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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南方》第46期的设计
理念，来自新生对于校园的
概念和各种憧憬，在校学长
对于校园的各种回忆，都在
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不断持续
模糊。但随着疫情有着缓解
的趋势，“回归校园”的宣
布，就好似告诉大家校方已
经准备好迎接学子的回归。
学生最常经过的地方之一，
被特意设置成透明甚至接近
模糊的背景板，以更好地表
达学子各种“模糊”的概
念。与背景板的不同，突出
的字体，是象征学子归校的
期盼终于得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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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current economic issues: 

Whither the Malaysian Ringgit, 

Inflation and Cost of Living?
Written by Prof. Dr. John Eng Yong 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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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Recently, many of us are experiencing higher 

prices in food items purchased from market 

places such as corner hawker stalls, shopping 

malls and supermarkets.  

Some of my students voiced out their concerns 

as they are paying more and getting less from 

their monthly fixed allowances.   Many of my 

colleagues are also unhappy about the way 

things are going, and rising cost of liv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orrisome among 

Malaysian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average 

annual inflation rate in Malaysia is 2.6%, 

relatively low as compared with many othe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and we have 

enjoyed an average of 5.2 % real GDP growth 

during that period.

Nevertheless, if left unchecked, inflation could 

spike, and people would feel poorer and cut 

down spending, which could slow down the 

economy and increase unemployment.

Is this inflation trend going to continue and how 

the Malaysian exchange rate could affect the 

pric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we import and 

consume in Malaysia?  And are there other 

factors causing such a surge in the pric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A small open economy: Malaysia

As an open economy, Malaysia has a high ratio 

of total trade (exports and imports) to GDP, 

amounting to an average of 150% of GDP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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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GDP and The Total Trade to GDP Ratio (%) 

Sourc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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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to 2021, as indicated in the Figure 1.  

Suffice to say, this high total trade-GDP ratio 

has shown that Malaysia economic growth is 

highly sensitive and vulnerable to the worl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Asian crisis in 1997-

98 and the world financial meltdown in 2008-09 

are examples of this sort, which witnessed a 

-7.36% growth in 1998 and -1.51% in 2009.   

Figure 2 show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flation rate and the Malaysian exchange rate, 

expressed in US$ per ringgi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8 to 2005, the Malaysian 

ringgit was pegged to US$ at 3.8 MYR per 

US$, or equivalently 0.263 US$ per MYR, and 

the inflation rate was hovering around 1 to 2 

percent.  This is the period when capital control 

was imposed on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 inflation rate fluctuated widely when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was abolished in July 21, 

2005.  However, the expected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the 

inflation is not obvious.  In other words, though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dicates that a strong ringgit 

would have a dampening effect on the inflation, in 

fac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t work simultaneously 

making it hard to separate the impact of the ringgit 

from the rest.  Recent price hike can be attributed, 

to a large extent,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higher prices of imported 

raw materials and commodities, and the recent 

Russian-Ukrain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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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flation Rate and Percentage Change in US$/MYR 

Source: Bank Negar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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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theless, one can firmly say that as 

the ringgit depreciates, any amount payable 

to the foreign suppliers is bound to have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the ringgit value for 

the same amount of foreign currency owed.  As 

such, there is an one-off increase in payment 

due to the fall of ringgit.

Whither the Malaysia ringgit?

Then what will be the possible exchange rate 

movement for the Malaysian ringgit?  

To answer this simple and yet complex question, 

one would have to look at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wher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foreign currencies are traded.  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foreign currencies in exchange 

for other currencies are mainly for transaction 

purposes.  What lies behi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are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such as 

exports, imports, buy and sell of foreign assets, 

financial products, etc.  

Adding up all these transactions at aggregate in 

the forex market, the exchange rate constantly 

adjusts instantaneously through computer 

network system to reflect the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conditions.  The exchange rate 

of one currency will rise if there is an excess 

demand, and fall if there is an excess supply. 

As such, the Malaysian ringgit is likely to move in 

a direc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 transactions 

taking place at that moment.  What likely factors 

to move the ringgit in the short-term are the 

market force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where 

investors buying and selling financial assets 

such as stocks, bonds, currencies and alike.  

As a small and open economy like Malaysia, 

it is a price-taker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where interest rate is determined in the world 

market.  The U.S., a major player in the market, 

through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ets 

federal funds rate, which is the benchmark for 

most interest rates.  

In March, U.S. inflation surged to a new four-

decade high of 8.5% year-on-year.  The U.S. 

Federal Reserve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in 

May an interest rate hike of 50 basis points, 

with the objective of containing infl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Malaysian ringgit is 

expected to depreciate in the short-term before 

the central bank, Bank Negara, raises the rate 

in Malaysia.

Concluding Remarks

Recent price hike in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e food items in particular, has worried many 

fixed income earners.  Cost of living is rising 

faster than wages, and they see this as an 

erosion of their living standard. 

The Malaysian ringgit is expected to weaken 

further given the unfavourabl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For the next 2 to 3 years, if not longer, the 

adverse impacts of Covid-19, supply chain 

disturbance, high prices of raw materials 

and commodities, and continued Russian-

Ukraine war are likely to last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 would cast doubt on the IMF’s 3.6% 

growth forecast for the world in 2022, while all 

indicators are pointing to a worsen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likely a world recession i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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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8日，我国政府破天荒宣布进入全国

行动管制令，各大专院校无一幸免，被迫进入

网课模式。网上学习是科技进化的产物，无论

距离多远，都能让师生更简易地传递教育资讯

内容。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网课让学生

在疫情的笼罩下，仍旧能继续完成学业，然而

牺牲的却是丰富多姿的校园生活。

课照常进行，时间亦不会因疫情而暂停。原本

大家对新常态下的学习模式多了些期盼，但讲

师和同学们面对的却是系统头像、卡通照片、

淡定表情、加上冰冷的文字，让所有人都有不

同的体验。

学子

回归校园

学生总会主席 杨盛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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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挤满人的素食堂、每天排长龙的鸡饭档、底

楼复印机运转的声音、一位难求的停车位、校门

口那水泄不通的车龙、数不尽的活动与节目，身

为南院生的我们历历在目。遗憾的是，这些景象

却都已成为往事。时常浏览学校社群网站的我发

现，部分同学感慨曾经的美好时光，字里行间细

节满满，仿佛就在昨日发生。不仅如此，校园周

边的商圈寂静，没了往日的热闹。

这是一个与病毒共存的时代，风险无处不在，

我们在何处接触任何人事物都有可能被感染。

随着高教部宣布各大专院校可让学生返回校园

上课，政府逐渐放宽防疫措施，甚至重新开放

陆路边境，某种程度上“Back to Normal”。

静待花开终有时，南院从政府的解除令受益，

也逐渐恢复昔日的活力。上个学期的社团招生

嘉年华，是阔别2年后的首次实体校园活动。台

下十年工的表演、亦或是断层许久的社团，都

有机会在这次的活动里展现自己的才艺专长。

各社团系会在活动当天呈现简单的节目表演，

让新生体验不一样的大学生活。

重建的道路总十分曲折，但这也是人生必经之

路。这只是开始，过程会有些艰难。但我相

信，当我们上下一心，就能重燃以往的活动氛

围，甚至推到更火红。来临的新学期，南院最

好玩的校园活动也即将回归，我想，这将会是

一个新的里程碑。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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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社
团
嘉
年
华

经过了两年的行动管制令，南方大学学院的学生再次回到熟悉的校

园。2022年第一学期，学生总会也借着这个机会，在本校大礼堂举

办为期两天的社团招生嘉年华。这次的社团招生嘉年华跟往年相

比，意义大不相同。首先，这次的嘉年华是学生返校后的第一个大

型校园活动，不仅是新生和学长姐期盼的活动，也是许多沉寂已久

的社团系会重新恢复活力的机会。我们的目的莫过于，把这样一个

例常活动带给新生们，希望他们不被疫情的影响，加入社团并且开

启精彩的大学生活。另一个目的是想让社团通过这次的嘉年华，吸

引新血的加入，重振旗鼓以回到疫情前的状态。

这次的嘉年华共有19个校内社团系会参与。从球类社团，包括羽球

社和排球社，到才艺类社团例如寻音社，南大鼓队，狮艺社，热舞

社，戏聚人和艺弦社。此外，也少不了动漫社，动物保护协会，文

化与志工队，红新月会，礼仪社和辩论社。除了社团，一些系学会

也参与其中，有的是中文系，中医系，电机与电子工程系学会和宿

舍自治会。

参与嘉年华的社团系会都非常积极地筹备，使出浑身解数。在嘉年

华当天，学总为每个社团系会准备一个专属的摊位，他们可以选择

以各种方式吸引学生的关注。有的社团售卖汽水和凉茶等饮料，而

有的社团售卖三明治和零嘴等食品。一些社团系会也使出看家本

领，为学生们展示属于自己的才艺特色。不仅如此，一些社团创意

十足，狮艺社制作的照相亭吸引了许多学生的目光。巨大纸板相框

和有趣的标语让学生忍不住纷纷来合影。另一边，电机与电子工程

系的学生也展示了汽车模型，引来学生们的注目。当然，嘉年华不

容错过的就是社团带来的精彩表演。寻音社的天籁嗓音，热舞社的

动感十足，南大鼓队的震撼鼓声，狮艺社的新颖醒狮表演绝对是嘉

年华的看点。

文 / 学生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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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为期两天的嘉年华里，各个社团收获颇

丰，招募了许多新血的加入，摆脱之前行动管

制令的困境。学总也希望各个社团系会代表们

秉持着坚韧和执着，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继续发

展各自的社团系会，让学生体验更多姿多彩的

大学生活，恢复校园以往的生气！

专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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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超过两年的疫情，对各行各业都带来了

巨大的冲击。对于大专教育来说，除了授课方

式转移到线上之外，各项实体活动不是被迫展

延，就是转为线上举行。

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几年来的寒窗苦读，为

的就是最后可以站上舞台领取大学文凭，享受

大学生涯最后的一个仪式。

在疫情影响下，许多大学展延毕业典礼，或是

干脆将毕业典礼转移到线上举行。南方大学学

院在疫情之下，不断思考各种可能的解决方

疫情下的

毕业典礼
文 / 南方新媒体中心



13

案，最后在2021年10月和2022年1月，举行了两

场截然不同的毕业典礼，为毕业生们带来期待

已久的毕业典礼。

2021年10月16日，本校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得来速

毕业典礼(Drive Thru Mode Convocation)，让第

29届毕业生们可以在“最少肢体接触”的情况

下领取毕业文凭和拍摄毕业照。毕业典礼在获

得毕业生和家长们充分体谅下圆满举行。这也

是本校创校以来首次举行得来速毕业典礼，让

第29届毕业生体验了一场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2022年1月15日，本校排除万难举办了第30届毕

业典礼。在疫情之下举办实体毕业典礼，过程

中充满考验，所有流程都必须依据政府所制定

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在本校全体董理事和教

职员携手合作，同时也获得毕业生和家长们全

力配合之下，第30届毕业典礼也圆满落幕。

本校感谢在疫情期间仍然鼎立支持与配合本校

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和家长们。

祝福各位毕业生：前程似锦，展翅高飞！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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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

第廿九届毕业典礼
Southern UC 

29th Convocation Ceremony

第二十九届南方大学学

院毕业典礼因疫情影响,

在使用得来速方式下,于

2021年10月16日圆满落

幕。在全体出席毕业生和

家长的极力配合下严格遵

守防疫措施，完成了一场

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29th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Convocation Ceremony was held 

successfully on 16th October in drive-thru mode. In 

strict compliance with SOP and the cooperation of 

all attending graduates and parents, it has brought 

an extraordinary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the 

graduate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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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

第三十届毕业典礼
Southern UC 

30th Convocation Ceremony

南方大学学院于2022年1月15日举行了场面盛大的第三

十届毕业典礼。在严格遵守防疫措施，以及全体出席毕

业生和家长的配合下，毕业典礼圆满结束。

在此,本校感谢所有出席者的体谅与配合，也祝福各位

毕业生前程似锦，展翅高飞!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held its 30th Convocation 

on last Saturday, January 15th, 2022. In strict 

compliance with SOP,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successfully held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all 

attending graduates and parents.

Southern UC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attendees 

for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nd wish all 

the graduates a bright futur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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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学期

开课典礼与健身房启用仪式

阔别一年多之后，南方大学学院于3月11日（星期

五）再一次回到校园内，举办2022学年第一学期

开学典礼。这次实体开课礼一共迎来250位新生。

出席当天开课典礼的嘉宾包括董事长拿督陈洺

臣、理事长莫泽浩先生、副董事长拿汀郑惠珍、

董事财政吴计生、理事林文贤医师与郑书雄、校

长郑玉美教授、副校长黄永兴教授与刘福强先生。

本学期一共颁发17位奖学金得主。其中，郑嘉慧

和叶照颖获得郑格如奖学金；冯佩华获得丹斯里

拿督张愈昌奖学金；许晋宝和刘铭宇获得丹斯里

邝汉光奖学金。另外，有12位学生获得本校奖学

金，即陈迪熙、庄如琪、王凯航、徐志勇、王韵

宇、吴梓江、王严谊、沈慧仪、陈纪颖、韩学

骏、林楷淇和刘佩雯。此外，本学期也发放2份张

自游辅助金给有需要的在籍生。

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金(MSEF)于2021年11月设

立“思源奖助学金”，为我国六所非营利民办

大专院校的莘莘学子提供全额奖助学金，南方大

学学院荣幸成为其中一个受惠学府。该奖助学金

的宗旨是帮助面临经济困难、低收入或弱势家庭

的大专生完成学业。通过面试后，本学期获得

思源奖助学金的7位得主，分别是曹雁葶、曹雁

雯、Dewi Tharchni A/P Mohan Kumar、陈俐雯、

邓碧莹、林俐恩和邝福权。

本校领导层与奖学金得主合影留念。

文 / 学生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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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结束后，本校董事长、理事长

和校长也为本校健身房的启用进行剪彩

仪式。健身房于3月14日正式开放予全

体师生免费使用。目前，本校健身房有

一位全职专业的健身教练，在现场提供

各种专业意见，包括个人与团体训练项

目指导与建议。此外，健身房也将规划

定期举办健身有氧运动。

由于疫情缘故，目前健身房采用预约制

度，以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有关健

身房的开放时间、预约系统、服装要求

和使用规章等资讯，可浏览本校网站。

希望大家在健身房启用后，能有一个良

好的体验和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专业健身教练向各位介绍健身房设备。

董理事们视察同学们使用健身设备的状况。

董事长、理事长和校长为健身房的启用进行剪彩仪式。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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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于2021年10月22日举行2021年第

三学期新生线上开课典礼，欢迎300位新生加入

南方大学学院，开启新的学习旅程。

参与线上开课礼的嘉宾包括本校董事长拿督陈

洺臣、理事长莫泽浩先生和校长郑玉美教授。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在致词时勉励新生，即使面

对任何困难，也不要放弃学习的机会，尝试在

逆境中成长。勿以小而不为，小事决定成败。

每天一小步，人生一大步。大学及教师永远是

学生的后盾。今天就从第一堂课开始，努力积

累知识，提升自我的价值。

理事长莫泽浩致词时则说到，冠病疫情影响全世

界的营运模式，教育领域也无法幸免。但是危机

就是转机。疫情加速了科技使用于日常教学的步

伐，也让学生能够透过远距离学习，作为替代面

授学习的管道。虽然远距离教学的效果，还比不

上面授模式，但整体而言，它让学生维持了学习

的机会，仍有一些可取之处。

莫泽浩也跟新生们分享一则好消息，即南方大

学学院在高教部2020年度的SETARA大学评估

制度中，被评选为4星级大学。他指出南方大学

学院拥有卓越的师资阵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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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该校

有充裕的基金进行建设与发展，将教育事业办

得更好。

校长郑玉美教授致词时，鼓励学生做一个有纪

律的学习者，建立良好和健康的生活，保持充

足的睡眠，让精神和身体保持在良好的状态。

学习过程中跟随讲师的步伐，按时交作业，成

为一个对自己学习负责的成年人。即使是在线

上学习，也要认识自己的同学，培养自己的社

交能力。

本学期共有18位新生获得奖学金，其中14位获

得本校奖学金，即陈忠朋、黄程阳、洪家圣、

陈思晴、Daveen Nair A/L Chandran、Abdullah 

Hakim Bin Zolkifle Mohamad、戴达丰、陈俞

嫙、杨益宗、张文馨、房佳韵、陈俐雯、刘韦

錀和罗巧双。郑宇薇获得郑格如奖学金；郑熙

衡获得丹斯里拿督张愈昌奖学金；李振弘可获

得丹斯里邝汉光奖学金；罗紫盈获得Grampa奖

学金。另外，本学期也例常发放3份张自游辅助

金，1份AME辅助金和1份拿汀周赖秀琼助学金

给有需要的学生。

 

2021第三学期线上开课典礼

新生们于不同地点，踊跃出席线上开课典礼。

文 / 学生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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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金(Malaysian Social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简称“社企基

金”(MSEF)于2021年正式成立，是一家经马来

西亚登记机关注册且获得免税资格的非公募型

基金。其宗旨与使命是促进我国企业文化与公

益慈善文化的同步成长和发展，推动企业家群

体在发展公益事业上履行社会责任。

社企基金特设“思源奖助学金”(MSEF SIYUAN 

Scholarship)帮助来自低收入或弱势家庭且品学

兼优的孩子，使他们面对家庭困境，仍能继续求

学。目前，国内一共有六所非营利民办大专院校

的学生将受惠，他们分别为南方大学学院、拉曼

大学学院、拉曼大学、新纪元大学学院、韩江传

媒大学学院和大同韩新学院。社企基金每年将捐

献50万令吉“思源奖助学金”予本校，它提供全

额的学分费予清寒子弟。

该奖助学金的受惠学生在就读期间及毕业之

后，需要参与由该基金所发起的“青年志工培

养计划”，到任何指定的公益慈善组织按时数

当志工，真正参与社区活动，为各种慈善组织

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左二）与本校董事财政吴计生（左一）和社企基金副会长丹斯里陈志勇（右二）与社企基金署理会
长拿督曾华健（右一）签署合作备忘录。

（左上起）是社企基金执行董事庄诒晶博士、本校校长郑玉
美教授、本校学务处副主任陈鸣诤博士、本校学务处资深经
理颜嘉钧；（左下起）是社企基金项目执行助理卢永彬、社
企基金执行助理朱国豪以及本校学务处副经理趙淑琴。

服务。“思源奖助学金”与慈善机构合作是希

望受惠的学子富有善心、爱心及感恩之心，从

此学会回馈社会。

去年12月2日及今年的3月28日，本校与社企基

金共进行了两场“思源奖助学金”学生线上面

试。负责面试的包括社企基金执行董事庄诒晶

博士、执行助理朱国豪和项目执行助理卢永彬

以及本校校长郑玉美教授、学务处副主任陈鸣

诤博士、学务处资深经理颜嘉钧和学务处副经

理趙淑琴。两次面试会的学生共有20位参与，

其中18位学生受惠获得全免学分费。

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金
“思源奖助学金”

特辑

文 / 学生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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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珍藏
滋养今日学子

文 /  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馆员黄燕秋

图书馆魏维贤文库

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的其中一项主要

任务是蒐集、整理及保存图书资源，

确保实体和数位典藏的资讯服务正常

维运。实体典藏是图书馆服务的根本

基础，透过每年编列预算，购藏辅助

教研的图书资料，是维持馆藏稳定成

长及新颖性的方式。

接受来自外部的图书捐赠，是图书

馆积累馆藏的另一管道。若捐赠来

源是学者专家的个人藏书，具特定

主题的内容、或是珍稀刊物，能迅

速充实馆藏，使典藏更多样、多元

及提升研究参考价值。

2014年，图书馆接收原魏维贤博士

个人藏书的大宗图书捐赠，因馆藏

空间有限，另设专室来保存。虽然

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但已有部分的

中、英文图书完成编目、开放借

阅，命名为“魏维贤文库”(Gwee 

Yee Hean Collection)。

魏维贤博士生平

在新加坡出生的魏维贤（1929-2013），于1950年从马来

亚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至英国伦敦大学深造。教育工作在

他的终身事业中占比最大，早年任马来亚联合邦州视学

官，辅导华校运营及推动相关师资培训；后历任马来亚大

学（后改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院长，南洋

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亚洲文化研究所所长，南洋艺

术学院院长等职。他也活跃于中国的教育界，兼任多所大

学的客座教授。1970年代以后，他亦参与编制新加坡初等

学校教育的华语文教材。

魏氏也是东南亚研究学者，研究侧重新马地区的教育史。

在1998至2000年间，曾以“新加坡华文教育之研究”参加

台湾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他退休后仍关注教

育相关的议题，并在2002年与中国西北师范大学合作，参

与世界银行有关中国西部发展的研究项目。

在学术社团参与方面，1960年代与学者李庭辉、杨进发、

梁荣基创立新加坡文化团体“新社”，以推广在地的文艺

创作和文史研究风气，包括出版多种文艺和学术刊物。同

时，他也积极参与新加坡南洋学会，包括担任会长，长期

负责《南洋学报》编务。

魏维贤博士（图像来源：《教总33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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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相关的典藏，主要是

目前坊间较难寻得的历史文献，例如：

《独大文告集》、《吡华独中的路向》、

《第二届全国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资

料集》、《马华教育备忘录批判集》、

《砂朥越第一省独大一人一元法律基金

运动论争辑》、《我对独中筹款计划的

意见》等。

与本地华教有关的另一项特色典藏，当

属早期华文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时间介

于1930至1980年代，主要为学生课本及教

员用书。采用的学校大部分为当时马新

地区的华侨学校，少数为荷属印尼的学

校。按科目内容分析，华文科（1950年以

前称国文、国语）教科书的数量，约占

此类典藏的一半；其他是史地科、数学

科、自然科、常识科、社会科，英文及

马来文教学用书最少。目前，已经完成

整理的教科书约有近千册，但实体状况

普遍不佳，所以仅提供在馆内使用。

身为研究学者，魏氏收藏许多从事文史

研究的基础材料，其中数量丰富、内容

多元的文史主题的资料汇编，是魏维贤

文库中的特色典藏。资料汇编是为方便

研究者检索文献、查考疑难解答的工具

书，将分散的相关资料集结汇整，按特

定的脉络关系编排，可以省去研究者四

处翻检之苦，为研究提供基础材料。再

者，资料汇编内容完整，有严谨编辑标

准，能恰如其分地支撑学术观点，具可

靠的参考价值。

捐赠移转及整理

魏维贤是本校创校时期的学术咨询顾

问，此渊源促使家属决定捐赠，以延续

及发挥其藏书的利用性。图书馆被指派

接收，首先协同校内相关处室将教室改

装成典藏书库，和添置书架等保存设

备。2014年5月，派员到新加坡魏宅包

装待移转的藏书，委托货运公司分批运

回。最后，运回逾900箱的图书、期刊

及文件资料。

图书馆自2019年6月起，对这批捐赠进

行整理挑选和分类编目。挑选的标准是

要优先照顾本校教学研究的需求，而且

要与图书馆典藏比对，确认是馆内没有

的收藏。截至2021年止，陆续开放服

务的魏维贤文库典藏，约有中文5,600

册、英文1,300册。

特色中文典藏

目前，魏维贤文库的中文图书内容涵

盖：中国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思想、

中国历史、信仰风俗、文化教育、政治

经济等主题。

教育主题图书数量颇多，与魏氏长期从

事教育工作和研究兴趣有关。例如：影

响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文献《奏定

学堂章程》，为清光绪朝张之洞等人奏

拟、官方颁布全国施行的学制，明定各

级学校教育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

管理的办法。书院自古是传道授业的主

要场所，相关图书如《中国书院制度研

究》、《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

研究》等散见其中，有关教育理论与研

究的著作也不在少数。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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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作家的资料汇编：《鲁迅

手稿全集》（日记、书信）、《鲁迅署

名宣言与函电辑考》、《鲁迅生平史料

汇编》等。其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家

的资料，则有《庾子山集注》、《李白

集校注》、《韩愈资料汇编》、《周邦

彦清真集笺》等。

魏维贤文库藏有关鲁迅的各种资料汇编。

2. 关于文学作品的资料汇编：魏

维贤文库中此类收藏不胜枚举，例如：

清代词人徐釚编著的《词苑丛谈校笺》，

即收录晚唐至清中叶词人的故实、词作

及历代的评论；《教坊记笺订》收录盛

唐开元年间教坊制度、有关轶事及乐曲

的内容和起源，以及大曲和一般曲目，

是研究盛唐音乐、诗歌的重要资料；

《唐五十家诗集》共计8册，汇集初盛

中唐50位诗人的诗赋作品，作品根据原

分藏各处的明代铜活字本唐人诗集影印

出版，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3. 关于专题的档案史料汇编：此

类典藏丰富，内容时间涵盖中国各历

史朝代至近现代，涉及内容有事件，也

有个人或家族相关的档案资料。例如：

《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隋唐历

史文献集释》、《全宋文》、《万历邸

钞》、《清稗类钞》、《义和团档案史

料》、《清代藏事奏牍》、《五四运

动在上海史料选辑》、《曲阜孔府档案

史料选编》、《袁世凯奏摺专辑》等。

魏维贤晚年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研究，

研究过程中与西部各省的少数民族多有

接触交流，研究视野与关怀扩及民族文

化与历史，也反映在他留下来的图书

收藏，例如：《辽金史研究》、《钦定

兰州纪略》、《清代藏事奏牍》、《中

国民族志》、《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

文化》、《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

族》、《中国民族服饰研究》等。

魏维贤文库中一系列的研究专书、论文

专著，是学习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很好材

料。对初涉学术研究的学生来说，观摩

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学习做研究、撰

写论文的技巧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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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将孔府所存的明清档案内容重新排印出版。

结语

经过图书馆的重新整理，活化的昔日珍藏，如今是本校师生可以继续

发展各种文史主题研究的参考资料来源。然而，魏维贤文库采闭架方

式典藏，读者无法直面实体典藏，往往容易忽略而错过了所需资源。

所以，读者通过图书馆线上公用目录(OPAC)查找书目资讯时，可以

利用馆藏(Collection)筛选(search filters)功能，直接查看魏维贤文库

的书目典藏资讯。若要取用该典藏，读者可以在图书馆总馆柜台申请

“调阅服务”。

简言之，所有的典藏无论有多少参考研究价值，都需要后人善加利

用，才能呼应学者当年一点一滴的收藏累积。深藏书库的图书，能被

读者发掘应用，亦是对图书馆长期投入典藏整理和维护的最好肯定。

23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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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与宽柔校友会
联合推广书香风气

南方大学学院校於2021年10月18日馈赠涉及24

个主题，共112本中文书籍供宽柔校友会出售

以配合宽柔校友会合作推动的活动。宽柔校友

会也在此活动中推广《九雅》读书会，鼓励各

界培养阅读风气，一并分享其中领悟心得。欲

知更多详情，可关注宽柔校友会官方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foonyew

文 / 秘书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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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榜
书

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柔佛州联委会为南

方大学学院现场挥毫，写了八幅巨型的“福虎

泼墨锦绣年”春节榜书迎接壬寅虎年。

为迎接壬寅虎年春节之到来，马来西亚国际现

代书画联盟柔佛州联委会八位书法家莅临南方

大学学院，于艺术馆挥毫，献上春节榜书，迎

接喜气福虎。虎与“福”、“富”谐音，寓意

为新的一年，福运临门，富贵盈门、虎啸祥

瑞、福气永随。

本校校长郑玉美教授及副校长刘福強也出席榜

书活动，见证气势宏伟的泼墨挥毫让榜书精采

呈现，为校园增添春意融融的气息。

春节榜书分别由以下书法家挥写：

「寬柔學村」:会长   曾庆仁书。

「培育英才」:副会长 丁士伟书。

「龍吟虎嘯」:副会长 曾竹先书。

「虎威笙風」:秘书长 吴联佳书。

「虎躍新程」:副秘书 梁文艳书。

「滿院生輝」:副财政 谢水南书。

「敏銳創新」:理事   汤邦炎书。

「物華天寶」:理事   林清忠书。

福
虎
泼
墨
锦
绣
年

特辑

文 / 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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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前，南方大学学院邀请知名书法家、马来西亚国际现代

书画联盟柔佛州联委会会长曾庆仁先生莅临南方电视台摄影棚，

为壬寅年挥毫，留下来一幅气势磅礴的“虎”字。这幅墨宝成为

本校壬寅新春贺卡的设计主题，祈望收到贺卡的各界好友，能够

在来临的一年“虎虎生威”，虎年行大运！

曾庆仁为南院 挥毫写“虎”
文 / 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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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期间，南方大学学院教职员福利委员会举

办了新春办公室布置比赛。感谢各部门踊跃参

与及合作让本次比赛圆满落幕。各部门所提供

的短片创意无限，使得委员们难以抉择！

得奖者名单：

首奖：艺术与设计学院

二奖：图书馆

三奖：财务处

SWA 挥春与
办公室装饰比赛

SWA conducted a Chinese New Year Office 

Decoration Contest during this Chinese New 

Year. SWA could not have done it successfully 

without your overwhelming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SWA are pleased to say that the 

videos submitted by the Faculties / Departments 

involved were full of creativity. Hence, due to 

the stiff competition, it was indeed tough for the 

committee to make decision during evaluation.

After much consideration, here are the three 

winners chosen:

1st Prize : Faculty of Art & Design (FAD)

2nd Prize : Library (LIB)

3rd Prize : Account & Finance Office (AFO)

1st

3rd

2nd

文 / 南方大学学院教职员福利委员 (S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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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会长罗汉金主动

发起，五所新山在地校友会/同学会的会长受邀

参与此聚餐，分别为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

赖永和、新山留台同学会会长林贤圣、新山宽

柔校友会会长韩江衍与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署

理会长林国元。

在聚餐交流会中，各会长探讨华裔子弟升学模

式、也重视目前华教课题等等，大家也表示未

来将一同关注与协助南院和华教的发展及活

动，会长们也期许加强各个校友会之间的联系

以便提升各会的情谊。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此小

聚交流也是新山在地五大校友会/同学会会长的

第一次相聚，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新山留华同

学会会长郑楹錩虽不克出席，仍安排马来西亚

留华同学会署理会长林国元与陈海乾候任理事

出席，也代表对这场聚会的肯定与重视。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罗汉金会长（前左一）、宽柔校友会韩江衍会长（前左二）、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秘书长陈昌
新老师、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赖永和会长、（后左起）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林国元署理会长、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王明生副会长、新山留台同学会林贤圣会长及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候任理事陈海乾等人交流后合影。

餐叙交流为各会开启了日后更多的合作机会，

收获非凡。各校友会会长皆为感谢此次的聚会

号召人罗汉金会长促成此餐聚活动。

在交流后，新山留台同学会林贤圣会长也表

示，希望校友会之间能保持联系、资讯互通以

增进了解，并互相支援和合作共赢！

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赖永和会长表示倍感荣幸，

大家都是来自华文源流的教育体系，能够有一个

互相交流的群组，是一件好事。期待能够和其他

的校友会领导多多联络，为华教略尽绵力！

与会者尚有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副会

长王明生、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秘书长陈昌新

老师和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候任理事陈海乾中

医博士。

新山五大校友会交流 促进合作
文 /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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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成立27周年

庆，任重道远。本校友会于2022年度会员大会

上发布新网页设立之推介，主要提供校友之间

交流信息、资源共享和联络感情的平台。

校友会会长罗汉金表示，因应时代的变迁，该

会设立新网页，就是希望提供会员及母校之间

的资讯，让大家参与和获知最新的资讯。第十

三届校友会理事的使命是【凝聚团结 自强不

息】，因此设立新网页是能让会员更了解校友

会的运作，取得该会常年活动的动态，如校友

回校日、企业拜访、CEO分享会、联谊活动和

会员生育奖励金计划等。网页内设有校友会论

坛，会员可在里面进行讨论和分享。

“经过疫情的洗礼，也明白珍惜的重要性，因

此能聚在一起特别显得珍贵。我希望可以透过

网页丰富的资讯让新旧会员回流与团结，并努

力将大家重新凝聚在一起，叙叙友情、交流工

作经验，增进校友之间的情谊与联系。”

盼商家加入优惠计划

本会于2018年推行校友卡，提供福利予会员

们。获得许多会员良好的反应，也招收许多新

会员。但本会仍希望能够再加强这张校友会卡

的功能，让更多的校友回流，跟年轻人接轨。

因此借此机会招揽更多的商家结盟，会员可到

结盟商家消费并享有折扣优惠。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网页为https://

www.southernalumni.com.my，会员、校友或

商家可通过该网址获得该会的一切最新资讯和

活动等。

2022年会员大会及新网页推介
文 /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南方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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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学术组举

办“CEO企业聚餐分享会”，荣幸邀请到郭

太平洋集团的首席执行员--拿督赖君杰 (Dato’ 

Jeffrey Lai Jiun Jye)分享其经商与管理之道。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拿督赖君杰CEO企业聚餐分享会

拿督赖君杰（左四）与南方大学校友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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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拿督赖君杰CEO企业聚餐分享会

拿督赖君杰是一家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高层领导，

具有21年担任私营企业董事、首席执行员及常务

董事的高级专业经验。是个擅于高度分析的决策

者，精通于企业总体的发展和转亏为盈的营运，

并且具备提高生产力和扭转困境的经验。拿督赖

除了有丰富的高管经验，对新兴技术及其商业模

式也有深入的了解，并精通国际贸易，曾在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开展业务。其为人处

事积极主动，并在职业生涯早期获得多项销售成

果奖，且持续获得社区服务的认可。企业管理横

跨多项领域，如纸箱制造商、五金、商场、房地

产、教育、农业、医疗、投资、餐饮、科技等。

拿督赖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其父亲身上学到要努

力工作的态度。由于他从小就在父亲的纸箱工厂

帮忙也渐渐了解公司的运作。大学毕业海归之

后，在父亲的工厂就业。拿督赖感谢父亲的磨

练，没有厚待自己，让他靠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

的业绩，深深体会到真实的工作体验，一步一脚

印的累积工作经验，造就了今日的辉煌成就。

年纪轻轻的拿督赖无所畏惧，即使父亲反对，

也执意要购买第一间厂房从事纸箱制造商。用

自己的实力与不懈的努力，终获得父亲的认可

和信任，逐渐将家族事业主导权交托予他，也

全力支持他，让他大展宏图开拓自己的事宜。

如今其管理的郭太平洋集团，缘起于父亲在机

缘巧合下认识的印尼华侨朋友。其老板在印尼

排华期间，趁机收购许多不同行业的公司。目

前在印尼已有340多家公司，经营的行业从学

校、医院、种植、发展、铅笔兑换商、购物商

城、2元商店等，并分享到做生意不一定要独具

慧眼，更多是要勇于创新，不断学习不同的领

域和行业。

他鼓励从事经商和青商的大家，需要多学习，并

将生意的风险分散。其从事教育的机缘，是凭借

其公司雄厚的实力和诚信，成立Paragon私立与

国际学校，慢慢从1个市场行销执行员发展到如

今的200个员工及1500位学生。勉励大家以将心

比心的心态管理此学校，以父母亲的角度发展学

校，不止要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也要注重教养

和课外活动，培养成为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

最后，拿督赖君杰以他的座右铭3个H：努力、

谦虚和老实，勉励大家能让事业走的更远，让

自己的企业永续经营。做生意不要太在乎能够

得到多少的利益，要注重此生意能让大家学习

到什么，要重视学习的经验。

CEO企业聚餐分享会，透过企业家分享实战的

经营经验和理念，以及企业的管理方针，希望

能为本会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激励和启发，让会

员有所收获和有学习价值的活动。

南方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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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理论课程，大众传播系的课程相

当偏重实务制作。文强印象最深刻的课

程计划便是Borderless隐形边界社区计

划。在老师的带领下，文强得以走入移

工们的工作与生活的场所进行观察与拍

摄。这给予文强很大的震撼，也让文强

觉得自己从事的活动是具有意义的。该

社区计划包含书籍出版与摄影展等，更

曾经远赴槟城进行展览。

除了更加偏重实务学习的课程，南院多姿

多彩的活动也充实了文强的校园生活。在

校期间，文强积极参与的社团与活动，包

括担任南方电视台的学生记者﹑马港交流

活动﹑Jump Party离开地球表面中秋园游

会等等，这些经历无不对于文强日后的工

作与创业带来正面影响。

在新闻传播系就读期间，文强逐渐摸索出

自己的兴趣，发现自己对影像制作的热

爱。踏入社会后先以自由接案摄影师的身

份工作。后来更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南院校

友合组工作室，包括同样来自新闻与传播

系的邱玉薇和企业管理学院的胡康镇。

2020年毕业于新闻传播系的玉薇，在求

学时期接触摄影，在新闻系老师的鼓励

下，玉薇参加了校外的短片比赛并获

奖，让她有志于往影像制作方面发展。

毕业后，玉薇在一般的商业影片制作公

司工作，心中却一直保有着继续影像创

作的热诚。

在南院求学时光，只要努力学习用心

体会，一定能获得受用无穷的经历  

——这便是校友陈文强﹑邱玉薇和胡

康镇的体会！

2019年从南院大众传播系毕业的陈文强，

求学时代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也获得了第28届毕业典礼的吴德耀教授

学术奖。说起前来南院就读的原因，文

强坦言是被南院的校园活动所吸引。文

强在中学时期就发现到南院的校园活动

丰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环境。原

本文强在其他大专院校就读专业文凭课

程，但发现该学校偏重理论课程，所以

在获得专业文凭后，便转到南院继续就

读大众传播系学士课程。这一个转学的

决定，也造就他日后的创业之路。

胡同三十二
的创业经历

访问校友陈文强﹑邱玉薇和胡康镇

南方新媒体中心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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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毕业于企业管理学院的胡康镇，

一直都对影像制作和后制剪辑感兴趣。

毕业后，康镇从事销售的工作，但心

中却一直埋藏着一份对于影像拍摄的热

情，等待有缘人来点燃。

在机缘巧合下，玉薇和康镇遇到了文

强，志趣相投的三人一拍即合，开始讨

论合作计划。而他们成立工作室的地

点，有别于一般商业公司，而是选择设

立在古来新村内。

原本文强﹑玉薇和康镇只是因为经常到古

来某咖啡馆聚会讨论工作，却渐渐的被民

风淳朴的古来所吸引，最终在朋友的介绍

下，他们决定租下古来新村内某栋老房子

作为工作室。工作室的名字则是以老房子

的门牌为名，取名：“胡同三十二”。让

工作与生活融合，是三人的信念。

三人每日从新山驱车前往古来工作，在

行动管制令限制跨县的那几个月，更是

毅然决然的搬到古来居住在工作室。这

也让他们建立了革命情感，同时也更能

深入体会古来的风土人情。

“胡同三十二”挺过了疫情和行动管制

令。三人坦言，在疫情期间商家纷纷缩

减广告预算，让主要以拍摄商业广告为

主的工作室受到冲击，生意量锐减。但

三人还是坚持了下来，期间还接下了

Astro寰宇电视的小太阳儿童电视节目

《迷你嘻游记》的拍摄案，让更多人看

到胡同三十二的作品。

三人都希望可以拍摄和挖掘更多具有人

文风情的本地故事，让更多人看到马来

西亚美好的人事物。

挺过了最难熬的阶段，胡同三十二即将迈入下一个阶

段。采访时文强告知，他们即将搬离呆了2年多的古

来，将工作室搬到新山的商业区。虽然感到不舍，但

为了工作室的长远发展，他们需要搬到一个空间更

大﹑位于市中心的地方营业。

“今日我以南方为荣，他日南方以我为傲”

不论是在古来还是新山，三人都不忘初衷的继续在影

像制作的这条路上发展，也希望日后如果能取得更大

成就，可以回馈母校，与母校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

也祝福文强﹑玉薇和康镇，冀望胡同三十二的发展蒸

蒸日上。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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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从事书法与篆刻教育和推广，是一条孤独

的道路。毕业于本校2014年中文系的温子建和温

子安两兄弟，却甘之如饴的投入到这条路上。

温子建和温子安是孪生兄弟，从小就对书法感兴

趣，启蒙于曾竹先老师与张财老师。国中毕业

后，兄弟两人曾想要往书法的领域深造，但马来

西亚的大专院校并没有专门的书法学科，所以在

毕业后，两人选择就读南方学院中文系。

回想就读南院中文系的时光，两人表示南院的

求学环境“让他们看到更多”，其中图书馆丰

富的藏书量，包含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等的著作

都让他们受益良多，让他们了解书法“不仅仅

是写字比赛而已”。

2014年，他们从南院中文系毕业，之后到台湾

逢甲大学继续升学就读中文系本科。大学毕业

后，在台湾中文系老师的鼓励下，他们选择了

到中国大陆接受专业且系统性的书法实践与学

术训练，随后他们申请到中国美术学院修读书

法专业的硕士课程。

初次抵达中国美术学院，两人便被美丽的校园

景色给深深吸引了。除了美丽的景色，最让他

们印象深刻的便是校园的艺术气息和学习氛

围。在校园内经常可看到学生们聚集在一起讨

论艺术和创作。

哥哥子建分享到，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非常用

功，几乎是从早到晚都在练习，甚至凌晨了教

学楼与学生工作室都还是灯火通明。那里的学

生技艺水平极高，初到那里的子建觉得自己的

程度和他们是有落差的，这也激发了两人更刻

苦努力的学习。

除了书法，两人也钻研篆刻。在本地，专精于

篆刻的人并不多。弟弟子安直言，篆刻与金石

学关系密切，也是书法专业的必修科目。在中

国美术学院，书法与篆刻在本科学习阶段是不

分家，只有到研究所阶段才有一定的侧重。

岂止是
风过水无痕？

访问校友温子建 温子安

南方新媒体中心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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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建和子安目前已经硕士毕业，而子安目前还

正在修读博士课程。疫情期间，两人都留在马

来西亚。由于中国还没开放入境，子安暂时也

没办法入境中国。

一开始，子安和子建与好友符芳俊成立了“无

痕草堂”，这只是一个斋号，并没有任何业务

运作。后来疫情来袭，他们在学生的鼓励下，

在本地开始从事书法与篆刻的教学，“无痕草

堂”也顺势转变为“无痕馆”，成为了他们的

工作室，并担任书法与篆刻的导师。

“‘无痕馆’这个名字，有点‘风过水无痕’

的意思，我们所做的只是在这短短的生命周期

中应当做的事，比如提升我国大众对书法的认

知层次，这些事在往后可能就这样的过去了。

不留下痕迹。我们所做的专业书法教学和马来

西亚现在的大环境存在一定的冲突与不合时

宜，做了不一定有反响﹑有回报﹑有效果。但

面对马来西亚书坛中种种的缺失，我们就抱

着‘无痕’的心态说：‘没关系，我们尝试来

做一些改变吧！’”

子安说起工作室的命名由来显得轻描淡写，也

透露了他们豁达的态度。但两人的努力真的

是“风过水无痕”吗？ 不久前，两人在柔佛书

艺协会举办了一场篆刻工作坊，吸引了不少人

报名参加。看来，专业的书法与篆刻教育在本

地还是非常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马来西亚书法的生态不像中国那么完整，两人

不太可能可以像在中国一样把书法当作工作或

全心创作。在马来西亚要推广书法，终究还是

必须回归到书法教育。

两人也坦言，马来西亚的书法水平过去曾是海外

华人圈中的佼佼者，但近年来马来西亚书法的水

平停滞不前，且不说与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存

在极大落差，甚至连印尼与泰国等国的书法水平

也与大马书法的同质性越来越高，这更凸显出本

地迫切需要专业与系统化的书法教育。

子安与子建希望借用中国那一套成熟且科学式

的书法教学法，在本地推广书法教育。未来也

希望可以将海外优秀的书法作品引入本地办展

览，甚至邀请海外的书法名家开设公益分享

课，推广书法的知识﹑理论﹑美学。

举凡政﹑经﹑文﹑教界都遍布着南院的校友，

从子安与子建的经历，我们又发现了两位优秀

校友。我们也诚挚的祝福子安与子建，百尺竿

头，更近一步！也鼓励他们继续为本地的书艺

发展继续努力。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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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大讲堂第32讲：

苹果旅游·心路历程：
‘创业·疫情·守业’

文 / 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提供扫码观看影片

拿督斯里李益辉（李桑） 
苹果旅游创办人兼执行主席

“不熟悉的行业不要随便闯”，这句话，李桑非常认同。这名素有“旅行职人”雅称的资深旅游达

人分享创业历程时说，他就是在掌握日语、熟悉日本，并且擅长与日本人交流等天时地利的情况

下，以日本为主要观光点出发，开创了他的旅游事业。毕业自日本东京国际大学的李桑说，在25年

前，回到大马的他为了追求梦想而展开众筹，排除万难，开创了苹果旅游。

提起日本就想到苹果

“今年是苹果旅游创业25周年，现在看回去，我觉得我的团队很了不起，这块招

牌，让人想起日本，就想到苹果。”在2005年，李桑将旅游目的地版图开拓至其

他亚洲地区，并冲出欧美等国家，越行越稳健。

旅游业抗疫情  掏出米缸保温  忍耐坚持再出发

李桑指出，基于冠病疫情延续太长时间，他只能秉持“忍耐、坚持，再出

发”的信念，放眼未来。我国第一次进入管控令后，旅游业深陷谷底，

李桑支撑的绝对不是面子，他掏出米缸，只为让炉灶保持温度，盼

望再一次带着旅者们去看世界。

深度旅游勿辜负出行

他说，在未来的后疫情时代，他希望每个有机会去旅游的

人，都要带着想要看到美丽世界的眼睛出走，感受深度旅

游。“我们都被困住近2年了，知道能出走的可贵，接下

来若再出走，一定要带着一颗很透、很宽的心胸出去，

去真正看到美丽的世界，而不再是走马看花，辜负旅游

的美好。”

旅游文字分享人生阅历

拥有多年撰写旅游文章资历的李桑，是天生拥有“旅

游DNA”的旅人，潜移默化间，总是能在字里行间带着

旅人启程。“我的文章，都已注入我想与读者分享的

旅游心得，希望让读者看到我所看，读懂我所写。”

*内容引述自e南洋

日期：7/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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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大讲堂第33讲：

酒楼餐饮业：
疫中求存，疫后求变
文 / 南方专业与教育推广学部提供 扫码观看影片

新山餐饮连锁品牌北京楼集团创办人游国光形容，做生意永远不会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可能

是一加一等于零，或超过二，包含了待人处事的态度。“当你会算的同时，别人也会算。如果太会

计算，生怕自己吃亏，生意反而更难做得长久。”换位思考对方的需求，将心比心更能换得共赢。

此外，他也认为，让员工付出的价值得到肯定和员工自动自发地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企业才能走

得更远。

公司是员工资产

他表示，该集团秉持“公司是员工的资产”的信念，把只要肯打拼，愿意付出，员工就能分享公司

的利润的精神，渗透到每一名员工。即便宴会厅经理看到厕所不干净，也会自己动手清理。北京楼

集团分别于2013年、2017年及2020年在全国清洁公厕竞赛勇夺全国冠军，这项赛事涵盖全马所有政

府、私人界的公厕参选，卫生部官员以突击方式展开评估。

员工集资百万盼助渡难关 疫期供应商雪中送炭

游国光透露，冠病疫情来袭，集团长达数个月处于零收入状态。“员工代表来找我谈话，许多员工

提议筹集超过100万令吉，希望能助公司渡过难关。”他心里十分感动，但他不敢拿这笔钱，更不会

辞退任何员工，必须咬紧牙关正面应对困境。不仅员工，供应商给予的援助

也是支撑企业的雪中炭之一，真诚的同理心，无意间形成共感。

境不转心转

游国光在讲座上提到人生不应想得太悲观，即便面对逆境，也

应积极发挥正能量，境不转心转。他也在一年前开创的“新北

京粿条仔”发扬潮州美食，目前已开设8家店，都是由北京楼资

深员工掌舵。不过，他强调，虽然以加盟店方式经营，但绝对

不会“乱开”，必须做到有利润，才做进一步的战略部署。

*内容引述自e南洋

游国光 
北京楼集团创办人

日期：15/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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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大讲堂第34讲：

疫情后共生共享的新办公生态
文 / 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提供扫码观看影片

共享空间办公室“Infinity 8”创办人李雪亮表示，做人低调，但做生意需要高调，以争取品牌曝光

率、建立人脉网络和拓展生意管道。“共享空间办公室模式，让创业者几乎每天都会与不同领域的

老板、高管和职员见面，不仅提高资源共享的可能性，也是打开人脉的方法之一。”李雪亮分享创

造商业社区概念，在共享空间吸收不用的商业资讯和创意。他认为，共享空间办公室不仅单纯的租

赁关系，而是一个能提供许多无法计算的隐藏式附加价值，有助企业打入商圈的平台。

不同领域业者进驻  共享空间有利与弊

李雪亮说，冠病疫情下，失业潮也变成创业潮，部分高管级人才因企业裁员，取得遣散费后选择自

立门户创业。虽然远程居家办公成为新常态，可是也有人因为家庭生活环境，无法投入创业或工

作，对一些创意性、创造性脑力工作，无法随时与同事进行脑力激荡。他表示，共享空

间办公室有不同领域的业者进驻，遇到瓶颈时可主动向其他专才讨论解决方案，这是

设计师和工程师客户之间的互补，工程师把创意十足的设计师拉回实际操作；而设

计师则融合工程师的专业有更出色的设计。“共享空间也有利与弊，劣势就是可能

面对‘被迫社交’导致工 作分心的情况，比如倒一杯咖啡或上洗手间时

或会遇到4至5名健 谈者。”

月租从399元费用全包

李雪亮表示，租赁一个商铺需要承担各种看得

见的和隐藏的开销，每月最低开销1300至1500令

吉，同时要签订至少一年租约。可是，一个坐落在

中高端地段的共享空间办公室，月租从399令吉起跳，

这笔费用是全包，也提供非常灵活的短租服务，两周或一

个月都接受，就能在宽敞的办公室环境上班。“企业可降低

成本，把专注力投放在事业冲刺上，把琐碎的事情交由共享空间办

公室负责人解决。”

疫情如“杀手” 须靠数字化克敌

李雪亮形容疫情如同“杀手”，令国内近90%业者的生意陷入困境，

传统生意必须与时并进，迈向数字化经营。

*内容引述自e南洋

李雪亮 
“Infinity 8”创办人

日期：3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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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艺术馆的【云端艺谈】线上系列，是被新冠疫情逼出来的“突破”。 经过两年多的抗疫调整，

社会大众也已习惯线上活动，“上云端”已成生活常态活动之一。

迎接2022年，艺术馆将随防疫SOP的放松，逐步恢复过往的线下艺文活动，但“云端”的线上直播也

会保留为新常态，能让无法莅临现场者也能通过“云端”一览盛况并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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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永、赵慧馨

第13场 | 何留：浪子与野人的游牧日记

邀本校艺术与设计学院校友黄进永和赵慧馨，畅谈以老货车“何留”

一起过着“游牧生活”的点滴，了解他俩结合各自的手作制作，体验

一边旅行一边露营的行褤生活。此次特邀的对谈人是本大学艺术与设

计学院院长赵佩娟。

日期：08/10/2021 扫码观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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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徐宝真

第14场 | 清醒地做梦 DREALM

徐宝真(Pauline See)主修平面设计，也曾在本校进修视觉艺术，尤以笔

风细腻的线条壁画在过去几年里引人注目。她活力充沛的跨界文创包

括：展览、讲座会、写词作曲、音乐会演唱、实验剧场等。她还为早年

新山著名的“苏炳衡活字印刷馆”编辑了流光溢彩的老行业图文巨册。

日期：28/10/2021 扫码观看影片

嘉宾:陈书强

近年在国际水彩画坛崭露头角的新山水彩画家陈书強是位著名的美术教

育工作者。他多次受邀参加莫斯科艺术节及进行授课分享，这让他更深

入了解各国风俗民情。他在国际水彩大赛频频获奖，也奠定了他成熟的

个人风格。

日期：09/12/2021 扫码观看影片

第15场 | 从绘画找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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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邀来自梹城的素描画家荘嘉強莅临南方电视台进行对谈。嘉强

自幼喜爱绘画，初中时期开始学习素描，中学毕业后就在梹城理科大

学修读建筑系。建筑专业训练使他对空间的解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

思考。后来从事平面设计师逾10年，目前是全职画家。

第16场 | 素描：游移万象

日期：20/01/2022

嘉宾:莊嘉强

扫码观看影片

嘉宾:孔万良

来自吉隆坡的国际摄影家孔万良分享了他著名的黑白摄影创作。他的作品

多以大马人民的日常生活动态如城市老楼房社区的平凡面貌入镜，独具个

人风格的光影瞬间特能让观者产生共鸣。孔万良经历过摄影材料的进化与

演变，因此谈到黑白菲林创作的材料，显示他身上累积了丰厚的经验。

日期：11/03/2022 扫码观看影片

第17场 | 镜孔万象 · 黑白良心——心谈黑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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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场 | 云端艺谈·特备“华风心象”

这是配合大马国际现代书画联盟《华风心象全国大展》在本馆的实体

展的线上直播，邀请书画联盟总会长符永刚博士、全国书法教育组主

任兼马六甲联委会会长刘明亮及《华风心象》工委会主席兼柔佛州联

委会会长曾庆仁在云端对谈，对展出作品进行线上导览、以及《华风

心象》的“前世今生”。这场对谈让人更了解书画联盟对推广马来西

亚书法教育的作为与努力、以及未来的展望。

日期：30/03/2022 扫码观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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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总会主催，南方大学学院文

物与艺术馆联办，三年一度的《华风心象》全国书法大展

于3月19日至3月30日线下展出106幅作品，此次展出除了

会员理事的作品，也包含了22位学生的作品，参与展出作

品者年龄从10岁至89岁不等。

自2008年起首次展出（时名《全国书画精英大展》）后，这

场全马书画荟萃一堂的艺术盛典，迄今已步入第13个年头。

 

鉴于抗疫行动管制令已逐步放宽，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

联盟决定2022年《华风心象》恢复实体展，并由柔佛州联

委会承办。这也是本馆第二度联办此展。

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陈洺臣、校长郑玉美教授也出席

开幕典礼并与来自书画联盟全国联委会的代表交流。

“华风心象”
全国书画大展2022

文 / 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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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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9/09/2021

主讲人：林秋莹导师

第八场 |“生活达人：电脑、家电、电子”

林秋莹导师与观众分享在21世纪数位 (Digital)和信息与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掌

握电脑、家电与电子技术以成为生活达人，并简要的解说电脑工程与

电机电子工程的课程内容。

扫码观看影片

日期：10/11/2021

主讲人：许爱婷导师

第九场 |“采耳——和你想的不一样！”

南方技职学院初级采耳护理课程的许爱婷导师通过线上讲座与观众分享

许多采耳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分享体验过采耳服务的顾客心得与感受。

扫码观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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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9/12/2021

主讲人：谢玉贞导师

第十场  |“与幸福的约定——从产后及宝宝照护开始”

南方技职学院第十场线上讲座的主讲人是台湾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谢

玉贞导师。照护产后妈妈与新生儿是每个家庭的重要课题，作为专业

的产后护理人员，间中有很多专业的知识与技能是需要学习的。

扫码观看影片

日期：17/02/2022

主讲人：唐德峻导师

第十一场 |“学习Unreal Engine，你能做什么？”

唐德峻导师在第十一场线上讲座为观众解说Unreal Engine能做什么。

唐导师分享他的视野，以及团队领袖Nini老师负责带领的各项虚拟设计

国际合作案，包括明星演唱会XR舞台设计、知名电动汽车产品发布会

的XR场景设计，还有新款知名手机发布会XR特效设计等。

扫码观看影片

日期：20/04/2022

主讲人：刘振发导师

第十二场 |“手机维修业的前景”

刘振发导师与观众分享，现代人人手一机，智能手机已成为不可或缺

的随身生活设备。而手机平板维修这项行业因应智能设备的庞大市场

需求，也已形成产业链，因此开办手机与平板维修培训课程可让有志

在此项领域发展的社会新鲜人在入行前先行掌握相关领域的技术。

扫码观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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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简称南方技职学院）

与益耳保专业采耳公司(Earpro.Sdn.Bhd.)于

2021年11月1日签署协议，联合开设初级采耳护

理专业证书课程。

签约仪式上，南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表

示，每个人对采耳并不陌生，小时候听不清楚

时，父母会用耳耙将耳垢掏出，成年后，一般

人会拿棉花棒或耳耙采耳，但处理方式却不一

定正确。目前，采耳服务正逐步专业化，采耳

护理课程虽不是医疗课程，却与耳道治疗相辅

相成。许多例子显示，如果经过定期的采耳护

理，能够改善耳疾；对生活忙碌的人们，采耳

过程相当抒压，也能协助个人平衡身心。

益耳保许爱婷导师在仪式上说明，专业采耳师

会运用技术，以适当的力度在耳道里掏耳朵，

过程中通常是无痛，而非一般人士想像的会造

成痛苦或不适。她提供采耳服务已多年，协助

改善并解决不少人的困扰如：耳鸣、重听、耳

道阻塞、中耳炎、滋生霉菌等等。她指出，耳

朵内外部有许多穴位与神经线，专业的采耳手

法亦可缓解疲劳、改善睡眠，并预防部分耳

疾。之所以反复强调专业采耳对于公众的重要

性，主要是因为生活中，听觉是重要的感官；

如通过各种有益的保健方式，维持听力机能的

正常，实际上能够增进人们生活的品质。

接着，南方大学学院莫泽浩理事长也表示，南方

技职学院提供让青年与在职人士学习技能的机

会。随着采耳课程以学科的形式办理，他相信这

门手艺会进一步以结构化传授下去，从而帮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妥善的耳朵护理服务。

此课程的总学习时数达80小时。学生需在四个

月左右，上课40小时并见习40小时。课程的总

费用为RM7473（含税），其中，每位学员会获

得一套价值RM1800的采耳工具，供上课时和日

后使用。有兴趣的公众，欢迎与南方技职学院

联系，电话、Whatsapp至011-11425579或019-

8125579、电邮至 site@sc.edu.my。

南方技职学院与益耳保(Earpro)联办

初级采耳护理专业证书课程

南方技职学院与益耳保联合推介初级采耳护理专业证书课程。坐着（左起）：刘福强、莫泽浩、许爱婷，后排立者（左起）：
南方教育机构黄益启总监、益耳保许进荣、潘丽珍以及罗敏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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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简称南方技职学院）与

iHos Sdn. Bhd.于2022年3月10日签署协议，联合

开设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维修专业证书课程。

签约仪式上，南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表

示，这项课程在当前推出是很合适的。自从

新冠病毒肆虐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日常

使用率激增。比如马来西亚许多学子，都经历

了长时间的线上学习，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也

从通讯和娱乐工具，变成了重要的学习工具；

又比如一般白领，往往依赖智能手机与平板电

脑，进行各类业务或开会。这些设备的正常运

作，或及时受到妥善的保护与维修，可以说是

非常重要的生活部分。

 

iHos Sdn. Bhd.丘锦来董事在仪式上说明，iHos 

Sdn. Bhd.已在市场上扎根将近20年，随着科技

的进步，现代人已是人手一机，手机和IT维修

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课程能够提供青年学习技能

的机会，并拥有一技之长。

此课程的总学习时数达94小时,包含上课92

小时与考试2小时。课程的总费用为RM6095

（含税），其中，每位学员会获得一套工具配

套：风枪、焊枪、拆机螺丝刀套件、镊子、平

板拆机片、手术刀柄和刀片，供上课时和日后

使用。有兴趣的公众，欢迎与南方技职学院联

系，电话、WhatsApp至011-11425579或019-

8125579、电邮至 site@sc.edu.my。

南方技职学院与iHos Sdn.Bhd.联办

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维修专业证书课程

南方技职学院与iHos Sdn. Bhd.联办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维修专业证书课程。（左起）：iHos Sdn. Bhd.刘振发老师、丘锦来董
事；南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魏武杰资深经理 。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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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98：

马来亚抗日军歌中
的国家想象与情感

南龙侧记99：

马来西亚华人地方
史的建构：以麻坡
武吉巴西乡镇为例

第98场南方沙龙《马来亚抗日军歌中的国家想象

与情感》的主讲人何启才博士为马来亚大学文学

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史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本场沙龙从马来亚抗日歌曲与人民抗日军军歌

入手，通过解析这些曲目歌词中蕴含的家国意

识从“中国”转向“马来亚”的过程，探讨抗

日与日据时期作为马来亚华人国家想象的形成

以及国家认同转换重要阶段的观点。讲座中，

何博士谈到马来亚共产党通过积极投入抗日援

华运动来实现自身策略转向，争取马来亚当地

华人的支持以扩大其影响。华人社会的援助对

象也逐渐从“中国”转向“马来亚”。

何博士将讨论重心聚焦在五首抗

日歌曲与抗日军军歌之上。他认

为，抗日运动可说是马来亚华人

对自身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

新体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扫码观看影片

第99场南方沙龙《马来西亚华人地方史的建构：

以麻坡武吉巴西乡镇为例》的主讲人郑名烈博士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亦是本地

知名时评人。

身为麻坡武吉巴西子弟的郑博士，在研究的过程

中深刻感受到华人先贤的事迹在官方历史书写中

总是缺席的偏差，以及在史料缺乏，人口流动的

限制下，如何善用有限的资料及条件，扬长避短

来做好研究的必要性。

在研究过程中，郑博士认为当地的华人坟

场——永德公冢是一大宝库。他认为，永德公

冢义山组织是当地跨宗族的社群整合场所。此

外，当地的宗族庙宇也随着时间推演，逐渐从

家庙家神转化为公共场所与社区神明。马来亚

独立前后，当地华人宗族也纷纷开始编纂世

系汇志，这是这些华人宗族开

始在本地扎根，开宗立派的证

据。结论部分，郑博士表示地

方史的建构必须被重视，以弥

补马来西亚历史大洪流的缺口。 扫码观看影片

南方沙龙人文学术
讲座系列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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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100：

文化研究新思潮下
的饮食文学书写

南龙侧记101：

郑良树
的山水与学村

第100场南方沙龙《文化研究新思潮下的饮食文

学书写》主讲人王润华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

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院长、台湾元智

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南方大学学院前资深副校

长，现任中文系资深讲座教授。

讲座中，王润华博士首先指出饮食书写在马新

华文文学大叙事中保持低调的现象。然而，在

战后的文化研究典范下，过去被视为通俗、不

够高尚的地方性饮食书写与研究，也开始渐渐

受到关注。而透过这种“小叙述”的角度，以

书写局部的、特殊的、临时的、偶然的事物，

反而是“更精粹的想象创造形式”。在文化研

究的新思潮下，包括饮食书写在内的古典文学

中的“小叙述”，重新被重视起来。研究一个

民族的饮食，是人类考古学很

重要的课题，因为它是土地、

族群的文化记忆与历史。因

此“饮食文学”也可以是国族

的文化考古，来建构与重塑国

族记忆与历史叙事。

扫码观看影片

第101场南方沙龙《文化研究新思潮下的饮食文

学书写》主讲人之一张财为本地知名书画篆刻

家；另一位主讲人则是现任南方大学学院文物

与艺术馆馆长的诗人陈再藩。

本场沙龙讲座是为纪念郑良树教授辞世五周年而

设，郑教授生前为本校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荣

誉所长暨终身教授。郑氏一生奉献学术研究，被

誉为「马来西亚饮誉国际汉学界第一人」。

本场讲座，首先由陈再藩介绍“郑良树教授书

画珍藏馆”的筹备进度，该馆将以陈列郑良树

教授保留在南院校园的书画作品为主，并邀请

本地书画家担任学术顾问。接着由张财开始介

绍郑良树山水画的特点。他表示，郑氏作品中

常见云雾缭绕与高山峻岭，显示出其“凌云壮

志，志在高远”的心境。

由山水画谈至学村，陈再藩指出，当年郑良树

教授从香港退休回到新山，提

出“宽柔学村”概念。时至今

日，终有将宽柔中小学与南方

大学学院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的“宽柔学村”理念。 扫码观看影片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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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102：

走进历史田野
的教学实践

南龙侧记103：

戏剧与马共：
从“抢救百年马华
话剧史料运动”谈起

第102场南方沙龙《走进历史田野的教学实践》

主讲人李文辉为笨珍培群独立中学副校长，也

是南方学院中文系校友，曾担任南院“搜集柔

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之专职助理。2006年起

开始在培群独中任教，长期从事笨珍乡土历史

教学和研究工作。

李文辉副校长分享走入田野的缘起，主要始于

昔日就读我校中文系期间参与田野调查的经

验。在返回故乡后，文辉在笨珍培群独中执

教，与校方商议成立人文史地学会，推动田野

调查与古迹巡礼活动。十几年来，人文史地学

会并非一帆风顺，但仍旧坚持下来，并在出版

了《我们的方志：走进历史的田野》一书，将

这些年来的户外考察成果及教学实践作一次总

结，也为笨珍地方史留下记录。在本场讲座中

担任与谈人的三位培群独中人文史地学会会

员——林靖扬、罗方柳与林诗

雅，也在讲座中穿插分享他们

参与田野考察的过程、从中学

习到的态度、知识与技能，以

及发自肺腑的心得感想。 扫码观看影片

扫码观看影片

第103场南方沙龙《戏剧与马共：从“抢救百年

马华话剧史料运动”谈起》主讲人沈国明博士

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院博士，现任马

来西亚“心向太阳剧坊”主席兼研究员，报章

专栏作者。

本场主题，环绕着抢救百年马华话剧史料运动

及大马华文话剧与马共的关系。沈博士主要提

及了二战前南洋新兴戏剧运动号角的响起、抗

战时期“马来亚抗敌后援会”领导剧运及二战

后新民主青年团与杜边。而在介绍“南洋新兴

戏剧运动”中，沈博士揭示了马共成立到马来

亚普罗剧运联盟的成立间所发生的事及所涉及

的人物历史及其创作，详细说明了大马华文话

剧发展史与马共的关系。

总结部分，沈博士指出，马共和戏剧史料远不

止他所掌握的这些资料，还需

要加大力度去完整及丰富。但

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想让

马共和戏剧这段有血有泪的历

史能够重现，还需要有人能够

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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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104：

侧看柔佛古庙游神
南龙侧记105：

从砂拉越小镇游神
看当地华人社会

第104场南方沙龙《侧看柔佛古庙游神》主讲人

为庄仁杰博士与陈再藩馆长。庄博士为国立台

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专案助理教授，陈馆长则

为本校文物与艺术馆馆长。

新山柔佛古庙游神，是今日新山华人社会最具

代表性的庆典之一。多年来，古庙游神一方面

延续其传统，同时又因应时局，在传统之上焕

发创新。

讲座中，陈馆长认为游神衣是游神当中的一大

特色之一。游神衣除了是各会馆的辨识以外，

其亦会出现某公司为答谢神恩而赞助游神衣的

经费。尔后，游神衣演变成了筹募游神这项文

化活动的经费项目，同时其与会馆的文化教育

基金紧密相扣。

根据庄博士所收集到的资料，在八零年代，有歹

人会在游神中打架斗殴，警方为了容易辨别及捉

拿歹人便请抬神轿的工作人员穿上游神衣，此番

举措便演变游神中穿游神衣的铁

律。庄博士还分享到随香的善男

信女和乩童，其实也是我们最容

易忽视的人群之一。

（文字整理 / 中文系杨嫣） 扫码观看影片

第105场南方沙龙《从砂拉越小镇游神看当地华

人社会》主讲人蔡静芬博士为砂拉越大学社会科

学暨人文学会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级讲师，是日

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人类学博士。

主讲人蔡博士主要提到了通过当地客家人和潮州

人两个方言群体所组织的年度游神活动，来探讨

英吉利里的基本社会结构（客家人和潮州人），

过程中，蔡博士揭示了英吉利里华人的社会结构

与历史变迁。

蔡博士亦详细说明了砂拉越小镇游神及当地华人

社会的关系。而其中，在Pekan小镇里的店铺的

店主大多数为潮州人，而店铺业务则大多为客家

人及潮州人。蔡博士指出，仪式是当地历史的语

言，而大伯公游行是该社区的历史产物，是客家

人及潮州人社群共同的过去。当

地人相信神是他们先人的守护

神，他们的祖先先来到该地区定

居，而这样的一个历史产品连接

了他们与上一代及先辈们。

（文字整理 / 中文系苏诗惠）

扫码观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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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106：

苏禄王国的海洋
贸易与依拉努人
的“海盗”活动

南龙侧记107：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新山华人的常民形象

扫码观看影片

第106场南方沙龙《苏禄王国的海洋贸易与依拉

努人的“海盗”活动》主讲人为杜振尊博士为

拉曼大学敦陈祯禄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

研究员，博士期间研究东南亚海盗史，发表博

士论文的题目为《19世纪英国在马来群岛打击

海盗研究》。

本场沙龙，主讲人杜博士主要提及了苏禄王国

的早期历史、苏禄与中国的关系、苏禄王国的

海洋贸易、依拉努人的“海盗”活动及西方殖

民者的打击海盗活动。

讲座中，杜博士亦详细说明了苏禄王国的海洋

贸易与依拉努人的“海盗”活动的关系。总结

部分，杜博士指出，苏禄王国透过地理位置优

势与对华贸易的机会，抓住了

机会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而依拉努人和巴郎金吉人在巨

大的经济诱因下开启了海上劫

掠和掠奴活动。

（文字整理 / 中文系苏诗惠）

扫码观看影片

第107场南方沙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山

华人的常民形象》主讲人安焕然博士为新纪元

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和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

与文化研究所名誉顾问。

本场沙龙，安博士揭示了早期华人的实际面貌

以及日常生活给人的印象和形象。

安博士亦详细说明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

山华人的常民形象。安博士分享了于1873年颁

布的《柔佛统治港主法令》，透过此法令可以

窥探当时常民的生活及其普遍形象。此外，安

博士提到，对于历史上的义兴与会党的评价，

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其重要性，后人也无需对

其过度“漂白”。安博士提到，文献里新山华

人的形象需结合不同的语文的文字报道才更能

看出早期华人日常生活的实际样貌。总结部

分，安博士指出，不要刻板的

认为华人就是这样子而已，其

实在不同的人眼里是有不同的

形象及认知的。

（文字整理 / 中文系苏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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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107：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新山华人的常民形象

Academicians shall never stop learning.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pening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Grant Scheme (FRGS) application 

2022, 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 

(IGSR) proposed an internal training to 

academicians of Southern UC, titled “ Winning 

FRGS Research Proposal ”. The training 

workshop was conducted on 18 December 

2021 (Saturday). Professor Dr Mohd Shahir 

Shamsir Bin Omar, Deputy Vice Chancellor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rom University Tun 

Hussein Onn Malaysia (UTHM) was invited 

to share his experience in writing a winning 

proposal of FRGS. 

Winning FRGS Research Proposal

The workshop started at 9.00 am with opening 

remarks. Afterwards, Dr Mohd Shahir started 

his session by sharing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in writing a winning proposal.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red flags which could avoid a 

bad proposal. He then carried out training on 

crafting a ‘ presentable ’ format for the FRGS 

proposals. Besides, he also expounded on 

the trends of ‘hot’ research topics in each 

research expertise, such as Tech, Business &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 And lastly, 

he gave a clear explanation 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FRGS. The workshop was helpful to 

participants as it could enable them to secure 

their FRGS grants.

Winning FRGS 

Research Proposal
Written by 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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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 

(IGSR) conducted a PG workshop titled 

“ Research Paper Writing And Reference 

Management Software ” on 11 March 2022 

(Friday) for all resear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The workshop had two sessions, 

one was the guide on research paper writing, 

another session was the guide to reference 

management software – Mendeley. 

The invited speaker was Ts. Dr. Lee Yeng Seng, 

senior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i Malaysia Perlis 

(UniMAP) since 2016 and a fellow member of 

Advance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entre 

of Excellence. He is a senior member of IEEE, 

member of IET, MBOT, IEM, and BEM. 

The workshop started at 10am and lasted until 

12pm. In the first session, Dr Lee shared how 

to write an effective research paper in detail, 

including abstract, introduction,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s & data, analysis & results, 

discussion, conclusion and bibliography.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things to avoid in paper 

writing, the reasons a reviewer accepts an 

article, the tool for research planning & monitor 

(K-chart) and he also shared on the topics of 

indexing and publisher. In the second session, 

Dr Lee shared about the reference management 

software – Mendeley. He introduced  Mendeley 

and guided the participants on the use of 

Mendeley. The workshop ended at 12pm and 

greatly inspired the participants.

Research Paper Writing And 

Reference Management Software
Written by 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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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研究生了解并掌握研究论文所遇到

的瓶颈，同时提供平台让研究生能够互相

交流，研究生与研究学院于2022年3月12日

（星期六）举办了一场线上的分享会。此分

享会以研究生为主要对象，邀请了南方大学

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中文系讲师，黄琦旺副

教授担任主讲人，分享题目为“解铃还须系

铃人——谈谈论文这道题”。

分享会着重探讨理论与方法在论文写作中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分享会于下午2时开始，

黄琦旺副教授分享了几个重要的观点。其中

包括阐明写论文的观念以及作为人文学科的

文学研究写作所必须理清的观点。另外，黄

副教授也分享了研究的意义与性质，提供了

解题的方法供与会者参考。最后，黄副教授

也阐明研究架构的建立，解说研究中重要的

文献综述并提出方法理论的概观。

分享会在与会者的踊跃提问下于下午4时顺

利结束。

解铃还须系铃人
——谈谈论文这道题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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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一带一路：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缘起

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

路”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发展大战略，对促

进区域和平，增进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

作具有重大与深远的国际影响与现实意义。

南方大学学院身为马来西亚华社首间民办大专

学府，主动迎向新海丝“一带一路”发展的大

潮，与华侨大学联合举办“一带一路：海上丝

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促成产学层次的深

刻研究与探讨。自2016年起，此研讨会每年由

两校轮流联办，旨在促进中马两国间的文化交

流与合作。研讨会成功汇集各领域专家学者，

针对中马关系各专题进行研讨，是为中马智库

交流合作之重要平台。

首次线上研讨 集结各方学者

时隔两年，由南方大学学院与中国华侨大学携

手主办的第五届中马“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1月26日，首

次以线上形式回归。研讨会以“一带一路：海

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为主题，除了有两校专

家学者参与发表论文，同时也邀请各方专家学

者参与，围绕政治、文学、教育、抗疫等方面

进行研讨交流。专家学者们通过腾讯会议相见

云端，观众们则通过面子书直播参与互动。

研讨会于早上9时，在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

督陈洺臣、理事长莫泽浩先生、校长郑玉美院

士、以及华侨大学副校长曾路教授的致词下顺

利开幕。研讨会开展后由特邀嘉宾南方大学学

文 / 研究生与研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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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国际学术咨询委员冯达旋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首席研究员薛力教授分别发

表主题演讲。

随后，会场分为2个场地，同时进行各主题的论文发表。

政治主题的论文发表者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林大伟博士、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

长史志钦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

长黄梅波教授以及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潘永强博士。文

学主题的论文发表者有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中文

系客座教授王润华教授、中文系主任谭勇辉博士、中文系

副教授彭念莹博士以及中文系讲师骆俊彦老师。

下午场次依旧由两位特邀嘉宾发表主题演讲，分别是华侨

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许培源教授以及马来西亚-

中国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陈友信先生。主题演讲之后进入论

文发表环节。抗疫政策主题的论文发表者有中国华侨大学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刘文波副教授、何光强博士以及南方

大学学院企业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祝圣怡讲师。教育

主题的论文发表者有华侨大学陈雪琴教授、王焕芝教授以

及马来西亚苏丹依德里斯陈美萍副教授。

为期一日的研讨会于下午5时顺利结束。

中国华侨大学参与本次线上研讨会的情况。

本届研讨会官方海报。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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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玩具创新展复古玩具创新展复古玩具创新展
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文 / 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游亮辉

「复古，才是永远的潮流！」

这句话绝对是真的！但先决条

件是要懂得创新！

32位艺术与设计系的同学，花

了14周的时间，一边学习创意

思考方法，一边创作出32个趣

味盎然又创意十足的复古玩

具，同时于学期末策划展览，

邀请校内外朋友们共享成果。

过去我们举办的艺术类展览都

是“眼看手不动”，但这个

玩具展，不但要动手，还要动

脑才过瘾，体验一个接一个游

戏，你会发现同学们的无穷创

意，绝对会乐在其中！

在还没有网路世界的60年代

到90年代，流行童玩如：蛇

棋、飞机棋、大富翁、玻璃

弹珠、Batu Seremban、弹珠

台、木陀螺、汽水瓶盖等

等风靡数十载，孩子

们似乎永远玩不

腻。到底这些有

趣的童玩，如

何变成创新的

复 古 玩 具 ？

首先，需要

Brainstorming很多很多很多

的点子，再经过不断的尝试整

合、改变、去芜存菁，觉得满

意才开始制作雏形，还需进行

实测试玩和改进，精益求精直

到非常满意才算完成。

要如何评估一个作品是否有

创意，首先要有「原创性

Originality」，同学们的作品

都是透过老师引导一步一脚印

制作，不存在抄袭的成分；

再来是有「市场价值 Market  

Value」，不只是自己喜欢，

也要获得大众喜爱；最后是要

「有效的Effectiveness」，意

思是这些作品不再是纸上谈

兵，而是必须真实制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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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属于我们的回忆，莫忘我们对设计的初心。

让我们用设计走出多姿多彩的未来。创造未

来，领先于时代潮流。

基于2022年2月份疫情严峻，原本计划为线下的

毕业展换成线上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线上展览顾

名思义便是在网路上做展览，毕业生们这次采用

了视频录制，呈现给大家设计系学生们用一点一

滴累积的汗水与泪水所制作出的毕业作品。

这次参与毕业展的科系有来自学士文凭和专业

文凭，分别为电脑绘制设计、多媒体设计、广

告设计与工业设计。其中作品内容包含了产品

设计、平面设计、摄影、三維建模、游戏设计

以及插画等等。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毕业生认真地将所学的及感

受过的技巧、事物、想法等加以巧用使自己的作

品具带其个人特色。

设计系学生从新生开始吸收讲师们悉心的教

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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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展脸书专页：https://www.facebook.com/

DeFinityGraduationExhibition

《计忆》hOur glass艺术与设计学院 (FAD) 毕
业展

文 / 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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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馆对外缔结学术合作关系

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与中国广东省韩山师

范学院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于2021年10

月签署学术合作备忘录，以促进学术交流与合

作。本合作案是同年新成立的“文化与社会服

务委员会”首个协调促成的国际文化与学术对

接项目。代表两校签署学术合作备忘录的，分

别是马华文学馆许通元主任，以及韩师东南亚

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李伟雄副理事长。

本项签约仪式于10月31日上午举行，采远程视讯

连线方式进行。签约日适逢韩山师范学院举办

“诗文和鸣动乡情：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韩师黄景忠副校长、科研处张晖英处长、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周录祥院长、东南亚华文文学研

究中心的领导及成员，还有参加东南亚华文文学

学术研讨会的嘉宾，近30位专家学者一起见证合

作备忘录签署仪式。本校方面，则由刘福强副校

长、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陈再藩主席、马华文

学馆许通元主任代表参加。

本校刘福强副校长在签约仪式上致词表示，两

校早年已就柔佛潮人史料研究和南方沙龙人文

学术讲座等方面，建立密切的学术交往。他期

许两校可以继续在文学研究领域，达成更多具

体可为的项目。韩师黄景忠副校长则在致词时

指出，两校学科专业设置有许多相似之处，尤

其是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研究。他认为借由此

次跨国学术合作，两校更可以“实现人才交流

和资源共享”。

对于能促成双方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合作、发

展伙伴关系，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陈再藩主

席将此归功于韩师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李

伟雄副理事长。他透露，缘于13年前李氏任潮

州电视台台长时，就组织了电视台节令鼓队，

是为潮州首支节令鼓队，与新山建立实质的文

化合作与发展。如今，两地高校缔约展开学术

合作，将开启另一个合作模式。

许通元则表示，马华文学馆的任务与使命，是

收集马华文学著作与相关研究资料、出版《蕉

风》与马华文学书籍，以及举办各种文学活

动。马华文学馆成立迄今逾20余年，已是学者

专家从事马华文学研究首选的重要典藏与学术

研究单位。

韩师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李伟雄副理事长

和杨振昆主任也先后发言，主要介绍研究中心

的成立、作为校级学术研究机构之一的背景和

工作，包括启动学术课题研究、召开学术研讨

会、计划开展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学者口述史

访谈记录和编辑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论文

集，以及积极对外交流学习，特别是加强与东

南亚华文作家、学者的交流合作。

此次，两校学术合作的关注重点，扩展到马华

文学研究，合作方向包括双方学术人员互访、

学术刊物与相关研究资源交流、共同参与学术

研究，以及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文 / 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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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3月3日(星期四)，南方大

学学院与越南隆安经济与工业大学 

(Long 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Industry)举行了在线签署仪式，

续签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目

的是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无论是在教

学、学术、研究或文化交流方面都能

促进交流，特别是工商管理方面。

An online signing ceremony was 

conducted on 3rd March 2022 

to rene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betwee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UC) and Long 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Industry, Vietnam. 

The renewal of MOU aim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enrichment in terms of 

teach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cultural exchanges, especially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企业与管理学院与越南隆安经济与工业大学 

(Long 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Industry) 

续签谅解备忘录
文 / 企业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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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资讯学院派出两支队伍于2021年11月22

日,参加了2021年创新产品与系统设计国际虚拟

博览会（In-ViDE 2021）。本次博览会由马来

西亚玻璃市大学通过在线平台举办。

电机与电子工程系的两个工程团队分别凭借其发

明的“自动配药机”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胸片鉴别Covid-19的方法”获得了1金和1银奖。 

衷心祝贺南方大学学院的工程与资讯学院的工

程团队在这次的博览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In November 2021,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nt two teams to the 

International Virtual Expo of Innovation Product 

and System Design 2021 (In-ViDE 2021). This 

expo was organized by Unimap via Online 

platform.

1 Gold and 1 Silver awards were obtained by 

the two teams from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with their 

inventions, “ Automated Dispenser Medicine 

Machine ” and “ A Method from Distinguishing 

Covid-19 Through Chest Radiograph Using AI 

Techniques ” .

The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Engineering teams from FEIT ’ Southern UC 

on their immense success.

2021年度创新产品与系统设计
国际虚拟博览会金奖与银奖
In-ViDE 2021 Gold and Silver Awards
文 / 工程与资讯学院

工程与资讯学院为南方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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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资讯学院的两支队伍于2021年

12月13日至14日在吉隆坡会议中心 

(KLCC)参加第32届国际发明、创新与

技术展览会 (ITEX ’21)。

电气与电子工程系的六名学生和六名讲

师凭借他们的发明“自动配药机”和

“自动消毒机器人”荣获了两项金奖。

衷心祝贺南方大学学院的工程与资讯学

院的工程团队在这次的博览会中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

Two teams from th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ticipated in 32nd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 Technology Exhibition 

(ITEX ’21) at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er (KLCC) on 13-14 December 2021.

Six students and six lecturers from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won two Gold Medals with 

their inventions, “ Automated Dispenser 

Medicine Machine ” and “ Automated 

Disinfection Robot ” .

A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 to the 

Engineering teams from FEIT Southern 

UC for ttheir hardwork achievement.

第 32 届国际发明、
创新与技术展览会金奖
ITEX’21 Gold Awards
文 / 工程与资讯学院

工程与资讯学院为南方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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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工程与资讯学院于2021年11月1日与Pelent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Sdn Bhd签署了协议备忘录，与南方大学

学院工程与资讯学院的四年级学生的毕业设计项目进行合作。

我们与相关行业合作是为了给予电机与电子工程系的学生们一

个绝佳的平台，让学生们能够在相关行业和学术专家的督导下

体验实际行业的操作及应用。

这一项努力与学院培养相关行业人才的目标相一致。

工程与资讯学院
学生毕业设计协议备忘录
Final Year Project Collaboration with 

Pelent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Sdn Bhd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to form 

the Final Year Project Collaboration 

with Pelentong Electronic Industries 

Sdn Bhd on 1st November 2021. 

We engaged with the industry to 

offer an excellent exposure for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real-world industry based 

applications, under the supervision 

from the industry’s and academic’s 

expert.

This effort aligned with the aim 

to the build industry ready talent 

amongst students.

文 / 工程与资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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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资讯学院与爱尔康(Alcon)研讨会之
你的未来之路
FEIT Seminar for your future path with Alcon Johor

2022年4月28日，工程与资讯学院（FEIT）与Alcon Johor 

Sdn. Bhd. 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为南方

大学学院的学生提供一个平台，通过研讨会与柔佛州爱尔康

的访谈，了解眼保健行业的当前趋势。

爱尔康是世界上最大的眼部护理设备公司，在外科和视力保

健方面拥有互补业务。多达140个国家都使用着爱尔康的产

品服务。

研讨会首先介绍了工程与资讯学院提供的硕士和学位课程、

学位推广，然后是关于柔佛州爱尔康的简报。简报结束后，

所有的出席学生都能够得到爱尔康柔佛的工作面试机会。爱

尔康的首选学生目标是于2022年5月毕业的南方大学学院学

生。毕业1年以上但目前待业的学生也可以参加面试环节。

所有被选中的候选人都可以在爱尔康柔佛工作或实习。

热烈欢迎爱尔康公司来到南方大学学院，并祝贺所有通过 

爱尔康柔佛面试的学生。

On 28th April 2022, th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EIT) organized a seminar 

with Alcon Johor Sdn. Bhd. This 

seminar aim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i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trend in eye 

care industry through the seminar and 

interview session with Alcon Johor.

Alcon is the largest eye care device 

company in globally, with  complementary 

businesses in Surgical and Vision Care. 

Alcon ’s products serve patients in more 

than 140 countries. 

The seminar started with briefing on 

Master’s and Degree Programme and 

Degree promotion offered by FEIT, 

follow by briefing on Alcon Johor. All 

the students got a chance to walk into 

an interview with Alcon Johor after the 

briefing. Alcon is targetting the students 

who are graduating by May 2022. 

Students who have graduated last 

year and currently unemployed also 

joined the interview session. Selected 

candidates can work or have their 

internship attachment with Alcon Johor.

A warm welcome to Alcon Company 

an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students 

who have passed their interviews and 

secured postings at Alcon Johor.

特别报道

文 / 工程与资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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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

专业文凭(Diploma)课程的学生需要完成校内必修科3学分
的华文科和参与3学分的运动类或文艺类的课外活动，才
能正式毕业。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Degree) 则需要完成
校内必修科3学分的华文科和参与6学分的运动类或文艺
类课外活动才能毕业。此外，校内专业文凭学生若直升
学士学位课程，其学分点数可以累积至大学学士课程。

南方大学学院特别规划了别具特色的全人教育计划。通
过其教学规划来打造一所结合学术、人文和社会实践三
个层面的典范大学，提升大学生们对专业知识、人文素
养、软技术、社会关怀与实践能力的掌握，具备全面的
就业能力和优良品德，成为拥有多元技能的优秀新生代
。学生除了需要完成该课程之外，也需要修满全人教育学
分才能毕业。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has implemented a holistic 
education plan which combines the teaching and learn-
ing in academic, humanity and social practices. It aim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humanity, soft skills and social behaviours and to 
enhance the employability of the graduates.

Criteria for graduation:

For Diploma programmes, students must complete the 
UC compulsory 3 credit points for Chinese subject and 
3 credit points for sports/artistic membership and 
involvements.

For Bachelor Degree programmes, students must com-
plete the UC compulsory 3 credit points for Chinese 
subject and 6 credit points for sports / artistic member-
ship and involvements.

These credit points are cumulative for progression from 
Southern UC Diploma to Degree programmes.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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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3 credit points is from the main MQA point of the programmes. Eg: Degree is 
120 credits and Diploma is 90 credits as the minimum graduating credit.

受认证之M Q A课程结构
依据特定课程标准设定

MQA Programme Structure
*Subject to specific Programme Standard

核心与通识科目

非核心必修科目

校内必修科目

职场实习

Core and MPU

Compulsory Elective

UC Compulsory

Industrial
Training

三项元素
学士学位课程

3 Elements
*Bachelor Degree Programme

华文科

33.3%

Chinese subject

文艺类

33.3%

Arts

运动类

33.3%

Sports

备注：MQA批准的最低毕业学分即120学分（学士文凭）或90学分（专业文凭）包括必修华文     
科三学分。

96 学分
credits

96 学分
credits

15 学分
credits

6 学分
credits

6 学分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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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文系于2022年4月23日（六）下午7pm-9:30pm举办了第一

场“古典文学线上讲座”，邀请了台湾政治大学的资深学者刘又铭

教授主讲，由本系张耀龙博士主持，讲题为“从当代新荀学看儒家

哲学孟、荀两派的对比发展与纠葛迷离”。这是一场有关当代儒

家“新荀学”的学术讲座，采用线上三处同步直播（南方大学学院

Facebook专页、南方大学学院Youtube官方频道、“儒家情怀荀学 

pie”Facebook专页）的方式进行，完全对外开放，除了中文系师

生外，也欢迎各界有兴趣的人士一起来参与、交流、提问，共同聆

听、分享刘老师多年来研精覃思，淘旧铸新的学术创见，其内容也

关涉到当代文化新语境暨华人世界发展趋势的各层面的相关反思。

主讲者刘又铭教授（1955－）从2001年迄今，持续从荀学立场研

究荀学哲学史，建构了“当代儒家新荀学”，乃以“创造诠释学”

的理念与方法，寻绎出“荀子哲学的普遍形式”，并由此展开对儒

家哲学史的梳理、审视和再评价。著作有《大学思想：荀学进路的

诠释》、《理在气中──罗钦顺、王廷相、顾炎武、戴震气本论研

究》、《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等等。

中文系古典文学
线上讲座（一）

报导文章

中
文
系
线
上
讲
座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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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线上文学讲座系列 (第1场)：

邢诒旺、马尼尼为
谈诗画创作

2021年11月开始由南方大学学院文化与社会

服务委员会赞助，马华文学馆连同中文系主

办了一系列马华现当代文学线上直播讲座。

第一场在11月3日星期三，晚上七时卅分。

两位青年作家出生于芙蓉，2006年以迄2018

年，共出版了十本诗集的诗人邢诒旺以及出

生于麻坡，19岁赴台湾留学，2013年开始创

作，至今出版了十几本绘本与绘本诗集的绘

本诗人马尼尼为跟我们谈诗画创作。现代诗

创作除了作为文学创作，其形式随着时代变

迁以及艺术审美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变成

一门纯粹的艺术表现。诗与画本同根，古人

称“有声画”和“无声书”，现代诗人也常

喜在诗中加插绘图，逐渐也有以诗画融会以

不同形式开拓诗原有的表现局限。马来西亚

出生的诗人当中，邢诒旺以画入诗，马尼尼

为以诗入画，二人皆能开创出自身的创作世

界，因此我们特别请二位来谈他们个别的创

作历程与心得。这场120分钟的讲座由中文系

讲师黄荟如以及博士生李耀祥主持，他们与

作家对谈并引导听众走进二位创作者的风格

倾向，赋予主讲与参与者一个知性与感性融

会的夜晚。

南方大学学院线上文学讲座系列 (第2场)：

飘贝零诗集导读会
兼谈人间诗社

马华现当代文学线上直播系列讲座第二场于

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晚上八时开播。飘贝

零1951年出生于马六甲野新，70年代青年时期

在吉隆坡《南洋商报》任编辑，与《蕉风》文

青为伙酷爱写现代诗，其诗在马华文学属少

数有“象征诗派”独特通感意象的诗。他创

作至今相隔40年，于2020年出版了第一本个人

诗集；40年前的诗出现在40年后的读者面前，

新的世代会怎样赏读？故这次讲座由南方大学

学院助理教授黄琦旺邀请80后诗人刘庆鸿以及

90后南院校友赵玮康一起来导读飘贝零诗集

《鬓边的那朵梅花》。另一方面与《蕉风》

文青为伙的飘贝零与何棨良、刘衍应、赖云

清、林廷辉、風山泛（黄学海）、李英华、萧

开志、林培禾、亦笔（陈明发）、华世英等文

友在吉隆坡组成人间诗社，共同编辑诗社杂志

《烟火》。社员们个性独特，各显才情，构成

马华文学界一道特殊的风景。谈飘贝零也不能

不谈人间诗社，为此我们请本校中文系对人间

诗社有相当认识的讲师骆俊彦主持这场导读，

跟我们介绍诗社的前世今生。讲座更以照片和

影片配和演说带领我们走向80年代的文青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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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线上文学讲座系列 (第3场)：

历史意识、方法：

罗青诗画的现代 /
后现代中介

马华现当代文学线上直播系列讲座第三场于

2021年12月11日星期六，晚上七时卅分由拉

曼大学李树枝助理教授讲授。罗青（1948-）

为台湾自70年代迄今备受重视的学者、诗人

及水墨画家。其诗的语言、形式以及“诗

想”等崭新的表现方法，被嘉许为台湾70年

代“新现代诗的起点”；而其80年代迄今融

汇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诗作亦被认为是台湾

“后现代宣言诗”和“现代与后现代的中介

者”。此外，其墨彩画的转化古典、反映现

代、探索后现代的创作历程，亦被誉为“新

文人画”的起点。基此，本次演讲拟探究具

有浓厚历史意识，尤重方法的罗青，如何以

古为新，以故出新，透过其解构的技艺之中

介现代与后现代创作倾向，成功崭露其诗与

画此时此地的新知感性。李教授以研究现当

代华文文学为主，对诗歌理论，文学现象与

作品诠释多做探索，尤其对余光中、罗青的

诗理论颇有心得。在两个小时的讲座里，李

教授游刃于罗青的理论和创作，赋予了听众

别开生面的后现代格局。

南方大学学院线上文学讲座系列 (第4场)：

沙禽诗集导读会兼
谈现代诗

马华现当代文学线上直播系列讲座第四场于

2022年4月10日星期四，晚上八时进行。沙

禽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宜力。七十年代初开始

发表诗，一九七八年曾与悄凌、张爱伦（张

瑞星）编《蕉风》第三〇一期至三〇九期，

更在这期间与飘贝零、张尘因、风山泛、萧

开志、何棨良、李系德、林廷辉、林培禾、

赖云清、刘衍应、华世英、亦笔等志趣相投

成立人间诗社及后来的出版社。沙禽诗的整

体风格有显著的逻辑辩证，在他书写中以

一种虚和实的空间建构突显出来。2012年

出版第一本诗集《沉思者的叩门》收录一百

多首诗。从六十年代末参与《蕉风》“现代

主义”以迄，沙禽的书写就是现代诗的佼佼

者。现代诗是具有“一种产生于叛逆精神的

批评时代”的语言表现，成为诗“独立性的

价值”、“具有自主性”的表现 。本次直播

讲座邀请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两位热衷创作

的新进讲师骆俊彦以及陈奕进来导读《沉思

者的叩门》，以新生代的审美意识来导读沙

禽现代诗的特殊表现。校友覃勓温更以他对

马华文学的见识，穿引其中，为我们主持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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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文系毕业校友李文辉，日前荣

获第二届郭鹤尧精神奖的卓越奖。

李文辉目前担任笨珍培群独立中学的

副校长和图书馆主任。《今日南方》

编辑团队特地到笨珍培群独中走访李

文辉校友，请他分享他独特的教学理

念，以及回顾当年南院中文系的求学

过程对他的影响。

说起当年报读南方学院的缘由，文辉

坦言一开始是被一张海报所触动，海

报上写着：“升学不必飘洋过海，看

子孙在国内成才”。在亲自走访南院

参观并了解中文系之后，发现南院中

文系的课程内容包含中国通史和马来

西亚华人史，与他的兴趣不谋而合。

在南院就学的日子，文辉遇到几名让

他印象深刻的老师，包括许文荣老

师、黄文斌老师和安焕然老师等，对

他日后的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文辉

除了努力吸取课堂上的知识之外，也

积极参与校内的活动，包括举办文学

周的经历让他留下深刻印象。

扎根乡土研究
不忘教育初心
中文系校友李文辉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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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融入整个南院的那种活动的

模式，以后对我带活动也很有帮

助，让我在南院的活动里面找到一

种归属感。”

除了累积办活动的经验，李文辉也在

南院获得了乡土研究的启蒙和经验。

原本打算在毕业后担任教师的文辉，

在偶然的机会下担任南院“搜集柔佛

潮人史料研究计划”的研究助理。

“当时候觉得可以留在老师身边学

习，又可以锻炼自己说话的能力，心

想是一个不错的契机，觉得可以尝试

看看。因为做潮人史料研究是需要做

口述历史的，可以趁机练一练自己

的沟通技巧和胆量，对我将来的教学

会有帮助，就同意老师的邀请担任助

理，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开始成为全职的研究助理后，文辉

跟随老师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

搜集。担任全职研究助理的那两年，

奠定了他日后继续从事乡土历史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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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辉回到故乡笨珍培群独立中学任教后，开

始将他过去在南院吸收的养分和研究方法带到

笨珍，让笨珍培群中学的学子们有机会走出教

室，开始进行实地考察。在培群中学，文辉经

常带领人文史地学会的学生们走出教室，到笨

珍县各地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和文史研究。

“我在从事潮人史料搜集的时候，已经开始思

考我将来的历史教学或中文教学的方法。如

果能够让学生走进真实的历史里面去的话，那

个感觉会很不一样，会有很深刻的感受。所以

我现在教学的时候常常会结合户外教学和我考

察的经历，让整个课堂或户外教学更加生动活

泼，让学生可走进历史的情景里面去。”

这些户外教学和考察的成果，经常发表在报章

上，为笨珍的文史研究留下许多重要文献，最

后也集结成册，出版了《走进历史的田野》这

本由文辉和同学们所共同完成的著作。

除了文史学会之外，李文辉也带领培群中学传

播社的同学们，编辑出版了一本杂志《红树

林：草木鸟兽虫鱼》。取名为《红树林》是因

为这是笨珍的特色。文辉带领同学们寻找主

题，采访报导，以文学的形式来写乡土的故

事，也获得了去年的“学海杯全国中学华文刊

物观摩赛”的冠军和最佳编辑奖。他希望从编

辑杂志的过程中训练学生的书写能力，让学生

学习把文章写好。

“我希望有更多的老师或文史爱好者可以走在

同一条路上，大家结伴而行，带着学生做地方

研究，慢慢累积成果，到时候可做到遍地开花

的效果。我也希望我的学生将来如果有志于教

学，可以接我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一代人做

一代人的工作，我这一代人能够做的可能就是

这么多了。”



75

文辉这些年来的努力，最近终于获得肯定，荣获了第二届郭鹤尧

精神奖的卓越奖。

“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很多人共同圆满的一个结果。

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质疑和批评，但是当中还是有一些伙伴

能够鼓舞你，例如学生的关怀和体贴，或是感受到长辈们的爱

护。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个人的奖项，而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他反

而让我觉得我必须更加努力，踏踏实实﹑不忘初心的走下去，这

也是未来我会继续激励自己的地方 。”

访谈最后，文辉对有志于就读南院中文系的学弟学妹们的建议： 

“南院中文系是一个很好打基础的地方，我们去到外国留学的时

候会发现自己完全跟得上进度，甚至在某些点可能比中国的同学

更优秀。因为南院中文系在传授中国经典的时候会融入本土的特

色，具有本土的思维，那恰恰是中国学生所没有的，只要好好用

功，自然就能获得那样的能力。”

多年来，文辉一直都在笨珍默默耕耘，甚少在媒体曝光，但却踏

踏实实的走在乡土文史研究这条路上。我们期许文辉继续为笨珍

挖掘出更多重要的文史资料和留下重要文献，也冀望南院中文系

能不断的培育出更多的人才，造福社会。

南方之光



7676

作者  ：陳奕進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年份  ：2022年4月

晚清以降，旅外先驱者如斌椿、志刚、郭

嵩焘、張德彝、薛福成和王韬等人，他們

的跨疆域流动不只开拓了时人崭新的時空

观念，无形中也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思想、

知识與文化结构，中外各层面的交流因而

频繁起來。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社会环境

的变迁与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旅行者不

再局限于官僚、商人或教徒等拥有特殊身

分的人士，秉持着各种原因和目的前去欧

洲的人不胜枚举，特別以留学生為主体，

甚至建构了中國的新文学场域。当时的文

人看待域外的「欧洲」或「欧罗巴」，基

本上与「世界」等同，走向欧洲即走向世

界，反之亦然。

 

民国的诗人群中也有不少人远赴欧洲异域，

不管是遊山玩水、留学考察、流浪放逐还是

避难旅居，一再地挑战我們对「旅欧」的认

知，因而他們在旅程中所产生的文学思考与

启发更引人好奇。本书聚焦于三位同代诗

人：徐志摩、王独清和王统照特殊的旅外模

式，考察他們旅欧期间的生平事跡与文学实

践，並且发掘域外行旅对他們个人与文学生

命的文化意义。从他們与行旅相关的文学活

动和表现，本书进而探究诗人们如何通过诗

以及各种文学体裁和书写样式，在瞬息万变

的时代中面向世界、安顿生命和自我表述。

他们的旅欧经验每每指向的不止于中国诗的

革新与创造，也关照中国文化、文学和文体

的发展。

旅行与「现代」：
近代中国文人之欧游心影录
（1920-1935）

南方书房 新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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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不点》挑战全新的主题，聚焦于探讨社会议

题，发掘藏在不同议题背后的故事。本期《小不点》取

名为《议点点》，所包含的议题有性取向、容貌与身材

焦虑、性别平权、“饭圈”文化等等。由于疫情肆虐，

《小不点》首次由线下的模式转至线上，从前期的布置

工作到发布会皆通过不同的网路社交平台进行。

《议点点》

南方书房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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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2021 

本校捐赠112本书予宽柔校友会作为义卖用

途。(大学回馈社会活动)。

Southern UC donated 112 books to JB Foon Yew 

Alumni Association to support its charity sales 

activities. (USR program).  

21.10.2021 

查重培训工作坊。

Turnitin training workshop.

22.10.2021 

举办线上开学礼来欢迎2021年第三学期新生入学。

Online Freshmen Orientation for the 2021 3rd 

Semester New Enrolled Students.

25.10.2021 

2021年第三学期开课。

Commencement of Semester C 2021.

26.10.2021 

本校与台湾国立勤益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Southern UC signed an MOA with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wan. 

27.10.2021 

华研董事郑名烈博士在《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

座》#99分享“马来西亚华人地方史的建构：以

麻坡武吉巴西乡镇为例”。

Dr. Tee Beng Lee shared his views on Construction 

of local History of Chinese in Malaysia in the 

<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Lecture>#99.

28.10.2021 

女画家徐宝真在《云端艺谈》#14中通过主题

【清醒的做梦】分享其艺术设计心得。

Artist Pauline See shared her creative experience 

in the 14th <Cloud Art Talk> entitled ‘DREALM’. 

6.10.2021 

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何启才博士在《南方沙龙

人文学术讲座》#98分享“马来亚抗日军歌中的

国家想象与情感”。

Dr. Ho Kee Chye shared his views on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Emotion in Malaya Anti-Japanese 

Army Songs’ in <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Lecture>#98.

8.10.2021 

背包旅人黄进永和赵慧馨两位校友在《云端艺

谈》#13中畅谈【何留:浪子与野人的游牧日记】。

Alan Ooi & Teo Wei Xin shared their nomadic 

experience in the 13th <Cloud Art Talk>.

13.10.2021 

SETARA & MyRA Meeting.

                                                                                                                                                                                                                               

15.10.2021 

本校与Eco-Shop Marketing Sdn Bhd签署谅

解备忘录，该公司为贫寒家庭优秀生提供奖学

金，让他们在本校完成大专课程。

Southern UC signed an MoU with Eco-Shop 

Marketing Sdn Bhd on sponsoring of scholarship 

to our students.

16.10.2021 

南方大学学院第廿九届毕业典礼。

29th Convocation of Southern UC (Drive-thru).

南方大学学院
大事纪要
(10/2021 to 04/2022)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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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纪要

26.11.2021 

本校与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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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UC co-organised the 5th Maritime Belt 

Roa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4.12.2021

南方大学学院2021年常年会员大会。

Southern UC 2021 Annual General Meeting.

7.12.2021 

《企业家大讲堂》#32，苹果旅游集团创办人拿

督斯里李益辉畅谈《苹果旅游·心路历程：创

业，疫情及守业》。

In ELSS#32, Dato’ Sri Lee Ee Hoe of Apple 

Vacation Group shared his experience and 

views on “Entrepreneurship, pandemic and 

sustainability of Apple Vacation”.

9.12.2021 

本地著名国际水彩画家陈书強在《云端艺

谈》#15【从绘画中找到世界】分享风格独特的

印象水彩创作。

International watercolour artist Tan Szu Chiang 

shared his unique experience of watercolor works 

in the 15th <Cloud Art Talk>.

10.12.2021

本校与社会企业家基金签署“思源奖助学

金”协议。

Southern UC signed an MoU of Siyuan Scholarship 

MoU with Malaysia Social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15.12.2021 

《企业家大讲堂》#33，北京楼集团创办人游国

光主讲《酒楼餐饮业：疫中求存，疫后求变》。

In ELSS#33, founder of the Pekin Restaurant 

Group shared his experience and views on 

“Survive of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pandemic 

and changes after it”.

29.10.2021 

本校学生辅导员李美芬举办讲座，主讲“青少

年心理健康”。

Student Counselor Lee May Fen gave a lecture 

on ‘Youth Mental Health’.

31.10.2021 

本校与中国韩山师范学院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 。

Southern UC signed an MOA with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01.11.2021 

南方技职学院与Earpro Sdn. Bhd.签署“初级采

耳护理课程”合作备忘录。

SITE has signed an MOA with Earpro Sdn Bhd 

to co-organise the Fundamental Ear-picking 

Programme.

15.11.2021 

侯逢喜先生莅临移交校门美化计划捐款。

Mr Aw presented his donation for landscape 

project at our main gate. 

17.11.2021 

本校中文系王润华讲座教授在《南方沙龙人文

学术讲座》#100中分享“文化研究新思潮下的

饮食文学书写”相关心得。

Prof. Wong Yoon Wah shared his views on ‘The 

Writing of Dietary Literature Under the New 

Trend of 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Lecture>#100. 

18.11.2021

本校文物馆馆长陈再藩与画家张财在《南方沙

龙人文学术讲座》#101中分享“郑良树的山水

与学村”。

Tan Chai Puan and Chang Cai shared their views 

on Tay Lian Soo’s Landscape and Educational 

Village in the <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Lectur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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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Lecture>#102.

20.1.2022 

南方大学学院与新山华团交流会。

Exchange meeting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nd JB Chinese Associations.

27.1.2022 

与新加坡Merlion Academy进行线上会议，商讨

合作事宜。

Online meeting with Singapore Merlion Academy 

to discuss on collaboration matters.

27.1.2022 

派发新年红包予宿舍生。

Delivering of CNY Ang Pau to hostel students.

27.1.2022 

教职员福利挥春颁奖仪式。

SWA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prize giving ceremony.

12.2.2022 

2022年第一学期开放日。

2022 first semester Open Days.

16.2.2022 

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侧看柔佛古庙游

神》#104，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专案

助理教授庄仁杰博士与本校文物与艺术馆馆长

陈再藩主讲。

The speaker of the <Southern Salon> #104, 

Assistant Professor Dr. Henry Chong Ren Jie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Mr 

Tan Chai Puan, Director of MOG shared their 

views on the JB Chingay. 

23.2.2022 

教职员新春布置办公室颁奖仪式。

Prize giving ceremony of CNY office decoration 

competition.

16.12.2021 

本校与RedONE通讯签署合作协议。

MoU signing ceremony of Southern UC and 

RedONE Communication.

24.12.2021 

董事长率团到新山市政厅拜会新山市长。

Chairman of BODs led a delegate team to meet 

Datuk Bandar of MBJB.

30.12.2021 

《企业家大讲堂》#34，Infinity 8 创办人李雪亮

律师主讲《疫情后共生共享的新办公生态》。

In ELSS#34, founder of the Infinity 8 Lee Sheah 

Liang shared his experience and views on “A 

new office ecology of symbiosis and sharing 

after the epidemic”.

3.1.2022 

黄永兴教授出任副校长一职。

Prof. Dr. John Eng Yong Heng was appointed as 

Vice President (Academic).

7.1.2022 

30届毕业典礼演习。

30th Convocation Ceremony Rehearsal. 

14.1.2022 

30届毕业典礼第二次演习。 

30th Convocation Ceremony Rehearsal (2).

15.1.2022 

南方大学学院第30届毕业典礼。（实体）

Southern UC 30th Convocation Ceremony (Physical).

19.1.2022 

马来西亚“心向太阳剧坊”主席沈国明博士在

《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102透过剧团、剧

本和公演，分享剧坊“抢救百年马华话剧史料

运动”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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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22 

南方技职学院与iHos Sdn. Bhd.联合开办的智能

手机与平板电脑维修专业证书课程发布会。

A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Smartphone and 

Tablet Repairs launched by SITE and iHos Sdn Bhd.

11.3.2022

2022年第一学期开课礼。

2022 first semester Opening Ceremony of 

Orientation Week.

11.3.2022

健身房推介礼。

Gym room launching ceremony.

14.3.2022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级别评估制度”会议。

SETARA Discussion.

15.3.2022

高教部拜访审核南方大学学院执照更新申请。

KPT Audit visit (UC License Renewal).

17.3.2022 

《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106：苏禄王国的

海洋贸易与伊拉努人的“海盗活动”。主讲人

是杜振尊博士（拉曼大学敦陈祯禄社会与政策

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Dr Toh Chen Chun shared his views on ‘Maritime 

Trade in the Kingdom of Sulu and the “Piracy” 

of the Ilanu’ in the <Southern Salon Humanities 

Lecture>#106.

28.3.2022 

思源奖助学金面试。

Siyuan Scholarship Interview.

23.2.2022 

《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105，由砂拉越大

学社会科学暨人文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级

讲师蔡静芬博士主讲“从砂拉越小镇游神看当

地华人社会”。

The speaker of the <Southern Salon> #105, 

Dr Elena Gregoria Chai Chin Fern who is from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UNIMAS shared abou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mall town of Sarawak towards the Chinese 

Community.

28.2.2022

校长与学生领导及应届毕业生对谈。 

Straight Talk Series of President with Student 

Leaders and Final Year Students.

2.3.2022

高教部线上简报2022年度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

构级别评估制度。

SETARA Online Briefing 2022 by MoHE.

3.3.2022 

与越南隆安经济与工业大学线上续签谅解备忘录。

Online Signing Ceremony-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UC) and 

Long 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Industry 

(DLA), Vietnam.

9.3.2022 

教职员迎新会。

Staff Orientation.

9-11.3.2022 

中医学学士认证审核。

Bachel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creditation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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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with 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was launched. 

28.4.2022 

思源奖助学金面试。

Siyuan Scholarship Selection Interviewing 

sessions.

29.3.2022 

专访南方大学学院永久名誉董事长拿督张文强。

Interview the Permanent Honorary BOD Chairman, 

Datuk Teo Ah Khiang at his office.

31.3.2022 

校方受邀参与位于新山海滨海鲜酒楼的马华交

流晚宴。

Southern UC Management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MCA exchange dinner at Grand Bayview 

Seafood Restaurant S/B (Grand Bayview 

Seafood Restaurant).

13.4.2022 

马来西亚研究评估审核讨论。

MyRA Audit Discussion.

13.4.2022 

南方大学学院与前校长祝家华教授签署和解协

议书。

Southern UC and the former President, Prof 

Dr Thock Kiah Wah signed the MoU of Global 

Settlement.

23.4.2022 

柔佛州中华总商会莅访南方大学学院进行交流。

Representatives of the Johor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visited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for an exchange 

meeting and campus facilities tour.

26.4.2022 

广州南华工贸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南华珠宝

职业培训学院）与南方技职学院合作珠宝微证

书课程推介礼。

The Jewellery Micro-Certificate Programme 

offered by Guangzhou Nanhua Industry and 

Trade Advanced Technical School (Guangdong 

Nanhua Jewelry Vocational Training Colleg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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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自2021年10月份至2022年4月份，共筹得约96万的善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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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奖助学金于，协助在校的莘莘学子们顺利完成学业.

 

       

公布征信录如下：

       

RM 501,496.40 : 拿督斯里翁俊民博士 

     

RM 100,000.00 : UK BIOPRODUCTS SDN BHD, AME CONSTRUCTION SDN BHD

      

RM  52,012.30 : 林顺忠先生

RM  50,000.00 : 丹斯里黄荣盛局绅全民团结慈善基金会, 丹斯里拿督林宽城 

RM  30,008.29 : 王勇诚先生 

RM  11,816.00 : 善心人士        

RM  10,350.00 : EIK ENGINEERING SDN BHD

RM  10,000.00 :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RM   6,000.00 : IMELDA WONG MAY YEE

RM   5,000.00 : 龙马(柔佛)有限公司, 金山园发展有限公司, 吴俊标先生, 

                     YOU EE 5 RESTAURANT SDN BHD, WOH KEK YIN

RM   3,088.00 : 居銮庆中元联谊会

RM   3,000.00 : 陈秀添先生  

RM   2,000.00 : MR. SUNNY WONG, MR. CABLE MENG

RM   1,000.00 : 杨子安先生, 李明鍠先生，廖亚新女士

RM     500.00 : 陈海乾先生

RM     300.00 : 新山宽柔校友会

（少于RM300者从略）

征信录
提升与发展基金/大学教育基金

(2021年10月-2022年4月)

征信录



8484



收费说明 Fees Description

1.         租金最低消费为2小时。

            The minimum rental duration is 2 hours. 

2.        租用摄影棚超时超过15分钟者，以附加一小时费用计算。

            Exceeding 15 minutes will subject to an hour rate.

3.        租用时间以申请表格上注明的时间为准。租用者若迟到，租用时间将继续计算。

            The rental duration will strictly follow the time stated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Additional 

           charges will be imposed on the renters for the extra time of usage.

4.        在摄影棚租用期间，摄影棚内若有任何设备或器材损坏或遗失，租用者必须承担全部

      责任，依照所损坏之物价赔偿。

            

5.  

      

若有长期合作意愿者，欢迎进一步洽询，以专案形式另外议价。            

Long-term collaboration plans are welcomed for another quotation.   

        

            

6. 服装仪容等前置作业请在事前准备好，以节省录制时间。

Preparatory work such as clothing and grooming to be done before the booking time.

容纳人数

Capacity

租金

Rate

10人     RM1300 / hr     Comprehensive Package

    RM1100 / hr     Basic Package

南方电视台摄影棚除了教学，也提供场地、灯光及音响等的专业录制服务。欢迎有兴趣的社

团及个人致电南方新媒体中心（607-5586605 ext 124）了解更多详情。

广告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invoice you for any additional charges resulting from your use of our 

venue. In addition, you may be charged for any damage to any part of the facility / equipment 

caused during the hire period.



APPLY NOW !
2022

·资讯科技专业文凭 
         R2/482/4/0190(A10844)10/24

·电机与电子工程专业文凭 
         R2/523/4/0308(MQA/FA13364)04/24

Intake in progress �OCTOBER�JUNE�M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