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500多所私立大专一

样，有权利地提出申请。 

    自1997年，新纪元

学院实实在在地在实践它

的第一个宗旨——完善华

教体系，扩展学术研究。

新纪元学院不但是完善体

系里高等教育的象征，而

且更是独中生或华校谋求

深造的目标和出路之一。  

今天的新纪元学院，共创

办了8个科系，即中国语

文文学系、商学系、资讯

工艺系、美术与设计系、

戏剧与影像系、媒体研究

系、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

及教育系。全部的毕业生

皆可以向世界各国的大学

申请相关科系的学士课

程，如中国、台湾、纽西

兰、澳洲、英国、新加

坡、香港等。 

    除此，今年新纪元学

院更是成功开办双联课

程，即学生可以在新纪元

学院修读3年的工商管理

    农历大年初二的这一

天，我国首相阿都拉向国

民宣布新纪元学院暂时不

会升格为大学，具体原因

不详。举国上下在欢庆佳

节的时刻，特别是关心华

文教育的国民，获知首相

的消息后失望万分，纷纷

为新纪元学院打抱不平！

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方

可升格为大学？评鉴的范

围又在哪？ 

         2007年12月14日在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历史

上记载了一件大事记，那

就是新纪元学院正式向高

等教育部提呈升格为大学

的申请计划书。新纪元学

院的成立，是续1982年

独立大学官司败诉后，华

社所秉持着切而不懈的精

神去争取民族权益平等与

公民权益平等的成果！ 

      新纪元学院是绝对具

备条件升格为大学的。柯

嘉逊院长所呈交厚达三百

多页的计划书里清清楚楚

地列明了升格的宗旨目标

与目前新纪元学院所具备

的条件，还有这十年来教

学的成果包括教学研究、

师资阵容、硬体建设、校

园设备以及去年获得ISO 

9001:2000的认证。因

此，新纪元学院与国内其

系或会计与金融系，并且

获得由英国的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所发出

的学士文凭。这个3+0双

联学士课程的成功开办，

证明了新纪元学院的办学

能力，更让新纪元学院在

国际的学术地位深深地提

高。再者，除了学士课程

以外，新纪元学院正积极

地与国外大学开拓硕士学

位合作计划，如去年与中

国浙江大学联办的中国语

文文学系硕士班。目前新

纪元学院有25位中文系

毕业生、9位媒体研究系

毕业生、6位商学系毕业

生、4位资讯工艺系毕业

生和1位美术与设计系毕

业生，分别在中国、台

湾、澳洲及英国各大学继

续完成硕士与博士的课

程。由此可见，当世界各

国大学都在录取新纪元学

院的学生的时候，为何我

国的政府却无法承认新纪

元学院的文凭呢？难道是

师资条件不足？ 

    近几年来，新纪元学

院为了在学术上更上一层

楼，迈向新纪元大学的目

标，院方经常鼓励与支持

讲师们继续深造，以便提

升师资素质。目前新纪元

学院有很多讲师分别在英

供戏影系应用的没有观众席的黑箱

剧场。 

南京大学、中国厦门大

学、中国复旦大学及华中

师范大学等，继续修读博

士学位的课程。再者，新

纪元学院已经培育了约

300多位具备教育专业文

凭课程的老师，而且也在

各州的独中，如雪兰莪、

霹雳、槟城、柔佛、沙巴

与砂拉越培训独中老师以

提升他们的资格。讲师们

选择在职进修、出国深

造、培育的教师成功被学

校录取；这样的成果还不

符合我国国家学术鉴定机

构的条件吗？ 

      为了塑造一个全人教

育的概念——鼓励社会醒

觉、创意、批判思维及关

爱的态度，包括培育与塑

造个人的道德、情感、生

理、心理和精神各层面，

新纪元学院将于今年推介

新纪元学院全人教育，颁

发4个奖项，即社会服务

奖、卓越创意奖、批判思

维奖与人文关怀奖， 落实

多元开放，成人成才；源

自社会，回馈社会的使

命。此举是国内大专少有

的奖励，可是却是意义深

远，目前迫切急需提倡的

观念。 
 
      除此以外，新纪元学

院还特别设有300多份的

奖学金，以落实促进国民

团结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承

诺。其中学费全免的奖学

金包括新生奖学金、学优

生奖学金、保送生奖学金 

陶瓷坊 

大
学 

新纪元学院升格为新纪元学院升格为新纪元学院升格为新纪元学院升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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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由学校推荐）、多元

文化奖学金（非华裔马来

西亚公民）与东马学生保

留奖学金（限于砂拉越与

沙巴学生，并须由砂拉越

或沙巴董联会推荐）。

另，新纪元学院还有提高

奖学金，如免息贷学金、

紧急援助贷款、院外奖贷

学金、毕业生出国升学免

息贷学金、国外姐妹校奖

学金等。除此，新纪元学

院都会在一年一度的毕业

典礼的义卖嘉年华会里为

清寒学生工读金及学生活

动经费筹募款项。试问，

有多少的大专可以提供这

么多的奖贷学金？有多少

的大专举办的义卖活动可

以持续九年依然可以号召

外州的团体或组织前来援

助？让社会与校园保持联

系与互动。 

         归根究底，新纪元

学院绝对拥有充足的条件

来升格为大学！不论在理

念、教学、师资、硬体设

备等都符合了办学额的条

件，甚至世界各国知名大

学给予的学术合作足以证

明新纪元学院是一所完完

全全把教育、把学生放在

第一位的学府，务求每一

位学生可以受到最完整、

最合适每人的教育；务求

每位学生可以轻松、快

乐、自在地学习。一所民

办的大专，拥有的或者消

费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是

依靠募捐得来的，教师与

工作人员也抱着一股回馈

社会的心态加入这个“大

家庭”，因此这所非凡的

大专值得让大家去思考它

的价值，并给予它一个肯

定的身份地位！

财政的话财政的话财政的话财政的话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8200820082008年校庆系列活动项目年校庆系列活动项目年校庆系列活动项目年校庆系列活动项目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学术人员全国巡回演讲、姐妹校校长/教授专题演

讲、新纪元学院学生全国巡回文娱表演、提供10%学

费折扣予报读新纪元学院各类课程的独中教职员

（及其子女）、校友、中小企业中心（SME）会

员、南方学院/韩江学院学生 

1111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3333月月月月 

推介新纪元学院全人教育奖、美术与设计毕业展

、十周年校庆日：发布校歌、介绍新纪元学院DV

D、《十周年校庆特刊》、儿童文学交流营、少儿

写作营与新纪元论坛（6场）：主题（迈向新纪元

大学：挑战与回应） 

4444月月月月

至至至至 
9999月月月月 

开办社会大学课程、第三届文学周、全国同侪辅

导营、各科系办学成果展、筹募新纪元学院贷学

金晚宴，目标50万、社区艺术嘉年华会、第二届

全国中学生美术工作营、第二届全国中学生美术

绘画比赛、2008年“中国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与新纪元论坛 

文接前页文接前页文接前页文接前页    

    三月是春天，是春天孕育的季节，一切都在萌芽

阶段。柳丝轻摇，梢尖微点水面，漾起泛泛涟漪。 

        今年三月发生了许多的重大事件。三月里，中五

和中六生的成绩放榜，不论成绩好坏，人生依然要继

续成长，一个人仍然需要继续学习分辨是非黑白，学

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好人。 

        今年三月间，我国也经历了历史性的一刻。马来

西亚政府的威权本能最终受到民主力量的遏制，长期

掌权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遭

遇了50年统治期间最惨重的一次选举失败。这历史性

一刻中的的反风来自三大族群，马来西亚公民知道这

个国家不能让国阵乱搞下去了。这次的变天是为了各

族对一个国家的集体担忧，为了这个国家，公民勇敢

而理智地用选票告诉国阵：我们要一个听我们话的政

府，而不是要我们听话的政府。 

    此外，有两位人物也在三月间去世。一位是“豪

宅”议员查卡利亚（Zakaria Md Deros）。查卡利亚曾

是巴生港口（Pelabuhan Klang）州议员兼市议员，在

06年闹出违法建豪宅、沙爹屋事件，因而饱受抨击。 

    另外一位

则是白小（沙

罗新村华文小

学）保校工委

会主席“大声

公”熊玉生。

我们大家都叫

他“大声

公”，我们

叫得很自然

很亲切我们叫得很自然很亲切。熊玉生先生读书不多，

但却生动地体现了对争取民族教育及民主人权的执著与

勇于实践的精神。熊玉生先生这种为了重开白小，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熊先生所展现的正是“平凡人做不平

凡事”的典范。 

    这让我想起中学时所读过的一句名言：“有的人虽

然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最后，三月春风为我们带来了希望，愿与大家共勉

之：一个人可以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不能没有很高的气

节；一个人可以很谦卑，但不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

则。 我们可以对一些人失望，但不能对这个社会和世

界绝望；我们的身体可以消失，但精神不能失落。 

图中被圈起来者为青年团财政赖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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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2008年来临

了，农历新年也成了过去

式。在筹备过年购买年货

时，大家不难发现好多物

品的价格已经相对地提

高。由于延续去年的汽油

涨价、过路费，加上人民

币升值，因此从中国进口

的年货也跟着涨价，约百

分之七的年货产品价格上

涨5至15%，一些如海味的

涨幅甚至是40至50%，而

芦柑蕉柑、新年糕饼及神

料的涨幅介于10至20%。

新春装饰品也跟着水涨船

高，上涨了10至15%。今

年百物上涨，可又是通货

膨胀的一年啊！为何每年

只会听到什么什么涨价

了，却不曾看见什么什么

降价了，变便宜了？这现

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

的？ 

  作为消费者，我们对通

货膨胀绝对是耳熟能详，

但却往往很少能回忆起一

个没有通货膨胀的时期。

一般而言，通货膨胀是平

均价格水平持续上涨。 

    通货膨胀会在一个社

会引起收入的再分配。当

我们为一件东西花费额外

一令吉时，我们意识到另

有别人的收入增加了一令

吉。那么通货膨胀何以成

为一个话题呢？问题是通

货膨胀时往往使得几家欢

乐几家愁。通货膨胀所引

起的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很

可能是我们所不欢迎的。

那些收入增长没有通货膨

胀来得快的人将会发现他

们的收入将不再能维持他

们原来生活的标准。那些

有不变收入水平的人被称

为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固

定收入者是一群受到通货

膨胀不利影响的人。同样

受损的还有债权人，他们

借出钱但偿还时却因通货

膨胀而变得更加有限。通

货膨胀已经被称为一种残

酷的税，这首先在某种意

义上通货膨胀使购买力下

降了，第二是它夺走了那

些本来至少可以付得起的

那些人的购买力。 

    然而即使对那些收入

的增长速度能够跟得上通

货膨胀的人来说，通货膨

胀也是有代价的。如果医

疗保健的价格上涨得比通

货膨胀率更快，那些需要

医疗保健的家庭，即使他

们的收入增长跟通货膨胀

一样快，也会受到伤害。

如果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

是由能源价格的上涨引起

的，比起其它人，那些预

算的很大部分用于能源消

费的人们将会受到损失。

那些收入的增长跟通货膨

胀一样快、但他们所买的

商品价格上涨比通货膨胀

来得慢的人，将会获益。

那时，你会发现，对通货

膨胀的主要抱怨是有人获 

益有人受损。 

    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

薪水大约是马币700元左

右，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薪水是马币1600至到1800
元，增加了2.5倍。同样的

1970年，一碗云吞面只要

三角钱，但今天一碗云吞

面，却要超过马币三元，

竟然提高了10倍！这就是

通货膨胀的证据！ 

    自 2 0 0 6年开始，汽

油、柴油、电费、水费等

不断的上涨，通货膨胀率

已高达4.6％。在这种情况

下，人民的生活将百上加

斤，尤其是工厂员工、农

民和渔民。与此同时，失

业率也高居不下，大学生

失业的人数已超越6万人。 

    为了鼓励开销，我国

的公务员是最佳的对象

群。原因是全马的公务员

共有120万名，相当于总人

口的3.8%，只要他们的薪

水增加了，就可以促进消

费，推动国家的经济成

长。因此，政府在2007年 

调高公务员们的薪金，把

钱注入公务员的网络内。

有了更多的钱，就可以花

更多，这是一般人的推

论。然而，如果一个国家

的通膨率的增长，比加薪

的幅度还要快，那么即使

是手中握有更多的现金，

也不能再享有同等的购物

素质。因此，关键就在于

购买能力。 

    即使加薪了，我们的

购买能力是否有提高呢？

同样的一个麦当劳巨无霸

（Big Mac），在马来西

亚的售价是马币5.50元，

在新加坡的售价是新币

3.60元，再加上各自人均

收入的比较，就可大略测

出马来西亚人的相对购买

能力。 

    这 是《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自1986
年就开始推行一项以麦当

劳巨无霸为标准，测量购

买力平价（P u r c h a s i n g 
Power Price，PPP）的计

算法。这个幽默平民化的

方法也被广称为“汉堡包 

样样都 
 

涨价 
唯独薪金没起价！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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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堡 包 经 济 学 ”

（Burgernomics），这个

计算方程式的产物也被称

为“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这 个计算法

主要就是以一个各国都有

的日常食物为准，也就是

麦当劳的巨无霸，用来测

量不同国家在不同兑换率

下的购买力，同时也可以

将两国的生活水准相比

较。根 据最新的2007年2

月份的巨无霸指数，马来

西亚一个巨无霸汉堡的价

格是5.50元；相比之下，

美国的巨无霸每个卖3.22

美元，因此马来西亚的购

买力平 价（PPP）是

1.71，也就表示马来西亚

人必须用1.71元，才能相

等于一美元的购买力。 

   再看看邻国新加坡的

巨无霸指数，新加坡的巨

无霸售价是新元3.60元，

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是

1.12，意味着新加坡人必

须用1.12新元，以换取一

美元的购买力。 

   若是以马来西亚的人

均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来

看，我国在2005年的人均

收入是马币1万8040元，

也就是说我们一年的收入

足以购买3280个巨无霸汉

堡包。新加坡的人均收入

是2万 7490美元，一年可

买到1万1550个巨无霸汉

堡包。以新加坡人一年的

收入，可比马来西亚人多

买8270个巨无霸！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

个粗略的计算法，纵使巨

无霸指数的购买力平价并

不能完整地作为一个指

标，不过它也不失为一个

涵盖该国各领域以反映出

生活水准的尺标。“巨 无

霸”之所以会被选为计算

标准，主要是因为它流行

于许多国家，同时其价格

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国农产

品 （ 牛 肉 、 面 包 、 蔬

菜）、劳资、广告开销、

租金以及交通的 行情。看

来，国内人民的加薪速

度，在追赶物价上涨的速

度，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致使马来西亚人的购买力

贫乏。 

    除了国民的购买力，

若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基

于我国公务员的人数众

多，所以公务员加薪肯定

会为国库带来压力。经济

学家推算，若是可把财政

赤字推延到国内生产总值

的3.8%，政府就有能力为

公务员加薪5%。 

   尽管如此，政府依然还

有“推展”的空间，就是

从供应与服务以及其他的

开销中削减。这些项目的

开销从2000年的13%和7.9%

（占营运总开销），激增

至2007年的20.5%和9.5%。

若是可以从这些开销中缩

减10%，就可为政府节省了

马币30亿元。有了这一笔

资金，政府就有能力把公

务员的薪金再调高至10%。

如此一来，政府必须调动

26亿元，也就是将2008年

的财政赤字维持在国内生

产总值的3.6%。 

   假设所有状况都维持

不变，公务员薪金调整

10%，将会把公共开销提

高2.4%，同时在2008年的

实质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也会提高0.3至0.4

点。 

    除此之外，就业也是

个关键。假设我国的就业

情况存在三个特点，其一

是大学生失业、其二是每

年都需要引进大量外籍劳

工填补劳动力空缺、其三

是缺乏高新技术研究人

才。如果这三个特点都成

立的话，意味着马来西亚

经济结构已经失衡（姑且

不论这些大学生的课程设

置是否合乎时代要求）。 

    由于竞争力的问题，

生产业雇主只愿意支付连

本地人都不接受的低廉工

资，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

下，这些企业被迫引进外

来劳动力填补这些空缺。

弱质的第二产业（制造 

业）薄弱基础，使得第三

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也

受到制约。理想的状态应

该是从劳动力密集型开始

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然

后逐渐完成产业升级，转

向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这

个劳动力密集向资本密集

型转型的过程中完成研

发、市场及品牌建立等的

运作，提高了因生产成本

上升后的竞争力。  

文接封面 

    高新技术人才方面，

国立大学应是科研创新的

主体之一，却因政治势力

介入，一方面遏制了学术

研究的自由，并且成功将

国立大学塑造成为一个政

党的支部，另一方面，由

于种族主义滋生“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大量优

秀的科研人员因为肤色不

同而被边缘化或被迫离

开，造成国立大学这个主

体长期鲜少出现特别的科

研成果。我国自独立以

来，就有10万6003个国民

离开马来西亚，而当中的

8万6078人是华人，马来

人和印度人则分别占了1

万411人和8667人。 

    另一个研发的主体：

企业。跨国公司“或许”

觉得马来西亚没有从事科

研的实力，所以没在这方

面投资；支撑本地经济发

展的本地企业，则因资金

能力有限，长期得不到相

应的鼓励或援助，也忽略

了研发工作。  

     为什么我们担心汽

油起价？为什么我们关心

失业？原因是汽油一旦涨

价，一切日常用品肯定会

起价，反而就只有薪金没

有“起价”或者遇到失业

的话，平民百姓的生活就

会百上加斤！如果我们希

望未来生活不用背负各式

各样——车子、房子、信

用卡、医药保障等“债

务”的话，请关心国家的

经济与政治，千万不要有

“政治冷感”的心态！ 

 

资料提供： 

独立新闻在线、《经济学导

论》及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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