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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纪元硕博课程是否达到MQA(学术资格鉴定机构)的要求？

• 新纪元所有课程都已得到MQA的批文，
以中华研究博士课程为例：

翻译：中华研究博士课程办学批准函

翻译：批准期限为5年（从发信日期开始计算）



• 硕博课程时长也依照高教部的规定制定：

课程时长：
最短：3年
最长：4年

注：MQA或高教部并没有针对上课时间提出具体要求，由学校自行安排。



·增加使用中文撰写中华研究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 新纪元的课程都已获得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
书，以汉语国际教育本
科以及中文（荣誉）本
科课程为例：



问：新纪元硕博课程的英语资格要求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呢？

• MQA(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局)规定，所

有课程的入学资格及英语资格要求须依据
所属类别的课程标准(Program Standard)。

若文件里没有特别规定，大专院校则可以
自行决定。

• 以中华研究硕士课程为例，课程的类别为：
“224-其他语言”



• 根据“语言类”的课程标准，中华研究硕士课程的英语资格要求为雅思5.0或其他同等资格。

翻译：
如报读非英语专业的课程，须拥有雅思5.0或同等资格；如报读语言专业、英
语系，则需要6.0。

新纪元其他课程的英语资格要求也有相同的依据：

· 中华研究硕博课程————雅思5.0或同等资格
· 东盟研究硕博课程————雅思5.0或同等资格
· 教育学硕博课程—————雅思5.0或同等资格



问：硕博课程仅安排在周末上课，是否依然可视为全日制课程？

• 马来西亚的硕博课程可分
为：

• 研究型的硕博课程的毕业
条件为参加2至3门课，以
及完成论文写作。

• 由于研究型的硕博课程仅
需要参加2至3门课，因此
不需要每天上课。

教学型(taught based)

研究型(research based)

混合型(mixed mode)

硕士：5至8万字

博士：8至12万字



问：硕博课程是否可安排学生在周末或晚上上课？

• 马来西亚并没有禁止大专院校安排在周
末或晚上上课，如某国立大学的上课时
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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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留学生是否被允许上网课？

• 留学生是被允许上网课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在疫情期间已获得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中心
(EMGS)的批准，学籍可在上网课后开始算起，并不影响留学生的学习和毕业。

翻译：在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期间，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中心(EMGS)允许大专院
校的留学生在收到批准信后，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进行线上学习。



问：留学生需累计多少的在马学习时长，才算合格和受认证？
网课能算入在马学习时长吗？

• 按照规定，留学生在修读一个学位期间需累
计长达1年的在马学习天数。

• 而在疫情期间，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中心
(EMGS)以及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都一致

表示，网课也能算入在马学习时长中，并且
不会影响留学生获得学历学位认证。



• 以下为央视新闻台针对中国留学生无法正常落实境外学习的相关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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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纪元大学学院“私营化”，这是什么情况？

新纪元大学学院在2016年12月29日获准升格。升格需要满足许多条件，注册有限公司是其中一个条件。

2013年11月，我们把所有工作都完成了，

可奇怪未收到任何回音，我们一直拨电话、

发邮件，想和MQA官员安排见面时间，终于

如愿以偿，约在了2014年除夕那一天，与之

前一样，又恰好正逢过年时节。几度过年，

我们的心，正为升格一事，搅得煎熬。结果，

官员指出我们的大学，并非在一所公司名下

进行注册，这是不行的。我回应：“我们的

公司就是董教总教育中心（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Berhad），我们是‘非

营利中心’，是没有股东，没有股份的。”

他说：“这就是问题啊！如果你们办学办不

下去，没有股东，不够钱，谁对老师负责？

谁对学生负责？……但你们可以读清楚相关法

案，是必须要的。”

于是，我们一直忍耐到大年初五，约到了

主席叶新田博士及法律顾问，汇报有关事件。
我说：“我们需要申请一个公司，注册“Sdn
Bhd”（有限公司），并且百分百被董教总教

育中心股东所持有。如果不这么做，剩没多
少天，一年期限到了，我们的升格邀请函就

失效了，这样我们就被打回原形了。”这就
是为何之前外界谣传“叶新田私有化新纪
元”“叶邹独吞新纪元”“华教丑闻”。

然而，这个公司是被非营利的董教总教育

中心所持有，是没有股东的，即没有股份，
也没有钱，叶邹二人被说成是“私吞”新纪
元，这一点，绝无此事。这只不过是技术操
作罢了。这一点，其实马来西亚办大学的人
都是懂的。————莫顺宗校长的话

(出处：伍燕翎、郑诗傧主编：《双十年华：新纪元大学学院建校20周年纪念特刊》，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第129页。)

揭秘“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



问：升格大学学院的其他条件又是什么？

（1）公司必须拥有至少一千五百万的资金

2014年5月30日，我们收到一封信，批了我们的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接下来，限定我们三年内完成另外两项注册。其一，即公
司拥有一千五百万资金。现金来说，我们至今都有一千五百万，实物来说，我们拥有的建筑物价值一千多万，肯定是超过的。—
—莫顺宗校长的话

【已达到要求，证明财务健康、良好。】

（2）掌握30%股权的土著

当官员咨询我们关于土著拥有30%股权的事，我们向高教部申请豁免，最终获得批准，但耗去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我必须强调
一点：“我们整个升格过程都是合法合情合理，堂堂正正，没有一点取巧。我们要做到对学生有保障。”铁树是真正地、完全地、
彻底地开花。谁说我们不能办大学？我们凭实力和努力，过关斩将，直达终点。——莫顺宗校长的话

出处：伍燕翎 、郑诗傧主编：《双 十 年 华 ： 新 纪 元 大 学
学院建校 2 0 周年纪念特刊》，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
2 0 1 8 年，第 1 2 9 页。

【马来西亚政府已豁免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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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一所非盈利的高等学府，学校
是否有面对财务方面的困难？

• 自2016年升格为大学学院以后，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招生率增长了51%。

• 国内教育与企业专才的进修选择，如：



• 自2020年7月开始招生，新纪元大学学院已通过面试累计录取了
213位的留学生。

• 国内外业务蒸蒸日上。

• 新纪元大学学院本身拥有储备金，因此没有面对资金调动方面的
困难。

• 作为一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创办的大学，多年以来，一直都获得
马来西亚华社与企业家的支持与义捐，也是掌握最多华社资源的
高等学府。



新纪元大学学院在国内外的信誉与口碑

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创立是继承南洋大学与独立大学的未竟之业，
新纪元是“南大种子”，重视南大精神的传统命脉。因对南洋大
学锲而不舍的办学精神延续，在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内图书馆以南
洋大学创办人命名，设立南洋大学史料中心与设立陈六使研究所
研究等，作为对南洋大学精神延申的意志。因为对教育的执着，
获得马来西亚国内外各界的赞赏。

陈六使图书馆

为了“让陈六使与南大精神永驻新纪元”，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14
年9月5日,陈六使铜像揭像仪式，图书馆随后正式命名为“陈六

使图书馆”。同一天，南洋大学史料中心正式开幕，其地点位
于新纪元学院陈六使图书馆二楼。

陈六使研究所

陈六使研究所的宗旨是弘扬陈六使献身教育的精神，推广学术活
动回馈社会。主办与推动人文、社科与科技学术活动（如研究计
划、讲座、研讨会）。



南洋大学史料中心

南洋大学史料中心的宗旨是搜集相关与各种形式的南大
史料与文献，发掘南大的精神遗产，促进薪火相传。主
要搜罗、征集、购买各种南大史料与研究文献，按类型
整理成文献书目。之后，开放提供研究资料、文献传递
服务、举办南大史料展等。在条件许可下，收集与整理
相关专题研究书刊。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于1998年4月4日成立了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作为全面贯彻与发展南大校友宏愿的延续形式。并
定下“在2010年成为提供各种教育与研究用途服务的基金会”的愿景。2013年与南洋大学校友会，
为新纪元学院设立陈六使研究所与南洋大学史料中心而筹款，筹获约150万令吉。2014年，与南洋大

学校友会，在新纪元大学学院设立了南洋大学史料中心、陈六使研究所及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图书馆
命名为陈六使图书馆。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的宗旨是鼓励新纪元文学院品学兼优生奋发向上，此奖学金乃由南洋大学
校友林顺忠慷慨赞助，并于2021年6月9日正式进行颁奖礼。



新纪元大学学院获得新马企业慈善家的关注与支持

新纪元技职完美教学楼开幕 ‧古润金：鼓励学一技之
长期望勿忘本说华语；总共400万令吉捐献给予新纪
元大学学院（2018年5月8日）
新闻链接：https://bit.ly/35hII9L

完美集团赞助“总统红酒”华总华教筹款获2650万；古润
金捐献500万令吉给予新纪元大学学院（2019年12月5日）
新闻链接： https://bit.ly/3ghBYPg

https://bit.ly/35hII9L
https://bit.ly/3ghBYPg


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马新慈善家》书籍

新纪元大学学院为配合创校20周年庆，特别出版《马新慈善家》
书籍，表扬马新20位慈善家对教育和文化的贡献。这20位慈善家

包括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凯希、丹斯里古润金、郭鹤年、丹斯里邝
汉光、丹斯里张晓卿、丹斯里黄荣盛、黄迓茱、拿督林国璋、丹

斯里林宽城、丹斯里林源德、丹斯里李深静、拿督潘健成、丹斯
里童玉锦、已故丹斯里吴德芳、谢松坤及来自新加坡的蔡天宝、
黄马家兰、张东孝、何侨生及傅春安。于2019年7月28日，在中
国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举办《马新慈善家》新书推介礼。





媒体推荐

• 2018年，从本地80多家私立大学

与学院中脱颖而出，荣获星洲日
报颁发的《卓越教育机构奖》

• 《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更是每年
持续提供奖学金给新纪元的学子
们



政府支持

• 2019年起，连续两年获得马来西亚政府的200万马币教育拨款。



中国官方认可

• 2020年5月14日正式获得

中国教育部批准，成为中
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
息网（监管网）认证的国
外优质学府。

新纪元大学学院

资料来源：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累计与138所姐妹校缔结学术联系

• 当中包括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国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中国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北京宽高教育（中国科学院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中国阳光学院、中国黑龙江工业学院、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中国山东协

和学院、中国山东建筑大学、中国泰山学院等等。



与中国高校及机构共建学院或学术基地

• 2019年8月13日，与北京师

范大学启功书院和马来西亚
书艺协会正式成立汉字书法
文化国际传播基地，让书法
课列入新纪元的教育部规定
必修科目。



中国院校与我校联合建设鲁班工坊

• 与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合作，成为全马首家大学获中国大学全面资助建设，协助在职学生免
费研修和考取证书。并建设马来西亚鲁班工坊理事会及建设发展中心。

2020年11月13日，中国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杨为群先生（左）及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党
委书记刘长新教授（右）为马来西亚鲁班工坊揭开牌匾。



提供研修名额

• 2020年起，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
业学院每年提供不少于80个名额，

让新纪元学子到北京进行三个月
的研修。



中国大使馆支持

• 2020年，中国驻马大使馆为
新纪元学子提供马币6万的中
国大使助学金。2021年又得
到6.5万马币的拨款。

资料来源：《马中透视》报导



疫情下的雪中送炭

• 2020年起的疫情至今，新纪元收获了无数个来自中国教育界与商界的关怀与温情，
共获捐赠1万人民币与15万5千个口罩。

日期 捐献单位/个人 金额 (CNY)

2020年8月28日 中国佛山市石门中学教育基金会 1万人民币



日期 捐赠单位/个人 捐赠物品/数量

2020年4月16日 中国大使馆：白天大使 口罩5万个
2020年5月25日 中国澳门爱我中华促进会：戴金荣先生 口罩1千个

2020年6月26日 香港联合集运股份有限公司：梁成先生 口罩1千个

2021年3月2日 中国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口罩3千个
2021年3月2日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 口罩4千个

2021年3月2日 中国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口罩3千个

2021年3月3日 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学院 口罩1万个
2021年3月3日 中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口罩3千个
2021年3月17日 中国深圳市龙华区统战部和侨务办公室 口罩2万个
2021年6月3日 中国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口罩2万个

2021年6月3日
中国深圳市光明区国华侨联合会、光明区教育局、光

明中学、实验学校、长圳学校、春蕾学校
口罩4万个



感谢国内外教育、企业与
华人社会的广大支持。
欢迎关注新纪元大学学院

与我们携手迈向
新的纪元

附：1.《疫情下的新纪元，我们做了什么？》
2. 《新纪元大学学院》宣传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