paste 

without in-depth critical analysis, and they 

are not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ccurately. 

The most serious offence is, they would use 

communication apps to cheat together, but 

teachers could easily find out as their answers 

are very similar, sometimes even the same 

typo errors. And I felt strongly that we should 

not examine the adequacy of facilities they 

have but instead their knowledge.

Q: More than 70% of students prefer online 
exams, but it is not easy to prevent fraud. 
How to improve online exams policy 
or supervision? How do the lecturers 
coordinate or monitor the online exam?

John: The online exam is to test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Adapting to the 
New Normal in 

Online 
Examination

Prof. Dr. John Eng Yong Heng

Interview with Prof. Dr. John Eng Yong Heng
Dean,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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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not the standard answers, so we could 

give them more subjective and open-ended 

questions, since we’re not testing the power 

of memorizing things, we should allow them 

to look for the answers with the resources 

around them. Other alternative to prevent exam 

fraud is to set the number of exam questions 

just enough for the students to answer in the 

allotted time. It is therefore “no time” for them 

to indulge in “Google searching”. But be careful 

that it is time-consuming using search engine 

as you have to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within 

2.5 hours.

Q: Our school’s E-Learning system is 
overloaded with traffic during online exams, 
which has caused many problems. What is 
your suggestion to improve it?

John: Students have to download the exam 

paper before starting and to upload the answer 

paper when finished, if too much traffic volume 

at the same time would cause internet traffic 

jam, I think the exam schedu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e should have scheduled the 

exams not to be crowded within a specific time 

period but instead spread them evenly over a 

number of days so as to reduce internet login 

traffic. Of course, we must consider whether 

our campus facilities and the bandwidth are 

good enough to handle the traffic.

Q: Do you think online exams are suitable to 
continue even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Why do you think so?

John: We all know that there are pros and cons 

in online teaching and exam, but this is the new 

norm, in the digital era, so we have to accept 

the fact. We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a 

hybrid mode. For those subjects that require 

labs or special softwares, students have to 

come back to campus to do all those projects, 

the phys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lecturers cannot be avoided, and we will 

try to adjust and adapt to this kind of teaching 

and online learning mode.

Q: What tips can be given to students for 
taking online exams? Is there any extra 
attention to be paid by the students?

John: First and foremost, you have to be fully 

prepared, understanding your environment, 

creating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you 

taking the exam, and test the conditions of 

your facilities and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Secondly, 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lecturer’s group message, say in WhatsApp 

group, and communicate with your lecturer 

immediately if you encounter any problems, 

and most importantly, spare 10 to 15 minutes 

to go through the exam paper.  As you speed 

read the exam questions, you should be able 

to group those questions that you can answer 

easily; questions that you know but need some 

time to work on them; and those you have no 

ideas at all.  At this moment, you can easily finish 

the first group of “easy” questions, then follow 

by the second group without worrying whether 

there are any other questions that you could 

have easily answered but you are not aware of 

it. Lastly, you will come to the last group which 

you probably have a couple of questions that 

need you to scratch your head for answers. I 

would then suggest you to “enjoy” yourself 

because by now you probably in a position of 

scoring a “B” and exploring for a higher grade.  

Finally, you are advised to submit your answers 

online earlier and not wait until the last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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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离开地球表面 Jump Party 10.0》

中秋园游会已于日前落下帷幕。本届《离开地

球表面 Jump Party》是继2019年之后再次举

办，适逢疫情严峻，筹委会遂将本届《离开地

球表面 Jump Party》改以线上直播方式进行，

形式创新。本届《离开地球表面 Jump Party》

主题为“拾承”，意为活动的举办已迈入第十

届，南方大学学院师生在传承传统中华文化

方面的努力走过了一个时代，在未来的日子

里持续下去，永不停歇。此外，“拾承”与

“时辰”谐音，喻意校园活动因疫情展延，希

望以《离开地球表面 Jump Party 10.0》作为另

一个开始，在一个新“时辰”下，展开疫情下

的生活。

离开地球表面 
Jump Party 10.0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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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离开地球表面 Jump Party 10.0 拾承》于

9月15日（星期三）至9月18日（星期六）通过

活动官方面子书平台直播进行。本届活动分为

《离开地球表面 Jump Party 10.0 拾承》中秋特

别企划 与《离开地球表面 Jump Party 10.0 拾

承》线上中秋晚会。在首三天的《离开地球表

面 Jump Party 10.0 拾承》中秋特别企划中，筹

委会安排了一系列的特备活动供大众参与与观

赏，包括了猜灯谜竞赛、灯笼制作教学、月饼

制作教学、社团表演、剧本杀、王者荣耀电竞

争霸赛等，并在直播中送出了RM88.80的现金奖

予猜灯谜竞赛中胜出的幸运儿。此外，本届筹

委会也邀请到“国家文化人物” 陈再藩先生莅

临，分享有关活动举办初期的故事。

9月18日的线上中秋晚会，筹委会邀请了历届活

动筹工委参与录制开幕视频，展现了传承与延

续的精神。同时，会上也邀请了南方大学学院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校长郑玉美教授、学生筹

委会总策划赖柏文同学致词。在致词中，除了

向各界献上中秋祝福外，董事长拿督陈洺臣与

校长郑玉美教授也感谢各界人士这么多年来对

于南方大学学院文化活动的支持，并祈愿疫情

早日结束，校园能恢复以往的生机。同时，筹

委会总策划赖柏文同学亦感谢活动合作商家在

疫情底下，仍然热心教育并慷慨捐助。

线上中秋晚会当晚，学生社团为观众呈现了线

上表演，包括歌曲演唱、乐器弹奏、戏剧演出

等，当中还包括了南方大学学院特有的中秋传

统文化活动——拜月礼。本届活动采用的线上

呈现方式，凸显了南方大学学院的学生在疫情

下的应变与创新。整场活动于晚上9时正结束，

也为《离开地球表面 Jump Party 10.0 拾承》正

式画下句点。

线上中秋晚会当晚，学生社团为观众呈现了线上表演，包括歌
曲演唱、乐器弹奏、戏剧演出等。

拜月礼是南方大学学院中秋园游会的一大特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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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感谢以下协办单位、合作商和友情赞助单位。

协办单位：

1. 南方大学学院南方新媒体中心

2. 南方大学学院学生总会

合作商：

1. 金山楼云吞面

2. 福王食品有限公司

3. 金龙饭店有限公司

友情赞助：

1.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2.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会长 罗汉金学长

专题

学生呈现的古筝演奏。

月饼制作线上教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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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次学期如期开课
近200新生参与线上开课礼及迎新会

南方大学学院日前举行线上开课礼，让所有新

生参与线上迎新会，通过学院及部门简介了解

大学的基本条规和状况，开启新的学习旅程。

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理事长莫泽浩及校长

郑玉美教授等人皆勉励新生勤奋学习，在疫情

中自律自强，建设更进步的个人素质，对未来

进行更美好的规划。

线上开课礼及迎新会传达重要资讯

由于新冠疫情肆虐，政府颁布了全面行动管制

令，全国大封锁。因此，南方大学学院再次采

文 / 南方大学学院秘书处提供

取相应措施，通过线上举行2021年第二学期新

生开课典礼及迎新会，为新生提供重要资讯，

让他们顺利启动大专学习生活。

本校本学期成功招收了200位新生，包括6名分

别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外籍学生，但不包含参

与南方技职学院及专业与推广学院各类课程的

新生。这批新生选择在此非常时期入学，主要

是为了不让学习中断，在疫情的冲击下以实际

行动求取进步，寄望以更精进的自我来面对未

来挑战及铺设美好人生。

校长郑玉美教授（第四排左三）在开学礼上勉励新生勤奋
学习，精进自我。

新生们参与网上开课礼及迎新会的局部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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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许新生适应新常态

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在线上致词。他

指南方大学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华社民办的非盈利

大学，自成立以来就一直秉持着“再穷也不能穷

教育”的精神为莘莘学子提供价格亲民的高素质

大学课程，致力为国家社会培育精英人才。

他在勉励新生时表示，人生的高度是通过努力

和认真撑起来的，所以应该尝试在逆境中成

长，即使面对任何困难也不要随意放弃学习的

机会，并指大学及讲师永远都是学生的后盾。

他也说，小事决定成败，勿因事小而不为之。

每天一小步，就是未来人生的一大步。他希望

所有新生尽快适应疫情新常态，从第一堂课开

始，努力积累知识技能。

先进科技与网络媒体支撑线上教学

理事长莫浩泽致词时则说到，自去年开始，全世

界都遭受疫情的巨大冲击。各行各业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挑战，教育领域也无可幸免，从大学到

幼儿园，都饱受疫情之苦。但他认为危机就是转

机，疫情加速了科技在教学上的应用。先进的科

技及网络媒体的普及，让师生能够透过远距离教

学。虽然就许多观察而言，发现远距离教学的效

果比不上面授教学模式，但整体而言，却让学生

维持学习状态，乃重大可取之处。

莫泽浩也跟新生们分享了一则好消息，即在高

教部2020年度的SETARA大学评估制度中，南方

大学学院被评选为4星级大学学院，是具备竞争

力的大专学府。他指南方大学学院拥有强盛的

师资阵容及优良教学环境，并鼓励新生把握机

会虚心学习，争取良好的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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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学院鼎力支持及热心捐献教育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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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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美：努力学习，培养思考及社交能力

校长郑玉美教授致词时鼓励学生们继续保持良

好的心理健康和积极面对未来。她期待疫情早

日消散，让教学生活回到正轨。她希望师生能

早日回到校园，恢复校园的热络学习氛围。她

鼓励新生们住在校内的学生宿舍，虽然目前还

不能进行面对面的教学，但校园有良好的网络

设施，宿舍生们还可以使用图书馆、实验室和

相关设施来加强学习。

她也提醒新生们注意3个要点。第一、学会做一

个有纪律的学习者，确保在14周的学习过程中

跟随讲师的步伐，按时交课业，做一个对自己

学习过程负责任的成年人。第二、多认识同班

同学，在网课的学习过程中，很容易将自己隐

藏在镜头下。但一定要记得常跟同学和讲师交

流沟通，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

第三、在学习过程中要学会建立自己的判断性

和逻辑性思考。疫情肆虐期间，各大领域也随

着变迁，各行各业都得变通转型来求取生存，

同时也孕育许多新型工作。所以，她勉励新生

利用大学求学时机，增强自己的适应力和竞争

力，以面对无法预测的未来。

奖助学金疫中送暖  新增两项助学金计划

虽然疫情的冲击导致收入降低，南方大学学院

今年依然拨出一百万作为奖学金，协助家长减

轻负担，让成绩优异的学生继续学业。校方在

开课典礼上公布12位新生获得此学期的奖学

金。其中8位获得本校奖学金，即马广源、梁俊

杰、张伟溢、张俊良、余佳芹、林靖萤、陈珮

夤和刘子瑜。李佳萱和叶家裕则是获得郑格如

（郭鹤年已故慈母）奖学金；吴燕萍获得丹斯

里拿督张愈昌奖学金；陈新可获得丹斯里邝汉

光奖学金。

此外，南方大学学院也发放2份张自游助学

金，同时增加两项助学金，即AME助学金和拿

汀周赖秀琼助学金，各有一位新生受惠。校

方借此机会感谢张自游、拿汀周赖秀琼及AME 

Development Sdn Bhd的慷慨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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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s Independence Day marked the 

64th anniversary of Malaysia’s independence. 

‘Malaysia Prihatin’ was chosen as the theme 

for this year’s and last year’s Independence 

Day. The theme was chosen in recognition 

of the caring, determined and patient nature 

of Malaysians in facing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presen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Malaysia’ 

carries the meaning that every Malaysian is 

together with the frontliners, while the frontliner’s 

caring nature in prioritizing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is shown through its ‘Prihatin’.

Facing a pandemic is not easy, it needs unity. 

We are united to put our differences asid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regardless of races. Unity is 

the thing that put us together despite the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now. That is what ‘Malaysia 

Prihatin’ is based on.

Every year we celebrate this moment together, 

and this year was very special, we conducted the 

session on the online platfor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did not prevent us from carrying out this 

activity. All the participants that took part in the 

Southern UC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 

were very excited to show their awareness and 

solidarity about the Independence Day.

专题

25

Online Celebration of Independence Day

All the participants that took part in the Southern UC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 were very excited to show their awareness and solidarity 
about the Independenc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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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国际的学术交流平台
南方大学学院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与国外大专学府建立合作关系，探讨各种交流计划。即使疫情

来袭，也没有阻断本校与外国各大专学府的合作交流计划。以下是近期本校与外国大学的交流计划：

日期：19/3/2021

活动：签署合作备忘录（MOU）缔结姐妹校

参与者：  

明新科大：刘国伟校长、廖信德国际长、黄燕

          玲副国际长、国际暨两岸教育中心

          李孟鸿主任

南方大学学院：郑玉美校长、刘福强副校长、

南方教育机构黄益启总监、专业与推广教育学

部魏武杰经理 

说明：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以进一步强化学

术、讲师、学生的交流。此外，明新科技大学

允许南方技职学院以及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的

相关毕业生到明新科技大学升学。

左一起：廖信德、刘国伟
右一起：黄益启、郑玉美、刘福强、魏武杰

日期：17/8/2021

活动：交流会

参与者：

勤益科大：骆文杰副校长、人文创意学院陈媛

          珊院长、文化创意事业系游惠远主任

南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南方教育机构

黄益启总监、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魏武杰经

理、秘书处何惠嫣执行员、南方技职学院黄子

绮助理执行员

说明：交流会促进两校对彼此的认识。两校同

意相关院系进行交流，并且有意愿在2021年10

月缔结姐妹校。

上排左起：游惠远、骆文杰、刘福强、魏武杰
下排左起：黄子绮、陈媛珊、黄益启

国立勤益科技大学（台湾）明新科技大学（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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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1/9/2021、23/9/2021

活动：马来西亚文化主题讲座

主讲人：

Renugala D/O M. Shollunayagam高级讲师

讲题：Introductory: Indian Culture in Malaysia

黄琦旺助理教授

讲题：从《马来散记》认识叶亚来

说明：南方大学学院提供爱知大学师生免费讲

座，维持两校疫情期间的合作，并让爱知大学

师生有机会进一步认识马来西亚文化。

日期：9/9/2021

活动：Progression Agreement (PA) Discussion 

(MOU has signed on 14 July 2021)

参与者：

南方大学学院：梁龙光教授（副校长），

              刘福强（副校长），

              赵佩娟（艺术与设计院长）

UCA：Lisa (UCA Marketing Director), Shirly (UCA 

Regional Manager Southern East Asia)

说明：双方已经在7月14日签署合作备忘录，以

进一步强化学术、讲师与学生的交流。这次的

会议是商讨英国UCA大学与南方大学学院艺术

与设计系的学术合作，UCA会承认艺术与设计

系的学术文凭以及允许学生将一些学分转移至

英国，让学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从学士升至硕

士文凭。这显示了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

院课程达至高水平，并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质的

管道让学生们可以到英国留学。

University
for the
Creative Arts

international.studies@uca.ac.uk

uca.ac.uk/international/non-eu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Dual Degree 
Programme 

CREATIVE
ARTS

BUSINESS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The Creative Arts (UK)爱知大学 （日本）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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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
社会服务委员会
文 / 陈再藩

2021年8月26日，南方大学学院召开线上新闻

发布会，宣布在疫情挥之不去的情况下，决定

成立【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来协调校内与

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以新手法复苏校园文

化，并与华社保持紧密的互动与交流。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委员

会由文物与艺术馆馆长陈再藩领导。陈馆长是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廿四节令鼓的原创人之一，也

是大马国家文化人物。他说，文化与社会服务委

员会全面整合校园内多个文化与艺术单位，以便

更有效地推动各类活动，促进南方大学学院与社

区、国内及国际文化艺术之接轨，继续履行一所

民办大学肩负的社会文化责任。

【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所涵盖的单位与活动

包含马华文学馆、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文物

与艺术馆、南方电视台，以及大学数个著名的

公开讲座系列，如《企业家大讲堂》、《南方沙

龙》、《南方人文学堂》和《云端艺谈》等。

委员会主席陈再藩表示，在新冠疫情仍挥之不去

的非常时期，上述多项活动将转移线上举办。

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中，本校宣布在疫情挥之不去的情况下，决定成立【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来协调校内与文化、艺术相
关的活动，与华社保持紧密的互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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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期望再创学术高峰

南方大学学院校长郑玉美教授在会上指出，南

方大学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华社民办非营利大

学，多年来深得华社支持。各界人士齐心协力

和慷慨解囊，对大学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

“常言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南方大学学

院肩负社会责任，尽力以感恩的心态回馈社

会。为了有效发挥传承文化及协助社会发展的

精神，本校成立了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

她表示，本校也不忘在学术领域上继续努力，

以期望再创学术高峰。今年，大学将与中国泉

州华侨大学于11月联办第五届《一带一路：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的策划之下，校

方将进行一系列活动：

（一）大学的品牌活动即第10届《离开地球表

面 Jump Party》中秋园游会将转向云端，以新

风貌呈献。

（二）设立《郑良树教授书画珍藏馆》。

（三）复办《南方沙龙》系列讲座，加强大学

与华社的互动和联系。同时通过“回归历史，

再造辉煌”的大方向来结合学术和田野工作，

为华社的文史研究贡献力量。

（四）与中国泉州华侨大学联办第五届《一带

一路：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五）马华文学馆与潮州韩山师范学院之《东

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建立跨国学术合作。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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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对全世界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冲击，包括

教育领域。马来西亚经历了几次的行动管制令，各大专学府将上

课方式改为线上教学，南方大学学院也不例外。不仅仅大专学

府，马来西亚各个源流的中小学也在疫情下采取居家上课的方

式。过往，本校招生处同仁除了到全马各地参加教育资讯展，也

经常深入各个中学学府为中学生们进行升学辅导和介绍本校多元

的课程。在疫情之下，由于无法举行实体的教育展又无法亲自拜

访中学学府，本校招生处调整策略，举办多场的线上升学辅导，

包括线上课程说明会与招生资讯讲座等等。

究竟传统的招生推广方式和线上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本期的

《今日南方》特别专访了本校招生处经理黄新荃，请他分享这两

者的不同。

黄新荃经理

从线下到线上的

升学辅导
专访南方大学学院招生处经理黄新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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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因应疫情，本校招生处从去年开始改变了运作方式，将更多精力放在线上咨询，包括策划网路课程分享与讲座。

问：黄经理，你好。想请教本校招生处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线上课程分享？（Webinar 

Program Sharing）

黄：有关线上课程分享的安排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

始，我们提供一系列的线上专题讲座给学生们。

问：为何要进行这类的课程分享？

黄：主要是因为在疫情之前，招生处的工作是

到各个学校，或者是去到不同的州属参加各种

大型的教育展或到学校进行升学辅导，介绍南

方大学学院给中学生，也解说我们提供的课

程，基本上参与的都是大型的面对面活动。但

是因为这两年的疫情，许多线下活动都不能举

办，可是还是很多学生需要升学的资讯﹑资料

和管道，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进行线上升

学辅导分享给外界。这也算是一个趋势。

问：线上升学辅导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

同？有面对哪些挑战？

黄：传统方式的话，以往我们可以和学生面对

面互相交流和认识对方，也可以了解学生升学

需求；如果用线上方式的话，我们只可以隔着

一个电脑屏幕来跟学生沟通对话。相较两者，

线下升学辅导展览有时间限制，从早上9点开始

到下午1点结束，通常只有半天的时间。反而是

透过线上的方式，我们拥有较长的辅导机会，

有时候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或一整天都能

进行升学辅导。有些学生可能白天比较忙，想

要预约晚上的线上面谈，我们也能安排傍晚或

者晚上的时段和他们交流，介绍课程和升学辅

导，时间安排方面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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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个人比较喜欢线上还是线下辅导？

黄：我个人比较喜欢线下，可以面对面交流。

问：本校总共办了几场课程分享会？

黄：从2月份开始，我们办了每个月一场的线上

课程分享会，邀请本校不同学院的讲师们来介

绍各学院的各种课程。此外，我们在9月份配合

本校线上开放日，也举办了一系列的专题讲座

和分享会，每一天2点到4点准时通过脸书直播。

问：本校的线上升学辅导有什么特别之处或

特点？

黄：我们的课程多样化，有很多的选择和办不

同的主题分享。我们有专业的讲师在线上进行

分享，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到课程内容。和线下

升学辅导不同的是，以往都是我们招生处的同

事去到户外进行招生，讲师们较少有机会参与

课程辅导。现在透过线上的方式，讲师们可以

加入我们一起更加仔细的介绍课程给学生们。

让讲师们亲自分享科系的课程内容，也让学生

认识到本校讲师们的专业性。

问：可否分享你们在筹备这项线上升学辅导

时的策划过程？

黄：我们几乎是无间断过地举办线上升学辅

导，几乎是没有休息的。这个月的线上升学辅

导办完之后，就立刻准备下个月的主题活动。

例如这个月是教育与心理学院，下个月便是人

文与社会学院，每个月介绍不同学院的课程。

我们会先和相关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沟通，配

合他们的演讲题目，做一系列的宣传，包括在

脸书和IG进行媒体宣传。我们也会写新闻稿，

并发邀请讯息给中学生们。往年我们都有到访

过一些中学并留下资料，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些

活动讯息发给这些中学生们以及学校的辅导老

师，帮助我们推广这一系列活动。这些都一直

持续在做，没有停止。

问：线上分享会的讲题是由你们决定还是各

个学院的讲师自己决定？

黄：都有。通常讲师们会先拟定一个题目，我

们会评估然后给意见，如有需要，会要求讲师

修改题目，希望题目更符合中学生和一般社会

大众的需求。我们也会和院长讨论，请他们委

派自己院内的讲师来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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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进行线上升学辅导时有什么秘诀吗？

要如何吸引更多听众？

黄：我们的讲座都有一定的观众群。（要吸引观

众）首先第一点是题目。题目/内容的趣味性这

一点非常重要，有趣的题目/内容才能吸引到学

生。再来就是技巧。通常我们都希望有一位活泼

的主持人来开场，主讲者也必须具备演说技巧。

问：线上升学辅导的招生效果和以往的对比

有很大的区别吗？

黄：各有各的优缺点。在进行线上宣传的时候，

学生可能就只能看看资料，不一定能完全吸收。

而线下升学辅导的话，会来参加的学生都是比较

具有目的性，他们会对学校或课程比较感兴趣，

也会主动询问。线上升学辅导没有地理限制，不

只是柔佛州的学生可参加，东马或是北马的学生

都有机会可以参加，观众群更加广泛。

问：对于未来的招生计划，你们是否认为线

上升学辅导推广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它能完全取代旧有的模式吗？

黄：这算是一个新常态。估计往后大致上会以

线上升学辅导来取代线下升学辅导。当然我们

也不排除之后也会有线下升学辅导，只是线下

升学辅导我们必须是配合其他的参展单位来进

行招生，而且我们都必须遵守一定的防疫措施

才能进行。

特辑

招生处职员也通过电话向学生们进行升学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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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南艺五月天又来了!  

这次的主题为“隐藏的艺·视界”，带领大家看到以往隐藏的设计想

法，概念与学生才华等等。

今年5月，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陆续举办各种活动，让大家有

不同的设计体验和想法,也让各界人士与学生们在这期间可以增加专业

知识，摸索出自己的设计梦想和路程。

活动包括：

1. 艺术与设计学院吉祥物设计比赛

2. 设计专业人士分享会

3. 网络设计演说和教学

隐藏的艺·视界

1.

2.

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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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4.

1.“隐藏的艺·视界”主题海报。

2.于5月22日举办的设计分享会,主讲人Gordon Yong 是来自新加坡和荷兰
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他分享了很多设计行业上的实际课题，学生们也有幸
看到了一些在设计行业上的“秘密”。

3.这是设计专业人士的其中一场分享会,荣幸能够邀请到新加坡设计顾问公
司首席设计师进行这一场分享会,和大家分享关于一些工业设计的个案和项
目规划。

4.由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所举办的常年活动“MAY DAY 五月天”
于28/5（星期五）及31/5（星期一）举办了一系列的分享会与工作坊，并
派出实力最强的讲师与大家会面。

5.艺术与设计学院吉祥物设计比赛海报。

6.本次吉祥物设计比赛获得最佳大奖的参赛者及其作品：
No. 4 - Khiew Yoon Chang

7.本次吉祥物设计比赛获得最佳人气奖的参赛者及其作品：
No. 10 - Kim Jia Xuan

7.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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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沙龙立意于回顾成立逾十年的新山华族历

史文物馆一路走来的因缘与成长过程，同时也

探讨疫情冲击下文物馆该何去何从。讲座首先

由现任新山中华公会会长、同时也是新山华族

历史文物馆管委会首任主席的何朝东先生，为

观众分享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的发起成立过

程，以及开幕后陆续举办的各项展览、考察与

出版活动，再由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管委会

现任主席黄楚沅先生分享疫情之下文物馆活动

推展所面对的困难以及应对之道，包括坚持继

续出版具有学术性质、此时即将步入第四期的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

随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人物、亦是新山华族

历史文物馆管委会次任主席的陈再藩先生，则

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缘起的理念与时代契机

出发，探讨文物馆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并以此

为基础，认为新山中华公会与华族历史文物

馆，可将疫情的冲击视为时代变革的转机，进

而提出了“RethinkJB”、“趁虚而上、设计新

山”的概念，在疫情当下的临界点，思考如何

带给新山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历史推广工作更多

新的生命力。

讲座的最后，三位主讲人与主持人环绕着如何

在新常态之下，以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方式

推广文物馆活动的方法进行互动讨论与脑力激

荡，黄楚沅先生与何朝东先生也先后呼应陈再

藩先生的观点，认为即便疫情改善，人们也未

必敢于扶老携幼到访文物馆或参与现场活动，

因此更多地结合、甚至主推“线上元素”，将

成为日后文物馆活动的重点，即便在未来的后

疫情时代也将持续下去，成为社会的常态。整

场讲座在积极正向的气氛下圆满结束。

南龙侧记96：

回归了历史，接着如何抗疫?

第九十六场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回归了历史，接着如何抗

疫?》已于2021年9月1日晚间8时，在FB平台上进行直播，这不仅

意味着此前因疫情而中断的南方沙龙已在新常态下以新形式回

归，同时也赋予了南方沙龙作为南方大学学院历史最悠久、免费

开放的人文学术讲座新的时代意义，亦是沙龙主持人、南方大学

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莫家浩研究员开场所言，“乡土扎

根、文史串联”理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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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97：

飞越新冠疫情：乡团文化传播探新路

本场沙龙的主题，环绕着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在

疫情期间如何发扬乡团传统文化，从线下转化

线上、跨境传播的实践过程，以及其中所揭示

的文化传承新思路进行讨论与交流。主讲人孙

彦彬博士首先强调，柔佛潮州八邑会馆的“线

上化”过程，早在2004年便已从制作会馆网站

这一步开始，随着网络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柔

佛潮州八邑会馆也紧跟潮流，不断将各类新软

体与app带入会馆的馆务及活动当中，充当工

具或平台，效果亦不凡。

讲座中，孙博士亦详细介绍了柔佛潮州八邑会

馆在此次疫情期间所举办或承办的活动，其

中包括中秋节的网络直播“云中秋”庆团圆，

获中国广东省汕头市侨务局大力支持举办、并

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汕头电视台的采访

与报道的“线上出花园”活动，承办“亲情中

华.为你讲故事”线上冬夏令营，以及创设“厝

边头尾世界阔”线上潮语清谈节目等，从疫情

的危机中，将会馆乡团文化活动带出新层次。

总结部分，孙博士指出，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并

非一开始就以朝线上活动转型为目标，而是在

过去举办文化活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坚持紧

跟潮流，与科技为伍，方能在疫情危机出现时

不知不觉地顺利往线上转型。

对谈环节中，沙龙主持人、南方大学学院华人

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莫家浩研究员认为，柔佛潮

州八邑会馆的文化推广与线上转型实践，不仅

可以作为案例供其他社团组织参考，同时也是

一项相当值得观察的学术研究题材。正如他所

指出的，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在疫情期间的一系

列线上活动不仅仅是在传承会馆和族群传统文

化，而是实际上将其文化创新元素推广到中国

潮州原乡及其他国家去，产生属于柔佛潮州八

邑会馆自身的跨境文化影响力。整场讲座在欢

愉的气氛下圆满结束。

第九十七场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飞越新冠疫情：乡团文化传

播探新路》已于2021年9月22日晚间8时，在FB平台上进行直播。

本场沙龙之主讲人为孙彦彬博士。孙博士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

士，曾任香港潮商卫视海外首席通讯员、南方大学学院新媒体中

心主任，在任期间创立南方电视台。现任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副会

长，齐乐坊教育中心院长，思考乐培训与传播机构首席讲师以及

中文报专栏作者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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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大讲堂第31讲： 
不断转型迎挑战
文 / 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提供

2021年第二场线上企业家大讲堂主讲人为马来

西亚新兴电器创办人兼执行主席林金兴先生，

讲题为“不断转型迎挑战”，主持人为八度空

间新闻主播陈嘉荣。

新兴电器集团创办人兼执行主席林金兴说，企

业转型的范围非常广，新兴在过去30年的历程

中，一共经历了6次的转型，才造就12亿令吉的

亮眼销售成绩。

林金兴说，第一次转型是连锁体系；第二次是导

入不二价；第三次是双通路品牌；第四次转型是

引入大数据；第五次转型则朝向无纸化的目标；

第六次转型则是推介新零售概念和实践。

第一次转型：连锁体系

传统店导入连锁体系

他说，新兴在30年前创业时，是以一间店开始

的。前10年是用非常传统的模式经营，就是不断

地开店扩充。他表示有一天到台湾学习，导入了

连锁体系，从传统店导入现代化的连锁体系。那

是新兴第一次创新转型。当时，连锁体系在马来

西亚还算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连锁体系谈的是一

致化，A店、B店、C店、D店都一样的。他说，由

于比较容易管理，开店速度也快，短时间內就开

了四、五十间店。而且，新兴也创立了本身的品

牌，在店的招牌上以新兴品牌为中心，然后就复

制，有如蝴蝶效应的效果。

第二次转型：导入不二价

业绩增长11年

无论如何，新兴面对聘请销售人员的问题。林

金兴解释：“那时候华人不喜欢做销售人员，

结果，就选了马来人。我们遇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马来人不会讨价还价，可是电器店是要讨

价还价的。结果，我们第二次转型，就是导入

不二价。”他表示，这个工程非常难。因为，

如果一样产品标价1000令吉，竞争对手就标价

980令吉。结果，花一年的时间来储备，最后解

决了问题。

“我们去日本学了一套叫差异化的策略，就是你

卖的东西要跟隔壁的不一样。我们推出顾客忠诚

卡，加长保用期、给红利、全国配送免费等，给

顾客各种益处。顾客来我店买东西，就和隔壁

的不一样了。”他指出，这次转型让公司销售

业绩连续增长11年。这就是转型成功，效果非常

好。“我们从2002到2013年，以2位数增长，从

2亿令吉到11亿令吉。所以我们很想鼓励中小企

业，一定要勇敢踏出一步，回酬是很高的。”

第三次转型：双通路品牌

双通路品牌贡献40%业绩

林金兴说，第三次转型就是双通路品牌，就是在集

团里面设立两个品牌，一个是新兴，一个是SENQ。

“那个时候新兴还在街边店，没有在购物中心，

顾客群不一样，因此，我们区别开来，因此商业

模式、服务顾客的方法、商品种类等都不一样。

但是，在初期我们还是失败了。”他解释，在转

型时，曾去过新加坡、香港、台湾、中国大陆、

欧洲、澳洲、美国等地方考察，研究在购物中心

里应该开设面积多大的电器店。

“当时，我觉得2万5000平方尺非常理想，因

此，在3年内在全国各大购物中心开了10间

SENQ。后来，我们停下来探讨，发现亏了很多

钱。我们计算错误。由于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

地区不一样，消费能力不够，地广人稀，比台

湾、新加坡等大，所以我们的店面面积超大，

顾客不足够。”他说，后来把店面面积缩小至

1万2000至1万5000平方尺，就相当适合了。他

也把10间电器店重组，用心经营下，为集体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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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40％的业绩，非常稳定。

第四次转型：引入大数据

100万建立大数据

林金兴谈到第四次转型，就是开始采用大数

据。他说，在那个年代，即2014年，没有几个

零售商会看大数据，也没有想过可以用在系

统里面，可以转化为一种智慧，一种答案。而

且，没有企业愿意投资那么大笔钱。他说，他

去了美国取经，带回先进的系统，能够快速反

应，因此，信心满满地很快的开了很多间店，

大约100间。“我花了100万令吉在这个大数据

科技，前后花了一年时间，我们坚信，一定要

用数据来做判断，所以这是最终目标。主管每

天都应用这套系统来判断，来做决定。从2004

到2017年，所投入的早已回本了。”

第五次转型：朝向无纸化的目标

耗7年组织流程再造

林金兴指出，在企业不断增长，成为有1800人

的组织，在2013年达到135间店，业绩达到12亿

令吉的时候，却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每增加业绩，成本得增加，这是一个问

题。新店增加，业绩并没有跟着增加，就是业

绩停顿。每做一个活动，效果没那么好。大家

内部很忙，但是营运不佳，营运效果效率不

好，必须探讨。”他指出，这也造成企业必须

进行第五次转型，即朝向无纸化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提高生产力，第二是提高效率，第

三就是提高准确度。为了完成这3件事，我们就要

做一件事情，把它命名为组织流程再造。这个工

程浩大，从2014年开始，迄今7年，还没做完。”

第六次转型：推介新零售概念和实践

到中国取经转亏为盈

最后，谈到第六次转型时，林金兴说，这是因

为面对电商的冲击，面对亏损，集团一连3年

（2014至2017）无法扭转劣势。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听到一个启发，就组团带

队去中国取经，把新零售的概念带回马来西亚，

经过本土化的过程，让公司再次转亏为盈。”

*内容引述自e南洋

林金兴 
新兴电器创办人兼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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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物与艺术馆·线上【云端艺谈】系列启播以来与本地不同阶层艺术工

作者和校友进行对谈。通过“云端”继续保持文艺分享，让校内各个不同单

位、学院的主任及讲师参与线上艺术对谈，让大众更了解校内各科系的活跃

面貌，提升校园文艺研究与学习环境和气氛，并且通过对谈增进校友之间的

联系，保持互动温度。

线上【云端艺谈】的系列活动，获得马来西亚资讯与物联络科技公司时科云

(TimeTac)赞助及南方大学学院新媒体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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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苏维胜

第8场 | 相声看世界

本地著名相声演员，作家兼导师苏维胜师承大马相声之父姚新光，也

曾获名师指导，活跃马新两地，本土相声也获海外青睐。他推出具教

育意义的相声教材，通过教育方式传承文化。

日期：06/0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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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王喜民

第9场 | 与王喜民对谈“跨界”-  从音乐制作到马来电影

王喜民出生于新山，日本留学获得日本作曲系学士学位。曾是编曲兼

制作人，为本地音乐制作专辑。之后转向影像制作，再进入电影业工

作从事剪接自由业者。一步一脚印从摄影助理到转为导演身分，是国

内极为少数拍马来电影的华裔导演。他指导的一部探险惊悚马来电影

《MiiMALAND》于今年获得多个国际奖项为大马华裔在马来电影界争

光！本校新媒体中心副经理郑国豪以影评人参与这次对谈。

日期：21/05/2021

嘉宾:罗强和

第10场 | 水彩里的乡愁

罗强和从霹雳州宜力离乡背景到新山创业，是位室内设计师兼水彩画

家。20年后重拾画笔寻“初心”，以水彩创作多幅家乡的美景让人共

鸣和触动人心。同样来自霹雳州的视觉艺术系主任吴志方与嘉宾畅谈

家乡美景，叙述着想念家乡的故事情怀。

日期：10/09/2021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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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拿督萧光麟博士

第11场 | 萧光麟谈“海底的鳞光异境”

本地著名外科医生兼发明家拿督萧光麟医学博士热爱摄影多年，从陆

地到海底摄影，他65岁考获潜水执照爱上海底摄影。绚丽奇幻的海底

世界能让他解忧和寻找灵感，平静的海底景观让人療愈心灵。

新媒体中心主任罗友强一起参与对谈。

日期：06/08/2021

嘉宾:温子建、温子安

第12场 | 书法的艺术语言

本校中文系校友温子健和温子安为大家分享和探讨书法的形式《线

条》形态和质感概念，书法艺术是跨越疆界艺术语言。本校中文系主

任谭勇辉博士在对谈中提及要为中国书法进行正本清源工程，必须取

得全民共识，所有人都要进行提升，上述风气才会改变。

日期：10/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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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08/2021

主讲人：萧秋兰导师

第七场 | 如何挑选个人护肤产品

南方技职学院美容与美发科的萧秋兰导师，在第七场线上讲座为观

众介绍肌肤的五大种类以及分享如何根据个人肤质挑选适合自己的

护肤产品，并在日常的护肤步骤中，搭配正确且有效的洗脸和按摩

手法来保养肌肤。

日期：12/05/2021

主讲人：王晓宇导师与唐德峻导师

第五场 | VR技术：建筑设计领域的运用与示范

王晓宇导师与唐德峻导师在第五场线上讲座，为观众示范VR技术在

建筑设计领域的运用。除了分享知识和解答观众的种种疑问，也特

别准备了抽奖活动让五位参与者获得MSI赞助的礼物。

日期：07/07/2021

主讲人：林秋莹导师

第六场 | 需求与重要性：DKM电脑工程、SKM电机电子工程课程

南方技职学院第六场线上讲座，邀请了林秋莹导师

与观众分享就读电脑工程和电机电子工程课程的学

员，在毕业之后可以从事的领域和行业，以及这方

面的专才对于现在市场上的需求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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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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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4/06/2021

主讲人：Suthan S/O Dalinayodo 讲师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Knowledge in Your Life

6月份首次开始的PDBM课程分享会，邀请了企业与管理学院讲师

Suthan做分享。Suthan讲师分享了经济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分析

一些与生活相关的经济知识。

日期：27/05/2021

主讲人：助理教授陈胜强博士

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at Work and Team
性格于工作团队的影响

本校企业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胜强博士进行了性格于工作团队的影响的

分析，性格类型和维度等相关分享。

Professional Diploma / Executive MBA 
课程分享会
文 / 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提供

Executive MBA 课程分享会 | 第5场

PDBM 课程分享会 | 第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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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9/07/2021

主讲人：蒋丽芳讲师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R Management 
现代企业人资管理的发展与进化

7月份蒋丽芳讲师的课程分享，主题为“现代企业人资管理的发展与进

化”。蒋丽芳讲师讲解了基本人力资源管理、e-HR的人性化等6个方

向。她也在这次分享中传达了一些心理学知识。

日期：26/08/2021

主讲人：黄识钦讲师

How 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act the SMEs 
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

8月份，黄识钦讲师的课程分享，主题为“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

黄识钦讲师提供了一些有关业务转型的相关意见，这对考虑转型的中

小型企业有所帮助。

Executive MBA 课程分享会 | 第6场

Executive MBA 课程分享会 | 第7场

南方大学学院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自20 2 1年起启动线上 

Professional Diploma/Executive MBA课程分享会，邀请授课讲师

通过FB直播给予课题分享，鼓励在职人士报读由专业与推广教育

学部开办的 Professional Diploma / Executive MBA。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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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起·成为生命的守护人” 线上讲座

南方大学学院学生事务处辅导部于9月8日邀请了

古晋菩提辅导中心的注册辅导员，沈佳鍏辅导员

主讲“疫起·成为生命的守护人”线上讲座。通

过此讲座，大众可以在疫情下认识与学习觉察情

绪，进而照顾自己和身边的人的情绪。

线上讲座伊始，由沈辅导员分享关于抑郁情

绪与抑郁症的区别。抑郁症的诊断以特定症状

为标准，例如长期情绪低落、对事物提不起兴

趣等。抑郁症的症状通常持续维持两周以上，

并影响社交及日常生活作息。另外，沈辅导员

也分享自我照顾情绪的技巧，第一步就是学习

觉察情绪，感受它给想法和行为带来的变化。

第二步是以不批判的角度接纳情绪及最后了解

情绪背后的需求。另外，在他人情绪低落时，

沈老师鼓励大家（第一：问）主动关心及询问

对方；（第二：应）真诚聆听并适当回应；

（第三：转介）在自己帮助能力范围外，陪伴

对方寻求专业帮助。若有需要辅导咨询，可联

系南方大学学院辅导员，李美芬。电邮至mflee@

sc.edu.my或联系07-5586605(分机号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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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UC is pleased to announce FOUR of 

our programmes are recognized and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MOHE). 

All these programmes have received MQA’s 

Full Accreditation by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 since May 2021. 

Congratulations to Diploma i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ull Accreditation on 4 Programmes

Multimedia), Bachelor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onours) and Mast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We wish to extend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for their commitment 

and support throughout the evaluation process. 

We aim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gramme 

is up to the standard and we will be maintaining 

a high quality 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lo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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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疫情下与当前学习的需求，南方技职学院（SITE）以及南方专业

与推广教育学部（SPACE），将原有较长时间的课程，重组结构，抽出核

心部分作为导论；或考量大方向，如心理学、管理学等范畴，选出主题并

萃取相关部分，以小模组形式，办理线上微课程。

在2021年，SITE和SPACE一共推出了以下六个微课程，分别为：

1. 殡葬微证书课程

2. 珠宝微证书课程

3. 文化资产维护微课程

4. 扩展现实微课程

5. HR高手之道

6. 女性心理学

线上微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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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爱珊 Leeu Oi San

殡葬微证书课程  

Funeral 

Micro-Credential Course

请问您为什么会选读这项课程？

答：我选读这个课程是因为我面对了母亲的丧礼，那时候觉得面

对悲伤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就开始接触生死学。学校有

线上课程给我发讯息，刚好疫情期间，没有了空间的限制，所以

就报名了。

请问通过这门课程您有什么收获？

答：收获很多，殡葬业的微礼细节，及如何办好一场葬礼，葬礼

的设计最重要就是「尽哀」，如何把关怀传递给家属？一场圆满

的丧礼仪式能帮助孝子走出哀伤。葬丧礼俗的四大主题：「生死

相续、死而不绝、以生制死、以死教生。」葬礼是亡者与活着的

人的一种情感连结，我对这一点特肯定。我觉得教授们都给予了

最精辟的传授。

请问您就读课程后有什么感想？

答：生寄死哀，养生送死有节，把一场葬礼办圆满，办一场丧礼

是帮一个家庭办一场教育，留给活着的人将是站起来的力量。哀

伤有人懂，家属的心会踏实很多。读完课程，让我对死亡有所准

备，会把每一天都活好，让人生不留遗憾。

请问您会推荐朋友们来就读这项课程吗？

答：会。

我们邀请到三位报读微证书课程的学生，

为大家分享他们学习课程后的心得。

学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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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为什么会选读这项课程？

答：因为家里是做金的行业，而且对宝石类和金的制作方法很有兴趣

所以就选读这个课程。

请问通过这门课程您有什么收获？

答：对宝石类更加明白了很多。

请问您就读课程后有什么感想？

答：希望如果有机会能了解更多。

请问您会推荐朋友们来就读这项课程吗？

答：会的。

熊婉伶  Yoong Wan Ling

珠宝微证书课程  

Jewellery 

Micro-Credential Course

请问您为什么会选读这项课程？

答：近年来因为我开始着手舞蹈文献蒐集的项目，所以慢慢有在摸索

关于史料采集、维护、保存、建档等相关知识，毕竟所接触的正规舞

蹈体系里并未有像这样子的学科。

请问通过这门课程您有什么收获？

答：这个课程周到地涵盖了四个不同层面的主题，让我们理解文物维

护的不同面向，导师们从技法谈到原则概念，对初学者来说可是非常

完整的基础课。导师们无私分享的讲义也非常丰富，分类清楚又集中

地传授了文物保存的各种学问。

请问您就读课程后有什么感想？

答：首先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几乎每一堂课都超时了而大家也都听

得意犹未尽，课堂助理们贴心安排的线下问与答环节还是很有效地解

决了学员们的‘疑难杂症’，很棒。这点其实也能说明文保这一块实

则牵涉广泛，不但采集、维修与记录可以分而深习之，文化资产种类

也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所涉及的技法和知识更可谓是浩瀚。而导师们

经常提醒的是，文保始终要根据自己的收藏原则来拟定作业流程和格

式，最重要的是使文物的生命史、历史意义与我们当代的文化脉络更

加亲近，这是我个人领悟最深刻的部分。

请问您会推荐朋友们来就读这项课程吗？

答：会的，一定会向有兴趣文史和文保的朋友推荐这样的课程。谢谢

各主办单位的用心与安排！

许瑛纷 Hii Ing Fung

文化资产维护微证书课程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Micro-Credential Course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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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乐是大众传播系的重点活动

之一，由于适逢全国进入行动

管制令（MCO），本届筹工委

顺应新常态将活动转至线上。

由大众传播系主任郭月莉讲师

担任顾问，顺利率领11位筹工

委各司其职。筹工委共举办了

6场线上讲座会和工作坊，以

及3场线下活动，当中吸引了

209名观众线上观看；85位报

名线下活动，反应热烈。讲

座和工作坊主题涵盖零塑料生

活、古代环保和大众传播相关

技能知识。

主要活动“14天无塑料袋挑

战x慈善”于2021年8月30日开

跑，48名挑战者在14天内皆成

功解锁每日物资，共有14样日

常物资将捐赠给喜乐儿特殊残

障收留中心，响应绿色消费同

时还能做慈善，让活动收获许

多正面反馈。其余摄影投稿活

动和“闲置物品搬新家”活动

也让参与者亲自体验拍摄和

“断舍离”的乐趣。

《On&Off》的命名由来是希

望在所有人都积极网购的时

候，也能注意到下线后的

环境影响。凭借该活动口号 

“One Action, One Change”，活

动旨在提升15至34岁年轻人

的绿色消费意识同时推广大

众传播系课程。

大众传播系第三届传乐 
《On&Off》圆满举行

南方大学学院大众

传播系第三届传乐

《On&Off》已于2021年

9月14日圆满落幕。此

届传乐是本校首个以

绿色消费为主题的线

上活动。此次活动为

期1个月，从2021年8

月13日直至9月14日。

文 / 学生事务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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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学生总会从6月21日（星期一）起至7月12日（星期一）举办征文

比赛，主题为“憧憬”，希望透过比赛提升校园学术风气，而得奖的同学可以

获得高达RM300的现金奖。

参赛者们必须在活动期限的三个星期内把作品发送给学总。最终由本校中

文系的张耀龙助理教授和彭念莹助理教授担任评审，选出冠亚季军和优胜

奖得主。此外，学总也将投稿作品放到Facebook让各界投选，最终选出

“网络人气奖”！

南方大学学院学生总会

2021年度校内“憧憬”征文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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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星霓 Loh Sin Nee

中文（荣誉）学士学位

李瑞琳 Lee Rui Lin

中文（荣誉）学士学位

郑美婷 Shireen Tey Mei Ting

中医药荣誉学士学位

陈彤霓 Tan Tong Ni

学前幼儿教育系专业文凭

李耀祥 Lee Yow Siang

中文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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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与柔佛数码经济中心、新山中华

总商会、柔南中小型企业公会、马来西亚创业

促进会柔州联委会签署合作意向书，各方将联

合通过举办线上网络营销课程，为学生提供学

习培训的机会，以及协助企业推行数字转型。

       

柔佛州务大臣顾问拿督郑修强、苏丹后法蒂玛

基金会副主席丹斯里陈成龙以及南方大学学院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共同出席并见证这项意义重

大的签署仪式。

南方大学学院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SPACE)与柔佛数码经济中心（JDEC）、新山中华总商会、

柔南中小型企业公会、马来西亚创业促进会柔州联委会于2021年8月18日签署合作意向书。

SPACE与JDEC签署合作意向书

在柔佛州务大臣顾问拿督郑修强、苏丹后法蒂玛基金会副主席丹斯里陈成龙以及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各方的见证下，签署
这项意义重大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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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recently signed a 

MoU respectively with Johor Digital Economy 

Center (JDEC), JBCCCI, SME Johor Selatan 

and PUMM (Johor State Liaison), with the aim 

to create learning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by holding a Digital Marketing 

Workshop, and also to assist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Honourable guests Datuk Tee Siew Kiong (the 

Advisor for Menteri Besar Johor), Tan Sri Tan 

Seng Leong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Sultanah 

Fatimah Foundation) and Dato Vincent Tan (the 

Chairman, BOD of Southern UC) also attended 

the signing ceremony to witness the signing.

马来西亚创业促进会代表展示签署的合约，左起：拿督陈洺臣、拿督张秀福、李
宜恒和拿督斯里张运祥。

拿督郑修强向与会来宾介绍本次合作内容。

拿督郑修强向与会来宾介绍本次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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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8 June 2021,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held 

a One-Day Virtual Exchang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virtual exchange aimed to help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C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and facilitate 

discussion among the kindergarten 

or pre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on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ces and 

diversity. A total of 150 participants 

from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nd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ttended the virtual 

exchange event.

During the virtual exchange event, 

Ms Chen Lee Wan,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ne-Day Virtual Exchange 2021

introduced the ECE curriculum 

in Malaysia, which included the 

requirement of qualification and 

train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ECE setting in 

Malaysia. 

Additionally, three preschools 

(Babaiola Preschool, AZ Preschool, 

and Joyful Kids Kindergarten)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forum and 

discussed the changes of class 

delivery in kindergartens/preschools 

during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We highly appreciated all the 

constructive comments given. Before 

the end of the event, there was an 

ECE alumni sharing session from 

both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nd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roughout the virtual exchange 

event, the participants could 

fin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hich 

would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of 

curriculum setting and strategies in 

handling class delivery during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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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3rd June 2021, the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spent almost two 

hours with the Chairperson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ocieties. The 

meeting was organiz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

This is the platform where the 

students can discuss their problems, 

activities and events with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was glad 

to share her ideas, and she provided  

constructiv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questions raised by the 

students. She also proposed some 

upcoming activities and events 

that could be implemented by the 

students.

All the representatives were thrilled 

and delighted that they were able 

to join a discussion like this with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also 

encouraged the representatives to 

organize more activities and events 

for students in the future.

Provided by: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tudent Society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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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Vitae 
Writing Workshop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Student 

Career Unit in August 2021. The 

Student Career Unit conducted the 

Curriculum Vitae Writing workshop 

on 20th August 2021. This was the 

first activity that the Student Career 

Unit organized. 

The workshop was hosted by Mr. 

Amir Hazim bin Shahar,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Student Career Unit. 

Mr. Amir hosted the workshop for 

one hour and a half to share with 

the students and graduates how to 

generate a successful curriculum 

vitae.

The CV is the first impression that a 

prospective employer gets of us, so 

it needs to be a carefully composed 

document. In this course, graduates 

and students have learned how to 

produce an effective CV that will 

give them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successful in their search for a job. 

The participants also learned what 

an effective CV comprises, th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for a CV, 

learn how to write an effective but 

concise CV, and learn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parts of a CV and their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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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spent one hour and a half 

with all year 3 students and all graduates 

of the years 2020 & 2021 in the online 

seminar “Straight Talk Series with the 

President” to share the information of 

Southern UC. The online seminar was 

conducted through the Google Meet 

application on 2nd June 2021.

The President inspired all the 

graduates and students to succeed 

in their career journeys. The 

President encouraged the graduates 

and students to always look for a 

good opportunity where they may 

grow themselves and their careers.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 is very 

excited to assist the graduates and 

students in developing their careers 

and becoming competitive in the 

current marketplace.

We are planning to conduct this 

session twice a year, to give the 

students more opportunities to 

have a discussion session with the 

President of Southern UC.

Provided by: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traight Talk Series 
with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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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系
线上毕业谢师茶会2021
DJC Farewell Party

在2021年8月7日（星期六），新闻

与传播系在下午2点到3点30分通过

GoogleMeet的线上方式举办的毕业茶

会及谢师宴圆满落幕。此次也是新闻

与传播系理事会第一次使用线上方式

举办。该茶会吸引了约40人参与，其

中也包括5位讲师们的出席。这次精

心安排的毕业茶会也让各位毕业生和

讲师留下了一段特别回忆。

因为疫情的缘故，在这一年毕业的

学长姐们可能无法出席线下的毕业

典礼。为了让毕业学长姐们有个毕

业的仪式感，因此特别为他们准备

了线上毕业茶会与谢师宴，并希望

能为他们的大学之旅画上一个完美

的句号。这次茶会也以轻松的方式

进行，活动期间也准备了娱乐环节

及回顾影片增添茶会气氛。虽然只

能通过视频在线上会面，全体师生

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团聚，留下

美好回忆。

On August 7, 2021 (Saturday), DJC 

committee held a DJC teacher 

appreciation banquet and farewell 

party via Google Meet online from 

2pm to 3.30pm. This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DJC committee moved 

the event online. The virtual party 

attracted about 40 people, including 

5 lecturers. This carefully arranged 

graduation virtual party also created 

a special memory for the graduates 

and lecturers.

Due to the pandemic, seniors 

who graduated this year were 

unable to attend offline graduation 

ceremonies. In order to let the 

seniors have a sense of graduation 

ceremony, DJC committee prepared 

an online teacher appreciation 

banquet and farewell party, hoping 

to draw a perfect end to the 

university journey of the graduates. 

The party was also carried out in a 

relaxed manner. During the event, 

game sessions and recap videos 

were also prepared to engage the 

participants. Although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was slightly weaker, 

DJC committee still worked hard to 

make the whole atmosphere more 

relaxed and enjoyable.

文 / 学生事务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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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为了构建系内更好的文学氛围，

以及为中文系将来得以注入心血

做准备，本系学生会与系主任于9

月初联合筹办了线上文学创作分

享会。首场分享会邀请了国内杰

出独中中文教师，来自居銮中华中

学的文科主任—廖国平老师给予

《伴随一生的散文》— 散文创作分

享会。

本场分享会于9月1日晚上8时进行。

本会在活动前已向新山县的国中与

独中生发出邀请，并对系内同学们

进行了数次宣传，希望能分享给更

多对散文有兴趣的人参与。网络的

便利亦在此展现，即不需要担心场

地与人数限制，只需点击链接便能

准时加入活动。这也是新冠疫情下

办活动的“新常态”。

在系主任谭勇辉博士的引言下，分

享会于8时05分正式开始。廖国平老

师不愧是杏坛常青树，一上来就以

其和蔼柔和的谈吐把各位出席者锁

在屏幕前。廖国平老师先是为大家

讲解了散文的定义，接着再梳理出

散文的特点、作用、其吸引之处、

最后再到散文创作，点出了散文在

中文文学中的独到之处与其价值。

廖老师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分享

展现的是他30年的深厚演讲功力。

廖老师也上载了一些其曾经刊登在

国内各大中文报章的散文作品，旨

在启发出席分享会的各位同学。最

后的提问环节，廖老师亦是毫无保

留地分享自己的创作经历，灵感来

源，并鼓励在座各位勇于尝试创

作，写出自己最美的文字。

本场活动最终吸引了74人参与，当

中42人为州内各所中学的华裔生，

其余28人为本系学生。散文是最为

抒发日常与感受的文体，承载的正

是一种抒情传统与中文之美。这便

是文学的张力了。活动最终在9时45

分结束。

 廖国平老师散文创作分享会

《伴随一生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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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6分钟的影片，来表达学生对于母校的热爱？

一支由南方大学学院在籍学生和校友组成的拍摄队

伍，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由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以及新媒体中

心联合主办的“我爱南方大学学院”影片竞赛，日

前圆满落幕。最后由本校学前幼儿教育系在籍学生

黄琴惠和市场行销系校友李祥组成的团队，获得最

后的大奖。

在10月28日举行的颁奖仪式上，黄琴惠和李祥特地

回到校园，接受校方的表扬以及领取奖状与奖品。

在颁奖仪式后，琴惠和李祥也接受了《今日南方》

的采访。

用影像来呈现
美好的大学生活
我爱南方大学学院影片竞赛

本校于10月28日早上举行了一项奖项移交仪式，颁赠奖状与奖品给予获奖队伍。左起为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Marsha Lavania、
本校副校长刘福强、黄琴惠同学和李祥校友。



65

问：为何你们会想要参加这次的影片竞赛？

黄：我觉得我在南院有丰富完整的大学生活，

如果拍成影片，会有很多内容可以讲。这一点

就已经略胜一筹了。

李：琴惠那时候问我要不要参加，因为校友也

能参加。我原本是拒绝的，因为我懒惰。但我

还是有给她一些Idea，因为觉得其实并不难完

成影片。所谓的“I Love Southern UC”，平常

我们都已经身体力行的在做了—我们热爱南院

所有的活动，几乎待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的时

间还多。如果要说如何表达对南院的爱，这种

行为不就是在表达对南院的爱？她告诉我其实

可以两人一组报名参加，然后再找一个学长一

起来帮忙拍摄剪辑。我考虑后就答应了。如果

是叫我一个人参加的话，恐怕我就没有动力

了，可是如果是和大家一起参与一起玩，我就

觉得没问题。

黄：我们后来找了一个学长来协助剪辑，他是

金融系毕业的学长，名字叫吳思俊。

问：你们总共花了多长时间来制作这部影片。

黄：我们平常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但是真的很

想参加这个比赛，所以抽出了三天的时间来拍

摄，其中两天是拍摄室内，一天是拍摄室外。

还特地和学校申请返回校园拍摄。

李：时间上都是他们配合我比较多，因为我有工

作，所以真的谢谢他们的迁就。花了3天拍摄，

晒了太阳也逛了一遍校园，是很好的体验。

问：知道自己得奖后有什么感想吗？影片播

出后反应如何？

黄：知道得奖后觉得很开心，因为有得到自

己想要的成绩。我们一开始就是锁定首奖为

目标，也很有信心，因为自己也觉得拍得很好

（笑）。影片发表后，有很多人观看，也很多

人分享，我甚至看到了一些毕业很久的学生也

在影片下方留言。另外还有朋友inbox我，她说

她看到很感动，几乎快哭了。更重要的是，我

们许多朋友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拍摄最后的小视

频，真的很开心，感到非常温暖。

李：就一个字：爽！虽然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

首奖，也很有信心。但是知道获奖后，还是会

感到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问： 影片剧本写的都是真人真实？

李：对！稿的内容都是真人真事。

问： 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李：我们是在南院办活动的时候认识的。

黄：那时候是我进南院的第二个学期，在参与

新生营的时候认识。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吵的那种

人，很容易就认识彼此。在新生营认识后，我就

被他拉入Leo Club（青年狮子会），担任筹委。

琴惠与李祥在奖项移交仪式后，接受《今日南方》的专访。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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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结合了在籍学生和校友所组成的拍摄队伍，用最简单

直接和质朴动人的语言，诉说南院学生参与校园活动的点点滴

滴。“踏入南院门，就是一家人”不论是在籍学生或是校友，都

有着对于南院的一份情谊。琴惠与李祥的作品，呈现出他们在南

院求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引发了无数校友的共鸣。无论身在何

方，南方人对于精彩的校园生活都有着温暖的回忆。什么才是真

正的热爱南院？或许李祥的回答是最好的解释：平常我们都已经

身体力行的在做了 - 我们热爱南院所有的活动，这种行为不就

是在表达对南院的爱？寄望疫情结束之后，南院的校园恢复以往

的热闹，重拾以往的青春活力，到时候还希望同学们多多参与校

园活动。

李祥与和琴惠与校园内的孔子像合照。

扫描QR码浏览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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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JOINED
w

AZLINA BINTI NADZRI

Senior Lecturer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I enjoy being a lecturer. I obtained my Degree in 

Law from UiTM and Master of Laws from UKM. 

Having experience as an Advocate & Solicitor 

in the early years of my career taught me many 

lessons in life.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knowledge 

obtained from the universities and my experience 

from previous employment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I have vast experience in teaching 

Business Law, Company Law, Employment 

Law for non-law students nationwide.  

Master of Laws (UKM)
Bachelor of Law (Ui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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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 JUN YAN

Lecturer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Greeting to all of the readers, I am Lok Jun Yan 

from FHSS.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major 

that has always been accompany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along the years of my studies. 

It is my honour of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and to continue learning and growing at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Master of Art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Bachelor of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ACADEMIC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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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ZATUL SABRIN BINTI HAMSAN

Lecturer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I completed my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pecializing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hold a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IIUM). I enjoy being an 

educator and I appreciate all the valuable 

teaching experiences that I gained throughout 

this journey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My areas 

specialize in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To 

me, teaching is my passion. I believe a good 

educator will produce good and quality graduate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new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at SUC. Believe in yoursel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IUM)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IUM)

JIVITA A/P THESTNAMOOTHI

Lecturer
Faculty of School of Foundation Studies 

Teaching is my passion. I believe that a 

good teacher can inspire hope, ignite the 

imagination, and instill a love of learning. 

Teaching is a very noble profession that 

shapes the character, caliber, and future of 

an individual. A teacher with the ability to 

inspire students is the type of teacher who 

will be long remembered. Inspiring students is 

integral to ensure their success and encourage 

them to fulfill their full potential. A teacher who 

always inspires is a role model, an influence 

that goes far beyond academic achievement. 

Master of Science (UPM)
Bachelor of Science (UCSI)

NUR ADIBAH BINTI MAT BAHARI

Lecturer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Hi everyone. I am Nur Adibah. I just completed 

my Master of Accountancy from UiTM Shah 

Alam in 2020. I have involved actively in 

academic research work for a brief time 

period at UiTM prior to joining SUC in June 

2021. My research area of interest relates 

to management accounting. If there is a will, 

there’s always a way. This quote is my personal 

philosophy when it comes to education and 

learning. Currently, I am completing my final 

paper for ACCA. It is an honour and privilege to 

be part of SUC members.

Master of Accountancy (UiTM Shah Alam)
Bachelor of Accountancy (UiTM Alor Gajah)

JOANNA BUNGA NOAH

Lecturer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Hi! I’m Joanna. I’m beyond grateful to be 

teaching at Southern UC. As an educator, I 

want my students to learn something that goes 

beyond the classroom and their examinations. 

I’ve had amazing teachers that have shaped 

me to where I am today, and I wish to give back 

to my students too. Teaching is my dream job; 

I hope it’s yours too and I hope we will keep 

the passion alive in educating our students to 

be the best versions of themselves. I’m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everyone better once 

the pandemic is over, in the meantime, take care!  

M. Ed. TESL  (UKM)
B. Ed. TESL  (U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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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FFIKA BTE MOHD SUHAIMI

Lecturer
Faculty of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 my name is Shaffika bte Mohd Suhaimi, 

currently serving my best at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EIT). My passion for sharing has led 

me to be an educator in the field that I’m in 

now. I completed my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System, at UiTM in 2011. I 

completed my master’s in computer science 

in 2015. My research expertise includes 

e-learning and big data. I’m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d success at SUC.

Master of Computer Science (UiTM)
Bachelor in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UiTM)

SANGITA A/P JEYARAM

Lecturer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I have taught a wide rang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ubjects such as audit and assurance, 

Malaysian taxati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and investment analysis both at diploma and 

degree levels. My research interest areas are 

management account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urthermore, 

I am also a member of Iniya Tamil Bilingual 

Toastmaster’s Club,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to upskill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skills. 

Master of Arts (USM)
Bachelor of Accountancy (UPM)

SYAIDATINA AKILA MOHAMAD AZIZAN

Lecturer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Soon after I graduated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 started my career with an eCommerce 

company as eProcurement consultant and 

trainer. The consultations and training were 

conducted at government agencies as well 

as to businesses and contractors. I got to 

travel all over Malaysia and also stationed at 

Sabah and Labuan for about four years, that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pursue my master’s 

degree at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Having 

6 years of industry experience in training 

and consultations, I then have been pursuing 

my dream job as an educator since 2017. 

Master of Philosophy (UM,Sabah)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TEN)

ACADEMIC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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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由主编王润华教授与执行编辑谭勇

辉助理教授率领团队协作下，终完成编辑出版

南方大学革新版《南方大学学报》第14期。

本期参与发表及审稿的学者包括马新、港台、

大陆的著名学者。学报收录著作有来自中国厦

门大学陈锴、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李树枝、马来

西亚南方大学学院王润华、新加坡锡山文艺中

心南治国、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赵秀敏、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张松建、台湾中山大学蔡振念

等专家学者。

《南方大学学报》第14期 

主编  ：王润华

出版社：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 

年份  ：2021年9月 

南方书房 新书出版

主编王润华教授，引领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讲

师合作编辑出版，在国际编辑顾问团的专业咨

询下，完成了《南方大学学报》的革新。由于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致力推动东南亚本土与华

人文化研究，自本期学报起将专著中文论文之

发表。同时，本期学报首次发行印刷版与免费

网上阅读的电子版，扩大学术读者群。欲阅读

本学报，可浏览南方大学学院官方网站里的南

方大学学报网。此外，欢迎长期订阅，或亲临

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借阅印刷本。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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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别专题为【新山/柔佛专题】及

【乔治市文学节专题】。前者收录的作

家/作者有方肯、无花、冼文光、黄益

启、周振辉、胡玖州、孙彦彬、刘恺璇

等。后者除了专访出席乔治市文学节的

张锦忠、贺淑芳、也邀请了郭紫薇书写

《湖面如镜》英译本的回响；林家乐书

写印裔小说家马谅的演讲。除此之外，

尚有陈蝶、扶风、邢诒旺等的作品，及

陈美玉书写黄崖的论文。 

《蕉风》第514期

主编  ：许通元

出版社：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

年份  ：2020年12月

《一座城市布置系统的陷阱来进行残酷

的背叛》是胡清朝首册诗集，收录从90

年代至近期共91首诗作，共分六辑： 

辑一：荒城在做寂寞的梦 辑二：采撷

荒城路上 辑三：偈 辑四：一座城市

布置系统的陷阱来进行残酷的背叛 辑

五：家庭三部曲 辑六：我心移山而居

在这个漫长的创作旅程中，胡清朝从象

牙塔的浪漫年代，开始筑一座座心灵荒

城的美丽梦想，一路采撷到现实生活面

对的陷阱与残酷的背叛。当中也抒写生

死离别，缅怀家的味道，探索人生感

悟，到最后的我心移山而居，淡定从

容。胡清朝庆幸诗是在茫茫生命汪洋中

遇见的平衡点。

《一座城市布置系统的陷阱来进行残酷的背叛》
（诗集） 

作者  ：胡清朝

出版社：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 / 马华文学馆 

年份  ：2021年8月 

南方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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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感召  根的延续

回溯70年代初期，由于教育体系不同，国立大

专没向华校独中生开放，而新马华社于1955年

所共创的南洋大学于1980年进行改制，独中生

面临升学困境，赴国外留学更是莘莘学子遥不

可及的梦。

新山宽柔中学董事会积极探讨，在避免抵触国家

的教育法令下，先求其有再求其好的愿景中，探

研独中生继续深造的管道，开办附属在中学的

三年制专科部，是比较快捷明智的选择。我有幸

参与草创团队之一，凭记忆偶拾点滴以缅怀创校

先贤呕心沥血、不忘初心办学的艰辛。创办宽柔

专科部最重要的推手是时任宽中董事长拿督郭鹤

尧、总务黄复生以及黄继翔校长。

源的感召  根的延续          
追溯创校初期历程偶拾篇

文 / 张瑞發博士校务顾问

南方学院於1991年12月12日举行首届毕业典礼。（前排左起）张瑞發院长、拿督郑庭洲、拿督刘南辉、吴德耀教授、黄复
生、拿督郭鹤尧、萧畹香、魏维贤博士、Prof. Dr. Nik Safiah Karim、Prof. Dr. Harimurti Kridalak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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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路难呀 开路更难

专科部招生之前，我拜会柔佛州教育局长，探

讨让高中毕业生延续修读三年商学与马来文专

业文凭课程，提高就业能力以及培训独中马来

语文师资。由于无先例可循，局长表示若属宽

柔中学内部课程，且颁发该校的专业文凭，教

育局原则上不会干涉，反观局长对华社开办马

来语文专业课程深表惊讶与赞赏。

商学系於1975年6月2日开课，次年再开办马来

学系，主科师资至少拥有硕士或以上资格。董

事会与校方应诺将推荐毕业生到国内以及新加

坡就业。由于来自全国报读的学生非常踊跃，

只好举办入学甄选考试，每项课程学额以50名

学生为限，率先开拓了华社民办非营利高校的

独特教育模式。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校方为了能以最快捷管道获得著名大学办学优

势，诚聘了相关科系的院长或系主任担任学术

咨询顾问兼校外考委。其中包括台湾著名学者

饶达钦教授、施纯协教授与康龙魁教授。马来

亚大学马来学系主任Prof. Dr. Nik Safiah Karim,以

及印尼国立大学的Prof.Dr.Harimurti Kridalaksana,

也是我的博导恩师，担任马来学系顾问，所有

顾问全属义务辅导。

首相拜年  南辉直言     

专科部15年的办学培训了千余名校友在国内外

服务。为了弥补学生修读大专课程而领取中学

文凭的缺憾，董事会於1986年向教育部申办

“宽柔学院”。教育部注册官亲临宽中视察交

流，校方於1987年接获通知申请遭拒。随后董

事会二度提呈上诉书据理力争，盼给予答复与

说明被拒的理由。

新山国会选区於1988年2月补选投票前，马哈迪

首相亲临宽中向华社拜年。新山中华公会会长

拿督刘南辉致词时仗义直言，恳请首相批准宽

柔学院的创办。首相应诺若办学符合国家的建

国意识会加以考虑。次日安华教育部长与华团

代表假慕尤丁州务大臣官邸进一步磋商后达致

初步共识同意学院的创办。

其中鲜为人知的是时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的

拿督李金狮亦出席上述交流会。由于深恐夜长

梦多，次日亲自致函教育部长，再度阐明并强

调“学院入学资格除官方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外，也包括其他同等资格的学生”，

藉此婉转保证拥有独中统考文凭的学生亦可报

读，印证了“强词不如智取”。

随笔

2000年10月15日副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出席新校园
的正式开幕仪式，前排右三为张瑞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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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拿督云时进副教育部长於1988年8月23日，假

新山教育局将原则上批准南方学院的创办函交

拿督刘南辉。1990年，新山中华公会委任拿督

郭鹤尧、拿督刘南辉、萧畹香、黄复生、陈燕

鸣、曾振强、吴惠明局绅、以及拿督郑庭州为

创办南方学院发起人。1990年3月20日，教育部

正式批准南方学院的创办。宽柔专科部与南方

学院的艰辛办学历程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写照最为贴切。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驱使下，首任董事

长拿督郭鹤尧於1991年4月6日，率团赴吉隆坡拜

会五大华文报社高层领导，汇报建校进展并呼吁

全国华社，全力响应各项筹募建校基金以及协助

推广招生活动。次日全国华文各大报皆以头版广

传讯息，对招生与筹款起着事半功倍的宏效。

随后董事会通过草拟“创办南方学院计划书”，

成员包括杨泉博士、洪天赐博士、刘永才博

士、刘光荣博士、以及张赐得博士。此外，

校方亦诚请国际知名学者暨前南洋大学代校长

吴德耀教授、宽中前校长王宓文公子，时任香

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以及新加坡大学教育

学院前院长魏维贤博士担任创校期学术咨询顾

问。南方学院於1990年9月28日於宽中图书楼大

讲堂正式举行开课典礼。

一代儒学 回馈华教

诚请南院首位学术咨询顾问吴德耀教授，有一

鲜为人知的趣事。当阅报获悉吴教授将出席假

新加坡文华大酒店主持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

会，我专程到酒店大堂等候。当看到吴教授

时，箭步趋前问候并说明来意，吴教授出乎意

料的回应说,我从报章也获悉南方学院的创办，

别人不想做也不敢做的你们做到了，大马是我

求学与成长的故乡，义不容辞该饮水思源，并

且笑称若非华社民办大专我会先问年薪多少，

爽朗的笑声仍历历在目。

宽柔专科部於1975年创办初期的临时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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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有关南院毕业生礼袍的趣事，更是美妙绝伦、

堪称一绝。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准备的毕业

礼袍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也正为南院首届毕业

生礼袍一事伤脑筋，于是鼓起勇气专程拜会院

长瓦拉博士（Dr.N.Varaprasad）。说明来意后，

瓦拉博士喜出望外，因为毕业生穿著礼袍，遭

到其他理工学院非议，教育部也介入调查。

我来借用礼袍样式解开了院长的郁闷，建议

将所有200件枣红色崭新的礼袍转让给南院。

为了避免从新加坡过新山海关时的繁杂检查与

税务，我每天用书包有如蚂蚁搬家式带两件过

关，花了好几个月总算完成“犯法”的任务，

幸哉乎或乐哉乎可真五味杂陈！

华人深信风水轮流转，次年接获瓦拉博士的电话

称，教育部已同意毕业生可穿毕业礼袍，希望我

能借出礼袍样式供裁缝师参照。虽然时光已流逝

30年之久，每当出席历届毕业典礼看到红彤彤礼

袍时，我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会心的微笑。

补发文凭 正名定分

黄继翔校长於1991年受邀出席专科部15周年纪

念晚会致词时称：“今天宽柔专科部已发展为

南方学院，真是可喜可贺！不过其千余名毕业

生若能领取南方学院补发的文凭，才算完成她

的历史任务。”我於1991年8月17日的南院董

理事会联席会议上转达了黄校长苦口婆心的建

议，并获得时任张拔川校长的大力支持，正式

通过补发文凭的议决案。

该文凭除了校友的名字与科系外，另以华英巫

三语批注如下：“南方学院已於一九九零年

十二月三日，正式接办宽柔专科部之商学系

及马来学系，并承认两学系历届毕业生之学

术资格，此证”。校方於1992年11月21日举行

校友回校日并补发文凭予校友，总算圆满完成

对所有专科部校友的历史任务。更难能可贵的

是确认了宽柔专科部、南方学院以及今日的南

方大学学院，虽经过不同时代的更迭，承前启

后，一脉相承是无可否认的历史真谛。 

随笔

南方学院以及南方大学学院毕业生的礼袍，蕴藏着美妙绝
伦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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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2021

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会议。

Meeting of Cultur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Committee.

12.5.2021 

招生策略委员会会议。

Strategic Recruitment Committee Meeting.

17. 5.2021 

董事会会议。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17. 5.2021 

考试委员会会议。

Examination Board Meeting.

18.5.2021 

学术发展管理委员会会议。

Meeting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Management 

Committee.

19.5.2021 

管理委员会会议。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19.5.2021 

教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The 4th Meeting of Teaching Affairs Committee.

20.5.2021 

本校与英国利物浦约翰摩斯大学举行线上会议。

Virtual Meeting with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UK.

21.5.2021 

《云端艺谈》#9，王喜民导演分享“跨界：从

音乐制作到马来电影”。

Director Wang Ximin shared his cross-border 

experience from choreography to directing a Malay 

film in the 9th “Cloud Art Talk”.

3 - 4.5.2021 

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审核本校电子与电机专业

文凭课程。

ETAC conducted a virtual audit on DEE 

programme.

4.5.2021 

校园安保、美化及宿舍管理委员会会议。

Campus Safety, Security, Landscape and Hostel 

Management Meeting.

5.5.2021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到吉隆坡多美集团总部接领

吴德芳基金的2万令吉捐款。

Chairman Dato’ Vincent Tan received a donation 

of RM20,000 from Ng Teck Fong Foundation at 

Tomei Group HQ.

5.5.2021 

《企业家大讲堂》#31，由新兴电器主席林金兴

主讲“企业不断转型迎挑战”。

In the 31st ELSS, the founder of Sen Heng 

Electric, Lim Kim Heng gave a talk on 

“Enterprises Transform to Face Challenges”.

6.5.2021 

《云端艺谈》#8，相声名家苏维胜分享“相声

看世界”。

Mr. Soo Wei Shen shared his crosstalk 

experience in the 8th “Cloud Art Talk”.

南方大学学院
大事纪要
(05/2021 to 09/2021)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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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021 

研究生与研究学院举办线上课程：开题报告之

撰写与评估。

IGSR online workshop: Writing & Evaluating 

Research Proposal.

9.6.2021 

教务委员会线上会议。

Online Teaching Affairs Committee Meeting.

9.6.2021 

第五届海上丝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线上交流会议。

Virtual discussion on the 5th BRI Maritim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0.6.2021 

线上导师查重工作坊。

Online Turnitin Training for instructors.

11.6.2021 

线上第二学期开课礼及迎新会。

The 2nd Semester Online Freshman Orientation.

16.6.2021 

大学评议会会议。

SENATE Meeting.

30.6.2021 

理事会会议。

Meeting of Board of Governors.

2.7. 2021

太阳能供电合约线上签署仪式。

Virtual Solar PPA Signing Ceremony.

6.7. 2021

本校与华侨大学召开线上会议，商讨《第五届

一带一路海上丝路研讨会》筹办事宜。

Virtual Meeting of Southern UC and Huaqiao 

University on the 5th BRI Maritim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4.5.2021 

大学评议会会议。

SENATE Meeting.

28.5.2021 

理事会会议。

Meeting of Board of Governors.

27 - 28.5.2021

大马学术鉴定局为传播硕士课程进行线上审核

工作。

MQA conducted a Virtual Audit on the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1.6.2021 

南方大学学院五年计划分享会。

Sharing session of Southern UC 5-Year Plan.

2.6.2021 

新教职员迎新活动。

New Staff Orientation.

2.6.2021 

本校与英国斯旺西大学召开线上会议。

Virtual Meeting with Swansea University, UK.

3.6.2021 

正副校长与中文系讲师举行线上会议，探讨加强

中文研究课程的管理工作。

The top management held an online meeting 

with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to 

discuss on the administration matters of the 

postgraduate programmes.

4.6.2021

本校与中国青岛大学举行线上会议。

Online Meeting with Qingdao University.

8.6.2021

奖助学金委员会会议。

Scholarship Committee Meeting.

大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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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2021

校园e化、管理资讯系统及网站管理委员会会议。

E-Campus, MIS & Website Committee Meeting.

30.7. 2021 

董事会会议。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30.7. 2021 

中医药学院举办“中医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线上说明会，鼓励报读中医课程。

FCM held an online briefing to share the roles of 

the TCM practitioners. 

4.8.2021 

品质保证委员会会议。

Quality Assurance Committee Meeting.

6.8.2021 

管理层与理事会交流会议。

Discussion meeting with Board of Governors.

6.8.2021 

拿督萧光麟博士通过《云端艺谈》#11分享其海

底摄影经验。

Dato’ Dr. Siow Kwang Ling shared his underwater 

photography experience in the 11th  “Cloud Art Talk”.

6.8.2021 

跟新加坡PSB学院进行线上会议。

Online meeting with PSB Academy, Singapore.

9.8.2021

柔州州务大臣移交50万令吉拨款予本校，由董

事长拿督陈洺臣接领。

Chairman Dato’ Vincent Tan received an allocation 

of RM500,000 from Menteri Besar Johor.

7. 7. 2021 

毕业典礼筹备委员会会议（五）。

The 5th Meeting of Convocation Preparatory 

Committee.

9.7. 2021 

《云端艺谈》#10，由罗强和分享“水彩里的乡愁”。

MAG broadcasted the 10th online “Cloud Art Talk”.

14.7. 2021

大学管理委员会会议。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14.7. 2021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论坛筹备会议。

Belt & Road Initiativ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eparatory Committee Meeting.

20.7. 2021 

“文化资产微证书课程”开课。

Commencement of Cultural Assets Preservation 

Micro-Credential Programme.

22.7. 2021 

教职员升等委员会会议。

Academic & Administrative Staff Promotion 

Committee Meeting.

27. 7. 2021 

理事会会议。

Meeting of Board of Governors.

28.7. 2021 

教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The 5th Meeting of Teaching Affairs Committee.

28.7. 2021

文化与社区服务委员会会议。

Cultural & Community Service Committe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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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2021 

理事会会议。

Board of Governors Meeting.

26.8.2021 

《今日南方》#45编委会线上会议。

Online meeting of “Southern Today” #45 

Editorial Committee.

26.8.2021 

线上国庆日庆祝活动。

Onlin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26.8.2021 

本校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公布文化与社区服

务委员会要务。

Southern UC held an online press conference 

to announce the formation of CSSC.

27. 8.2021 

董事会会议。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1.9.2021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代表本校参与新山华团联办

的华侨殉难公墓秋祭仪式。

Chairman Dato’ Vincent Tan attended the public 

worship ceremony organised by JB Chinese 

associations.

1.9.2021 

《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96，邀新山华族历

史文物馆三任馆长何朝东、陈再藩和黄楚沅畅

谈“回归了历史，接着如何抗疫？”

The 96th “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Lecture”, 

invited three former curators of the JB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Museum to talk 

about “Returning to history, how to fight the 

pandemic?”

11.8.2021 

研究发展与管理委员会会议。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11.8.2021 

招生策略委员会会议。

Strategic Recruitment Committee Meeting.

12.8.2021 

发展委员会会议。

BODs Development Committee Meeting.

18.8.2021 

柔佛州数码经济中心与南方大学学院及三个商

团组织签署合作意向书，联办线上网络营销课

程及协助应届毕业生作职场配对。

JDEC signed an MOU with Southern UC and 

three business associations to co-organize 

online marketing courses and assist graduates 

in workplace matching.

20.8.2021 

南方附上中医院第四次会议。

The 4th meeting of Southern TCM Centre.

25.8.2021 

大学评议会会议。

SENATE Meeting.

25.8.2021 

大学管理委员会会议。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25.8.2021 

董事会常务会议。

BODs Executive Directors’ Meeting.

大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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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021 

大马工程认证理事会线上审核本校电子与电机

工程学士课程。

BEE Programme was audited online by 

Engineering Accreditation Council Malaysia.

7. 9.2021 

管理委员会成员跟副理事长拿汀洪清芳进行线

上对话交流。

Dialogue of MBM members with BOGs Vice-

chair Datin Ang on actuary and data collection.

8.9.2021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论坛》筹备

会议。

Meeting of <Belt & Road Initiativ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eparatory Committee.

10.9.2021 

董事会建委会会议。

BODs Construction Committee Meeting.

10.9.2021 

校友温子建和温子安两兄弟在《云端艺谈》#12

中畅谈“书法的艺术语言”。

In the 12th “Cloud Art Talk”, Woon brothers talked 

on “The Art of Calligraphy”.

11 - 12.9.2021 

本校举办线上开放咨询活动。

Online open days.

15.9.2021 

毕业典礼筹备会议（六）。

The 6th Meeting of Convocation Preparatory 

Committee.

17. 9.2021 

南方附属中医院第五次会议。

The 5th meeting of Southern TCM Centre.

18.9.2021 

第十届《离开地球表面》中秋园游会线上庆祝

活动。

The 10th “Jump Party” online Moon Cake Festival 

celebration.

20.9.2021

发展委员会会议。

BODs Development Committee Meeting.

22.9.2021 

理事会会议。

Meeting of Board of Governors.

22.9.2021 

研究发展与管理委员会会议。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29.9.2021 

教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The 6th Meeting of Teaching Affairs Committee.

30.9.2021 

董事会会议。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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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录
提升与发展基金/大学教育基金
(2020年11月-2021年9月)

南方大学学院自2020年11月份至2021年9月份，共筹得约140万的善款，充本校提升与发

展基金及大学教育基金。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感谢各界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他指本

校每年需要筹募200万令吉的奖助学金以协助在校的莘莘学子们顺利完成学业.

公布征信录如下：

       

RM 500,000.00 : YAYASAN SULTANAH FATIMAH 

     

RM 300,000.00 : 丹斯里高级拿督张愈昌 

     

RM 298,315.00 : 拿汀周赖秀琼

RM 100,000.00 : AUSTIN HEIGHTS SDN. BHD.  

  

RM  20,000.00 :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吴德芳基金  

RM  15,000.00 : 拿督黄种文         

   

RM  10,000.00 : 拿督林文忠，LAVENDER CONFECTIONERY & BAKERY SDN BHD，

    WENTEL CORPORATION SDN. BHD.，DETIK HARTAMAS SDN BHD

         

RM   6,111.00 : SP再渔业

         

RM   5,000.00 : 柔南区麻坡中化校友会，巫良鈔實業有限公司，大马发展有限公司，

    第一保险专业管理，拿督邢福虎太平局绅，丁顺财， 郭荣文，郑顺成，

    SAROMA ENGINEERING SDN BHD，KENANGA INVESTORS BERHAD，

    AG AUTOWORLD SDN BHD， GL PRINTING SDN BHD，

    MALPAKAT LEISURE GROUP SDN BHD，FAMILY EVENT MANAGEMENT

征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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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3,800.00 : 陈瑞凤

RM   3,200.00 : 新山海南会馆

         

RM   3,000.00 : 拿督施亚历，TEH HON SENG， MR. & MRS. YEW POE HOE  

RM   2,500.00 : 柔佛书业文具公会，PREMIER WORLD ONE HOLDINGS SDN BHD    

 

RM   2,000.00 : 新山福州十邑会馆，拿督黄来兴，邱国庭，萧光华，

    FOW OON TEBRAU ENTERPRISE SDN BHD， 

                GEAMIN CONSTRUCTION SDN BHD， 

    C L PILE SDN BHD，AIG MALAYSIA INSURANCE BHD，

                ALDINI HOLDINGS SDN BHD，GIOCHI TECHNOLOGIES SDN BHD，

                SHINEWING TY TEOH PLT，RICHARD NG，ALBERT GOH

RM   1,000.00 : 柔佛州五金机械建材商公会，柔佛州中医师公会，新山树胶商会，

    柔佛南洋同奉善堂，拿督斯里郑金财，黃春梅，陈云枫，杨千燊， 

                杨子安，郑文兴，黄光耀，AGENSI PEKERJAAN ASIAN JAYA SDN BHD，

    COMBI TRADING SDN BHD，PIONEER PRECISION TOOLS SDN BHD，

    TEA GARDEN FOOD SUPPLY SDN BHD，

                XIN HENG AIRCOND & ELECTRICAL SDN BHD，

                AMEBA MGMT ACADEMY SDN BHD，LINBAQ HOLDING SDN BHD，

    NTPODES FOOD HOLDINGS SDN BHD，SWITCH FLOW SDN BHD，

    AIG MALAYSIA INSURANCE BERHAD 

               (PRIDE WEALTH PLANNING & SERVICES SDN BHD), 

                KC TAN，CHIN LIM POW, LIM HWA HUK

（少于RM1,000者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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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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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業科技有限公司 www.masbina.com.my

CCTV 網絡閉路電視系統                   

BURGLAR ALARM 防盜警報系統 
 
AUTOMATIC BARRIER GATE ⾃動道閘 

DOOR ACCESS ⾨禁系統 

 
AUTOMATIC DOOR ⾃動電⾨     
 
 +6012 721 8576 

+607 528 0163 
enquiry@masbina.com.my 

Masbina Technology Sdn Bhd

讓⽣活更安全、更美好！

 CELEBRATING

 A

N NIV E RS ARY   
   

   
   

   
    

      

我們提供解決⽅案 
供應和安裝安全系統 
更⾼的安全性和保護性

SERVICE & MAINTENANCE  
服務與保養 

No. 84 & 86, Jalan Pulai Perdana 11/1 
Taman Sri Pulai Perdana 
81110 Johor Bahru,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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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NOW !

2022

Intake in progress •OCTOBER•JUNE•MARCH

Chua Ruo Y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an Xue Zi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