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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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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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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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5千至8万字

博士：6万5千至12万字

*各课程要求的论文字数范围不一，留学生
有必要自行向学校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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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疫情下，新纪元大学学院
的授课情况与学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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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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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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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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证言

“一叶扁舟下南洋”，从起初的匆忙、紧张与担忧到一路的感恩、感叹与震撼，完全是一个过山车

般的心旅历程。感谢新纪元老师们提供的各种帮助与精心服务，让我们一路绿灯、愉快顺利地入境；
感谢新纪元给了我们继续做学生的机会，从云端到现实，完全是一种不一样的心理认知与情感体验。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圣地，拥有全马最大量的中文藏书；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体现
着南洋华人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感的坚守。作为新纪元的一名海外学子，同样担负着传播、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神圣使命，但愿能为新纪元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也祝愿新纪元的明天更
加美好，学校未来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文/廖颂举-2020年7月份梯次中华研究博士生）

来到这里，才感受到百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发展的心血凝结和历史沉淀，有的只是深深的震撼与荣耀。
很荣幸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并能与“他”共进。

（文/穆棣-2020年7月份梯次中华研究博士生）



学生证言

我是黄景泰，2020年7月份入学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博士研究生，来自印尼万隆。我

读博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那就是受一个比较完整的中文教育。因此疫情期间仍坚
持读博。今年年中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的国门已开放，本人的学签七月初到期，非来不可办理学签。
6月17日晚上六点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马国国门开放后，我是第一个入境的留学生）。手续办
好了后，国教院执行员送我到住宿的地方。7月8日学签终于在手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处理学签。以

上的“第一个”与“第一次”确实是那么珍贵，值得自己好好珍惜。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
海无涯苦作舟”，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勤奋”与“潜心”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此感谢马来西
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国教院院长、导师、执行员以及同学们的鼓励、支持与帮助。你们的一片
好心，我铭记于心。感恩！

（文/黄景泰-2020年7月份梯次中华研究博士生）



学生证言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就是我在海外的家，虽然我是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但是有

各位老师关心和照顾，从未感觉到孤独。来之前我的导师王睿欣老师就有安排学生帮我找宿舍，各
种帮我分析提醒，让我很快能安顿下来。国际教育学院的黄义斌老师、刘倩妏老师、李慧文老师、
谢惠媛老师、彭会婷老师，各种在生活中帮助我，小到填个表，这种事情都有麻烦到她们。就是家
人，在这我也只有他们呢。深深的感谢在心中。

今天生病又去麻烦黄义斌老师告诉我，药店在哪里。图书馆的老师会在我晚上离开时亲切地对

我说：小心点哦，小姑娘。有一天我戴着帽子离开时，她亲切的关心：这个帽子很可爱，是不是冷
哦，要多喝热水。当然她很年轻，话出来却像妈妈一样温暖，湿润了眼眶。学校食堂做杂饭的姐姐
也有把我养胖，一个人懒得做饭，周一到周五中午都会去吃杂饭，她都有跟我说，你不胖多吃点，
像极了家里的姐姐，因此我更加热爱自己身上的肉肉。在这里我感受了温暖，收获了温暖，希望我
以后也可以传递温暖。因为有了新纪元，这个海外的家，我的奋斗才能更踏实，各位老师的关心支
持是我坚强的后盾！其实我是不善表达的人，外冷内热，以上都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

（文/李诗嘉 – 2021年10月份梯次教育学博士生）



学生证言

之前一直都在图片里、视频里去了解我的新纪元大学学院，真正走进之后和想象的并不相同。没有

想象中的肃穆、板正，有着春风和煦的柔和与夏树成荫的惬意。再深切的体会校园，能感受到校园建设
的用心，建筑、树木错落有致，整体规划小巧精致，设计打动人心，甚至连电梯门上的话语都直击灵魂，
能够在这样的校园里学习和生活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当然我们的新纪元为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还在不断
成长，我们优秀的教职工队伍，绝对速度、有效率的工作模式，在了解到的马来西亚大学里都绝无仅有
的，比如今年我们的新纪元就是发出通告最早，留学生入境准备工作最到位的，我的同事朋友们都非常
羡慕新纪元的认真和贴心。所以我认为新纪元有着属于自己的魅力，拥有无限精彩的未来。

（文/程楚泠-2020年7月份梯次中华研究博士生）

学校给入境的同学不仅安排了聚餐，还安排了吉隆坡一日游。遗憾的是，我们买了回国机票，那几

天正好在办理回国需要的各种手续，没能参加，但是我们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学校的用心。非常幸运
的是，学校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单独安排我们见了莫校长和郑院长，看到两位学校领导人之后，对学
校越来越有信心了，特别坚信在两位领导人的带领下，新纪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文/马春彦– 2021年10月份梯次教育学博士生）



学生证言

马来西亚的人民结构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印度裔三大群体构成，新纪元大学学院是由华人群

体资助而筹办起来的学校，实现华社从小学、中学至大学提供母语教育以及打造母语校园的完整教
育体系。在这马来人口占比7成以上的国家里，有如此建树实属不易。学校里小到教室桌椅，大到

教学楼，甚至是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全都是华人群体坚守中华文化的结晶。也正是这曲折的历程，
恰好反映出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砥砺前行的优秀传统品质。前面之所以措词“坚守中华文化”，因
为新纪元不仅坚持华文教育，而且图书馆做到了马来西亚中文图书藏书量第一，在文学、史学研究
领域更是尤为出彩。此外，新纪元大学学院也是东南亚国家中率先响应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合作
的高校。7月11日，王毅外长将到访马来西亚，希望两国能达成更多共识与合作。最后祝愿新纪元

未来有更好的发展，早日升格为新纪元大学，也希望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有更好的发展和传
播。

（文/余顺顺-2020年10月份梯次中华研究博士生）



学生证言

7月4日从厦门高崎机场直飞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一个人出行总是有些许的落寞。落地吉

隆坡机场后就有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黄老师和我联系，在出关口等我。在出关时遇到点小问题，黄老师
也很快找人帮忙解决了，由于当天只有我一个人入境，我享受到了超级VIP的服务（黄老师开着自家

的车来机场接我）。黄老师一路给我讲解着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把我送到了通过学校预定好的酒店，
并帮我兑换了马币。由于之前在入境群里和同学们有一些接触，来了之后很快就和已入境的学姐和师
哥们熟悉了起来。

在此期间，我还参加了学校举行的讲座，多次到校园就是冲着学校的图书馆而去，学校图书馆的

中文藏书非常多。每周和导师见面聊聊开题报告的选题以及存在的问题，真心感受到老师从生活到学
习的全方位的照顾和关怀。看到导师发来的信息，真是觉得自己足够的幸运，能在学术上有老师的引
领，在生活上有老师的暖心关怀。莫校长和郑院长还非常暖心的为我们准备了一场聚餐，让同学们之
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虽然身在他乡，但是学校老师们真的是给到了我们家一样的温暖。

（文/孙艳华 – 2021年10月份梯次教育学博士生）



学生证言

“新纪元大学学院，你在海外的家园，欢迎回家。”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老师在见到我们的第一

面，送给我们每一位同学一张由郑诗傧院长的手签欢迎卡和一颗巧克力，温暖与甜蜜的感觉就散开
在这美丽的校园里。跟随郑院长漫步在陈六使图书馆，我们穿越回南洋大学，看到了上个世纪陈六
使先生挥锄动土的初心“吾人已在此荒土里播下文化种子，华人的文化在马来西亚将与日月同光，
与天地共存”，也看到了开学仪式上他的期冀“希望南大能精益求精，日新月异，赶上世界先进大
学的水平。”虽经沧桑波折，在方修文库、李业霖书库、杨进发书库、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等，
我们感受到了先生们的无私慷慨及华人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坚守。而我们就身处在这样的文化殿堂中，
神游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换个角度研究中华文化，感谢新纪元大学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段新
的旅程、新的视角！

（文/李学芝-2020年10月份梯次中华研究博士生）



学生证言

人常面对各样选择，选择了就不后悔，因为疫情期间不曾外出过，而此次又是出国，故最初是怀

着些许期待和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吉隆坡，然来到之后的真实感受是：不虚此行。幸得学校的帮助，学
生签证的办理一切都很顺利，入境时学校安排有专门老师帮助通关，本是周末，梁老师送我们抵达住
处、办理好入住方才离开，意外的感动，我想这在别的学校是鲜有的。入境第二天学校安排了体检，
刘倩妏老师全程陪同，体检结束后上交了护照，大约两周的时间EMGS就显示100%了，惊喜于工作人
员的办事效率。

在办理学生签证期间，学校安排了留学生活动，由黄义斌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国际教育学

院还为我们安排了两场精彩的讲座，两位老师渊博的学识让我受益良多。随后学校安排了聚餐，莫顺
宗校长、郑诗傧院长、潘筱蒨副教授、黄义斌老师、叶晓优老师和龚艾萍老师陪同，帮助我们尽快适
应这里的学习、生活。此后，学校还安排了吉隆坡一日游活动，带领大家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当地
特色。总之，来时的焦虑已不在，在学院老师和同行而来的诸位同学的帮助下，在这里的生活和学习
满是幸福和欣喜。不虚此行，感受当下，在此真心感谢学院的诸位老师和同学。

（文/王群壹– 2021年7月份梯次中华研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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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