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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东南亚华文文学史：

上海作家之贡献
文 / 王润华教授

一、《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

今日的东南亚的汉学研究除了亚洲与本土视野

与方法，深受现代西方汉学使用的观察角度与

分析方法的影响，如大量采用各国各种语文相

关的原始档案资料(archives)，从外部走入本土

内层。参考大量的原始史料，特别强调窄而深

的专题(monograph)专著。此外在既定的范围里

必须对一切内外部的复杂问题做到详尽彻底的

分析，维持客观史学，丝毫不涉及道德的判断

与国族感情的偏向。凭着客观理解与事实去做

判断与结论。我与南治国主编的《东南亚汉学

中的上海文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世界汉学

窄而深的专题研究的新趋势下，考察上海文学

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之重大多元的影响。

这也是我近年来研究重建新马与东南亚其他地

区华文文学史的研究策略与初步基础工程。

二、上海作家：建构东南亚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

处于东南亚交通枢纽的新加坡与上海的地理

交通位置，自古至今是促成两个城市文化的

超前与密切连接的因素。在轮船为国际主要交

通工具的时代，后来飞机作为远程航行工具，

新加坡与上海都是最直接往返穿行西方必经的

要道，当时更是前往欧洲必经之地。作家从上

海乘船前往欧洲与美洲，途中都必需经过新加

坡，邮轮通常都会停留一天以上。老舍在1924

年从上海乘邮轮去伦敦东方学院教书，轮船停

靠新加坡添油，也补充淡水和食物，他上岸玩

了一天。1929年返国途中轮船也在新加坡停

泊，他上岸找到华侨中学教职，没有回返上

海。教书半年期间，开始创作书写他所说的小

小南洋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他停留了半

年后回北京途中，在上海郑振铎家完成这部小

说（详见王润华《老舍在新加坡的生活与作品

新探》）。徐志摩也是乘船从欧洲返国途中在

新加坡上岸短暂停留，写了那篇〈浓得化不

开〉的小说（参考南治国《朱古律的诱惑——

浓得化不开（星加坡）中的欲望苦旅》〉。

《上海作家在东南亚》收集了东南亚学者所撰

写上海作家自二十世纪以来的东南亚的文学书

写，除了南洋生活经验，还探讨他们对东南亚

的文学、文化、社会甚至政治理念的影响，尤

其文学是我们最关注的焦点。这里所谓上海作

家，或上海文学是广义的，他们原籍与出生不

一定是上海，他们可能是绍兴人如鲁迅，也可

能是福建人，如杨骚，但他们曾经长时期在上

海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化工作，在上海文学界和

文化界有所建树，并产生影响。

所谓上海作家或上海文学在东南亚，也有多义

性。这群作家他们可能从未登陆东南亚的土地，

但他们的影响力长久广泛，如鲁迅与张爱玲。鲁

上图：王润华与南治国编著《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
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研究文丛，上海人民
出版社，2021）。



55

专栏

问了中国北京与上海。在北京大学与中国作家协

会举办座谈与朗诵会。在上海的节目最丰富，我

们在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图书馆和中国作家座谈

与朗诵作品。新加坡作家呈现了多元文化的特

点，代表了华、马、印三大民族与四种语文作

家，由于座谈与朗诵公开，而且上海与新加坡作

家同台演出，作家亲自朗诵自己的作品，听众非

常踊跃，他们尤其为一个国家的文学具有四种语

文的声音（英、华，淡米尔与马来语），真正众

声喧哗的语境，而感到惊喜。下图是在上海图书

馆大看板前的照片：

上图：新加坡四种语文作家在上海图书馆大看板前的照片。

迅的文学创作与左倾思想，具有跨种族与语言的

崇拜性、神话性力量。张爱玲的女性书写与文学

电影的感染力是一股软势力，不知不觉，通过大

众文化，影响广泛。像刘呐鸥与张资平从未涉足

南洋，而南洋只是他们的写作的想象空间，他们

小说中的南洋想象，给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新的

热带异域情调与情欲图像。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中国本土以外最早成长与独

特发展的华文文学，如果要考察中国作家对东

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上海作家的影响与参与

则最为关键。早在二十年代开始，左倾的文艺

与文化当道，从上海登陆东南亚的左倾作家多

不胜数，阵容强大，本书中提到的就有胡愈

之、杨骚、张楚琨、王纪元、高云览、汪金

丁、郁达夫、巴人（王任叔）、沈兹九、洪丝

丝等，他们分别进入学校、新闻杂志与出版

社、文化界，甚至赢得广大劳动人民的共鸣，

发挥全方位的力量。上海作家众声喧哗，主流

之外，还有其他艺术类别的上海作家，如上述

的隔空影响的刘呐鸥、张资平和张爱玲，五四

初期的第一代象征派诗人刘延陵，极端现代主

义的上海作家杨际光也长期生活在东南亚各

地，默默耕耘，这是促成东南亚文学艺术多元

化的原因。

三、在上海：新加坡文学的四种语文的声音

上海与东南亚，自清朝末年至今，文化交流频

繁。这里以目前新加坡上海的双向交流个例，

了解实际情况。2007年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

举办“新加坡季节在中国”(Singapore Season in 

China)的华文文学展，我被委任为团长，召集了

华文、英文和马来文作家共十一人：王润华、淡

莹、蔡志礼、希尼尔、黄孟文、尤金、林得楠、

英培安等华文写作人，还有英文作家唐爱文、函

函和马来作家卡马里。我们十一位新加坡作家访

2007年7月26日新加坡在上海办文学交流，在

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上海作协主席

王安忆在发布会上出人意料地说“我和新加坡

有血亲。”随后动情地回顾了其祖辈在新加坡

的往昔岁月：“我的祖辈、曾祖辈都长眠在新

加坡，我的父亲是为了抗日救亡才来到中国，

我真高兴今天能站在这里以欢迎的姿态迎接大

家。”王安忆的父亲出生在新加坡，很早参加

抗日活动，是本土华文小说与戏剧作家。之后

到国内作抗战宣传，作品始终书写南洋的华人

开拓新世界与反殖民的题材。曾出版自传体小

说《客自南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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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岛多元文化峰会期间，上海与新加坡双

方促进两地文学的实质交流，新加坡《联合早

报》李永乐给峰会的对话做了大篇幅的报导，

这里摘录一小段：

郑愁予说文明要靠“水”，政治的治理和医学

的治疗，“治”字也是从水旁，所以水特别的

重要。新加坡英文诗人唐爱文发现宋代王安石

来过太阳岛写诗，其中“巨川非一源,源亦在众

流”，神奇蕴涵“多元的力量”。复旦大学学

者陈思和说:“新加坡‘地球村小众神安’，是

世界文化多元和而不同的典范”。他赞扬王润

华经常“传播多元的理想”。陈思和认为全球

化是强对弱的冲击，多元化则是并存和共生，

上海世博就是例子。陈若曦感觉太阳岛推动人

文艺术的时机，符合了天时(中国崛起)、地利

(上海)与人和(陈逢坤的实践)。上海文艺出版

社总编郏宗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互

补的时代，一个不分大小强弱的时代。

这次大会还出版了四本对促进上海与新加坡文

化有重大意义的书籍。第一本：赵丽宏、许福

吉主编《城市的呼吸》此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出版，共收录了新加坡、上海两地作家的

小说、散文及诗歌作品共155篇。第二本：新加

坡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编选《城市的足

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收集了两个

城市一百多位作家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品。第

三本：王润华、陈逢坤编选，何莲玉英译《上

海太阳岛诗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

从晋朝到清代历代诗人诗词选三十首，原文与

英文翻译。第四本：蔡志礼主编《花园城市与

水的神话：世博太阳岛多元文化峰会·新加坡

文选》，这是收集新加坡参加世博太阳岛多元

文化峰会11位作家的文选，在北京、上海各地

朗诵的文本。我们也在世博园区的舞台，传播

来自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的声音。

上海作家、新加坡作家、特别来宾郑愁予、陈若曦与新加坡
国际学校全体师生合影于太阳岛。

新加坡在上海、北京举办的“新加坡季节”，

应该是首次让中国民众近距离了解新加坡文学

的多元性，认识了新加坡文学从作家的种族与

语言的多元到文学书写的复杂多样主题。

四、上海世博与太阳岛上：上海与新华作家 

    多元的对话

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在上海太阳岛

岛主陈逢坤鼎力支持下，我与蔡志礼策划了

“太阳岛多元文化峰会”，分别在上海太阳岛

上与上海世博会场举行新加坡与上海作家的高

峰会议与作品朗诵。新加坡华文、英文和马来

文作家共十一人：王润华、淡莹、蔡志礼、希

尼尔、许福吉、艾禺、李永乐、郭永秀，英文

作家有唐爱文、柯宝星和马来作家卡马里。另

外我们也邀请了国际知名小说作家陈若曦来，

诗人郑愁予，还有拥有无数读者的上海著名作

家王安忆、赵丽宏、陈思和、郏宗培等都到场

参加交流。这次峰会重要节目有（一）上海

作家与新加坡作家对话，（二）作家朗诵，

（三）中国作家与国际华文作家对话，（四）

上海与新加坡文学新书发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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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图：这四本文集是上海与新加坡文学交流的典范。

五、上海作家影响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多种模式

上海作家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前面只是列

举最近的两项上海与新加坡作家活动，说明

具体密切的交流互动。上海作家与泰国、马来

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交

流，也是一样频繁与深入。再以新加坡为例，

近二十年，新加坡各种重大文学活动，如世界

华文文艺营、新加坡作家周、新加坡作家节、

文学四月天驻校作家、新加坡作家协会及其他

文化团体所举办的各种文学、学术研讨会，都

经常邀请中国作家前来指导与交流。我翻阅上

面提到的《城市的呼吸》与《城市的足音》二

书中入选的上海作家为例，曾来新加坡交流的

就不计其数，我自己有参与的活动就有如王安

忆、陈村、陈丹燕、赵长天、赵丽宏、白桦、

李子云、余秋雨、辛笛、郏宗培、宋永毅等上

海作家。过去上海作协访问欧洲，常常停留新

加坡与本地作家交流。同样的，新加坡作家访

问上海作家，可能次数更多。

如果我们翻阅新马华文文学的史料书籍，如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

史稿》、黄孟文与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

初稿》、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

1927-1948》，我们会发现新马华文文学、甚至

文化界（尤其报章杂志）的建构，几乎是广义

的上海作家、文化人的功劳与贡献最大。我们

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以下几个模式。

南来的作家群第一个模式几乎是无形无影的超

空间的文化影响，以左派文化、文学、思想与

政治的代表鲁迅先生为例，他没来过南洋，但

他的影响从三十年代至今，以多形式多途径，

从文学到左倾政治思想影响了整个东南亚，还

超语言、超种族（见《从解密的影像解读鲁迅

与东南亚左倾运动的三种模式》与《解開鲁迅

小说遗传基因跨族群与语言「生命之谜」:从绍

兴到東南亚》）。即使无政治意识的作家如张

资平、刘呐鸥、张爱玲等也导致另类文学的成

长。没有张资平，就没有新马作家姚紫那类大

众化作品。

第二类作家包括杨骚及其他亲自到新马工作的文

人，很多可称为上海作家，因为他们都有很长时

间在上海写作与生活，在王润华的《中日人士

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与杨骚的

《在东南亚文化前线与森林深处：抗战与逃难》

中提到的那一群逃离日本军队占领的新加坡，进

入印尼的苏门答腊丛林避难的作家如胡愈之、张

楚琨、王纪元、高云览、汪金丁、郁达夫、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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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叔）、沈兹九、洪丝丝、王纪元等多数可

称为上海作家。他们是今天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

的传播者。由于他们在东南亚社会文化各角落长

久耕耘，今天东南亚写实、关怀社会大众、反殖

民的文学传统就是来自他们的文学理念与实践。

像郁达夫，他能与文化工商界以旧诗词交流，坚

持东南亚长大的马华作家要有本土独创性、最后

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抗日运动，他几乎成了另一位

拥有全方位的影响力的上海作家，其文化遗产至

今还延续发展。

第三类是一群独行侠作家，包括前面提到的没

有亲身远赴南洋生活，但很有创意的发挥了他

们的南洋想象，像上海作家刘呐鸥《赤道下》

（见南治国《旅行，到赤道之下：——刘呐

鸥《赤道下》中的“南洋”解读》）或是张资

平（见林春美《欲望朱古律：解读徐志摩与张

资平的南洋》）。林春美说，张的小说如《苔

莉》、《性的屈服者》、《最后的幸福》，

小说里浮現过新加坡、马来亚、爪哇、婆罗

洲、兰贡(即仰光)等东南亚诸多地域的名字，

只是整体性的南洋群岛的异域，可以脱离中国

的道德拘束，赤裸裸的寻欢作乐，得到情欲的

满足。从欧洲回航，经过印度，途径新加坡的

徐志摩也写小说，再现热带情欲诱惑感受世界

（见林春美的《朱古律的诱惑——《浓得化不

开》（星加坡）中的欲望苦旅》）。徐訏短暂

的旅居新加坡后，1952年也写了短篇小说《马

来亚的天气》（收入《传杯集》），继续南洋

热带岛屿是情欲放纵的天堂的幻想文学。他书

写一位华裔青年的神话，在岛上不必结婚，

本土女性的洋人丈夫出海远行，就是您的妻子

的传奇。

独行侠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家，上海作家

中，如五四最早期象征主义诗人刘延陵，他

在1937年移居新马，虽然在新闻界，埋名没

姓，深居简出，但仍然坚持他的文学信念

（周维介《南下的五四水手靠岸星洲之后的足

迹》。杨际光当年上海与现代诗先行者之一，

笔名贝娜苔、罗缪，192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9年移居马来亚吉

隆坡。也是默默先后担任《虎报》副总编辑、

《新明日报》总编辑、马来(西)亚电台高级职

员。1974离开大马，移民美国。他还是静悄悄

继续写前卫的小说。徐訏以《鬼恋》等小说，

风靡一时，曾是当时上海最多产的作家，也在

新加坡有匿藏式的生活与写作。像这样的低调

生活在东南亚的上海作家也真的不少。

五、预言在本地与上海的作家继续创造东南

    亚文学新的发展

本文前面已经谈过目前东南亚与上海由于种种

历史、文化的原因，上海作家至今仍然继承其

密切连结东南亚文学关系的传统。这个网路，

通过移民、出版、文化往来、越来越广阔，今

天广义的上海移民作家与在东南亚工作的作家

人数不计其数，由于尚难定位与确定其影响，

但无任如何，目前在上海或在东南亚的上海作

家一定会再度创造东南亚文学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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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提供

设立南方之鼎文化基金，
成一方风气之鼎盛

本校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于2022年7月4日举

行“南方之鼎文化基金”推介礼，以促进本校

在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发展活动，协助成就本校

的文化与艺术生态及人文校园之愿景。文化基

金是由文化委员会负责发起及募集，目标为100

万零吉，迄今已筹获约70万。

在推介礼中，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联合校长郑

玉美教授及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再藩正式对外宣布

文化基金的成立，也向在场媒体说明成立文化基

金的宗旨及其运作方式。董事会符传曙董事及研

究生与研究学院陈胜强院长亦全程出席。

文化基金冠名“南方之鼎”，获得“南方之鼎人

文精神奖”奖座设计人，即著名多元艺术家陈

瑞献先生的首肯，以秉承设计理念中“鼎迁于

南，成一方风气之鼎盛”之意。亦如郑玉美校

长表示，文化基金“不仅仅是筹募一笔可观的现

金......而是一个深具长远影响力的文化触媒”，

希望它的影响力“远远大过基金的数额”。

大学教育中，研究和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所

以文化基金的使用包含提供硕博士研究生的奖

学金、为学术研究单位延揽研究员，以促进本

校在马华文学、地方文史与艺术主题的学术研

究并拓展新研究领域。目前，文化基金已经核

发两份硕士生奖学金的申请，分别涉及马华文

学与地方文化的研究；马华文学馆与华人族群

与文化研究所新晋用的研究员也陆续到职，让

本校在组建有能力研究团队的道路上，持续添

砖加瓦。

文化基金除了每年提供至少两份硕博生奖学金和

资助本校教职员的文创出版，陈再藩主席也说明

规划在今年完成的项目，即建置郑良树教授书画

珍藏馆，包括举行展馆开幕仪式和摄制郑良树教

授纪录片。

有关文化基金的使用，由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负责

审核。文化委员会主席及校长是管委会的联合主

席，成员中包含文化委员会代表，董事长及理事

长为顾问，同时也会邀请文化基金主要捐献者成

为名誉顾问。郑玉美校长强调，研究、创新与发

展，将是文化基金管委会的核心精神。

董事长拿督陈洺臣也在会中向多位文化基金捐

献者致谢，诸如旧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香

港）、拿督斯里翁俊民（印尼）、丹斯里林宽

城（大马）、王勇诚夫妇（新加坡）等人，还

有新山彭彪局绅及创价协会赞助建置郑良树教

授书画珍藏馆所需费用。

董事长肯定文化委员会“整合文化资源，促成

跨界综合效益，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的发展”。

南方之鼎文化基金是本校打造校园文化的一个

里程碑，也是下一个长远征途的新起点。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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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第11届Jump Party中秋园游会于

2022年9月2日盛大举行。此次的Jump Party是

时隔两年后终于再次回归。除了可以看到文化

街、美食街、传灯仪式和跳蚤市场之外，还有

联谊活动、拜月礼以及各个表演。通过本次盛

大的中秋活动，与主题《传熠》将传统中秋文

化推广给大众。

让我们来看看当天的盛况。

The 11th Jump Party (Mid-Autumn Party of 

Southern UC) was held on 2nd September 2022. 

Jump Party finally returned after two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cultural street, food street, lantern 

ceremony, and flea market, there were also 

social activities, the moon worship ceremony, 

and various performances. All these were under 

the theme ‘Light Transference’ and substantially 

present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id-Autumn 

Festival to the public. 

Let ’s take a look at the pomp of the day.

Jump 
Party 11.0
《传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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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而停办了两年的南方大学学院师长

节，于9月28日在智雅大礼堂隆重举行。选择

在孔子诞辰日举办师长节是本校历年来的传

统，这是为了感谢教职员们的辛劳付出与无私

奉献的精神。典礼上，也颁发了卓越教学奖和

卓越研究奖於四位优秀的教职员，表扬他们杰

出的成就。学生们也以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对师

长的感谢，向师长们致上最高的敬意。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Teacher’s 

Day Ceremony, which was suspended for past 

two years due to the epidemic, was grandly 

held on 28th September at the Multi-Purpose 

Hall. It has been the tradition of Southern UC 

to hold the Teacher’s Day on the birthday of 

Confucius. This is to thank the staff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At the 

ceremony, the Excellent Teaching Award and 

Excellent Research Award were also presented 

to four outstanding lecturers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also expressed their gratitude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paid their highest 

respect to the teachers. 

南方大学学院

师长节庆典
Teacher’s Day Ceremon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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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已久的916高尔夫球赛，在经历两年引颈期盼后，终于在今年

复办。这是南方大学学院历年马来西亚日必举办的赛事，由于疫

情影响而在2021年停办后，今年迎来第五届916高尔夫球赛。

今年这场空前绝后的赛事共吸引了200多名高尔夫球发烧友报名

参与，校方也有幸邀请新山市长拿督莫哈末诺拉占为活动开幕

嘉宾。比赛当天参赛者们亦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夺得冠军。虽

然午后下了一点小雨，但仍无阻球友们的热情。

主办方此次除了选择拥有足以媲美国际高尔夫球场地与设施的

森林城市高尔夫球场，更是附送了许多赞助商赞助的精美实用的

礼品，目的就是希望让参赛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参赛者在完成

比赛后，即前往隆盛酒家出席颁奖晚宴。

主办单位于当晚宣布比赛成绩，当天晚宴还准备了幸运抽奖，

为来宾们提供许多丰富奖品供赢取。南方大学学院所筹获的经

费将全数充作教育基金，相信此次的活动让许多参赛者留下美

好回忆，希望来年的916能再聚一堂。各位球友，我们明年见！

空前赛事，

       群雄争霸
2022南方大学学院  916高尔夫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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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于8月11日迎来中国驻马大使欧阳

玉靖阁下莅访交流，与大使一同参访的还包括了

大使夫人宋晓梅女士、马翠宏公参、郁峻参赞，

赵长涛参赞和王楠主任等。除此之外，新山七大

华团亦受邀参与当天的交流会。

此次的交流会主要让中国大使了解南方大学学院

在办学与招生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大使亦表示将

在中国招生方面尽力为南方大学学院提供协助。

交流会后，欧阳大使阁下与夫人以及参赞们也参

观了南方大学学院历史长廊和中医门诊部。

 

虽然此次的参访属于短暂的交流，但对于双方而

言都是极其难能可贵。南方大学学院也欢迎中国

大使将来能再度莅临院校，并让更多中国学生认

识南方大学学院，协助拓展海外招生。

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阁下
莅访南方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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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二学期开学典礼和
职业与辅导中心启用仪式

南方大学学院于6月3日（星期五）举办2022学

年第二学期开学典礼，喜迎新生们加入南方大

家庭，开展人生中另一个崭新的学习旅程。

出席的开课典礼的嘉宾包括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

臣、理事长莫泽浩先生、署理董事长拿督斯里张

学富、副董事长拿汀郑惠珍、董事财政吴计生、

董事廖天德、理事林文贤医师、校长郑玉美教

授、副校长黄永兴教授与刘福强先生。

开学典礼结束后，本校董理事们、校长、副校

长和学总主席也为筹备已久的职业与辅导中心

的启用进行剪彩仪式。职业与辅导中心，日后

将作为举办各种就业讲座与工作坊的中心，提

供实习与就业资讯的用途。

On 3rd June 2022,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launched the orientation ceremony of the 

second semester to welcome the  new students 

to the Southern family to embark on their new 

learning journey.

2022 B Semester Orientation and Opening 
Ceremony of CCC

The orientation ceremony invited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ato’ Vincent Tan 

Meng Seng, Chairman of Board of Governors 

Mr. Mok Chek Hou, Deputy Chairman of 

Board of Directors Datuk Seri Teo Shiok Fu, 

Vice Chairman of Board of Directors Datin 

Janice Teh Hwee Tiang, Treasur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Mr. Eng Kai Sang, Director Dato’ Liow 

Tian Teck, Governor of Board of Governors Mr. 

Lim Boon Hime, President Prof. Dr. Teh Geok 

Bee, Vice President Prof. Dr. John Eng Yong 

Heng and Mr. Lau Hock Kiong.

On the same day, the members of Board of 

Directors and Board of Governors,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s were also invited to cut 

the ribbon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outhern UC Career and Counselling Centre.

All activities, such as seminars, workshops and 

exhibitions, will be held at the center.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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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于7月17日举行了场面盛大的第三十一届毕业典

礼。当天共有大约800位毕业生完成学业，领取毕业证书。本校

诚挚邀请柔佛州务大臣拿督翁哈菲兹莅临担任开幕嘉宾。

在此，本校祝福各位毕业生前程似锦，展翅高飞!

The 31st Convocation Ceremony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July 17th, 2022. 

At the 31st Convocation Ceremony, 

about 800 graduates received their 

graduation certificates. Southern UC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 deepest 

gratitude towards YAB Datuk Onn 

Hafiz, Menteri Besar Johor for 

being our distinguished gues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Southern UC wish all the graduates 

a bright future!

南方大学学院

第三十一届毕业典礼
Southern UC 

31st Convocation Ceremony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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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州务大臣拿督翁哈菲兹在第31届毕业典礼上亦宣布州政府拨款50万令吉予南方

大学学院。大臣也承诺将帮忙处理校方所面对的产业税问题。这两项消息无疑为当

天的毕业典礼锦上添花，大臣更在演讲中秀了中文，让全场观众无不惊叹。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Yang Amat Berhormat Datuk Onn Hafiz Bin Ghazi, 

Menteri Besar Negeri Johor dan Yang Berhormat Ling Tian Soon, EXCO atas 

kesudian mereka menghadiri Konvokesyen Kolej Universiti Selatan ke-31.

州务大臣首次莅临南院，
宣布拨款50万令吉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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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一代医学先驱伍连德的抗疫精

神及向全球前线抗疫人员致敬，南方

大学学院文物与艺术馆联同19个校外

文教团体与新山华团，而举办了“伍

连德医生纪念展”，为期 14天。

这项展出也是马来西亚的首展，8月

19日开幕，也与吉隆坡陈嘉庚纪念

馆同步举行。日后，这项纪念展在

槟城及其他城市巡回展出。

伍连德医生纪念展

本次特展丰富的资料看板由新加

坡——中国友好协会提供，包含珍

贵历史图片和言简意赅的中英双语

说明。特展活动获得众多华团联

办，意义非凡。

本校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出席活动指

出，希望通过此展览，也向社会大

众宣导饮水思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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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人、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联合主席拿督张润安对

伍连德医生的防疫方法迄今仍然受用深表敬佩。他说，伍

连德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的马来亚华人，他成功

遏制了1910年至1911年中国东北鼠疫，也奠定了世界防疫

体系的雏形。

当冠病席卷全球之际，口罩成了不可或缺的防疫用品，在

人类与瘟疫对抗历史中，伍连德功不可沒。

配合上述活动，本大学文物与艺术馆也举办了线下、线上专

题讲座，邀请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副教授黄贤強博士主讲《伍

连德——既熟悉又陌生的现代医学先驱和防疫专家》，讲座

由本校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莫家浩担任主持。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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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Independence 

Day
We would like to wish 

all the Malaysians 

Happy National Day 

and may our country be 

always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forever and eve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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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
马来西亚
65周年
独立日/ 
国庆日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 

Hari Kebangsaan
Kami ingin mengucapkan kepada semua 

warga Malaysi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merdekaan ke-65 

dan semoga negara kita terus 

maju dan sentiasa aman makmur.

在此，祝福马来西亚国泰民

安，繁荣昌盛，民康物阜！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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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与南方大学学院

（中马区）校友会之理事于2022年5月7日回母校拜

访，并借此机会与校长郑玉美教授进行交流会。

校长郑玉美教授也在交流会上进行说明和汇

报，让两校友会获取正确的资讯和了解本校一

些改革的必要性。

最后，期许两校友会与母校一直保持联系与监

督母校的发展和运作。

大家一起风雨同舟见彩虹！
文 /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文 /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校友会代表
与母校交流

南方大学学院
（中马区）校友会

南方大学学院（中马区）校友会成立于2015年6

月份，至今已有7年之久。多年来校友会秉持当

初成立的初衷，落力的在两方面扮演积极的角

色。第一，主办联谊活动让南院的校友交流及

互动。第二，扶持及关心南院的发展，并给予

必要的协助。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

之”南方大学学院的前身是宽柔专科部，由于

当初申请注册宽柔学院受阻，则易名“南方学

院”。故在宽柔学村的感召下，校友会与雪隆

宽柔校友会互动性强，也联合主办了不少有意

义的活动，惠及校友，学校及华社。当中计有

2015年9月25日南方大学学院首次走出新山在吉

隆坡隆举行25週年校庆感恩晚宴，中马区校友

会举行首届理事就职仪式。为让更多的中马区

校友参与这项盛事，当晚宴开73席、并有40多

名校友出席及加入会员。

2016年“郭老精神，中庸之道”教育讲座

会；2017年“千里独行”义演为学校款；2018

年“一带一路：马中人文教育交流会”；2019年

主办“道统的传承：从先秦儒家到当代新儒家”

教育展览会等，还有今年2022年所联合主办的

“宽柔以教，南方之强”宽柔学村感恩晚宴。

除此之外，校友会也不时与南方大学学院新山

校友会交流及相互扶持彼此的活动。目前加入

校友会的校友并不多，因此希望在感恩宴之后

会有更多校友加入并一起来为母校护航。

南方大学学院（中马区）

校友会第七届（2022-2024年）理事名单：

会长  拿督郑有文博士

署理会长 曾国良

秘书长  吴文华

财政长  黄建达

副秘书长 林英慧

副财政长 王婉菁

理事  刘江雯、黄世豪

执行秘书 黎其殷、魏文彬

查账  谢志良、陈如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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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柔学村感恩宴

College Central Malaysia Alumni Association 

and the Klang Valley Alumni Association was 

held in Klang. The attendees were the current 

and retired principals, teachers and directors who 

had shown their unwavering support towards 

the “Foon Yew Learning Village”. They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dinner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selfless dedication over the years. Many alumni 

from the Central Malaysia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grand and heart-warming dinner. 

Foon Yew Learning Village refers to five Foon 

Yew primary schools, three Foon Yew high 

schools and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ll of 

which had their humble beginnings with Foon 

Yew. At the dinner, the educational spirit of the 

“Foon Yew Learning Village” and the gratitude 

of not forget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lma 

mater were emphasized. 

宽柔以教 南方之强！

由南方大学学院中马区校友会和雪隆宽柔校友

会联合主办的“宽柔学村感恩晚宴”日前于巴

生举行。晚宴邀请了多年来默默守护“宽柔学

村”的多名现任与退休校长、老师和董事们前

来参与，表扬他们历年来的无私奉献。许多中

马区的校友也参与晚宴，场面温馨隆重。

所谓宽柔学村，指的是五所宽柔小学、三所宽

柔中学以及与宽柔一脉相承的南方大学学院。

晚宴上，强调了“宽柔学村”的教育精神与以

及不忘母校栽培的感恩之心。

Inclusiveness and thoughtfulness in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South!

The Foon Yew Learning Village Thanksgiving 

Dinner co-hosted by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文 / 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

南方校友

Foon Yew Learning Village Thanksgiving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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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有幸获林顺忠老先生赠送墨

宝《我的笔墨缘》。毕业于南洋大学的林

先生虽然家庭和事业根基均在香港，但多

年以来一直未曾忘记家乡马来西亚，在传

播中华文化方面更是不遗余力。

林老先生于六十六岁高龄开始学习书

法，如今能有如此造诣，足见其学习之

勤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能尽览，

但本册内容乃选录一些中华古代哲学家

与近代作家之名言与名句精华以及诗歌

如《弟子规》，《三字经》等。《我的

笔墨缘》所收录的书法集内容包含了部

分优秀中华文化精华，主要是和读者们

分享书法之乐趣，并吸引年轻一代对中

华典籍和传统文化的兴趣。

南方大学学院有幸获赠林老先生墨宝，

定当传阅于校内，为传播中华文化尽

一份力。

笔墨会友
文化传承
林顺忠赠送书法集



27

特别报道

27



28

郑良树教授
书画珍藏馆工程进展

《郑良树教授书画珍藏馆》于今年4月

末开始，已施工进行部分拆除和扩大馆

藏空间的前期准备，确保以宽敞、舒适

空间来展示郑教授珍贵的书画作品。 

装修过程中，本馆特别邀请郑教授夫人

李石华女士莅临现场参观，同时，也邀

请赞助人彭彪局绅前来视察及提供宝贵

意见。此外，本地书画家张财及负责装

裱工作的郑文龙也莅临提供布展意见，

本校校长郑玉美教授也出席和众人会

面交流。 

典藏馆第二阶段装置，将部份使用郑教

授画作进行墙面设计，以贴近郑教授生

前朴实、简单而儒雅之学人风范，带出

其深厚的人文涵养、书卷气及知识份子

的高洁风骨。

文 / 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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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筹募了“南洋大

学陈六使教育基金”，并于2022年7月3

日举办捐款移交仪式。南方大学学院获

颁马币200万令吉的捐款设立为教育基

金及提升软硬体设施。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为了发扬陈六使

献身华文教育及南大精神，于2021年4

月1日通过董事会倡议筹募南洋大学陈

六使教育基金，以缅怀陈六使先生当年

领导各阶层人士，历经千辛万苦倡办南

大与弘扬中华文化的丰功伟绩。

‘南大精神’是华人社会共有的精神遗

产，应超越时空永续传承，发扬光大。

基金会也提供奖助学金予家境清寒、品

学兼优的学生，鼓励受惠的学子们到南

方大学学院完成他们的大学教育，为华

社及国家培育人才。

此教育基金的基本用途着重于培养本校

在籍优秀学生、资助在任老师到国外进

修及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到校交流。该

基金也可用作举办中华文化讲座与相关

陈六使其人其事的活动经费，以传承与

弘扬民族文化。

南洋大学
陈六使教育基金
捐款移交仪式
文 / 秘书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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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艺术馆的【云端艺谈】线上系列，在线下活动开放后，形成了线上

线下同步运行的作业。依托互联网资讯科技的迅速发展，文化艺术的推展

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红利”，以新技术突破困境，因应万变，进而提升

与优化了线下线上相融合的的艺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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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贝山

第19场 | 水墨贝山

郑贝山是本地著名水墨画家，也是一名木雕师。他从最初的传统画法

到寻找个人的突破点，不断的磨炼。如今他更清晰自己的创作方向，

自由发挥想象，放宽思维空间，不受约束，延续之前的一些创作，燃

放出新的生命力。他个人的创作展始于1995年，至今已办过十三场水

墨画个展，作品获国内外艺术单位及收藏家珍藏。

日期：27/05/2022 扫码观看影片

云端艺谈系列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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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杨福贻、拿汀詹秀芳、覃大強、徐华云

第20场 | 纪念杨金荣专场 之“醉卧兰亭”

纪念杨金荣专场“醉卧兰亭”，受邀嘉宾有金荣在柔佛州书艺协会的良

师益友，包括会务顾问杨福贻、拿汀詹秀芳、新任会长覃大強及秘书徐

华云。书法家杨金荣英年早逝，乃大马书艺界的巨大损失，但他留下的

书艺精神，是值得年轻一辈学习的典范和榜样。

日期：04/07/2022 扫码观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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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2022

主讲人：王晓宇导师

本次讲座邀请到王晓宇老师为大家分享SITE团队作为Unreal Engine官

方学术合作伙伴所进行的教学与设计工作。王老师也提到两项课程

（Unreal Engine VR建筑设计以及Unreal Engine游戏场景视效开发）将在

柔佛新山和吉隆坡八打灵再也同时办理。

扫码观看影片

第十三场 |“身为建筑视觉化‘Unreal Engine’

            学术伙伴的我们在做什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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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MBA 
课程分享会
文 / 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提供

日期：29/08/2022

主讲人：蒋丽芳老师

2023 年人力资源趋势：推动变革

南方大学学院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在8月29日（一），晚间8点举办

Executive MBA的线上课程分享与说明会。本次邀请到Executive MBA企

业管理行政硕士课程的蒋丽芳老师为大家作课程分享，主题为“2023 

年人力资源趋势：推动变革”。

扫码观看影片

日期：26/09/2022

主讲人：陈运州博士

营销传播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南方大学学院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在9月26日（一），晚间8点举办

Executive MBA的线上课程分享。本次邀请到Executive MBA企业管理行

政硕士课程的陈运州博士为大家作课程分享，主题为“营销传播”。

扫码观看影片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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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场南方沙龙《一轮明月·三期同庆——从

卫塞节看马来西亚佛教的多元》主讲人为陈秋

平博士。

本场沙龙的主题环绕着从卫塞节看马来西亚佛

教的多元进行。陈博士主要提到了卫塞节的背

景及由来、庆祝方式、各种名称等。而在“庆

祝方式”中，陈博士揭示了人们如何庆祝卫塞

节及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同的庆祝方式。此外，

陈博士还提及了关于卫塞节“浴佛”的含义。

陈博士分享了马来西亚全国佛教徒一起庆祝卫

塞节的起始及卫塞节如何列入公共假期，并还

分享了庆典多元的原因及佛教

的多元原因。总结部分，陈博

士指出，思想的交流乃佛教的

发展的关键。

（冯志勇整理） 扫码观看影片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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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108：

一轮明月·三期同庆

——从卫塞节看马
来西亚佛教的多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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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110：

国产007：

太平洋战争前夕
赴马的中华民国
军统情报人员培训
（1940-1941)

第109场南方沙龙《达其志，通其欲----为何古代

汉字文化圈需要译官 ？》主讲人为罗乐然博士。

本场沙龙的主题环绕着为何古代汉字文化圈需

要译官进行。罗博士主要从朝鲜这个国家出

发，提到翻译与礼仪之间的关系、礼仪对古代

国家外交的作用等。此外，罗博士从自身经历

揭示翻译官对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对于古

代翻译官的地位和诉求，罗博士也对此做出叙

述表示古代译官地位是较士大夫低的，而译官

也有争取过与士大夫的平等地位，但却被士大

夫阶层打压。

对谈环节中，主持人莫家浩博士

认为译官也在寻求自己的历史地

位，因为朝鲜翻译官的贡献没有

被记载在朝鲜官方史料中。

（冯志勇整理） 扫码观看影片

第110场南方沙龙《国产007：太平洋战争前夕赴

马的中华民国军统情报人员培训（1940-1941）》

主讲人为陈是呈博士。

本场沙龙的主题环绕着太平洋战争前夕赴马的

中华民国军统情报人员培训。主讲人陈博士主

要提到赴马军统情报人员的背景，情报人员的

加入方式和目的，军统情报人员的培训流程和

内容等。陈博士也带我们了解中国情报组织的

背景。此外，陈博士从其祖父陈敬文自身经历

出发，带领我们了解当时赴马情报的人员组

成、训练内容等。

对谈环节中，主持人莫家浩博士

认为陈博士的研究课题是很有意

义的，填补了过去可能因为政治

敏感度，意思形态的问题而形成

的空白。

（冯志勇整理）

扫码观看影片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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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其志，通其欲

——为何古代汉字
文化圈需要译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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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龙侧记111：

柔佛华人历史研究
的网络资源

第111场南方沙龙《柔佛华人历史研究的网络资

源》主讲人为陈妙恩博士。

本场沙龙的主题围绕着柔佛华人历史研究的网

络资源进行。主讲人陈博士首先为我们介绍研

究资源的重要性。讲座中，陈博士把网络资源

分为二手资料和原始资料，并为我们介绍它们

之间的差别。在二手资料方面，陈博士分别为

我们介绍如何在网络上可供搜索功能的线上书

籍、期刊和学术论文的内容中查找关键词，以

便能够在浩瀚的网络资源中检索出有关的研究

资料。陈博士也为我们分别介绍原始资料中常

见的报章、档案文件、私人书

信、地图、照片和视频等，并

推荐相关网站。陈博士也特别

为我们详细介绍英殖民档案相

关内容和搜索方式 。

（冯志勇整理）

扫码观看影片

扫码观看影片

第112场南方沙龙《北漂台湾：旅台大马人的

筚路蓝缕》主讲人为大马旅台媒体工作者杜晋

轩先生。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随着1950年韩战爆

发，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华民国政府积极发展

侨教政策，开启了马来西亚华人赴台留学的滥

觞。本次讲座从各个不同的面向，介绍马来西

亚人在台湾的故事。主讲人讲解了马来西亚华

人在台湾的发展的独特之处，其中涉及战前战

后海外华人在当地国家与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差

异。主讲人介绍了侨生的由来和定义，以及侨

生的政策与侨生在中国与台湾的差异，并谈及

台湾侨教的沿革发展与侨生政策在台湾产生的

深刻影响。

此次讲座在主持人与主讲人的

积极讨论中圆满落下帷幕。

（冯志勇整理）

南龙侧记112：

北漂台湾：

旅台大马人的
筚路蓝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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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线上讲座系列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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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线上文学讲座系列 (第6场)：

诗人与出版

集部之兴，渊源久矣，古代文人将个人诗文

汇编成集，早已蔚为大观。时至今日，结集

出版仍然是诗人创作生命的重要里程碑，是

诗人存诗与留名于世的重要方式。个人诗

集，经常被视为诗人正式跻身诗坛的入场

券，读者可藉以“观其体势”、“见其心

灵”，体会诗人创作的技艺与美学，由此触

碰诗人内在的心灵世界。2022年6月2日晚上

八点，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马华文学馆暨

文化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举办了线上文学系列

讲座的第六场，主题为“诗人与出版”，邀

请了著名的马华诗人兼出版人曾翎龙，以及

两位曾有个人诗集出版的诗人邢诒旺与郑田

靖，向听众分享他们出版诗集的历程、对于

诗学观点的提炼以及结集出版的动因等。在

讲座之中，诗人们从各自的角度，陈述了他

们对于“出版诗集”之意义的思考与感受。

南方大学学院线上文学讲座系列 (第7场)：

陈川兴诗集导读会

陈川兴是马华诗坛一位出色的诗人，1954年出

生于巴生，曾担任新闻从业员多年，曾出版诗

集《土的掌纹——十四行诗》（1985）、《图

与诗集》（1986）、《迷河》（2015），近两

年则有《泪纹与刀痕》（2020）、《半岛与宿

命》（2021）两部诗集问世。除了诗歌创作，

陈川兴还著有民俗艺术论集《传统的延伸》

（1979）以及地方史著作《金宝战壕与悲情岁

月》（2000）、《百年金宝——1886-1986》

（2001）等。厚重的历史感，是陈川兴诗作的

鲜明特点之一。本场讲座，两位主讲人将主要

为我们导读陈川兴近期的诗集《泪纹与刀痕》。

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游以飘，本名游俊豪，新加

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2002），现任教

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华裔馆馆长、中

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2016年7

月-2022年3月）。另一位主讲人覃勓温，是南

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校友，现为报章专栏作者。

作品收入温任平编《大马诗选2.0：诗三百

篇》与杜忠全编《端洛话今昔：端洛、布先、

华都牙也等近打矿区的故事》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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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职业探险家》校友分享系列，我们邀

请到市场销售系毕业的张子谦学长“回家”

分享。他在2016年毕业后，便不断地在“营

销”的道路上探索，用短短数年的时间，便

让自己成为金满集团的Marketing & Operation 

Manager，并在前年开创了自己的AT88 F&B 

Solution Sdn Bhd。子谦指出，他的职业道路只

有一个目标，就是成为餐饮营销领域的专家。

此次，他也特别公开自己的成功方程式，和学

弟妹们分享他是如何一步步的朝着目标前进，

迈向餐饮营销专才的成功之路。

秘方一：

能力（0至100分）

01

职涯密径一：

疫情之后

人人平等

01

秘方二：

热情（0至100分）

02

职涯密径二：

不要敷衍

对待大学的学习

02

秘方三：

思维方式（-100至100）

03

职涯密径三：

学习有时间

限制，不要错过

03

《职业探险家》校友分享系列第一场请来陈

郭文学长。陈郭文毕业于电脑系，目前为

GT Nelson Realty南马区经理。从电脑资讯专

业，到现在的房屋地产，他分享了这个转变

与发展的心路历程与心得，为学弟妹指引一

条通往成功的密径。

不断学习X勇敢尝试 = 拓宽职涯道路

能力x热情x思维方式 = 领域专家

《职业探险家》校友分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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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最后一场的《职业探险家》校友分享

系列，邀请到了本校第一届毕业优秀生社团

文化奖得主-罗建宏，接受我们的访问。毕

业后即白手起家的建宏，运用学生时期建

立的人脉，开创了如今的事业版图。目前

已创办了Family Event Group Sdn Bhd、WE 

Wedding和Bearlloon House三家节庆策划及

布置公司。今天的建宏，特别莅临和我们分

享，他是如何一步一脚，运用身边有限的资

源，走上自己的创业之路。

资源整合x细心观察 = 创出新天地

秘径一：

认识自我

01

密道一：

勇于挑战

01

秘径二：

人脉累积

02

密道二：

坚定信念

02

秘径三：

付出行动

03

密道三：

乐于分享

03

8月份的《职业探险家》校友分享系列，邀

请到了我们的巾帼英雌-Iris林静伊。2014

年毕业于商业管理系（英国Teesside大学3+0

课程）的她，在校生活本已多姿多彩，能言

会道，能歌善舞，更是运动会的常胜军。多

方面的参与和尝试，让Iris的人脉和经验，

从学校开始不断积累，直到毕业后担任Mary 

Kay彩妆保养顾问的同时，也开创了自己

的G Team，成为Mary Kay全马最大的华人

团队。这一次Iris更带着自己的团队一起返

校，和学弟妹们分享变美的知识，还有自己

通往梦想的成功之道。

踏出舒适圈x乐于分享 = 创造自我价值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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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裕博士就业分享会之

美国与马来西亚
教育体系大不同

就业与辅导中心筹办的就业分享讲座，邀请到

了南方大学学院的电脑中心主任——王仲裕博

士，前来和同学们分享他在俄勒冈大学和德克

萨斯农工大学12年的求学经验，及加拿大佳明

Garmin工作6年的就业心得。

王博士说起他在学期间遇到不同国籍、人种和

语言上的趣事，从选课、作业到考试，还有教

授们的各种独特行为，都让台下的同学们津津

乐道。同时，也让大家见识到了，美国的自

由，和自由背后所必须面对的自律等问题。

The Career and Counseling Center invited Assoc. 

Prof. Dr. Ong Teong Joo, Director of the Computer 

Centr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to share 

with the students his 12 years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and Texas 

A&M University, and his 6 years of employment 

experience at Garmin Canada. 

Dr.Ong talked about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races 

and languages, course selections, assignments, 

exams, and the unique behaviours of the 

professors. All of these made life on the campus 

enjoyable. He also spoke about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elf-discipline 

they had to practise behi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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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左起：南方大学学院南方教育机构黄益启总监、南方技职学院黄子绮助理执行员、校长郑玉美院士、中文系黄荟如讲
师、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魏武杰资深经理。第二排左二起：爱知大学阿部宏忠实施委员长、现代中国学部砂山幸雄学部长。

南方大学学院与日本爱知大学
合作现地教学项目
南方大学学院与日本爱知大学于2022年9月至

12月，合作开办为期四个月的“2022年现地教

学项目”。

在线上开课仪式上，南方大学学院校长郑玉美

院士表示，爱知大学学生将在9月份参与线上课

程，并在10月份到12月份，来到南方大学学院学

习。透过课程与活动，爱知大学学生能够更了解

马来西亚，而南方大学学院的学生，也能在无

需出国的情况下，获得与日本同学交流的宝贵机

会。郑校长鼓励爱知大学学生到马来西亚感受多

元风情，同时品尝各族美食，结交外国好友，为

自己的学习生涯增添美好的回忆。

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砂山幸雄学部长指出，爱

知大学自2015年开始与南方大学学院合作现地教

学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虽然过去二年受新

冠病毒影响，但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世界各

国都放宽了出行限制，加上日本驻马来西亚大使

馆的协助，以至于今年爱知大学学生，能够在10

月份进入马来西亚学习。现地教学项目设立的初

衷，不仅是让学生学习中文，还着重学生体验当

地生活。通过与在地人士的交流，亲身了解不同

的文化与社会，能增进学生对相关国家与地区的

理解，拓展国际视野。

爱知大学学生代表冈田瑞纪也表示，之前疫情严

峻，她非常担心无法到马来西亚交流。如今现地

教学项目得以落实，她觉得非常开心。她感谢爱

知大学的老师以及南方大学学院老师们的安排，

也表示参与项目的二十位学生会努力学习，珍惜

此次机会，认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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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南方电视台于4月28日进行2022年度学生摄制队的

招募面试，感谢同学们的踊跃参与及积极准备，同时

也欢迎新血们的加入，让摄制队注入活力，持续记录

校园里的点点滴滴。

The Southern TV Broadcast Centre of our college held 

a recruitment interview session for the 2022 Southern 

TV Student Crew on April 28.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tudents for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preparations 

made for the interview.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welcome new members to join us, with the hope that 

the film crew continues to inject vitality to the records of 

memorable events on Southern UC campus. 

2022 南方电视台 
学生摄制队招募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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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的网路世界里，性骚扰、霸凌和语言暴力等问题层出不穷。重返回

校园后，我们应该关注情绪管理与沟通技巧。学生事务处提醒大家，无

论自己是什么身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须有所规范。有时候，

一些自以为的玩笑话、不经意的言语，对他人可能是一种伤害。

人生如尺，生活有度，把握距离，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向语言霸凌 / 
        性骚扰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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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近日的犯罪分子日渐猖狂，诈骗手法也

五花八门，南方大学学院于2022年6月30日星

期四早上十点整，邀请到新山北区警察总部，

联合五个执法单位的警官，到本校大礼堂，举

办“预防犯罪与觉醒”主题讲座与展览。该活

动邀请到高级助理警监ASP Henry Lau，向本

校全体师生讲解歹徒们最新、最惯用的犯罪手

法，提升学生们的个人安全和自我防护意识。  

  

在致欢迎辞中，南方大学校长郑玉美教授指

出，网路犯罪日渐猖狂，其中的受害者不乏年

轻人或高等院校生，故筹办这次的讲座与展

览，让学生提高自身知识，避免掉入网络罪犯

的陷阱，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家人。  

  

当天也展出了多宗利用科技便利的犯案过程、

传统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和接触后可能出现的症

状、危险驾驶的车祸现场等震撼实例，让同学

们了解，某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或想法，所可

能衍生的重大影响，同学们更把握这珍贵的机

会，和我们的人民保姆们，做近距离的交流互

动，还有同学报名参与了学警义工等活动，现

场响应热烈。本次的讲座与展览活动共吸引了

近150名的师生出席。  

展览+讲座：

预防犯罪与觉醒
Exhibition and Seminar:

Crime Prevention and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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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various fraudulent crime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nvited police officers 

from five law enforcement units and 

the Johor Bahru North District Police 

Headquarters to Southern UC  to hold 

a seminar and exhibition on the theme 

“Crime Prevention and Awareness” on 

Thursday, June 30, 2022, at 10:00 am. 

Senior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ASP 

Henry Lau was invited to talk on the 

latest crime techniques used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personal safety 

and self-protection.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president, Professor Teh Geok Bee, 

gave a welcome speech on that day.  

She pointed out that cyber-crimes 

w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ampant, and many of the victims were 

young people or students from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o, the lecture 

and exhibition were organized to help 

students to be more aware of the 

dangers around them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cyber criminal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exhibition showcased cybercrime, 

drug abuse and dangerous (drunk) 

driving. Exhibitions of dangerous driving 

that results in fatal accidents were 

shown to inform the public about the 

grave consequences of reckless driving. 

Also, students could sign up as police 

volunteer on that day. The response was 

overwhelming. The lecture and exhibition 

attracted about 150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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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8th August 2022, Southern UC went through 

a one-day field audit for the SETARA 2022. 

SETARA is a rating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2007.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country competing, 

the ministry realizes that ranking or rating of 

the institutions is inevitable. SETARA is the key 

instrument introduced to ensure public perception 

and ranking are based on autonomy,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in their category. The SETARA field audit is 

part of a long assessment process to achieve 

the rating. The audit was conducted by a panel of 

two auditors appointed by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to verify and validate all the evidence 

presented by our institution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in SETARA ranking system. The ranking system 

is comprised of three core fun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amely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s. Key personnel from Finance, AARO, 

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 PDAQ, 

SPACE / SITE, Human Resource and Student 

Affairs Office were present for the audit. The audit 

process was seamless as auditors reviewed all the 

elements in SETARA with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Southern UC diligently. 

Following the audit, the SETARA committee will 

collate and analyze the results before announcing 

the results hopefully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Southern UC is aiming to get 5-Star rating in the 

Emerging University category!

SETARA
audit
202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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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方大学学院创办以来，本校的奖助学金受惠

学生已有千位以上。今年也不例外，2022年至

今，受惠的奖助学金学生已达58位。此外，本校

还发放了12份由张自游先生赞助的辅助金以及由

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金颁发的19份思源奖助学

金，其总金额高达1,198,372.50令吉。

2022年7月，本校校长郑玉美教授和新的赞助公司

Shimano Components (M) Sdn Bhd财务与运营总监

张荣基先生，在双方代表的见证下，通过线上进

行奖学金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

Shimano Components (M) Sdn Bhd将为本校会计、

金融与投资、软件工程和工业设计等科系的学士

课程学生开放4个奖学金名额，每年奖学金金额高

达12000令吉。同时，Shimano Components (M) Sdn 

Bhd也为南方大学学院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以提

高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相信这将会在未来为大

学培育出更多高端科技人才。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more than 1,000 students have benefitted from 

various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This year, 58 

students have been awarded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In addition, 12 students received bursaries 

sponsored by Mr. Teo Chee Yow, and 19 students 

received the MSEF SIYUAN Scholarship from 

the Malaysian Social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MSEF) for a total amount of RM1,198,372.50.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as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Prof. Dr. Teh Geok Bee, and Mr. Chong 

Yong Kee, from Shimano Components (M) Sdn 

Bhd, through an online ceremony in July 2022, in 

the presence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both parties. 

Shimano would offer 4 scholarships of up to 

RM12,000 per year for students from Account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Finance and Investment, 

Software Engineering (IT), and Industrial Design 

programmes. Shimano would also provide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to the students to gain practical 

knowledge, skills and high-end technology, which is 

believed to nurture more high-end technology. 

奖助学
金资讯

Information of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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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EIT)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ompetition 2022 (IIC ’22) on 7th to 9th June 2022. 

FEIT team sent a total of four teams to compete in 

IIC ‘22. All teams have achieved distinguished results 

with 1 gold award and 3 silver awards in IIC’22.

艺术与设计学院（FAD)毕业展

启点 

MAKING IT COUNT!

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于2022年10月1日

至3日在智雅大礼堂举行了设计毕业展，主题

为“启点”，意为所有的终点都是新的起点。

作品分为包装设计、品牌设计、家具设计、多

媒体设计、游戏设计、广告设计等等。参展学

生总共是33位，来自广告设计专业文凭、工业

设计专业文凭、多媒体设计专业文凭、电脑绘

制（荣誉）学士学位以及工业设计（荣誉）学

士学位。

毕业展开幕典礼于10月1日进行，由南方大学学

院副校长黄永兴教授带领嘉宾们开幕。在新常

态下，应届毕业生依然发挥日常所学，成功完

成毕业设计作品并筹备了此次的毕业设计展。

这次的毕业展也意料之外受外界欢迎，展览期

间的人潮络绎不绝，好些作品得到了专业人士

的好评，有些学生甚至在展览期间收到了聘

约，这对艺术与设计学院来说是一项非常大的

鼓舞。下一场的毕业展将会在2023年2月举行，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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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held an Art and Design 

Graduation Show from 1st to 3rd October 2022, 

at the university’s multipurpose hall. The theme 

for the graduation show was “Making It Count!” 

which meant “ it is nearing the completion of study 

life, so let us make the most of it” . The exhibition 

showcased students’ works including packaging 

designs, brand designs, furniture designs, 

multimedia designs, game designs, advertising 

designs, etc. Thirty-three students from Diploma 

in Advertising Design, Diploma in Industrial 

Design, Diploma in Multimedia design,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and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dustrial 

Design programmes exhibited their works.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officiated by the 

Vice President, Prof. Dr. John Eng Yong Heng, 

on 1st October 2022.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graduating students applied the knowledge they 

had learnt to complete their final project, and 

then they organized the graduation show. It was 

greatly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number 

of visitors was more than expected. During 

the exhibition, the students’ artworks received 

compliments from the professionals in the art 

and design fields. Some students even received 

offers of employment from companies to join 

them as designers.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for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学院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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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RSVOT Malaysia 2022 (IAM 2022)

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在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RSVOT Malaysia 2022 (IAM 2022)的设计创新奖中取得亮

眼成绩。这次比赛共有五组由艺术与设计学院师生组队

参加，初次参加已获得了2项金奖和3项银奖。

这次的比赛是由院长赵佩娟助理教授、高级讲师陈思惠

与高级讲师Fasehah binti Abdullah带领了工业设计荣誉

学士与电脑绘制设计荣誉学士的学生参加。

Congratulations to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on winning two gold 

awards and three silver awards at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RSVOT Malaysia 2022 (IAM 2022).

This competition was organised by the Dean and two 

senior lecturers. The students are from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dustrial Design and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programmes.

Gold Award: 

Group 1: NEIL SMART HEALTHY 

BONE CONDUCTION

1. Teo Pei Kian (Leader)

2. Chang Jing Wen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dustrial Design)

Group 2: DAILY ROUTINE FINANCE 

MANAGEMENT APPS DESIGN

1. Tan Su Huey (Leader)

2. Francis Khiew Yoon Chang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dustrial Design)

Silver Award:

Group 1: THE USAGE OF VIRTUAL 

REALITY IN BRINGING OUT THE 

AWARENESS OF VACCINE HESITANCY

1. Fasehah Binti Abdullah (Leader)

2.Lim Yan Joe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Group 2: PINK WITH ME TIME 

MANAGEMENT APPS DESIGN

1. Tan Su Huey (Leader)

2. Lee Rou Yi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Group 3: INTERACTIVE SMART 

PRODUCT DESIGN FOR OFFICE 

USAGE

1. Teo Pei Kian (Leader)

2.Yek Wen Jun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dustrial Design)

FACULTY OF ART &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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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the 
Malaysia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MIFF)

恭喜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

荣获了马来西亚国际家具展(Malaysia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的最佳学府奖 (Best Institution)。 

每年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工业设计系学生都获得

了良好的成绩，评审们也表示学生们的作品都

很杰出。 

颁奖仪式在2022年7月6日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

展览中心举行，奖项由大马对外贸易促进局

(MATRADE)副执行长颁发予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

设计学院院长赵佩娟助理教授，陪同者有工业

设计系主任邱美丽。 

此外，工业设计系得奖学生的模型在会展中

心展出。

Congratulations to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for winning 

the Best Institution at Malaysia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MIFF).

Students from the Industrial Design programmes 

of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have been 

achieving outstanding results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judges also gave high recognition and 

compliment to the exceptional performances of 

the students.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6 

July 2022 at MITEC Kuala Lumpur. The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Exporters Development) 

of MATRADE presented the prize to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Assistant Professor 

Ts. Teo Pei Kian, who was accompanied by 

Madam Khoo Bee Lay, the Head of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The prototype of the prize-winning students’ 

design would be exhibited at the MITEC 

exhibition showroom.

学院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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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上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南应大）熊正一研发

长、信息管理系刘育钏主任、商品设计系陈中圣副教授

及圣霖创意国际有限公司邱蒨霖总经理，到南方大学学

院进行拜访，获艺术与设计学院赵佩娟院长、南方教育

机构黄益启总监、工业设计系邱美丽主任、陈思蕙高级

讲师及南方专业与推广学部朱佩雯执行员接待。

 

熊研发长表示，台湾教育部正积极推广“大学社会责

任”(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鼓励师生在

国内外，善用所学专业、创意与技能，与在地“深耕”

连接，展现大学的影响与贡献。南应大作为台湾政府奖

助实践的二十几所大学之一，近年创办了“大学社会

责任实践推动办公室”，积极推动各项国内外的服务计

划。南应大期许和南方大学学院共同实践“大学社会责

南方大学学院与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签署大学社会责任合作协议

赵佩娟（左四）与熊正一（左五）展示两校合作协议。
出席人员（左起）：黄益启、陈思蕙、邱美丽、赵佩娟、熊正一、
陈育钏、陈中圣。

任”，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合作，为社

会带来良善的影响。

赵佩娟院长说明，马来西亚高教部近

年也积极提倡“大学社会责任”，

并且鼓励大学对社会进行知识转移

(KTP, Knowledge Transfer Programme)，将

学术界、工业界和社区连接起来，并将

学府、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提供给需要

的对象与单位。她对南应大的建议表示

欢迎，也分享了南方大学学院艺术设计

学院准备落实的纸质制作与动漫软件知

识传授计划。

刘育钏主任在会议上，展示各项已经由

南应大师生落实的大学社会责任相关

活动，包括农业安全乐活、客家艺术文

化、原住民工艺等主题。陈中圣副教授

与邱美丽主任，也各别分享了3D打印技

术在大学社会责任框架下，协助复制客

家舞狮头的经验，以及分享了南方大学

学院学生关注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的

一些成果。

最后，双方于会上展示由南方大学学院

校长郑玉美院士与南应大学杨正宏校长

签署的合作协议，缔结成为“大学社会

责任”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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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signed MOU and MOA with 
DSN Advanced Technology (M) Sdn. Bhd.

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于7月1 4日与DSN 

Advanced Technology (M) Sdn. Bhd.签署了协议备忘录

以及合作协议书，这包含了两项合作项目，第一项是产

学合作，即是DSN与设计系学生合作开发包装与产品设

计，学生们能在包装设计上运用企业界高科技及现代化

的设备，让他们能创造出较完善的包装设计作品。第二

项则是合办工作坊和讲座，让学生们在校园生活里提前

学习工作上所需的知识，为踏入社会做好准备。近年

来，校企合作已成为新的学习趋势，让学校和企业互惠

互利，并达到培育人才的目的。

The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and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MOA) with DSN 

Advanced Technology (M) Sdn. Bhd. on 14 July 2022, 

confirm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wo 

areas of cooperation were endorsed in the MOA and 

MOU.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and DSN Advanced 

Technology will collaborate to work on new packaging 

designs. By using the resources from 

the company such as high-technology 

and advanced equipment and machines, 

students would be able to produc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packaging 

design works. On top of that, both 

parties would  conduct joint workshops 

and seminars. These workshops and 

seminars would share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real-life working 

environment, enabling the students to 

have insights into the actual working life. 

Recently, education-industry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new trend of learning 

which provides mutual benefits to both 

the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in 

terms of nurturing future talents.

学院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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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EIT) held the TECH FEST 22 

exhibition from 29th to 30th August at Multi-

Purpose Hall, Southern UC. 

More than 160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SMK Impian Emas, SMK Taman Sutera, and 

Paragon Private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 

attended the event. Final Year Project students 

from FEIT showcased their project output 

during the event. 

Many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joined the 

STEM Quiz Competition where they applied 

their knowledge o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and won up to 

RM600. 

The visitors were invited to play with the 

Sumo Robot at the game area. Besides, FEIT 

also organised CARi and FEIT logo design 

competitions during the event. 

FEIT appreciated the sponsorships for the 

event from LEO Technology Sdn Bhd and 

TBM Technology Sdn Bhd. The event also 

received great support from the Southern U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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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EIT)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ompetition 2022 (IIC ’22) from 7th to 9th June 2022. 

FEIT team sent a total of four teams to compete in 

IIC ‘22. All teams achieved distinguished results by 

bagging 1 gold award and 3 silver awards in IIC’22.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the MTE 2022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DEE) took part in the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MTE 2022) – COVID-19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Invention & Advanced Healthcare and Life Sciences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s from 20th to 24th June 

2022. The teams achieved distinguished results by 

bagging 2 Gold awards and 1 Silver award. Two teams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DEE) lecturers 
(Dr. Nur Dalilah Binti Nordin, Dr. Tan Jia Hou and Mr. Leong Kah 
Meng) and DEE students (Teh Kai Jun and Ng Khai Le) won the IIC’22 
Gold Award.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was ‘Automated Design Tool for 
GCPV System with Space Constraint’.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lecturer (DCS) (Ms. Noor Fatihah 
bt Mazlam) and DCS students (Lim G Wei and Tobhiyah Loh Chong 
Ee) won the IIC’22 Silver Award.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was ‘Meeting 
Minutes System’. 

The DCS lecturer (Dr. Ong Teong Joo) and DCS students (Fu Yi Shi, 
Khoo Zhi Hao, Kuganraj a/l Utamman and Hun Zu Rong) won the 
IIC’22 Silver Award.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was ‘Campus Early Alert 
and Fever Screening (AFSS) System based on Face Recognition and 
Temperature Sensor’. 

The DCS lecturer (Ms. Noor Fatihah bt Mazlam) and DCS students 
(Wan Joe Yee, Low Yue Yun and Lai Jun Jie) won the IIC’22 Silver 
Award.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was ‘Web Based Time Management 
Application’.

also received special awards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Malays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Associations.

Firstly, the DEE lecturers (Mr.Chan Bun Seng, Dr. Kang Eng Siew, 
Dr. Hui Seng Kheong and Dr. Lim Wei Jer) and DEE students (Goh 
Jun Kiat, Ee Vi Liem and Ng Yee Yang) won the Special Award and 
Gold Award in MTE 2022.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was ‘Automated 
Disinfection Robot (ADR)’.

Secondly, the DEE lecturers (Dr. Kang Eng Siew, Mr. Chan Bun Seng, 
Dr. Nur Dalilah Nordin and Dr. Vasanthan Maruthapillai) and DEE 
students (Lee Shi Chen, Lim Zheng Ye and Cheong Yoke Siong) won 
the Special Award and Gold Award in MTE 2022.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was ‘Automated Medicine Dispenser Machine (AMDM)’.

Finally, the DEE lecturers (Mr. Chan Bun Seng, Dr. Kang Eng Siew and 
Dr. Vasanthan Maruthapillai) and DEE students (Teh Chun Kit, Chua 
Wei Khang, Pang Yong Jian, Siew Zi Yang and Tung Khai Yen) won 
the Silver Award in MTE 2022.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is ‘Automated 
Pharmacy Drive-Thru System’.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the IIC 2022

FACULTY OF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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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the ITEX 2022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DEE), Southern UC participated in 33rd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 Technology Exhibition (ITEX’22) 

DEE lecturers (Mr. Chan Bun Seng, Dr. Kang Eng Siew, Dr. Vasanthan 
Maruthapillai) and DEE students (Teh Chun Kit, Pang Yong Jian, Chua 
Wei Kang, Siew Zi Yang) won Gold Award in ITEX’22.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was ‘Automated Pharmacy Drive-Thru (APDT) System’.

DEE lecturers (Mr. Chan Bun Seng, Mr. Leong Kah Meng, Dr. Nur 
Dalilah Nordin) and DEE students (Kuaik Hong Wei, Chin Yin Cheng, 
Loh Zhong Wei, Tung Khai Yen) won Silver Award in ITEX’22. The 
title of their project was ‘Portable Human Posture Diagnosis (PHPD) 
System’.

at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er (KLCC) on 26-

27 May 2022. The teams have received distinguished 

results with 1 Gold award and 1 Silver award.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ign MOU with IEM

On 25th August 2022,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DE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ith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IEM) at the 

Asean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sations 

(AFEO) Mid Term Welcoming Dinner. Southern 

UC is the first private university to sign MOU with 

IEM in Johor. 

The Diploma i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programme and the Bachelor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with Honours programme   have been 

accredited by Engineering Accreditation Council 

Malaysia (EAC) since 2017.

The MOU was signed by Prof. ChM. Dr. Teh Geok 

Bee (President, SUC), Mr. Chan Bun Seng (Head,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UC), Prof. Ir. Dr. Norlida Buniyamin (President 

of IEM) and Ir. Thayala R Selvaduray (Chairman 

of Southern Branch IEM). The signing ceremony 

was witnessed by Datin Janice Teh Hwee Tiang 

(Vice Chairman of BOD, SUC) Mr. Mok Chek Hou 

(Chairman of BOG), Datin Ang Chin Fan (Vice 

Chairman of BOG), Ir. Wong Yee Fong (Immediate 

Post Chairman of Southern Branch IEM), Dato’ Ir. 

David Lee Hoke Hai (Post Chairman of Southern 

Branch 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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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乐4.0

为中学生打开一扇
大众传播知识之窗

Communication Carnival 4.0 
Opened a Window to 

Mass Communication

传乐4.0为在籍中学生打造一座大众传播知识的殿

堂，透过讲座和工作坊，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多

与传播领域相关的知识，为升学规划做好准备。

 

传乐是新闻与传播系的长年活动，今年来到第四

届，Mass Diver是此次活动的主题，意寓为悠游在

大众传播知识的海洋。有别于以往，此次采用线上

与实体的方式进行。活动内容设计以大众传播知识

和未来趋势的发展作为核心，涵盖讲座，工作坊和

学生作品展。让参与者在为期8天的活动里，认识

大众传播系的学习内容并掌握就业前景；与此同

时，为升学的规划做出明确的选择。体验性的学习

方式不仅能够让在籍中学生了解课程内容，并且从

中感受大学校园生活，认识南方大学学院。 

  

传乐4.0的导师阵容坚强，包括：本地国立大学

UPM和UKM的资深讲师、星洲日报柔佛州高级

采访主任、FM988新闻主播、专业摄影工作室

The G.O.A.T Studio、自媒体经营者、营销公关公司

和营销媒体新山去哪儿(JB Go Where)主编等，都是

传乐4.0的导师阵容。传乐4.0于9月8日圆满收场，

活动内容一致受到参与者们的好评，成功让中学生

对大众传播产生兴趣，也展现了传乐与业界、在籍

学生、毕业校友和中学生相互链接的精神。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of mass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organized a series of seminars and workshops for 

current secondary stud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s organized the event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Unlike the previous years, Communication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传乐4.0 Communication Carnival 4.0: Mass Diver.

新闻撰写技巧工作坊。
News Writing Skills workshop by Ms. Ho Wan Mee, 
Senior Reporter of Sin Chew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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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ival 4.0 was conducted in hybrid 

mode. The theme ‘Mass Divers’ carried 

the meaning of ‘diving in the se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eminars, workshops, and exhibition 

of students’ works were the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 Carnival 4.0. The 8-day 

event enabled participa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master essential skills 

related to mass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photo shooting, video editing, design,etc. 

The organiser hoped that these learning 

activities would interest and inspire the 

curren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make 

mass communication their first choice for 

further study. This experiential learning not 

only granted an opportunity for high school 

participants to have a better idea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me, but also 

exposed them to university life at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The instructors and speakers at Communication 

Carnival 4.0 we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industry, ranging from traditional to new media, 

and from academic to practical. These include 

senior lecturers from UPM and UKM, Sin 

Chew Daily, news broadcaster from FM988, 

The G.O.A.T Studio, online content creator, 

marketing agency, and JB Go Where, an online 

social media company, etc. 

Communication Carnival 4.0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participants. It was successful 

in creating the interes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owards the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demonstrated the spirit 

of communication carnival: connecting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th industries, existing students, alumni,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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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摄影技巧工作坊。

Portrait Photography Shooting Skills brought by the G.O.A.T Studio .

学生作品回忆展。Students’ Work Memoir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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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act of communication 
  is a miracle of translation.”     – Ken Liu

“每个沟通都是翻译的奇迹” - 刘宇昆

在2022年8月18号这天， 英文系学会成功地和

Logomaniac Plus联办了一场讲座，主题为“翻

译行业的现今与未来的趋势”。Logomaniac 

Plus公司的董事以及创始者，Leon Ho先生，在

这场讲座中说明翻译行业在世界各地的运作，

并与我们分享了他踏入翻译行业后所遇到的挑

战以及获得的宝贵经验。非常感谢Leon Ho先生

解答我们关于翻译领域的迷思!

On 18th August 2022, the Division of English,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gomaniac Plus, organised 

a talk about the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The speaker, Mr Leon 

Ho,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delivered his talk on the usage of translation 

worldwide, and he also shared his profound 

adventure and experiences i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Mr Ho has our deepest gratitude for 

enlightening our students about their curiosity 

in the translation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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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ry is the clear expression of mixed feelings.”  - W. H. Auden

SSDOE Poetry Competition

I just want to focus on my studies,
I just want to be independent,
I just want a place that is quiet,
Were these all the excuses I have?
 
Thought I’d be fine without you,
Packed my things and turned my back,
And flew far, far away from home,
Where even the light refused to go.
 
Shock, shock, horror, horror,
Who are these people?
I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I have no clue what to do,
The warmth I used to know,
Did it dissipate in this sea of strangers?
 
In that empty apartment,
Lived a girl filled with regret,
Along with a soul full of sorrow,

A time you felt homesick by Nawal Zahidah (1st Prize Winner)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comfort me like mom did after a bad day,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support me like dad did after all my failures.
 
This inconsiderate life I chose,
It must have hurt you, didn’t it?
Would you laugh at me if I said I’m hurting too?
Or would you be telling me to come home like you always do?
Every time I called home,
A man by the name of “Ego” eavesdropped on us,
Telling me to remember my excuses,
Telling me to shut up and move on.
 
Years and years went by,
The dam in my eyes had finally broken,
Drowning Ego down the river of tears,
Crying and screaming for help,
Hoping mom and dad can sympathise with me.
 
Those memories will sometimes knock at my window,
Whispering to me to be nicer to your flesh and blood,
It scares me but somehow makes me easier to breathe.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和写作能力，以及发掘他们在写作

上的创造力，英文系学生会于2022年4月14日成功地通

过Microsoft Team举办了一场诗歌创作赛。学生需以他们

所学的写作技巧，如修辞手法，并创作一首诗。Nawal 

Zahidah，Talitha Joanna以及Yeong Kok Leong三位获奖者

分别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感谢所有参赛者

的参与，让这比赛得以圆满结束。

On 14th April 2022, a poetry competition 

was held by the Student Society 

of Division of English (SSDOE) via 

Microsoft Team. It was held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and writing skills, as 

well as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in writing.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create a 

poem by using the writing skills that 

they had learned, such as figurative 

language skills and poetic devices. 

Three winners, Nawal Zahidah, Talitha 

Joanna, and Yeong Kok Leong won the 

1st Prizer, 1st Runner-up, and 2nd Runner-

up respectively. All the contestants were 

highly commended for taking part in the 

competition.

“诗歌是复杂情感的清晰描述。”— 威斯坦·休·奥登 

学院讯息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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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院于2022年8月23日

下午两点三十分举办了第五届

的授袍典礼。授袍典礼是医学

教育中的一个重要仪式，由资

深医师为即将实习的学生披上

白袍，象征着医道的传承。此

仪式分别由陈期发医师、林文

贤医师、郑良勇医师和本院院

长林悦鸿医师为即将实习的36

位学生披上白袍。同时，李爵

利同学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她

不仅借此机会感恩父母及师长

的付出和栽培，也引用美国首

席大法官John Glover Roberts

的名言与同学们共勉。除此之

外，林慧敏同学也带领同学们

进行宣誓仪式，立志担负起医

师的道德与责任。在此，祝福

他们白袍加身，在日后的行医

之路誓守救人的初衷，诚心致

意的守护每一个生命，做一个

有温度的医者。

授袍仪式
中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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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ul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ld the 

5th White Coat Ceremony on 23rd August, 

2022. The White Coat Ceremon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hinese medical education as it 

symboliz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pirit of 

medical profession. Senior TCM Practitioners 

Mr. Tan Kee Huat, Mr. Lim Boon Hime, Dr. 

Benny Tee Leong Yong and the Dean of 

Faculty, Dr. Lim Juat Hong, presented the 

White Coat to 36 students who were about 

to embark on their clinical practice. During 

the ceremony,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 Ms. Lee Cheak 

Lee, delivered a speech. She 

quoted John Glover Roberts 

that encouraged students to 

face difficulty with tenacity, and 

to appreciate the contribu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and 

parents. Besides that, all white 

coat recipients undertook the 

Oath of Physician under the 

lead of another student, Ms. 

Lim Hui Min. Best wishes to all 

the recipients and may they keep their original resolution to help and heal the sick, treat every patient with 

utmost sincerity, and become a TCM practitioner who heals the sick with warmheartedness. 

学院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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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awaited Study Tour after COVID-19: 

Career Live at Desaru Westi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COVID-19 之后期待己久的学习之旅：

迪沙鲁威斯汀国际会议中心的职业生活

2022年6月15日，南方大学学院旅游专业的学

生应邀参加了由JW万豪国际在迪沙鲁国际会

议中心威斯汀迪沙鲁海岸度假村举办的职业

现场活动。万豪国际集团人力资源市场总监

Jaclyn Low女士和威斯汀迪沙鲁海岸度假村总经

理Grant Young先生发表了富有洞察力和激励性的

演讲，以鼓动人心的行业知识欢迎和启发学生。

此外，JW万豪国际还特别为学生们准备了有趣

及令人振奋的游戏和幸运抽奖。诱人的奖品包

括免费自助餐和免费入住威斯汀迪沙鲁海岸酒

店。迪沙鲁海岸度假还提供了美味可口的健康

午餐，启发学生对于现今健康饮食的概念，并

看好这种趋势。简而言之，此行学生们获得了

丰富的行业洞察力、曝光度和知识。

 

On 15th June 2022,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Tourism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Career Live Event organized by 

JW Marriott International at The Westin Desaru 

Coast Resort, Desaru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Insightful and motivating speeches 

were given by Ms. Jaclyn Low. Market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Marriott International, and 

Mr. Grant Young, General Manager, Westin 

Desaru Coast Resort. In their speeches, they 

welcomed and greeted students with thrilling 

industry knowledge. 

Alluring prizes such as free buffet sessions 

and free stays in The Westin Desaru Coast 

were prepared specifically for students who 

won in the exciting games and lucky draws. 

Delicious and delectable wellness lunch was 

also provided to provoke students’ tastebuds 

while today’s trend of health and wellness 

eating habit was duly highlighted. In a nutshell, 

students gained important insight, exposure,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industry.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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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helor in Accounting(Honours) Degree is 
accredited by MICPA, ACCA, CIMA and ICAEW!

南方大学学院会计学位（荣誉）课程获得
MICPA，ACCA，CIMA和ICAEW认证！

5月5日，南方大学学院会计学士（荣誉）课程

已获得马来西亚注册会计师协会(MICPA)认证。

南方大学学院毕业生将获得专业阶段考试(PSE)

多达4个科目的豁免，成为我们另一个亮点。该

课程目前已获得国际公认的三大专业机构的豁

免认证，即ACCA，CIMA和ICAEW。

于2022年8月24日，企业与管理学院邀请了马

来西亚注册会计师协会(MICPA)市场营销主管

Eileen Grace Lee和教育和培训主管Gilbert Lai一

同交流，并与我们的会计学学士最后一年的学

生分享MICPA授予的双重资格的途径CPA(M)和

CA(ANZ)的认证。

在与教职员工的交流会议期间，南方大学学院

校长郑玉美教授探讨了本院教职员工参加MICPA

组织的教师培训课程(TTT)的可能性，以进一步

加强与提升南方大学学院与专业机构的联系。

On 5th of May 2022, the Bachelor in Accounting 

(Honours) programme was officially accredited 

by Malaysi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Accountants 

(MICPA). Southern UC graduates would be 

granted exemptions for up to four papers from 

the Professional Stage Examination (PSE). 

This is another feather in our cap as the current 

programme also has obtained exemptions and 

accreditation from another thre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ofessional bodies, namely ACCA, 

CIMA and ICAEW. 

Besides, on 24 August 2022,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FBM) invited 

Eileen Grace Lee, Head of Marketing, and 

Gilbert Lai, Head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give a talk to Bachelor in Accounting final 

year undergraduates on the pathway to a dual 

qualification awarded by Malaysi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Accountants (MICPA) leading to CPA 

(M) and CA (ANZ). 

During the networking session with Faculty 

members, Prof. Dr Teh Geok Bee, President 

of the Southern UC, addressed the faculty 

member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in The Trainer (TTT)” session organised 

by MICPA to further strengthen Southern UC’s 

affiliation with professional bodies. 

From Left: HOD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sst. Prof Lim PH; Vice 
President cum Acting Dean Prof Dr John Eng; President Professor 
Teh Geok Bee; Mr Gilbert Lai, Head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MICPA; Ms Eileen Grace Lee, Head of Marketing of MICPA.

FACULTY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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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Visit: SMK Pai Chee

Your Guide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 workshop was organised together 

with the Student Recruitment Office, 

Southern UC. Twenty students and 

four counsellors from SMK Pai Chee 

attended it. 

20 Form 4 and Form 5 students from 

SMK Pai Chee accompanied by 4 

school counsellors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shop supported by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FEP).

During the workshop, FEP lecturers 

explained the featur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detail which 

seemingly raised the interest of the 

students.

FACULTY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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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与使命商学院联

办“EMBA老板班”课程，反应热烈吸引34位学

员报读。

参与开课礼的嘉宾包括：南方教育管理机构总

监黄益启、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资深经理

魏武杰、导师黄识钦、使命商学院院长孙策及

EMBA项目执行长张琦。

孙策：鼓励学员“三心两意”求新知识

孙策表示，“三心”即：“真诚之心、敬畏之

心及谦虚之心”，两意即：“提高事业之意”

及“拓展经营之意”，鼓励学员们在课堂上秉

着三心两意之信念积极努力求学。他指出学员

需持有南院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

神在课堂上积极努力，并提高视野，拓展经营

本身企业。

黄益启：建立关系网并努力学习

黄益启引用“差序格局”理论，鼓励学员与同

学打交道，将同学变成“自己人”，成为关系

EMBA老板班首批学员合照。
（前排左三：使命商学院院长孙策，导师黄识钦，南方教
育管理机构总监黄益启，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资深经
理魏武杰，使命商学院 EMBA项目执行长张琦）。

网的一部分。他劝勉学员“日知其所亡，月无

忘其所能”，每天进步一点并努力学习，成为

自己领域的专家，让生意进一步扩展。他也表

示，南方大学学院是国内第一所华人民办的非

营利大学，一砖一瓦来之不易；希望学员日后

成为杰出校友，积极回馈学校与社会。

学员们都来自不同企业与领域，上课态度积极

且活力，首堂课在导师带领下，通过学术摘要

及案例分享，学习企业全球化战略。学员们在

课堂上讨论、分享与呈现，更能吸收学术摘

要，并运用在各自的企业领域上。

南方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同时也开办商业管理

行政专业文凭、终身学习证书班、企业培训等

课程。想对课程有更多的了解，请亲临或联系

专业与推广教育学部(Southern SPACE)，开放

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30分至下午5点15分。

电话011-11415573、019-8235573或07-5586605

转分线172/174。或浏览官方网站https://www.

southern.edu.my/space以获得更多详情。

  南方大学学院与使命商学院联办

“EMBA 老板班”
  实体开课

学院讯息



68

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简称南方技职学院）

与Giochi Technologies（简称Giochitech）于2022

年8月26日签署协议，在雪隆地区开办Unreal 

Engine（虚幻引擎）VR（虚拟实境）建筑设计

和游戏场景视效开发二项专业文凭课程。

推介仪式上，南方大学学院莫泽浩理事长表

示，自2017年起，南方技职学院与Giochitech

联合办理上述课程，成功吸引了超过180位学

员报读。过去几年，导师团队不断专研虚拟

实境及扩展实境(Extended Reality)技术，参与

了许多国内及国际项目，并将相关经验运用

在教学方面，让学生学习到最符合当前发展

的技术。今年，南方技职学院成为马来西亚

第一家受Unreal Engine官方认证的建筑视觉化

(Architectural Visualization)学术合作伙伴，期

待这样的殊荣，能继续推动南方技职学院及

Giochitech，为社会培训更多优质的建筑与游戏

设计人才。

Giochitech王晓宇董事在仪式上表示，在雪隆

地区办理二项课程，主要的目的是推广相关技

术，让更多华人学子习得一技之长，并在相关

领域获得就业机会。作为南方技职学院的长期

伙伴，Giochitech认同马来西亚华教办学精神，

希望在教学的同时，也将华人民办非营利学府

的事迹，透过课程传递到马来西亚各个角落。

南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也表示，除了雪隆

地区及峇株巴辖外，接下来南方技职学院的课

程将于马来西亚更多的地区设立教学点，如到

槟城、马六甲等地方，让学生得以就近学习。

VR Unreal Engine建筑设计和Unreal Engine游戏

场景视效开发课程的开课日期为10月17日，总学

习时长为1年。不管是新山或雪隆地区上课，凡

成功报读课程的学员，将获赠一台高级笔记型电

脑。欢迎17岁或以上学生与南方技职学院联系，

电话、WhatsApp至011-11425579/019-8125579、

电邮至site@sc.edu.my，以了解更多课程详情。

（左起）南方技职学院黄子绮助理执行员、黄益启总监、
南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莫泽浩理事长；Giochitech陈
志杰董事、王晓宇董事、唐德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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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与广州南华工贸高级技

工学校（南华工贸）为了促进从业人员与公众

对宝石、玉石、贵金属、钻石、首饰设计、检

查员职责等主题的认识，于今年8月联合开办线

上“珠宝微证书”课程。

在两校签约与课程推介仪式上，南方大学学院

刘福强副校长表示，南华工贸是培养中国代表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基地，在珠宝、金饰

人才培训方面，在中国乃至于国际上，都非

常杰出。两校去年与柔南金饰商公会成功举办

“珠宝微证书”课程，吸引了24位学员参与。

有鉴于收到许多询问，今年纵使仍受疫情影

响，仍旧无损于两校在马来西亚推广珠宝、金

饰教育的决心，继续办理线上的微证书课程。

南华工贸的叶强校长表示，虽然课程以线上方

式进行，仍旧能输出技术以促进马来西亚从业

人员对于珠宝与金饰的深入理解。课程导师经

过去年的教学，对马来西亚的情况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今年，将更好的服务于马来西亚的参

与者。将来两校也将探讨恢复线下课程，提供

一些专业器材、玉石标本，与学生进行实体交

流。南华工贸的吴华洲副校长也补充，希望通

过两校的努力，对课程的推广可以形成一个好

的发端，真正的从技术层面，提供一个正规的

管道，给予从业人员或一般公众有系统、有价

值的培训机会。

“珠宝微证书课程”从8月10日8pm开始上课，

每周上课1小时半，共8周12小时。课程的报名

费与学费含税价为RM402.80，内容丰富，设有

8个主题，包括宝玉石概述、常见玉石学概述、

钻石4C评价体系、宝玉石检测员职责解析、贵

金属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珠宝首饰CAD及

珠宝首饰手绘概述、首饰制作工艺过程，以及

贵金属首饰检查职责解析。

南方技职学院与广州南华工贸高级技工学校联办“珠宝微
证书”线上课程。（前排左起）：广州南华工贸高级技工
学校杨帆导师、张法雄导师、覃辉华导师、贾辉导师、叶
强校长、吴华洲副校长、夏苗林导师、冯铨恩导师。（后
排左起）：南方技职学院陈怡嫒执行员、黄益启总监、南
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黄子绮助理执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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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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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与富贵集团为了促进从业

人员与公众对殡葬实务、临终关怀与丧葬文化内

容的理解，于今年7月联合开办线上“殡葬微证

书”课程。

在课程推介仪式上，南方大学学院郑玉美校长表

示，富贵集团是此行业的引领者。当前，殡葬行

业需要培训专业的人才，校方和富贵集团顺应

学习需要，希望相关从业人员和公众参与课程以

获得提升。日后，南方大学学院也将和富贵集团

探讨，以殡葬微证书与殡葬经营与管理专业证书

课程为基础，开发殡葬或生死课程，将课程提升

至专业文凭班，或20学分的学士后文凭班(Post 

Graduate Diploma)水平，成为从业人员出任某职

务的一种就业条件。

富贵集团陈善玲高级董事表示，该集团服务的模

块，也包含文化与教育。多年来，富贵集团除了

经营殡葬事业，也积极推动“生命经理师”培

训与讲座会等。过去南方技职学院与富贵集团曾

联办三次殡葬课程，已培训了来自马来西亚与新

加坡的100位学员，他们各自在殡葬领域有所发

挥。她呼吁公众把握机会，参与课程以学习殡葬

知识与技能，也呼吁从业人员把握正规学习的机

会，在专业上获得增值。

“殡葬微证书课程”从7月4日8pm开始上课，每

周上课1小时半，共8周12小时。课程的报名费与

学费含税价为RM402.80，内容丰富，设有8个主

题，包括殡葬学概说、中华民俗与殡葬、宗教

与丧礼、临终关怀与悲伤辅导概说、丧葬文书概

说、实用助人对话技巧介绍、殡葬礼仪概说，以

及认识殡葬伦理。课程师资则包括台湾南华大学

生死学系徐福全讲座教授、辅仁大学宗教学系郑

志明教授、国立成功大学教育研究所饶梦霞副教

授，以及中华生死学会理事长陈继成助理教授。

（前排左起）：南方大学学院郑玉美校长、富贵集团陈善
玲高级董事。（后排左起）：南方技职学院黄子绮助理执
行员、陈怡嫒执行员、南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富贵
集团王家文总经理、富贵集团黄嘉慧副经理、南方教育管
理机构黄益启总监。

  南方技职学院与富贵集团联办

 “殡葬微证书”
  线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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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林连玉基金文化资产

保存委员会，以及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文物

修护研究与推广中心，于8月及9月联合开办

“文化资产维护微证书”线上课程。课程共有

八堂课，涵盖四个主题：文物普查、整饬登

录、保存修复、档案典藏征集，导师们将透过

理论阐述、个案讨论及经验分享，建立学员们

文化资产维护的基础概念。

在签约仪式上，南方大学学院刘福强副校长表

示，去年的课程反应热烈，二周内收到超过八

十位学员报名参与。南方大学学院长期支持各

类文化工作，期许邀请具备丰富田野调查、档

案收集、民俗研究、文物修复、博物馆维护等

经验的台湾专家指导课程，能为马来西亚培养

文化资产维护人才尽一份力。

林连玉基金文保委员会陈亚才主席也表示，当

前我国都有许多社团、学校、庙宇等组织，投

入许多人力、物力和精力，积极设立文物馆、

校史馆与纪念馆。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推动相

关工作时，除了热忱外，也需要具有专业知识

的人员进行筹办与管理。此次课程的开办，提

供文化资产维护的培训，实际上迎合了当前马

来西亚社会建设馆室需要。

云科大文化资产维护系林焕盛副教授认为，将

文化资产维护融入马来西亚华社与华教系统

里，促进馆室专业化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事。除了他以外，此次授课团队包括云科大文

化资产维护系陈逸君副教授，文物修护研究与

推广中心综合规划组颜祁贞主任，还有台湾国

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民族学门的廖紫均

博士，以及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档

案征集组组长陈淑美博士。老师们都具备马来

西亚考察与授课经验，会尽可能的按在地需要

给予指导。

刘福强、陈亚才及林焕盛代表三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
第一排左起：南方教育机构总监黄益启、南方技职学院执行员陈怡
嫒、林连玉基金文化资产保存专案执行员陈莉虹、南方技职学院助
理执行员黄子绮。
第二排：廖紫均、刘福强、林焕盛、林连玉基金义务秘书李亚遨。
第三排：陈逸君、陈亚才、颜祁贞、林连玉基金行政主任梁莉思。
第四排：林连玉基金副主席姚丽芳、陈淑美。

  马台三机构联办

“文化资产维护
  微证书”课程

学院讯息



72

诚挚恭贺我校企业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Masitah 

Binti Zulkepli博士所领导的“Social Housing 

Framework for M40 Group in Malaysia”研究计划

脱颖而出，荣获我国高等教育部颁发的2022年

度基础研究资助计划(FRGS).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Asst. Prof. Dr. Masitah 

Binti Zulkepli, recipient of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Grants Scheme (FRGS) for the year 

2022 for her research project, “Social Housing 

Framework for M40 Group in Malaysia”. The 

2022 FRGS grant was competitively awarded 

by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Prof. Dr Ahmad Ariffian bin Bujang as 
Ambassador for 
Peace of Universal 
Peac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Prof. Dr Ahmad Ariffian bin Bujang as 
Ambassador for 
Peace of Universal 
Peac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Asst. Prof. Dr. MasitahBinti Zulkepli, 
recipient of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Grants Scheme (FRGS)  
for the year 2022

Asst. Prof. Dr. MasitahBinti Zulkepli, 
recipient of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Grants Scheme (FRGS)  
for the year 2022

The Universal Peace Federation has recognized 

Prof Dr Ahmad Ariffian bin Bujang as Ambassador 

for Peace, 2022, at the UPF Leadership Seminar 

on 15 October 2022.  

Prof. Dr Ahmad Ariffian is currently the Chair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of Southern UC. He is a Registered 

Valuer, Registered Estate Agent and Registered 

Property Management with the Board of Valuer, 

Appraiser and Property Manager, Malaysia. 

In education, he has conducted numerous 

research on both affordable and affordability 

housing, especially Housing Affordability 

Problems for Single Mothers and Gen Y Housing 

Affordability. He has also authored two academic 

books. In community services, he has carried out 

various projects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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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本校许力中同学于2022模拟马运会
武术邀请赛中荣获一银一铜的佳绩

Congratulations to Hooi Rick Jone who 
won a silver and a bronze medal in the 2022 
Kejohanan Wushu Pra Sukma Jemputan 
Kebangsaan Arts Competition

恭贺本校许力中同学于2022模拟马运会
武术邀请赛中荣获一银一铜的佳绩

Congratulations to Hooi Rick Jone who 
won a silver and a bronze medal in the 2022 
Kejohanan Wushu Pra Sukma Jemputan 
Kebangsaan Arts Competition

本校中医预科班学生-许力中于2022年6月3日至

5日，代表柔佛州武术总会，前往玻璃市，参加

2022模拟马运会武术邀请赛。

在此赛事中，许同学在自选太极拳和自选太极

剑的两项比赛，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的佳绩。

此次模拟邀请赛是由玻璃市州体育理事会主

办，玻璃市武术总会协办，马来西亚武术总会

为支持单位。

许力中自五岁开始学习武术，至今已有14年，

他在16岁时加入柔佛州武术总会。许同学表

示，由于疫情的影响，已有两年半没出赛，这

次的比赛刚好可以检测自己这几年的训练成

果，并对此比赛成果表示满意。接下来，许同

学会继续调整心态，重新出发，为来临9月的马

来西亚运动会(SUKMA)努力做准备，望能发挥

出最好的状态，夺取佳绩。

From 3rd to 5th June 2022, the student from  

Found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oi Rick Jone, represented the Johor State 

Martial Arts Federation in the 2022 Wushu 

Pra Sukma Jemputan Kebangsaan Arts 

Competition in Perlis.

In this 

event, 

Mr. Hooi 

won a silver 

medal and a 

bronze medal in 

Taijiquan and Taiji Sword 

events respectively. This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was organized by the Perlis Sports 

Council and Perlis City Martial Arts Federation 

and supported by the Malaysian Martial Arts 

Federation.

Hooi Rick Jone has been learning martial arts 

since he was five years old, and he joined the 

Johor State Martial Arts Federation at the age 

of 16. He said that due to the epidemic, he had 

not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The competition was a good 

opportunity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his training fo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he was 

totally satisfied with his achievements.

南方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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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书房 新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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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南方大学学报

主编  ：黄琦旺，彭念莹

出版社：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

年份  ：2022年8月

第十五期《南方大学学报》迎来新的两

位新主编，分别是黄琦旺副教授与彭念

莹副教授。

本期学报主要收录六篇校内外学者在第

五届“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学术研讨会里发表的论文。六名校内外

学者分别是王润华（重构海上丝路上的

东南亚汉学新考古），彭念莹（1920年

代新加坡华文阅读选择-书籍杂志），谭

勇辉（神丝故土，笔润炎洲-马六甲青云

亭书法文物与闽南书坛的传承关系），

骆俊彦（从杜中与佟暖的书写与学琴经

验看60-90年代马新与中国琵琶艺术交

流境况），祝圣怡（Malaysia’s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Pivotal 

Measures in Precarious Times)，以及林大

伟（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Artic 

Polar Silk Road)。此外，本期学报也收录

了黄琦旺副教授的一篇论文以及四篇分

别由黄荟如，齐晓鸽，王建刚，以及张

森林写的书评。

本期学报将继续朝电子化发展。在响应

环保的同时，也通过网络扩大学术读者

群。欲阅读本期学报，可游览南方大学

学院官方网站里的学报网，或亲临本校

图书馆借阅印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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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书房

75

主编  ：王润华、张森林、赵秀敏

出版社：八方出版社（新加坡）

年份  ：2022年9月

新加坡文化奖于1979年设立，是新加坡已故总统、

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先生所倡议，旨在表彰艺术

家的卓越成就、他们对艺术的贡献和承诺，以及他

们丰富和突出新加坡艺术和文化景观。每年文化奖

由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发，国家艺术理事会管理。

截至2021年为止，文化奖已授予130位艺术家，华

文作家获奖者共九人。本选集共收入八位华文作家

的作品：黄孟文、王润华、周粲、淡莹、希尼尔、

尤今、林高、谢裕民。入选的作品经过编者与作者

双方遴选，为代表性的著作，呈现其文学书写艺术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也是新加坡文化奖颁发40余

年以来，得奖华文作家的第一本作品选集，具有阅

读价值、研究价值与特殊的历史意义。

新加坡文化奖华文作家选集

主编  ：王润华、南治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年份  ：2021年10月

《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是上海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与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的跨文化计

划。王润华受委任负责东南亚区的计划。本文丛收

集了东南亚学者所撰写上海作家自二十世纪以来的

东南亚的文学书写，除了南洋生活经验，还探讨他

们对东南亚的文学、文化、社会甚至政治理念的影

响，尤其文学是我们最关注的焦点。这里所谓上海

作家，或上海文学是广义的，他们原籍与出生不一

定是上海，他们可能是绍兴人如鲁迅，也可能是福

建人，如杨骚，但他们曾经长时期在上海从事文学

创作与文化工作，在上海文学界和文化界有所建

树，并产生影响。

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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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022 

线上学术写作讲习会。

Online Academic Writing Workshop.

24.5.2022 

南方大学学院董事会与校长拜访柔佛州卫生与

团结委员会主席暨永平州议员林添顺。

Board of Directors and President, Prof. Dr Teh 

Geok Bee visited Chairman of Health and Unity 

Committee (Johor), Yong Peng assemblyman, 

YB Exco Ling Tian Soon.

24.5.2022 

新山七大华团交流会。

Exchange Meeting with seven JB Chinese 

Associations.

24.5.2022

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与富贵集团联办“殡葬

微证书”线上课程推介礼暨交流会。

Southern UC launched the Funeral Micro-

Credentials Online Course with Nirvana.

26.5.2022 - 27.5.2022 

工程与资讯学院代表参加第三十三届马来西亚

国际发明、创新和技术展览会(ITEX’22)。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DEE) participated in 33rd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 Technology Exhibition (ITEX’22).

27.5.2022 

第19场“云端艺谈”活动：水墨贝山。

 < Cloud Art Talk> #19: Mr. Tay Poi San (Ink 

Painter) shared his view on ink painting.

27.5.2022 - 28.5.2022 

南艺五月天工作坊。

MayDay Workshop.

5.5.2022 

校长与印裔学生线上交流。

President had an online meeting with Indian 

Students.

5.5.2022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会计学士（荣誉）课程

获得马来西亚注册会计师协会(MICPA)，特许

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

公会(CIMA)和英格兰及威尔斯特许会计师公会

(ICAEW)的认证。

Southern UC Accounting Degree programme was 

accredited by MICPA, ACCA, CIMA and ICAEW.

6.5.2022 

第二学期开放日暨电脑科学理学硕士课程新闻

发布会。

A Press Conference to announce the 2nd 

Semester Open Days & the launching of Master 

of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programme.

7.5.2022 - 8.5.2022 

第二学期开放日。

2nd Semester Open Days.

17.5.2022 

第108场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一轮明月·三

期同庆——从卫塞节看马来西亚佛教的多元》。

Southern Salon Session #108:  Discussing the 

Diversity of Buddhism in Malaysia.

南方大学学院
大事纪要
(05/2022 to 09/2022)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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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纪要

10.6.2022 

“我能写”线上讲习会。

“ I CAN WRITE” virtual workshop.

10.6.2022 

韩国水原科学大学海外分校事业团长暨明知大

学顾问安英吉教授，以及首尔汉阳大学副校长

金德谦教授莅临参访。

Exchange meeting with The advisor of Suwon 

Science College and Myongji University, Prof. 

Dr. Ahn Y.G., and Vice President of Seoul 

Hanyoung University, Prof. Dr. Kim D.K.

20.6.2022 

南方大学学院参访柔佛州振林山的柔佛爱尔康

（CIBA VISION 柔佛私人有限公司）。

Southern UC delegation paid a visit to Alcon 

Johor (known as CIBA VISION Johor Sdn. Bhd.) 

in Gelang Patah District, Johor.

21.6.2022 

南方大学学院跆拳道社，获得新山天地跆拳道

馆赞助，双方已签署合作备忘录。

Taekwondo Club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received sponsor from Chon-Ji Taekwon-Do 

Dojang. Both parti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22.6.2022 

“社企基金感恩暨善款移交仪式”（柔佛场）。

MSEF-Siyuan Scholarship appreciation and 

handover ceremony (Johor).

27.6.2022 - 28.6.2022 

社团嘉年华。

Student Clubs and Societies Carnival.

31.5.2022 

第109场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达其志，通

其欲——为何古代汉字文化圈需要译官？》。

Southern Salon Session #109:  Communicating 

Likings and Needs: Why did we need interpreters 

in cultural circle during ancient time? 

1.6.2022 

SMK Tan Sri Osman Sa’at 学生参观校园。

Campus Visit by SMK Tan Sri Osman Sa’at.

2.6.2022 

教育与心理学院线上座谈会《探索你的职业兴趣》。

Online Webinar《Discover your career interest》

organized by Faculty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2.6.2022

新山中华总商会代表团交流。

Delegation of JBCCCI led by Ir.Tee See Kim 

visited Southern UC.

2.6.2022 

“诗人与出版”线上文学讲座。

Online Literature Talk- “Poets and Publication ”.

3.6.2022

2022年第二学期开课礼。

2022 2nd Semester Opening Ceremony of 

Orientation Week.

3.6.2022 

就业与辅导中心推介礼。

Career and Counselling Centre Launching 

Ceremony.

3.6.2022 

南方大学学院 -“忆起初心“新生营。

The freshman camp of Southern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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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022 

柬埔寨端华学校教育访问团莅临参访。

Delegation of Cambodia Tuan Hua School 

visited Southern UC.

17.7.2022

第三十一届毕业典礼。

31st Convocation Ceremony.

21.7.2022 

南方大学学院与Shimano Components (M) Sdn 

Bhd通过线上进行奖学金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

Online MoU Signing Ceremony between Southern 

UC and Shimano Components (M) Sdn Bhd.

24.7.2022 

宽柔校友会晚宴。

Foon Yew Alumni Association Dinner.

27.7.2022 

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家

受虚幻引擎(Unreal Engine)认证的建筑视觉化

(Architectural Visualization)学术伙伴。

Souther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SITE) was the first accredited Architectural 

Visualization academic partner of Unreal 

Engine in Malaysia.

2.8.2022 

线上“文化资产维护微证书课程”开课。

Online cours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Micro-Credentials” Starts.

5.8.2022 

916高尔夫球赛新闻发布会。

916 Golf Tournament Press Conference.

9.8.2022 

南方大学学院与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签署大学社

会责任合作协议。

28.6.2022 

第110场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国产007：

太平洋战争前夕赴马的中华民国军统情报人员

培训（1940-1941）》。

Southern Salon Session # 110: Spy training on 

the eve of Pacific War(1940-1941).

30.6.2022 

预防犯罪意识讲座及展览会。

Crime Prevention Awareness Exhibition and 

Seminar.

4.7.2022

南方之鼎文化基金推介礼。

Southern Cultural Fund (SCF) Launching Ceremony.

4.7.2022 

第20场“云端艺谈”纪念杨金荣专场之“醉卧

兰亭”。

< Cloud Art Talk >#20: To commemorate Mr. 

Yong Kim Jung.

6.7.2022 

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在

2020年度举办的家具设计比赛中荣获了最佳学

府奖 (Best Institution Award)。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of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won the Best Institution Award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MIFF).

14.7.2022 

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与DSN Advanced 

Technology (M) Sdn. Bhd. 签署了协议备忘录以及

合作协议书, 并进行五月天颁奖仪式。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igned the MoU and MoA with DSN 

AdvancWed Technology (M) Sdn. Bhd, and 

held Mayday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on 

the sam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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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022 - 23.8.2022 

Season Optical Sdn.Bhd.主办免费验眼活动。

Optical Exhibition hosted by Season Optical 

Sdn.Bhd.

23.8.2022 

第111场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柔佛华人历

史研究的网络资源》。

Southern Salon Sesson#111: Online Research 

Resources of the Chinese History in Johor.

23.8.2022 

中医药学院第五届授袍典礼。

Faculty of Chinese Medicine White Coat Ceremony.

25.8.2022 

南方大学学院与马来西亚工程师学会(IEM)签署

谅解备忘录。

Southern UC MoU signing ceremony with IEM.

26.8.2022 

线上文学讲座系列的第七场，主题为《陈川兴

诗集导读会。

Online seminar-Guide reading session of poetry 

of Mr Tan Chuan Hin.

26.8.2022 

南方大学学院技职学院与Giochi Technologies签

署协议，在雪隆地区办理Unreal Engine（虚幻引

擎）VR（虚拟实境）建筑设计和游戏场景视效

开发二项专业文凭课程。

Southern UC signed agreement with Giochi 

Technologies. Both agreed to conduct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Unreal Engine VR 

Architecture and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Unreal Engine Game Scene VFX Development 

programmes in Klang Valley.

Southern UC signe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the 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artnership with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0.8.2022 

南方大学学院董事会与管理层拜访拉曼理工大学。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s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management paid a visit to TARUMT.

11.8.2022  

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阁下率领大使馆参赞与

南方大学学院及新山华社领袖交流会。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Malaysia, Ouyang 

Yujing and the embassy counsellors paid a 

visit to Southern UC. They had an exchange 

meeting with the top management of Southern 

UC and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Johor Bahru.

12.8.2022

伍连德医生纪念展新闻发布会。

Press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ive Exhibition 

on Dr. WU LIEN-TEH.

19.8.2022 - 02.09.2022 

伍连德医生纪念展。

Commemorative Exhibition on Dr. WU LIEN-TEH.

20.8.2022 

本 校 幼 教 系 师 生 参 与 由 世 纪 大 学 与 学

院、WhyteHouse教育集团，以及马来西亚学前

教育委员会(ECCE)，举行的关于儿童福祉的学

前教育线上会议。

Lectures and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articipated in the 

Early Yea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hich was 

organized by the Whytehouse Education Group 

and SEGI University &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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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022 

宜家与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的校园参观。

Campus Visit by CareerStar Singapore, IKEA 

and Singapore National Employers Federation.

14.9.2022 

英国汉学院莅访交流。

The visit of delegates from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15.9.2022 

SMK Pai Chee学生参观校园。

Campus visit from SMK Pai Chee (CF) students.

16.9.2022

916 高尔夫球赛2022。

916 Golf Tournament 2022.

20.9.2022 

第112场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北漂台湾：

旅台大马人的筚路蓝缕 》。

Southern Salon Session# 112: Taiwan Drifters: 

Trails of Malaysian Living in Taiwan.

23.9.2022 

五年计划脑力激荡讨论会。

Five-year Plan Brainstorming Discussion.

25.9.2022 

云端艺谈”系列(21)之【影艺同行】特备线上

摄影分享，邀请来自新加坡热衷于野生动物摄

影的杨永祥(Daryl Yeo)以主题【捕光逐影，定格

自然】分享创作。

<Cloud Art Talk> #21: Photography sharing by 

Mr. Daryl Yeo.

25.9.2022 - 08.10.2022

【影艺同行】全国会员巡回摄影展暨讲座会。

SPM members National Tour photography 

exhibition and master class sharing.

27.8.2022 

南方大学学院与使命商学院联办“EMBA老板

班”开课礼。

Opening Ceremony of CEO EMBA course by 

Southern UC and Mission Business Academy 

Sdn Bhd.

29.8.2022 - 30.8.2022

南院科技展。

TECHFEST 22 Exhibition.

2.9.2022 

第11届中秋园游会:离开地球表面11.0。

The 11th Jump Party (Mid-Autumn Party of 

Southern UC).

5.9.2022

传乐4.0推介礼。

Mass Divers 4.0 Launching Ceremony.

5.9.2022 

爱知大学现地教学项目线上开课礼。

AUSEP Online Commencement Ceremony.

6.9.2022 

印尼驻新山领事馆莅访南方大学学院。

The visit of the delegates from Indonesian 

Consulate General Johor Bahru.

8.9.2022 

第三学期开放日新闻发布会暨新课程-工商管理

博士推介礼。

3rd Semester Open Days & Launching of New 

Programme-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Press Conference.

10.9.2022 - 11.9.2022

第三学期开放日。

3rd Semester Open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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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022 

Executive MBA线上课程分享，由企业管理行政硕士

课程的陈运州博士主讲，主题为“营销传播”。

Executive MBA online course sharing session 

by Dr. Dan Joon Chew, Lecturer of Executive 

MBA programme, sharing topic: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28.9.2022 

师长节庆典。

Teacher’s Day Ceremony.

28.9.2022 

董总访问团莅访交流。

The visit of delegates from Dong Zong led by 

DongZong Chairman Mr Tan Tai Kim.

30.9.2022

“云端艺谈”系列(22)之【影艺同行】特备线

上摄影分享，邀请本地著名摄影工作者周修

同，以主题“影像从心，绽放艺彩”。

<Cloud Art Talk> #21: Photography sharing 

from Federick Chu Siew Thong.

大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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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学院自2022年5月份至9月份，共筹得约266万的善款，充作本校提升与发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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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本

校每年需要筹募300万令吉的奖助学金，协助在校的莘莘学子们顺利完成学业。

 

       

公布征信录如下：

       

RM 1,372,495.00 : 林顺忠先生 

     

RM   627,505.00 :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RM   100,000.00 :    丹斯里拿督郑福成局绅, TAK PRODUCTS & SERVICES SDN BHD

RM    80,000.00 : 郭荣文先生 

RM    38,888.00 : MR. YAP HOCK AUN  

RM    25,000.00 : YBHG DATUK JAAFAR BIN MOHAMAD    

  

≥ RM 10,000.00 : 

柔佛州永春总会, 益合碳钢工业有限公司, 新山中华公会, 已故廖玉梅老夫人 

（黄三妹）, WAWASAN AGROLIPIDS SDN BHD, VICEROY PRIVATE WEALTH SDN BHD, EIK 

ENGINEERING SDN BHD, REDONE NETWORK SDN BHD, DATO’HOW SAY SWEE, LEE CHIN SIN 

         

≥ RM  5,000.00 : 

新山红地府体育会, 优景镇财帛星君庙, 新山福建会馆, 颜清水先生, 林文贤医师, 

彭廷先生, HM FOAMS SUPPLY SDN BHD, BERJAYA ASSEMBLY SDN BHD, THE LATE MR. 

CHAN NAM YOUNG, NG IET PEW

         

征信录
提升与发展基金/大学教育基金

(2022年5月-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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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录

≥ RM  3,000.00 : 

柔佛南洋同奉善堂, 永兴扬批发零售有限公司, 柔佛州关圣宫联谊会, 联合发（马）

蔬菜供应, 新古来市(2)居民协会庆中元理事会, 吴惠明局绅, 唐维德先生，FOCUS 

POINT VISION CARE GROUP SDN BHD, TAI SENG KOOI MOTORSPORTS SDN BHD, 

BERJAYA ASSEMBLY SDN BHD, J&S WEDDING COUTURE SDN BHD, MR.TAN SOON KWANG, 

MR. LIM SENG HUAT

       

≥ RM  2,000.00 : 

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柔佛州联委会）, 新山龙园居民庆中元, 永合成有限公

司, 付亦实先生，彭中庸先生, 拿督萧光麟博士, 陈育儒先生, 朱恒通先生, 黄楚

沅先生, 符传曙先生, 郑华尔, 拿督张文强, HH METAL SDN BHD, LITZ GOLDSMITH 

& JEWELLERY SDN BHD, PARAGON GLOBE BERHAD, K H NG TIMBER DECO, SENGA BINA 

SDN BHD, GEOLAB (M) SDN BHD, WKL DESIGN SDN BHD, J3 BEAUTY APPLICATORS SDN 

BHD, ALDINI HOLDINGS SDN BHD, J&A WEDDING COUTURE SDN BHD, KIMIGAS SDN 

BHD, MR. ANDY LIM CHOON SWEE, MR. CHIN KONG CHAI, MR TAN HOCK CHOON, MR. 

LEE BOON KUM, MR. LEONG THIAT ENG, MR. LEE HIAP GUAN & FRIENDS

≥ RM  1,000.00 : 

李会计事务所, 刘金发会计公司, 已故谭金洪老先生, 拿督斯里张学富太平局绅, 

SUBMARINE WIN BISTRO CAFÉ, RHB BANK BERHAD, PANCARAN TEMASEK SDN BHD, J&D 

WEDDING  COUTURE SDN BHD, GIOCHI TECHNOLOGIES SDN BHD

（余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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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立即预定
07-5586605（ext133）
011-3964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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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雅大礼堂
南方大学学院智雅大礼堂规划周详，拥有2500个座位，设宴则可达
150桌。大礼堂场内宽165尺（50米），长265尺（80米）。其舒适与
宽敞的场地，可作为开学礼、毕业典礼、恳亲活动、学术研讨会、
大型演讲会、社区喜庆晚宴及公司年会等场地用途。

礼堂舞台
礼堂舞台宽70尺，深30尺，舞台材料属优质木板。偌大的舞台、优
质的灯光音响，适合进行文化艺术或演奏会的演出。舞台上方设有
两条告示横杆，供张挂活动布条使用。

若您还在为找寻适合场地而烦恼，南方大学学院将提供不同种类的
场地租用服务。欲知更多详情，欢迎亲临南方大学学院与我们作进
一步了解及预订，您也可致电询问。

各类型讲堂与课室
南方大学学院各类型讲堂与课室，场内座位可容纳50-300人不等，
适合举办演讲会或小型比赛。

运动场地
完善的雨盖篮球场，室内羽球场的租赁服务皆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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