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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
“维护宪法精神，

捍卫母语教育”
运动董教总针对特定人士以华淡小违宪为由，挑战华淡小

合法地位的诉讼事件，于2021年10月23日召集各华团汇

报交流，共商对策。

随后，10华团发起“维护宪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运

动，向学校和团体收集签章，并将联署成果提呈至政府。

10月27日，10个华团成立工委会，发起“维护宪法精

神，捍卫母语教育”运动，呼吁各界参与联署，维护母语

教育权力和多元价值。

至11月30日签章运动结束，仍陆续收集签章，截至

12月23日共收到3,403份全国华团、华校的签章。

“维护宪法精神，
捍卫母语教育”运动
签盖表格回收
（截至2021年12月23日，上午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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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小、华文独中、国民型中学

华团

其他非华裔学校和教育组织

1,301所华小中，目前参与签署华小共1,174所（90%）。

本期
焦点



华教大事纪要
资料与档案局谢春美　整理

2021年9月-
2021年11月

（综合整理自各大报章的新闻报导）

日期 事项

9月20日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指出，2021年统考师范课程（PISMP-UEC）吸纳了18位华文独中生，
比往年增加，创下了历史新高。

9月28日
	教总发表文告，对教育部即日起至10月10日，以合约服务方式招聘大学毕业生成为中小学

合约教师（DG41）表示欢迎，并吁请符合资格的华裔子弟积极响应教育部此次的师资招聘
计划。

9月29日 	驻马大使欧阳玉靖在与董教总及留华同学会线上交流时宣布，中国驻马大使馆将提供57个
奖助学金名额予22所华文独中及关丹中华中学。

9月30日 	董总主席陈大锦向媒体证实，财政部在9月23日正式发函予全国华文独中及关丹中华中
学，表示将会拨出1,500万令吉款项予全国华文独中。

10月7日
	苏丹后法蒂玛基金会与柔佛董教联合会和华文独中校长代表会面，针对推动技职教育和产

学合作进行讨论，达成共识成立技职科产学合作发展委员会，推动州内技职教育发展，培
养技职人才。

10月12日

	董总针对2021年华文独中获得财政部1,500万令吉特别拨款过程中所引发的议论发表文告，
并强调任何协助华教和母语教育的政党，董总都会肯定其努力，同时予以监督和建言。

	华教元老、董总前总务、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前秘书刘锡通律师因病逝世，享年84
岁。

10月18日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在2021年国民型华文中学公益金拨款线上移交仪式时宣布，68所政府
资助学校和13所政府学校，分别获得410万2,644令吉及77万令吉的拨款。

10月28日 	蒲种金銮镇第5区朱运兴华小建委会主席王友泰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于本月25日，接获教
育部秘书长发出指示建校工程停工的信函，函中却未阐明停工的原因。

10月29日

	董总和教总针对蒲种朱运兴华小建委会接获教育部秘书长指示该校建校工程停工事件发表
文告，表示深感遗憾和不满。

	教育部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获得526亿2,506万2,300令吉拨款，占总拨款的15.85%，
是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

10月30日 	董总和教总针对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有关教育方面的预算发表文告指出，财政预算案未提
及某些学校的拨款，政府应速公布详情以解疑。

11月1日

	董总和教总发表联合文告表示，朱运兴华小遭指示停止建校工程事件的源头，乃政府始终
未根据地方需求制度化增建各源流学校，尤其是对华小的增建诸多限制所致。各界须认
清事件的根源，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内部纷争，模糊了事件的本质，进而影响华教权益的争
取。

11月5日

	董总和教总针对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日前在国会书面回答2022年华淡小六年级马
来文课本介绍爪夷字的内容，将维持内阁在2019年8月14日的决定发表文告，对于教育部
无视华印社会要求搁置此项争议性措施，以寻求符合我国多元社会国情的替代方案深感不
满。

11月20日
	董总召开2021年度董总会员代表大会暨第32届（2021-2024年）董总中央委员州选举，由

柔佛董教联合会、马六甲董联会、吉打董联会、雪隆董联会、槟威董联会和砂拉越董联会
获选为中委州。

11月25日
	彭亨董联会主席林锦志向媒体指出，该州教育局自11月初开始为北根县2所全津贴华小提供

并挂上有国文及爪夷文校名的校牌后，也即将在关丹县实行同样的措施，该董联会促请教
育局为这些华小校牌加上中文校名。

11月26日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表示，他已针对彭亨北根县教育局为2所华小提供没有中文校名的校
牌一事，向彭亨州教育局长了解，后者已指示承包商重新制作附有中文校名的校牌。

备注：�有关华淡小违宪案事件的大事纪要，可参考本期焦点——�
“维护宪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运动

近两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政治局势动荡、种族
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猖獗，这些对我国社会造成极大
负面冲击。董总深信通过群策群力与众志成城的力
量，捍卫我国多元文化和各源流学校，使其继续深
耕和发扬光大。时序流转，年轮更替，董总恭祝各
界元旦快乐，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国社会能摆脱困
厄，迎来光明。

一、学生返校上课，严防疫情保障安全

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等学府在疫情下关
闭校园，改用网课教学，师生们需适应新的教学模
式，然而网课的学习尚有待改善，效果不如在校实
体课，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师生的心理健康。随着自
2021年10月起，学生分批返校上实体课，教师面对
面向学生授课，各方必须严加防止疫情，保障全校
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统考顺利举行，成绩可预期公布

在评估疫情事态和人民的疫苗接种率，以及吸
取疫情导致2020年全国华文独中高初中统考日期两
度展延的经验后，董总加强与各华文独中的联系和
协调，使得2021年独中统考顺利举行。董总感谢各
华文独中、家长和学生们的配合。目前，统考评阅
等工作在进行中，统考成绩可预期公布，让毕业生
申请就读国内外高等学府。

三、疫情下华文独中的财务困境

华文独中是民办非营利教育机构，长期以来自
立更生，筹募办学经费。疫情导致独中面对沉重经
济压力，有者被迫使用储备金，全国近25%独中学
生没能力支付学杂费。在多方伸出援手和捐款后，
局部舒缓了独中和学生们的经济压力。希望今年国
家经济复苏，独中募款得以改善。

四、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捍卫母语教育

各源流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促进国家繁荣进

步与社会和谐，丰富我国多元社会特质，是国家的
宝贵资产和竞争优势。惟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
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应依循教育平等之原则，制度
化增建各源流学校，公平分配教育拨款，提供足够
的合格师资和其他教育设施，包括网络基础建设。
政府应设立独立的教育监察委员会，以监督教育部
行使公共权力，确保良好施政，促进各源流学校发
展。

母语教育至今仍面对严峻考验，有些极端的单
元主义势力意图消灭华小和淡小。因此，董教总等
10个华团发起“维护宪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联署
运动，动员华社和友族社会，以促请政府坚定维护
宪法精神，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保障宪法赋予的
母语教育权利。至今为止已取得超过3千份团体签
盖。

五、解释拨款不明之处，尽快发放教育拨款

董教总曾针对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教育拨款不
明之处，要求政府速公布详情解疑，惟政府至今仍
没作出解释。虽然财案的教育发展拨款激增，但却
没提及教会学校、国民型中学、华文独中和三所华
社民办大学学院有无拨款一事，也没提及增建和搬
迁华小的建校拨款，以及没宣布会否为政府资助学
校提供水电排污费拨款。我们认为，政府应把这类
学校或教育机构的拨款也一并纳入财政预算案。此
外，政府应公布和解释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用于
增建和搬迁华小的2,000万令吉建校拨款去向，以
及有关建校计划进度和拨款使用等详情，包括是否
已取消此年度建校拨款。

教育部已宣布新学年将于2022年3月开始。董
总呼吁政府尽快解决各校师资短缺问题，并尽快发
放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教育拨款，让各校有足够资
金应付行政开销，支付水电排污费等，提升和维修
学校设施，加强防疫工作，确保学校行政和教学工
作顺利进行。

董总主席
陈大锦 年元旦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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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发展概况

基督教会学校

马来西亚的基督教会学校有超过200年的发

展历程，连同其他各类学校丰富了社会的多元

文化特质和人才培养，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和优

势。教会学校在其辉煌成就的发展路程中，曾

有过高峰期，惟随着政府进一步实施教育和语

文单元化政策，从1970年代起经历改制后至今

面对种种困难。

第四期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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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元族群组建的国家，多元文化、习俗和语言是我国重要特征与基
础。多源流教育体系更是维系我国多元体制的重要保障，是国家与人民引以为豪的珍贵国
家资源与文化遗产。然而，作为多源流教育体系且在马来西亚扎根超过200年的华文小学与
淡米尔文小学，近日竟然被一小撮极端单元文化主义者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自2019年10月
土著权威党入禀法庭，挑战华淡小没有使用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是违反联邦宪法的做
法，随后又有另外三个单元文化主义者团体也入禀法庭挑战华淡小存在是违宪；有关的官司
自2019年在法院审理持续至今，仍未完结，董教总等10华团乃共同发起了“维护宪法精神，
捍卫母语教育”运动。本期焦点将聚焦于此事件，本刊编采小组特此汇整相关资料，让关心
此事的读者掌握事件的来龙去脉。

第31届董总中央委员会原本于2021年6月届满，因为疫情关系，年度会员代表大会暨选
举第32届（2021年–2024年）董总中央委员州的会议延迟至11月20日进行，随后于12月4日
进行了复选产生新一届（第32届）董总中央委员职务。第32届董总中央领导班子在陈大锦主
席的带领下，将持续秉持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的使命，永续发展华文教育。

本期精彩内容包括：“母语教育国际研讨会”、“2021年马来西亚日庆典”、“迎接华文独中
新课纲系列讲座”、“全国华文独中图书馆交流会”等。另外，也收录了2022年董总主席元旦
献词和2022年董总贺年卡。本期特别整理了全国各源流小学各项统计，以让读者掌握各源流
小学的发展趋势。华教巨人郭全强主席的故事在本期告一段落，经过一连三期的文字、图片
和影片呈现，相信读者将对董总前主席郭全强先生有更深入的了解。下期华教人物将为大家
分享董总前总务刘锡通律师的生平故事，敬请期待。

时序流转，冬去春来，在这来临的新年新气象里，祝福各位一切安康如意，同时期望各
界在新的一年，生活重回正轨，一切都无往不利。

编
者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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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马计划和财政预算

谈各源流学校发展

2021联邦政府预算

来源：财政部

** ：不包括应急储备金
*** ：归政府临时性措施基金

总额
3,225亿4,000万

令吉**

经济开销
12.1%

社会开销
5.7%

国安开销
2.4%

一般行政开销

1.2% 冠病基金***

5.3%

公共领域薪酬

26.2%

偿债开销
12.1%

供应与服务开销

10.2%退休金开销

8.6%

补助金与州政府拨款
2.4%

津贴与社会援助金
5.8%

其他
8.0%

发
展
开
销

营
运
开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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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2021
年2月至12月

在华小

将出现逾千个师资空缺待填补。

——�从学前教育、小学普通教育 

和特殊教育谈起
华小师资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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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发展概况

基督教会学校

马来西亚的基督教会学校有超过200年的发

展历程，连同其他各类学校丰富了社会的多元

文化特质和人才培养，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和优

势。教会学校在其辉煌成就的发展路程中，曾

有过高峰期，惟随着政府进一步实施教育和语

文单元化政策，从1970年代起经历改制后至今

面对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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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改选
中委会顺利产生			陈大锦蝉联主席

会务与组织局江嘉嘉　整理

董总于2021年11月20日以实体及线上混合
的形式，在A402会议室举行了2021年度会员代
表大会暨选举第32届（2021年–2024年）董总
中央委员州的会议，经各州代表投票后票选出 
6个中委州及7个非中委州，并经12月4日进行中
央委员会复选会议，选出第32届（2021年–2024
年）董总中央委员会各职务的领导。

2021年度董总会员代表大会暨选举	
第32届董总中央委员州选出的6个中委州

（1）	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
（2）	马六甲州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3）	槟威华校董事联合会；
（4）	吉打华校董事联合会；
（5）	雪兰莪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华校董事会联

合会；及
（6）	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出任第32届（2021年–2024年）
董总中央委员会各职务的领导

主席	 ：陈大锦
署理主席	：陈友信
副主席	 ：	包章文、杨应俊、卢成良、李添霖、 

吴小铭
秘书长	 ：庄俊隆
副秘书长	：杨才国
财政	 ：杨安山
副财政	 ：黄良杰
中央委员	：	林福良、吴令富、萧汉昌、黄再兴、 

罗志昌、陈玉鐘、黄水芝、潘光耀、 
陈贵源、蔡文铎、颜登逸、涂兴全、
叶光威、林湧斌

2021年度董总会员代表大会	
通过10项决议案

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		维护母语教育权利

一、要求政府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明确保障
宪法赋予的母语教育权利，公平拨款各源流教
育，依社区需求增建各源流学校。
案由：各源流学校为国作育英才无数，尤其华
淡小在我国独立前已存在，因此任何对华淡小
合法性的质疑，包括近期入禀联邦法院企图挑
战华淡小违宪者，不但罔顾多元社会现实，也
无视多源流教育体系长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政府理应依循教育平等之原则，各源流学校应
获得制度化增建、公平的教育拨款、足够的合
格师资等资源分配，才有利于国家发展。

二、要求政府尽快拟定《多元文化教育政策》
的指导性文件，承认各源流教育体系的法定地
位。
案由：我国教育政策偏差存在已久，有碍族群
融合。政府施政应贯彻多元开放理念，拟定政
策时秉持开明及融合的原则，以谋求全体国民
利益为最终目标。多元文化教育政策需要建立
承认多元、尊重差异、强调理解、追求平等的
基础上，进而发展具特色的多源流教育体系，
改善族群关系，提升社会凝聚力。

三、促请政府成立教育监察委员会，以监督教
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运作，强化施政效率，防
止滥权弊端。
案由：我们要求成立独立的教育监察委员会。
委员会须具有法定地位，并向国会负责与提呈
年度报告以确保其独立性。民众可就管理不

2021年12月4日，出任第32届（2021年–2024年）董总中央委员会各职务的领导在新闻发布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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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违法行政、不公平、歧视、滥权、不回
覆、拒绝提供资讯、不合理的延迟等理由向委
员会申诉。

四、促请政府摒弃政治考量，尽速全面承认华
文独中统考证书，作为进入国立大学及公共服
务机构的录取资格。
案由：华文独中多年来为我国各领域培育人
才，贡献良多。华文独中统一课程，包括历史
科在内，亦遵循国家教育课程标准的方针，拟
订课程标准过程中，以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学科
课程标准为参考蓝本，并规定国语为必修科目
之一，符合国家宪法与国家多元教育原则。独
中统考特别委员会（PPDUEC）近期准备呈交
报告，教育部应展现诚意接收，俾向国人公布
报告内容。

五、要求教育部按照我国多元国情，以多元文
化方式介绍爪夷字等各族书法艺术，搁置华淡
小马来文科的爪夷字教学单元。
案由：教育部无视华印社会的疑虑与不满，继
续在今年华淡小四、五年级马来文科介绍爪夷
字，并在明年扩展至六年级。我们要求搁置华
淡小马来文科的爪夷字教学，停止发放问卷调
查。当局应沿用或参照2015年至2020年的华淡
小五年级马来文课本的呈现方式，以不纳入课
程与评估标准（DSKP）的形式介绍各族群书法
艺术，包括爪夷字、中文和淡米尔文书法等内
容，才符合我国多元社会现实。

六、要求政府重新检讨最新版本的国中历史教
科书，纠正史实错误，平衡纳入各族群对马来
西亚开邦立国的贡献事迹。
案由：作为学校教材，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应当
实事求是，各族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理应不分
族裔给予平等对待，同时必须中肯反映历史原
貌，还原历史人物应有的地位。历史教育若过
于强调特定族群、文化和宗教，有悖我国多元
族群文化的国情，不但无法培养学生的思辩与
批判能力，无法团结各族学生，亦将使到新生
代误解历史，不利于国民团结。

七、促请政府正视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改善城
乡教育资源差距，发展网络公共建设，缩短城
乡之间的数码鸿沟。
案由：新冠疫情改变我国教育生态，网上教学

愈趋重要，亦曝露出教育资源长期分配不均，
尤其是网上教学资源不足，以及社会基层学生
的数码鸿沟。教育部、高教部应关注各级学校
推动网上教学的难题、城乡信息落差等，迅速
拟订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政府也应将宽频网
络的关键设施收归国有，重新公开招标，打破
特定财团长期垄断的局面，促进电讯业的公平
竞争，提升服务质量让国人受惠。

八、要求政府改善校园霸凌的预防与处理机
制，尤其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塑造性别平等的
校园环境，尽速立法保障女性权益。
案由：校园霸凌事件层出不穷，暴露出我国的
性别平等崩坏始于教育。除了加强校园防制霸
凌措施、畅通申诉管道、积极落实性别平等教
育外，政府必须尽速向国会寻求通过《性骚扰
法案》和《性别平等法》。唯有积极立法，严
格执法，在社会各领域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才
能确保妇女与儿童免于性暴力威胁。

九、促请政府恢复“国民型中学”的法定地位，
履行当年的承诺，改善国民型中学的发展困
境。
案由：政府必须兑现当年把华文中学改制为国
民型中学的承诺。《1996年教育法令》已废
除“国民型中学”的法定地位，将其归为“国民
中学”，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明
显违背当年承诺。政府必须修法，恢复国民型
中学使用“SMJK”（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的名称。此外，国民型中学是依
据教育法令改制纳入国家教育体制的全津贴中
学，因此政府有责任解决其经费、校舍及华文
师资不足问题，避免影响学生的学习权益。

十、促请政府鼓励民间团体贡献教育事业，非
营利组织和民办教育机构应免于缴付人力资源
发展基金（HRDF）。其所得盈余，不论捐款
人或受益单位，也应一律豁免缴税。
案由：民间的非营利教育机构或社团，长期以
来自愿自发弥补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不足，协助
栽培大量人才，同时分担国家财政压力。政府
理应肯定民间的无私参与，给予免税以示鼓
励，鼓励它们继续为国贡献。与此同时，疫情
下民办教育机构亦面对巨大经济压力，政府理
应豁免征收人力资源发展基金，以减轻其财务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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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教总和留华同学会
与中国驻马大使馆线上交流会

会务与组织局江嘉嘉　整理

2021年9月29日，董总、教总和马来西亚留
华同学会，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展开
线上交流，就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情况、师资培训
项目和留华生重返中国校园等事宜进行交流。

欧阳大使在会上宣布，中国大使馆将提供
57个奖助学金名额给使馆领区的22所华文独
中及关丹中华中学，以实际行动支持华校的发
展，加大资助优秀贫困生帮扶的力度。这些受
惠学校涵盖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吉隆坡、
雪兰莪、吉兰丹和彭亨。大使由衷感佩华教机
构对推动教育工作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并且
希望与各华教机构维持定期交流，共同探讨如
何更好地做好华文教育，加强马中教育合作与
交流。

董总主席陈大锦在致词时，感谢大使馆在
疫情肆虐期间，为华教献上温情，协助渡过疫
情的寒冬，在去年捐赠了7万1千个医药口罩予董
总与华校，也在今年与星洲日报发起“奋学筑梦”
学子纾困计划，为西马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无力

缴交学费的独中生伸出援手。此外，
他也希望使馆能够继续给予支持，积
极促成各项与中国高校合作展开的独
中师资培训计划。

教总主席谢立意表示，教总在大
使馆的支持下，长期展开了华文小学
教师在职培训的工作，并在中国各相
关单位的赞助下，自1990年代开始每
年组团安排校长和教师前往中国各地
进行研习与考察，让我国教育工作者
获益良多，在提升教学专业的同时，
促进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自疫情爆发以来，仍在马来西亚的留华
学生无法返回中国继续深造。留华同学会会长
莫泽林希望大使馆能够努力与中国政府各方协
调，打开通道让即将毕业的学生返回中国继续
深造。他也表示，由天津职业技术学院发起的
鲁班工坊已向各单位进行协调和筹备，希望使
馆考虑对此正式立项，将鲁班工坊引进马来西
亚，促进大马学生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了解。

交流会出席者还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馆公使
衔参赞马翠宏、文化参赞张振、教育参赞赵长
涛、领事侨务处主任王洁、一等秘书王志民、
文化处张天；董总署理主席陈友信、副主席
杨应俊、副主席李添霖、副主席卢成良、秘书
长黄再兴、财政吴小铭；教总第一副主席黄天
良、秘书长陈清顺、财政王仕发、师资教育主
任李金桦；留华同学会署理会长林国元、副会
长苏耀原、副会长刘乃好、秘书长郑建强、副
秘书长宋楚雯、理事张春生、委员张家玄和刘
强举等。

与会者在线上交流会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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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华教大使——Pick的就是你！
会务与组织局曾观慧　整理

华文教育的维护与发展，母语教育的延
续，乃华教运动长期奋斗的成果。为提升大专
青年对我国华教运动的认识、了解与认同，董
总特此策划“大专青年华教志工团”计划，号召有
志者成为生力军，透过相互激荡学习，引导青
年投入社会参与，为华教运动带来动力与改变。

董总会务与组织局首次开办“大专青年华教
志工团主题课程”，以“青年华教大使——Pick的
就是你！”为主题，于2021年6月至10月期间每
月举办一场主题课程。此主题课程共获得18位大
专生与青年报名参加。我们通过不同的课题，
提升学员们对我国华教运动、学生运动与族群
交融课题的认识、了解与认同。

第一场主题课程，于6月19日（星期六）， 
由永远的华教园丁莫泰熙老师主讲“马来西亚
200多年华文教育运动简介”。莫老师叙说了华
文学校的由来、现况与未来，其中穿插分享多
首华教歌曲，并与大家探讨未来可为我国华教
运动做些什么。

第二场主题课程，于7月24日（星期六），
由社运人士苏淑桦主讲“走出象牙塔：大学生的
公民理念与社会实践”。苏淑桦与学员们分享她
大学时参与学生运动的原因与经历，之后如何
透过学生运动接轨社会，以及当时的经历如何
影响现今生活。在游戏环节，学员们代入不同
年龄、性别、宗教、种族、工作的身份，辨识
政府所颁布各个政策的得与失，探讨自己与社
会和环境的关系。

第三场主题课程，于8月28日（星期六），
由国民大学大马及国际研究院（IKMAS）研究
员丘伟荣主讲“从单元封闭到多元共生：族群交

融与文化想象”。在此国庆月，大家一起探讨如
何推动跨族群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尊重与包
容。在分组讨论时，学员们针对伊斯兰友好协
会制作的短片，分享对其的看法，讨论种族偏
见因何生成，我们可以如何淡化这些偏见，以
及年轻人对华教有怎样的期许，面对国内外政
局变化与多元社会种种不利因素，华教运动该
如何走下去。

第四场的“华教之旅：寻访华教先贤足迹”，
于9月25日（星期六），由林连玉纪念馆副馆长
梁莉思、导览志工杨焌恒、陈永青和曾忆勤，
以虚拟导览的方式，带领学员们参观林连玉墓
园和林连玉纪念馆。通过此次的导览，学员们
对于林连玉先生的生平事迹与理念，和我国华
教运动有了更具体、更深入的了解。

结业礼于10月30日（星期六）举办，当
天的活动尚包括认识与了解华教堡垒、课题分
享、分组讨论、汇报与交流。此次的课题分享 
“大专青年的角色扮演”，由林连玉纪念馆导览
志工陈黎晋与隆雪华青理事刘毅龙律师主讲。
两位主讲人与学员们分享他们参与社会工作的
经历、正职以外参与社会工作的推动力，还有
时下青年参与社会工作的建议。在分组讨论、
汇报与交流环节，学员们与大家分享他们对于
志工团、社会工作、华教运动等宝贵的意见和
看法。今年的主题课程在播放学员们的心路历
程、课程回顾，以及大合照后，圆满落幕。

欢迎大专青年们加入董总“大专青年华教志
工团”，一同推动华教运动与社会改革。有关详
情，请浏览董总网站https://www.dongzong.my/
v3/news-2/33-event-cn/705-2020-63。任何疑
问，请洽询03-8736	2337（分机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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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职员长期服务奖与荣休感恩典礼
人力资源局洪新儿　整理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就让我们与大家携
手完成接下来的任务与使命吧!”2021年职员长期
服务奖与荣休感恩典礼在董总主席陈大锦致词中
就此揭开序幕。

董总于2021年12月14日（星期二）上午9时
30分，在A402礼堂举办了本年度的职员长期服
务奖与荣休感恩典礼，目的是向这些年在本会无
私奉献与耕耘的资深职员献上感谢，以及表达鼓
励和肯定。当天，董总职员也透过线上直播观看
此活动。

今年共有10位职员获得长期服务奖。获奖者
除了服务满10年、15年、20年、25年和30年，
还包括今年荣休的职员。他们是今年荣休的李甜
福，服务30年的陈钰胜和李丽珍，服务25年的
卢美华、何小慧、徐秀梅，服务20年的陈玉金和
林玉娟，还有服务15年的官贞汝、叶凤梅和服务
10年的邓佩婷。每位长期服务得奖者各获颁一份
小巧的金饰作为纪念，而服务满30年的职员则特
别获颁一份荣誉证书。

除了颁发长期服务奖，今年还有一位即将荣
休的职员，李甜福。人力资源局也特别定制了一
本木雕笔记本赠予他作为纪念。

此外，所有得奖，以及荣休的职员皆获赠一
幅由课程局李俊为同事亲笔描绘的个人肖像画。

典礼场面虽简单却隆重。董总主席陈大
锦、副主席杨应俊、秘书长庄俊隆和财政杨安
山受邀出席，一起为今天的主角们献上衷心的
祝贺。陈主席在致词时说：“在捍卫和发展我国
华文教育和多元社会特质的路程上，董总过去
至今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在这里我要特别向董
总行政部同仁表示，因为有你们的不懈奋斗和
努力，让董总领导层在维护与发展华教事业上
获得最大的支持力量。”

他表示，过去一年，董总在全体同仁共同
努力下，完成原定的工作计划，期许新的一年
里我们持续精进，迎接新的考验与挑战。	

在技艺精湛的历届职员活动摄影师的巧手
下，成功捕抓了这些年来职员间温馨感人的互
动画面，并以录影短片与照片的形式在典礼上
播出，透过荧幕生动地向大家传达了本会职员
互相帮助，齐心协力的文化与传统，真正地体
现了同事间不斤斤计较，互相照顾、鼓励与支
持的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几位获奖同事的获奖
感言，即令人喜欢的工作氛围，同事间友爱互
助。

最后，引用在本会服务长达30年的资深职
员陈钰胜在获奖感言中的一句话：“感谢这些年
各位同事与上司给我的指导，合作和包容，让
我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谢谢大家。”

今天，鲜花、掌声和祝福都是属于
忠诚无私，劳苦功高的您们。

中委与获奖职员大合照。前排坐者左一起为锺伟前、庄俊隆、陈大锦、杨应俊、杨安山、曾庆方。
后排站者左一起为叶凤梅、林玉娟、卢美华及李丽珍、李甜福、陈钰胜、徐秀梅、官贞汝、邓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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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局陈秀芳　整理

居家办公

我国在2020年3月因冠状病毒病（简称冠
病）进入社区感染。为了阻断病毒传染链，我
国政府于2020年3月16日宣布实施行动管制令，
以限制民众的流动。配合这项宣布，董总于
2020年3月18日开启了居家办公的工作模式。在
近两年的抗疫期间，随着冠病疫情反复，配合
我国政府的防疫政策调整，本会也采取收紧和
放宽的措施，适时采取全体职员居家办公或混
合办公（部分职员居家办公，部分职员办公室
上班）的工作模式。

采取居家办公模式，除了减低人员的流
动，亦可减低职场感染冠病的风险。混合办
公模式，在业务持续营运计划中（Bus iness	
Continuity	 Plan）含冗余（Redundancy）的功
能，即在其中一组人员被隔离的当儿，另一组
人员可以顶替，组织业务可持续进行，而不导
致组织业务全数瘫痪。另一方面，对于狭小而
难于维持人身距离的办公空间，混合办公模式
可解决办公室人身距离的问题。

防疫措施

本会以职业安全和健康局（JKKP）于2020年 
5月所发布的工作场所预防冠病安全作业程序为
蓝本，拟定本会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第一稿）， 
并于2020年5月13日复工时实施。而后，本会
也随着疫情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安全理事会
（MKN）的措施变更，配合组织的需求进行防
宽或收紧的调整，不断修订作业程序。

 
冠病病毒传染的途径包括了飞沫直接传

染、接触传染以及气溶胶传染。防疫措施须针
对传染途径而拟定。在本会多项防疫措施里，
显著有效的措施是隔离政策。当人力资源局接
获确诊和密切接触者（Kontak	 1 和Kontak	 2）
案例通报时，采取主动措施，第一时间请同事
进行隔离，并请当事人罗列其在职场的密切接
触者，以备进行下一步隔离措施。由于及时隔
离，有效阻断病毒在职场的传染及避免职场群
组的产生。

疫苗接种
情况VACCINE

COVID-19

CORONAVIRUS

本会职员从2021年5月开始接种冠病疫苗，
截至2021年10月12日全体同事完成接种疫苗。
同事所接种的疫苗包括了科兴（Sinovac）、辉
瑞（Pfizer）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 AZ）
疫苗。共有69.5%的同事是接种科兴或辉瑞疫
苗，30.5%的同事是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马来西亚卫生部于2021年10月份开始展开
施打第三剂疫苗（加强针）的措施。2021年11月
上旬开始，本会职员开始接种第三剂疫苗。截
至2021年11月26日，62.6%的同事符合条件施打
加强针。已接种或接获预约施打第三剂疫苗的
同事，占整体的44.3%。从上述接种率可得知，
同事接受加强针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

一场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也改
变了职场的生态。我们体会到未来还有很多
不确定性，疫情也推前了VUCA（Volat i le易
变性、Uncer ta in不确定性、Complex复杂
性、Ambiguous模糊性）时代的来临。组织必
须时刻保持敏捷性（Agile）和韧度，以面对不
可控的变更和内外部环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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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
——“维护宪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运动

编采小组　整理

我国独立建国初期，族魂林连玉就提出“多姿多彩，共存共荣”
的愿景——各族人民摒弃偏见，互相包容与和平共处，共同努
力与互相成就，携手合作建设一个由多元族群组建且健全、和
谐发展的国家。

我国独立之前，各源流学校就已在我国各
地存在与蓬勃的发展，其历史并可上溯至两百年
前之久；我国各族领袖在共同向英殖民政权争取
国家独立自治的过程中，包括各源流学校在内的
历史事实与权利也予以认同与肯定。因此，自国
家独立建国后，各源流学校的地位受到国家宪法
及教育法令的保障。无论是独立前的《1920年
学校注册法令》，还是《1952年教育法令》、
《1957年教育法令》，或是我国独立后的《1961
年教育法令》和《1996年的教育法令》，都承
认和允许各源流学校的设立。

《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阐明：“联合
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
的国家教育体系，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促进
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其目
的在于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维护和支持
我国其他非马来人的语文和文化的发展。”该
法令规定国家教育体系涵盖各源流小学和中
学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并把马来文小学列为标
准小学（standard	 primary	 school），英文
小学、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列为“标准型
小学”（standard	 type	 primary	 school），各
自采用不同语文作为教学媒介。它们都属于 
“全部补助学校”（fully	 assisted	 school），享
有国家教育拨款的法定权利。当时，马来亚

联合邦政府通过各州政府发出教育拨款给各
个地方教育当局（也就是各个地方政府）， 
再由各个地方教育当局发出补助金（grant-in-
aid，俗称行政拨款，分为薪金补助金和其他费
用补助金）和发展金（capital	 grant，俗称发展
拨款）给各源流小学。

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第16条，国家教育
体系内有三种类学校，即政府学校（government	
school）、政府资助学校（government-aided	
school）和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华小、
淡小和东马的土著母语学校都是属于国家教育体
系的学校，完全受到我国宪法的保障。

我国独立至今，历届政府领导人和内阁都肯
定各源流学校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并在国会通
过的年度财政预算案中，为各源流学校编列各项
的财务预算。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教育拨款所
占比重最高，说明国家重视教育发展。我国作为
一个民主国家，宪法亦同时保障与规定家长有权
利为孩子选读任何源流的学校，包括国际学校或
私立学校。

华文学校、淡米尔文教育在马来西亚这片
土地上扎根和发展已超过200年，为国家栽培
无数人才。我国各源流学校应是国家的珍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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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也是我国各族群共存共荣理念的最佳实践
与体现，本应成为国家的特色与骄傲。遗憾的
是，2019年10月23日土著权威党（PUTRA）
副主席莫哈末凯鲁阿占律师（Mohd	 Khairul	
Azam	Abdul	Aziz）入禀法院，以挑战华小和淡
小没有使用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是违反联

邦宪法，让本来是国家多元优势与发展典范的
多元流学校课题转变成争论的焦点。随着上述
官司自2019年开审至今，目前已进入第三个年
头，也牵扯越来越多的组织社团、答辩人、起
诉方涉及进入有关案件。现将有关的起诉方与
答辩方罗列如下：

1.	 莫哈末阿里菲 
（代表半岛马来学生联盟，GPMS）

2.	 莫哈末扎依 
（大马伊斯兰教育发展理事会，MAPPIM）

3.	 再纳阿比丁 
（马来作家联盟，GAPENA）

起
诉
方

1.	 教育部长
2.	 马来西亚政府
3.	 拿督刘华才（代表民政党）

4.	 阿索占（代表国大党）

5.	 拿督张盛闻（代表马华）

6.	 拿督王超群（代表教总）

7.	 陈大锦（代表董总）

8.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9.	 仄拉玛（代表Persatuan	Thamizhar	Malaysia）

10.	巴布拉斯（代表霹雳淡米尔人协会）

11.	卡尼亚班（	代表马来西亚淡米尔学校福利联盟 
退休教师协会）

12.	土著权威党（PUTRA）

13.	拿督王鸿财（代表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 
柏玛鲁（代表马来西亚淡米尔民族协会）、 
古玛然（代表淡米尔学校校友联盟）

答
辩
方

2021年10月23日，董教总召集各华
团汇报交流，共商对策，会上达成多项共
识并同意成立工委会，专责策划及执行后
续工作。10月27日，10个华团（董总、教
总、华总、校友联总、独大、留台联总、
七大乡团、留华同学会、林连玉基金、华
研）成立工委会，发起“维护宪法精神，
捍卫母语教育”运动，呼吁各界参与联署，
维护母语教育权力和多元价值。截至12月 
23日，已收集3,403份全国华团华校和其
他非华裔学校及教育组织之签盖。

2021年11月23日，华小和淡小是否违
宪案件开庭审理，经过两天的聆听审讯，
高庭择定12月29日作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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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3日，土权党
副主席莫哈末凯鲁阿占（Mohd	
Khairul Azam）入禀联邦法院，
指联邦政府在《1996年教育法令》
下允许设立华小和淡小，已违反联
邦宪法。同年11月11日，该案遇挫

后，半岛马来学生联盟（GPMS）、 
大马伊斯兰教育发展理事会（MAPPIM）、
马来西亚穆斯林联盟（ISMA）继而入禀吉隆
坡高庭，大马穆斯林教师联盟（i-Guru）则
入禀哥打峇鲁高庭，起诉教育部长和政府。

上述组织的做法，无疑是漠视我国各族
人民自由发展本身母语教育的宪赋权利，企
图撕裂族群关系。实际上，各源流学校早在
独立建国前经已存在，历来为国作育英才无
数，不但受到宪法保障，还纳入教育体系和
法律管辖。多年来，相关法律都承认各源流
学校之存在，政府领袖也多番肯定各源流学

校的贡献，各族家长有权选择为子女报读任
何源流学校。六十四年前，各族人民携手合
作，争取独立建国，共同制定宪法，不啻为
多元族群文化国家难能可贵的成就，也是政
治稳定、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珍惜宪政、守护宪法是每位国民的责任。如
今，上述组织公然挑战多元社会的底线，尽
管入禀法院的正当性不足，质疑违宪的说辞
让人无法苟同，不过，公民社会绝不可掉以
轻心。为此，我们发起“维护宪法精神，捍卫
母语教育”运动，呼吁各界共襄盛举，维护母
语教育权利和多元价值。

本运动由即日起至2021年11月18日（星
期四）截止（后来延长至11月30日），联署
成果将呈交政府，促请当局坚定维护宪法精
神，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确保宪法赋予的
母语教育权利。

“维护宪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运动
缘起

2021年10月30日

（进阶阅读：第111期《华教导报》华淡小合法地位被挑战事件）

日期 事项

2019年10月23日 	土著权威党副主席莫哈末凯鲁阿占根据联邦宪法4（4）条文及针对《1996年教
育法令》的宪法阐明，以个人名义向联邦法院入禀通知书，挑战大马政府允许
设立各源流学校的决定，是违宪的做法。

2019年10月29日 	董总与教总发表三项联合声明，并委宪法律师团展开研究工作。

2019年11月4日 	马来亚大法官阿兹占择定11月11日裁定是否审理相关申请。

2019年11月11日 	因程序问题遭挫，联邦法院驳回诉讼申请。

2019年12月16日 	马来西亚伊斯兰教育发展理事会（MAPPIM）和半岛马来学生联盟（GPMS）重
新入禀高庭，挑战我国华淡小的合法地位，将教育部及大马政府列为答辩方。

多方入禀法庭诉讼华淡小违宪
大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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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7日 	凯鲁阿占重新入禀法庭，要求宣判现有多源流学校违宪。

2020年2月12日 	吉隆坡高庭批准14个团体介入此案的申请，并将他们列为答辩人，同时择定案件
于5月5日聆审。

2020年2月25日 	基于有另外两方同样入禀法院挑战华淡小合法地位，莫哈末凯鲁阿占决定撤回
他以个人名义入禀法院挑战华淡小合法地位的诉讼。

2020年3月23日 	马来西亚穆斯林联盟（ISMA）主席阿米努丁耶哈入禀法庭，挑战国内源流学校
的地位不合法和违法。

2020年8月9日 	马来组织“大马穆斯林教师联盟”（i-Guru）再次挑战华小与淡小的合法性，质疑
多源流学校使用华文与淡米尔文教学的权利，将于8月10日在登嘉楼高庭进行案
件管理。

2020年8月10日 	董教总及马华申请介入成为马来组织“大马穆斯林教师联盟”再挑战华小与淡小的
合法性案件的答辩人，法庭将案件订于9月14日在吉兰丹哥打峇鲁高庭进行案件
管理。

2020年8月24日 	继马华、董总和教总获准介入大马穆斯林教师联盟在吉兰丹哥打峇鲁入禀高庭
挑战华淡小地位的案件后，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淡米尔语言协会和淡米尔学
校毕业生联合协会也已申请介入此案。

2020年9月14日 	大马穆斯林教师联盟入禀法庭挑战华淡小合法地位的案件，在吉兰丹哥打峇鲁
高庭进行审理程序，法官在聆听各方律师陈词后，择定10月25日，审理决定是
否允许华理会及两个印裔组织介入此案，同时，也将决定此案是否转至吉隆坡
高庭审理。

2020年10月27日 	哥打峇鲁高庭10月26日宣布撤销由大马穆斯林教师联盟入禀法庭，挑战华淡小
学校地位的案件，唯该组织决定向法庭申请恢复有关诉讼。

2021年2月17日 	吉兰丹哥打峇鲁高庭批准大马穆斯林教师联盟提出挑战华淡小合法地位的诉讼
申请案。另外，哥打峇鲁高庭法官旺阿末法立择定2月28日，针对代表政府的律
师提把此案转移至吉隆坡高庭，与相同性质的案件展开联审的申请。

2021年10月22日 	高庭批准答辩方的申请，在无需传召证人的情况下，审理半岛马来学生联盟和
大马伊斯兰教育发展理事会入禀有关多源流学校合法性的诉讼，案件择定11月23
日开庭审理。

2021年10月23日 	10个华团（董总、教总、华总、校友联总、独大、留台联总、七大乡团、留华同
学会、林连玉基金、华研）召开华团联席会议，并取得共识将针对挑战华淡小
合法地位的诉讼事件成立工委会，专责策划及执行后续工作，以捍卫多源流教
育体系。

2021年10月30日 	董教总等10个华团针对挑战华淡小合法地位诉讼案所成立的工委会发起“维护宪
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运动，从10月30日起至11月18日截止，将动员全国华社
与友族教育团体的力量，向学校和团体收集组织盖章，以表达“维护宪法精神，
捍卫母语教育”的共同立场，联署成果将呈交给政府，以促请当局坚定维护宪法
精神，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确保宪法赋予的母语教育权利。

2021年11月18日 	董教总与全国8个主要华团针对华淡小违宪案所联合发起的“维护宪法精神，捍卫
母语教育”华团签盖运动将继续进行至11月30日，并呼吁华社各界积极响应、共
襄盛举。

2021年11月24日 	高庭择定12月29日就华小和淡小是否违宪一案，作出裁决。

（综合整理自各大报章的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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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巨人郭全强

——千帆过尽，追求生命之光（下）
资料与档案局　整理

华教人物口述历史

华教巨人郭全强

郭全强先生领导董总16年（担任副主席 
2年、署理主席2年及主席12年），是位非常杰
出的华教领导人。他周身散发出来的魄力和影响
力，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与经验的累积而聚成的人
格魅力。在位董总主席期间，他为华教付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成果，赢得广大华社对董总的信任与
赞扬。他的功绩，令他光茫四射，是位令人敬仰
而又亲和力十足的领袖。

2005年，郭全强先生卸下董总主席的重
担，回归家庭过着平淡的退休生活。对于这一
位充满领袖魅力的华教前辈，他的事迹、经验
总结及一些体会和感悟，对华教工作者而言都
是弥足珍贵的，同时应为后辈们所应谨记和学
习。为了记录郭主席经历过和参与华教的过
程，补充和验证文献上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董总资料与档案局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与郭

14 华教导报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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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进行了数次口述采访。相对于档案、文献
等资料，口述历史在构建历史的完整性方面，
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为此，在撰写本文的同
时，本局口述历史团队顺应采访了在不同领域
和岗位上曾与郭主席并肩的战友，他们是居銮
中华中学廖伟强校长、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
前财政林国才和董总前副主席许海明局绅。

此口述历史文章的上篇、中篇已刊登在第
117、118期《华教导报》，可在董总《华教导
报》网页（https://www.dongzong.my/v3/
book/hj.html）阅读。

千帆过尽，追求生命之光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人类也有极限，但是
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却是无限、无极限的。郭主
席相信，只要贯彻始终，初心不变，华教终有
一日会得到平等对待的一天。

“从独立到现在，独立前到现在几十年了，
那么这种一路来地强调马来人至上，马来种族
主义，就是以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
言的那时候一直贯彻下来到这代，已经根深蒂
固了，所以你现在不容易让他改变。我相信可
能要一代、两代人，二十年一个年代来讲啦，
可能要两代人，老一批的去了，再一批，再过
一些时候才可能会整个把过去这些消除，接受
新的多元开放的思想，所以这个会长期，还有
几十年，不要想马上就改变……世界在变，所以
我相信世界潮流之下开放。我们的政府现在不
能一下过去这么久来的单元化思想，不能一下
改变，都要有一代两代，这样时间慢慢地受到
整个潮流的影响，他会慢慢地改变，我是信心
在这里啦！但是不能是一下改变，要求不要过
高，所以我们要坚持住，要顶住。”

“我们华教工作者好像接力赛一样，你接
力不要等到你真的跑不动了，你跑了一百米，

你还是可以再跑，就让别人又再跑一百米，这
样接上去就够力了，是吗？不要跑不动了，好
了，你来接啦，那个不叫接力赛了。”

口述历史团队在与郭主席的其中一次专访
曾问他“退休后计划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想
多看点书，书籍的资料，沙巴州（有人）准备
请我去讲一个讲座，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对华
文教育的影响到底有什么看法，这个我就很有
兴趣，我也有一些资料，啊，就准备去讲讲，
能够在这方面多看点书，比别人多看一点，收
集资料来传达这个看法给他们。就做一些对这
个……目前的局势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传达一种
看法。好像我们董总，我倒希望有一天我跟大
家职员再讲一下。”

“我告诉你啦，我没有享清福的这种概念
的，没有啦！我就到70岁……我相信我到80岁，
我还是要有一种要干一些事情的欲望的，我告
诉你，我不会停止的。当然，不一定是搞董总
主席的，总是一定要搞一些东西，要研究一些
东西，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想明年，我跟我太
太讲中国的火车路从青海通到西藏，我们就坐
火车去，来去看一下这一条世界最高的火车。”

1990年郭主席到访居銮中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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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巨人郭全强

郭主席与行政部同仁合摄。

董总欢送郭主席荣休，全体受邀嘉宾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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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董总搞社会工作几十年，（关键是）
价值观问题。我总是觉得要生活得有意义，应
该为别人、为社会多做一些工作，我是这么想
的。所以我才能够把我的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搞
社会工作。我太太也了解我的，我说退休，她
不相信我会完全退休。所谓“剩余价值”这个倒 
是真的，我现在不做董总主席，但是有“剩余价
值”。”

郭全强，人如其名，强节逆风赛竹松。古
人赋予竹松“不畏严霜、意志刚强、坚贞不屈”的
品格，而一代华教巨人郭全强先生，他所体现
的正是竹松的高尚品格。董总同仁在赠予郭全
强先生的牌匾刻上“全心建教奔星月，强节逆风
赛竹松”，代表的是全董总同仁对郭主席的最崇
高敬意与肯定！

2019年11月28日，郭主席与世长辞，享年
90岁。消息传来，令人为之悲痛惋惜，叹一代
华教巨人陨落，归入黄土。12月8日，董总于加
影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楼举办一场追思会，昔
日华教同道纷纷出席缅怀。

华教战友眼里的郭全强先生

2021年4月2日，资料与档案局口述历史团
队在线上分别与以下三位华教前辈进行访谈，
让这三位在不同岗位、不同时期，却在相同的
华教事业上并肩作战的战友，从侧面的角度谈
他们眼中的郭主席，以及曾经患难与共的点
滴。以下为访谈内容的重点摘录。

董总前财政林国才：伯乐与千里马

“郭主席，他不管在哪里，第一要先把家
建起来，就把这个小家建起来。你看在銮中
也好，他已经把所有硬体建起来，董联会他
也是要把这个硬体建起来，包括董总，他都
把全部这个硬体要先建起来，才能够推动所
有这些行政工作。我看他去每个地方，第一
的工作就是募款建设。这个是大家应该有目
共睹的。

郭生是众人的伯乐，他对这些晚辈啊，
就是很会提升这些人才上来。所以在他的领
导的时候，很多人就能够因为他的慧眼，在
华教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我对他的确是很
尊重，因为其实坦白讲，我本身学历不高，
那么他对我的那种欣赏，跟那种肯定，所以

我讲他是我的伯乐，他也是众人的伯乐。

另外就是郭主席，他就是很有亲和力，
尤其在，你不管是谁在华教方面，你各区的
那种协理区也好，你只要在这方面有一些贡
献，你即使帮他搬一张桌子、椅子也好，他
都会过来跟你拍拍肩膀，谢谢你。

郭主席参与整个工作方面呢，我们可以
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每次开会他一定有
带很多新的信息给你，他不会来开会问你要
喝茶喝咖啡，绝对不会的。他重要的是说，
现在我们整个时代走到什么方向，那么新的
什么信息啊！资讯啊！科技呀！他会一一跟
你分享。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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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前副主席许海明：至亲至善至知己，亦师亦友亦比邻

居銮中华中学廖伟强校长：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郭全强啊，就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人。
他为人善良，很善良的人，而且他和蔼可
亲。见到他常常笑口常开的。但是我觉得他
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底蕴。

我跟郭全强先生呢，一直以来我是当他
长辈领袖或者是领导来看待。我跟他的互动
是非常频密的。他时常跟我谈话跟我交流，
有时候也给我一些意见，给我一些指导，所
以我们之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他每一次去董总开会的时候啊，都会做
一些开会前的功课。所以他对这些要讨论的
议题啊，有深入的自己的思考。然后对一些
议题的看法，他是胸有成竹的，所以在开会

的时候，他就开放给大家发表意见。我也很
赏识他主持会议的那种方式和态度。

1980年代，我们的华人社会对教育、华
教的意见是有一些分歧的。郭全强先生是93
年接任（董总）主席，他接任主席过后呢，
他就大力的去凝聚华裔社会对董总的信心，
还有华教凝聚的力量。所以在这方面，我觉
得对于董总，对于整个华教，贡献是非常的
大。

他很努力的，每次槟城有什么活动，他
几乎都尽量出席。任何地方请到他，他都是
尽量去出席这些活动，继续他的那种演讲的
那种方式，每个人都称赞。”

“从93年开始，郭主席带头要求，希望我
们的学校能够走上行政规划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郭主席接触比较多
了，所以也慢慢了解到他这个人办事是非常
有力道的，要做什么就要去做，不要等待，
就是往前走就对了。这个是初步的认识他。

我们也很敬畏他，刚开始是有点怕他，
可是那种怕又不是那种什么小老鼠怕大老虎
这样的，它就是一种敬畏之心。那有时候
我们聊起来呢，大家又很开心，好像朋友这
样。就好像把他当成我们华教路上的一个父
亲，他带领我们走进华教，亦步亦趋地把华
教走向成功之路。

我觉得郭主席啊，每次跟他出去的时
候，我们压力很大咯！因为他讲8点，他7点
30分就在那边等你。每一次我们要到集合
地点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了，我们觉得他
好像不用睡觉这样子的，可是他出来，他就

精神奕奕。有时候我们出去交流的时候，我
们发现有些团员在那边打盹了，可是他越讲
越爽。他讲话不用打稿的。不管你跟他讲什
么，他都可以聊。他不只是教育而已，他社
会、政治、经济，他什么他都可以畅谈。当
然面面俱到，这个是我觉得很佩服他的，所
以这个也就是，他使到我们不得不努力，使
到我们真的不可以太慢，不可以偷懒，一定
要努力。

我相信在董总的同仁里面，也跟我一样
的，大家绝对不敢怠慢的，因为大家可以看
到他那种气势冲过来的时候，就是要不达目
标不低头那种人，那种气势来的时候，你自
然就会像机器要赶快生产，因为能量来了，
整个机器就要运作，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啦！虽然好像很忙、很辛苦，不过我相信真
的是一个华教运动最强盛的一个动力的时
期，大家都感到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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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华教元老——

为华文教育奉献 仗义执言的

刘锡通律师
编辑部　整理

华教资深元老，曾出任董总总务、董教总
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秘书职位的刘锡通律师于
2021年10月12日逝世，享年84岁，安葬于雪兰
莪州士毛月富贵山庄。

刘锡通律师1937年出生于吉隆坡，曾祖
父、祖父母与父母皆来自中国，三岁时父亲过
世，母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担起家庭的重
担，独自抚养孩子成长。刘锡通年幼时，日军
入侵马来亚，绝大多数学校被迫停课，母亲就
安排一位老先生，在家传授私塾的经典古籍。
二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在福建会馆的国民小
学就读，中学毕业自当时的吉隆坡尊孔中学。
中学毕业后的次年，他到南洋大学就读经政
系。之后，他于1961年到新加坡大学念法律两
年，1965年再赴英国修读法律。

刘锡通律师自1973年起就积极参与华教工
作，曾出任全国华教领导机构的重要职务，包
括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委员、秘书，董
总法律顾问、总务，独立大学有限公司总务和

雪隆董联会理事、副主席等。他于2002年起担
任林连玉基金副主席，2008年任署理主席一
职，在林连玉基金董事会服务长达12年。

刘锡通律师也活跃于社团和其他非政府
组织，曾任南大校友会主席，雪华堂义务总秘
书、副会长、署理会长，民权委员会主席、全
国华团民权委员会秘书，雪隆中华工商总会法
律主任和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管委。

刘锡通律师在董总服务时与当时的华教同
道并肩作战，共同为华教的生存与发展，作出
努力的奋斗与巨大的贡献。他也是推动创办独
立大学的重要推手，虽然独大申办不成，仍留
下不可磨灭的光辉身影。而在茅草行动时期，
董总领导人被逮捕，在这关键时期，身为董总
总务的刘锡通律师毅然挑起大樑，虽然当时面
对很大的压力，但他敢担当、有勇气、仗义执
言的精神，协助稳定了当时彷徨不安的华社，
凝聚华社团结的力量，继续捍卫华教。

刘锡通律师生前某次受访时直言，华社必
须壮大华教队伍，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及勇
敢表态、巩固两线制，以捍卫母语教育。他虽
为一名律师，但是一生为华教鞠躬尽瘁，行动
不便后，仍关心华教，分析时事、谈华教奋斗
史，更不忘劝导华教工作者，要居安思危，不
可松懈。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感谢刘锡通律师一
生贡献给华教，永远怀念您。

刘锡通律师（站立者）于1987年至1990年担任董总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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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教育研讨会盛大举行
专家学者原住民共同交流

会务与组织局谢伟伦　整理

由马来西
亚华校董事联
合会总会（董
总）、全国教
育改革行动委
员会（IPPN）
联合其他民间
教育组织，于
2021年11月23

日至25日一连三天举办的“以母语教育为本的多
语教育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ther	 Tongue	 Based	 Multilingual	
Education）顺利落幕，共有超过四百名分别来
自本地与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跨地域
的学术盛会。

这场线上研讨会著重探讨语言政策、母
语教育、母语教学以及社会团结之重要性等课
题，邀得国内外原住民组织、教育学者和专家
演讲、发表论文，报告其实务经验与研究成
果。为鼓励与会者踊跃交流，大会亦对巫英发
言作出同步翻译的安排。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致开幕词时表
示，各族母语教育的发展，形塑了本国多元文
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当前多源流教育政策，不
只满足各族群的学习需求，同时保护母语教
育，使之得以在多元社群中持续发展。我国教
育体系应作多样性评估，注入多元文化价值，
为下一代提升竞争力，准备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研讨会筹委会主席陈友信致欢迎词时提
出，应以马来西亚视角制定全面包容的教育政
策。在多元社会里唯有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和
语言，才能维持族群和谐，与此同时，以母语

为基础的多语言教育，方能促进真正的国民团
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3年出版《母语
在教育中的运用》后，使得“以母语教育为本的
多语教育”（Mother	 Tongue	 Based	 Multilingual	
Education，MTB	MLE）的重要性获得国际认可。
南澳大利亚大学副教授Kathleen	 Heugh在首场主
题演讲“母语教育为本的多语教育：脉络、理论与
实践”中溯及“MTB	MLE”此一词汇之起源与背景，
如何将非洲实践经验传播到东南亚和南亚，为
少数民族社群提供实务指引和经验教训，协助
他们制定以MTB	 MLE为理论基础的教育政策，
造福少数语言族群的儿童。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主持开幕。

研讨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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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主题演讲人墨尔本大学教授Joseph	
Lo	 Bianco是国际公认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
语言教育研究专家，1980年代后期曾主持编写
澳洲第一部国家语言政策文件，此后陆续为缅
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制定语言政策。他
在“多元族群国家的语言政策与社会凝聚力：以
东南亚为例”指出，以母语教育为本的优点不应
局限在教育表现，合理规划语言教育政策始能
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融合。

马来亚大学亚欧研究所名誉教授May a	
Khemlani	 David则在演讲“大马以母语为本的多
语教育政策：成就与未来挑战”时指出，研究证
明以母语为本的多语教育的学童，其第二语言表
现往往更出色。她主张教学语言政策不应只关注
经济利益，还需考虑儿童的语言权利，允许他们
接受母语教育，这是不可剥夺的宪赋权利。

除了上述三位主题演讲者外，还有多位专
家学者分别参与“东南亚各国以母语为本的多
语教育经验”、“马来西亚母语教育的相关新旧
课题”、“马来西亚原住民的多语教育倡议与挑
战”三场主题论文发表，他们是世界少数民族语
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东南亚对外事
务总监Kirk Person、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部分与会者合影。

Jessica Ball、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助理教授
Maria	Mercedes	 Arzadon、泰国西北大学学术
顾问Kimmo Kosonen、马来亚大学语言暨应用
语言学学院高级讲师Selvajothi Ramalingam、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杨迎楹、马来西亚
沙巴大学高级讲师Jeannet Stephen、砂州教育
局评估及考试组副主任Ashairi Suliman、本南
族非政府组织Keruan执行长Komeok Joe、全马
达雅比达友族协会前协调员Josak Siam、彭亨州
智能启动社区学习中心（Pusat	Didikan	Komuniti	
Cenwaey Penaney）创办人Jenita Engi。此
外，本国母语教育运动者柯嘉逊、卡达山杜顺
语言基金会执行长Rita	Lasimbang、砂州原住民
权益组织主席Michael	Mering	Jok、世界少数民
族语文研究院大马分会总监Joemin Maratin也
参与探讨MTB	MLE在马来西亚的未来发展。

母语教育是实现平等、优质普及教育的核
心，也是终身学习成功的关键。本次会议圆满
成功，取得预期成果。这是继1997年11月“马来
西亚少数民族母语教育研讨会”（董教总教育中
心主办）以来，董总再次联同各相关组织共同
举办母语教育的学术活动。与会者就相关议题
深入讨论，其中不乏洞见与实质建议，未来对
我国母语教育政策规划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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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圆桌论坛——
《重塑国家教育之路》

华教新路向专案谢光量　整理

8年前，教育部推出马来西亚教育蓝图
（2013年-2025年），为我国这13年的教育发展
制定方向和发展。推出国家教育蓝图的目的是提
升马来西亚教育水平与素质，以确保国家教育能
够达致世界水平，与国际并驾齐驱。根据此教育
蓝图，教育转型的落实分为3个阶段循序进行。
目前教育蓝图已进入第3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2021年-2025年），我国社会似乎缺乏对这份
教育蓝图的批判、检讨与分析。

全国教育改革行动委员会（IPPN）及华教
新路向联办的第三场教育圆桌论坛就以《重塑
国家教育之路》为主题，让我们回顾进展，厘
清现况，讨论未来。论坛的主讲人有赛城大学
教育系客座教授拉坚德兰（Prof.	Datuk	Dr.	N.S.	
Rajendran）、砂拉越大学名誉教授拿督玛德琳
（Dato	Dr.	Madeline	 Berma），以及教育顾问
和倡导者扎莫祖基菲里（Dzameer	Dzulkifli），
主持人是董总秘书长黄再兴。

拉坚德兰在论坛上指出，根据一项研究显
示，大马学生无法掌控高阶思维技能（HOTS）， 
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中，大马学生的
阅读、数学和科学水平也低于国际水平。

他担忧无法获得良好教育或半途而废的学
生。他举出2020年中五学生人数为40万1千105
位，当中有4.79%或1万9千211位学生没有报考
大马教育文凭（SPM），11.32%报考大马教育
文凭的考生没有考获文凭。

“国际研究表明，教师素质是决定学生成绩
最重要的因素。高等教育领导学院（AKEPT）的
2011年研究报告发现，只有50%的课程以有效的
方式进行。这意味着学生没有充分吸收课程内
容，教学采用了更加被动的授课形式。”

他说，国外用于教师培训的拨款很多，而
且尽管我国每年财政预算案中，教育部的拨款占
大部分，但用在教师培训的拨款却并不多。

另一方面，玛德琳说，疫情暴露了现实的
丑陋，并非所有学生都享有平等的求学机会。

她举例，不完善的网络设备导致许多东马
学生无法参与网课。

“此外，疫情也加剧了我国教育的系统性问
题，毕业生的失业率飙升，与技能相关的就业
不足，他们被迫参与零工经济，工作时间也相
继减少。”

她指出，学校关闭和经济危机，长期而言
将会导致人力资源下降，增加学习困境，加剧
社会不平等，整体贫困人数增加，以及贫穷世
代的循环。

她认为，后疫情的教育应该加强教育作
为一项共同利益；扩大受教育权的定义；重视
教师专业；促进学生、青年和儿童的参与和权
利；教师和学生可获得免费编码技术；结合全
球以结束当前的不平等程度。

另外，扎莫祖基菲里指出，教育蓝图的外
部监督和评估应该直接向议会报告。他说，尽
管教育蓝图有进行广泛的咨询，可是不幸的是
并没有继续实施。

“教育不仅仅是考试成绩而已，学校应该进行
更多的项目式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 
主题式教学、职业教育实践，以及衡量学生毕
业后的途径。”

他也谈到了学校的安全与福祉，并指出学
校的包容程度有限。

“87%的印裔学生受访者表示，他们感到受
到歧视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身份。”

他说，在教师培训方面，应该有更多校本
实验培训、教学领导力以及发展在线专业的资
料。他认为，后疫情时代的教学是结合了线上
和线下的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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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共庆马来西亚日		
跨文化交流守护多元

会务与组织局叶兴隆　整理

2021年是马来西亚成立58周年。董总“多元
族群与文化发展专案”（多元专案）今年以“疫情
之下，拥抱多元”为主题，主办“马来西亚日”系
列线上活动，提醒各界守护多元、共存共荣的重
要性。星洲日报为本次活动的合作媒体。

首先以“我的笔友交流计划”结业礼在2021年
9月18日掀开序幕，这场结业礼共有95位来自参
与此计划的学员及其他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参
与此计划的9所学校的学生从今年4月开始使用
电邮互相交流，进行跨族文化的洗涤。这些参与
者也在结业礼当天现场分享结识友族同学、理解
不同文化的宝贵体验。

翌日则举行《创伤》（Parah）放映暨交流
会，透过线上舞台剧的方式来探讨种族议题。本
剧是“即时咖啡厅剧团”（Instant	Café	Theatre）
在疫情期间衍生的创作，沿用2011年的同名剧
本，惟形式上有所创新，以Zoom录制，演员则
在各自的工作室或家中同时演出。众演员演出后
与各校师生进行互动和交流，皆认为各界有必要
重新思考族群关系的全貌，并应该换位思考、聆
听自省，唯有真诚对话，才能建立互信，真正体
现互相认同与尊重。

董总主席陈大锦在9月25日为“2021年马来
西亚日庆典”致词时，呼吁政治人物谨言慎行，
摒弃狭隘的种族主义，施政中贯彻多元开放理
念，拟定政策时秉持开明及融合的原则，以为全
体国民谋求利益为最终目标。陈主席和加影州议
员许来贤在当天一起推介“马来西亚日庆典网站”
（https://myday.dongzong.my/），并公布征
文与摄影比赛成绩。这个网站旨在保存多元专案

历来“马来西亚日”的各项活动，用文字、映像、
影音记录，让友族认识董总推广跨文化交流的成
果，以期共同营造多元共融的校园环境。

今年共有221份征文参赛作品，其中11份获
选为优胜作品。参赛者的背景多元，除了国内
外，还包括移工和难民群体响应。至于摄影比赛
则共有80位参加者，多达33份作品各获选为冠
亚季军、优秀和佳作奖。获奖作品均已在马来西
亚日庆典网站公布，欢迎有兴趣者浏览。

今年“马来西亚日”以9月26日的青年论
坛“莫让多元空间窒息”谢幕。论坛邀请李文杰
（Undi18成员）、Albert Bansa（原住民运动
者、独立导演）、Thilaga Sulathireh（姐妹要
正义Justice	 for	 Sister成员）、Danial	 Hakeem 
（政府合约雇员联盟Jaringan	 Pekerja	 Kontrak	
Kerajaan成员）四位青年社运人士主讲，分别从
投票权、原住民、性别、劳工等课题，探析我国
社会遭遇的挑战。

我国的多元族群、宗教与文化，异彩纷呈，
在这片土地上汇聚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近
一甲子以来，我们庆祝并珍惜得来不易的繁荣进
步，也期待包容、平等、尊重等价值继续深化为
国家与国民灵魂的一部分，共创多元文化社会的
美好愿景。在多元社会，多元观念不但要普遍建
立，更应从学校教育做起，让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学会相互尊重、包容、欣赏、和谐。多元专
案自2018年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各项跨族群活
动，不啻彰显董总戮力维护多元之信念，取得令
人鼓舞的回响，冀能抛砖引玉，期盼更多志同道
合者共襄盛举。

欢迎扫描二维码浏览
“马来西亚日庆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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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三级辅导模式概念”分享交流会
学生事务局许汉顺　整理

2021年9月14日，董总学生事务局举办“推
动三级辅导模式概念”分享交流会，诚邀华文独
中正副校长、辅导处、教务处、训导处等行政主
任参与此项活动。举办此交流会旨在能够更有效
地推动三级辅导模式概念，协助华文独中建立更
完善的辅导架构，以三级辅导模式为滚轴，驱动
教、训、辅的团结，为学生的学习动力，提供预
防、干预、补救、强化的全面支援。

交流会邀请了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与谘商
心理学系主任郭富美担任主讲人，为与会者介
绍与分享三级辅导模式的概念，即WISER学校
三级辅导工作模式，分别是初级发展性辅导、
二级介入性辅导以及三级处遇性辅导。

 

郭富美细说辅导专业工作在学校的重要
性，包括预防危机的发生，以及建立友善、健
康的校园氛围。此外，会上也谈及马来西亚辅
导专业法令和专业伦理的规范，以及分享社区
辅导的资源和渠道。

另外，交流会也邀请了新山宽柔中学生活
辅导处林碧萍主任和巴生中华独立中学辅导处
熊雪娟老师分享在学校推动三级辅导的努力和
实务经验。

林碧萍主任分享了新山宽柔中学的行政运
行模式与防疫概念。在辅导处的主要业务中，
初中辅导活动课、辅助活动和升学咨询属于初
级发展性辅导；个案咨商则属于二级介入性辅
导。三级辅导是校内所有人的事，校长作为领
军人物，各部门处室作为规划单位，辅导处在
完善三级辅导架构的过程中肩负更多的责任。
此外，林主任也以案例分享教训辅三处如何相
互配合，应对学生问题。

巴生中华独中推动的初级发展性辅导工
作涵盖一般辅导课、各年级的主题活动、主题
班会、主题周、阳光家长日等。熊雪娟老师此
次主要分享了在校推动关怀重读生的“向日葵
计划”。此计划主要包括留堂制度、行为评量
制度、课业辅导班、学习方法讲座和小团体辅
导，全校各处室的配合与支援，协助初一初二
的重读生。若班导师发现班上学生问题，将呈
报辅导处，由学生自行到辅导处寻求帮助，与
辅导老师进行晤谈，同时召开个案会议并总结
相关单位意见，统整出一致的做法。

此次分享交流会共有110人报名出席，在回
馈表单中与会者表示对三级辅导模式概念有了
认识和了解到其重要性，也希望往后有更多初
级发展性辅导的培训提供给教师们。

过去曾举办过的三级辅导活动：
•	 2014年全国训辅教师交流会
•	 2018年学生补救教学方案工作坊

完整报导与活动照片
请扫描以下QR Code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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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经营与班会线上交流会
学生事务局高燕敏　整理

2021年9月17日，董总学生事务局通过
ZOOM线上会议平台，举办了“班级经营与班
会线上交流会”，以拓展华文独中班级经营与班
会功能，提升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培养学生的优
秀品德。此交流会共获得245位来自41所华文
独中的教师出席，出席者包括校长、副校长、
训导主任、辅导教师和班导师等。

此交流会分为讲座、分享与交流三大环
节。首先由训导工作小组委员黄耀弘校长掀开
序幕，介绍与分享班级经营的概念、班主任的
职责，以及班会的功能。他的分享打破了一些
与会者过去对“班级经营”和“班会”的概念。

接着，李荣兴副校长、蔡秀琴副主任、
余菀芩助理主任、叶于绮老师和邱渟婷老师分
别谈到疫情下的班务，比较班导师的实体课和
在线工作、初中和高中线上与实体课的班级经
营，以及如何在线上和线下经营良好的师生关
系。最后的交流环节，则让与会者提出所面对
的问题，以及对班级经营和班会推动的展望。

交流会中，分享者提供多元班级经营的方
式，提供许多实务操作和学生的回馈，让与会
者建立更多班级管理的思路。此外，他们也从
中了解到班导师该如何经营班级，以及如何与
家长和各处室合作，以更有效的协助学生处理
学习或学习以外的困难。

交流会的议题和分享人如下：

议题 分享人
《班级经营》概述 黄耀弘校长

（沙巴拿笃中学） 
（训导工作小组委员）

班导师的班务推动 李荣兴副校长
（巴生兴华中学）

J3E的向阳而生 叶于绮老师
（吉隆坡循人中学）

我与巾帼须眉打的
第一场雪仗

邱渟婷老师
（吉隆坡循人中学）

良好的师生关系 蔡秀琴副主任
（马六甲培风中学）

余菀芩助理主任
（吉隆坡坤成中学）

李荣兴副校长分享班导师扮演的角色及其对学生
的影响。

班级经营及班会线上交流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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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课教师线上交流会
学生事务局陈玉金　整理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
来，已打乱所有人的日常
生活节奏。教育领域影响
颇深，教学单位把科技融
入教学，将所有面授教学
模式逐渐转移为线上授课
方式，甚至以线上线下的
混合方式进行，以促进教
学的效果。

在疫情冲击下，所有
原先艰辛建立起来的教学
模式都受到影响。面对新
常态的生活，师生们得共
同把课堂搬到网络上，教师需要扮演重要的引
导者，提升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有鉴于此，董总学生事务局于2021年9月18
日通过ZOOM线上平台，举办了“全国华文独中
联课教师线上交流会”，冀借此平台凝聚全国华
文独中的联课教师，大家集思广益，相互分享
各校教学经验，并共同携手推展华文独中联课
教育。

此交流会由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学生事
务委员会联课工作小组策划，特别邀请董总主
席陈大锦，向来自全国51所华文独中和关丹中
华中学共144位教师，发表鼓励和加油打气的谈
话。

交流会的首个主题，由联课工作小组委员方
年华，向与会者解说和分析《2021年全国华文
独中联课问卷调查报告》。另有两大主题分享，
即主题一“疫情期间联课行政业务的处理与学生
培训办法”，由萧健浩（吉隆坡尊孔独中）、 
黄德成（居銮中华中学）和朱清祥（吉隆坡循

人中学）发表分享；以及主题二“线上联课教育
的无限可能”，由黄顺国（大山脚日新独中）、 
容健辉（吉隆坡尊孔独中）、刘家荣、赖韦巡
（巴生滨华中学联课活动学会教练）和郑洲升
（大山脚日新独中）发表分享。

午后，聆听了主题分享环节，随即而来的
是重头戏——主题交流“后疫情时代联课教育的
新契机”。这场主题交流分为三组进行，由联课
工作小组委员徐亚烈、方年华、陆慧莲、简爱
明、黄德成、陈天龙、李慧慧、刘沁柔和陈淑
贤带领，交流题目分别为“学生联课活动的新发
展模式”、“联课活动行政工作的调整”和“师生软
实力的发掘与培养”。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联课教师交流会首次
邀请社团／学会教练参与和进行分享。经过一天
的聆听、探究、分享，以及在交流环节上所吸收
的新资讯等实际教学经验，与会者在回馈表中纷
纷对交流会的内容赞好，特别是提供多样化和适
用的线上教学模式，让各校教师接触到其他学校
在新常态里的一些实际教学经验。

交流会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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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改变了什么？”
——迎接华文独立中学新课纲系列讲座

教师教育局谢秋嫦　整理

教师教育局于2021年7月9日、8月27日和 
9月24日，通过ZOOM平台举办了“‘教改，改变
了什么？’——迎接华文独立中学新课纲系列讲
座”，获得逾1,600人参与。此活动旨在增进华文
独中校长、行政主任和教师对华文独中新课程总
纲精神与内涵的了解。

这三场讲座邀得张喜崇（董教总华文独中工
委会统一课程委员会主任）、黄祯玉（董教总华
文独中工委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谢上才校长
（高中统考理科实验评量计划专案小组召集人）， 
分别从“课程特色与实施”、“核心素养与学科教
学”和“高中理科实验评量”，为与会者带来不同
面向的精彩分享。

张喜崇在首场讲座上，分享华文独中课程
改革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特色、改革脉络
与发展，让华文独中办学者更了解董总目前所推
动的课改核心。他提到，董总于2020年3月推出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课程总纲》（试行版）， 
每一门学科必须对应课程总纲所提出的三面九项

的人才培养，落实学生为学习主体的理念。未来
也会制定两份指南，即《领域／学科课程标准》， 
作为提升前线教师的课程观和推动素养教育的参
考依据，以及《校本课程指南》，作为校本课程
监督机制和校本课程推展的参考依据。

华文独中新课纲核心素养对学科教学有什么
启示呢？黄祯玉提到，思维决定华文独中与素养
教育的距离，独中教育最可贵的地方是，总是在
条件有限、挑战重重的处境中找到出路，特别是
联课活动，让大家看见，其实素养教育就在我们
身边。黄祯玉在讲座上用了许多贴切与具体的叙
述、例子，让参加者受益不浅。

第三场讲座的分享主题是“自主与革新：高
中理科实验评量的挑战”。参加者期待了解理科
实验整体的实施方式、评量方案与标准、如何
进行居家学习实验活动等问题。谢上才校长以本
身的经验故事串联几个主题作分享，提供了应对
方略，也无私地分享经验和方法，分享内容之丰
富，加深参加者对理科实验教学的理解。

教改之路，虽艰难，但依然必须继
续前进，张喜崇以一句话勉励大
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念念不
绝，必有回响。” 黄祯玉以充满力量的言语，勉励大家，在教学上融合ASK（Attitude、Skills、 

Knowledge），在教育路上一起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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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与高师大联办
第一届高阶教育经营与行政管理境外硕士

专班毕业典礼
教师教育局李丽珍　整理

2021年秋季，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在校园举
行毕业典礼。董总与该大学联办的第一届高阶教
育经营与行政管理境外硕士专班的毕业生，衣著
端庄，心情兴奋地以远距离的方式，出席了一场
别开生面又难忘的线上毕业盛会。14名来自全国
华文独中的校长、副校长、主任和董总行政部同
仁，经过2年6个月学程在学校假期寒窗苦读的
日子，终于正式毕业了。

董总主席陈大锦受邀在线上致词时祝贺毕
业生，感谢高师大在疫情下，精心策划、费尽心
思让海外的毕业生留下美好回忆。毕业典礼虽然
是一个仪式，却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人生中能
与老师、同学彼此祝福和道谢，是难得的师生因
缘，显得可贵和珍惜。

陈主席说，随着第一届硕士专班毕业，接
着展开第二届招生，吸引了25位在职校长、副
校长和高阶行政人员报读，情况更胜往年，令人
鼓舞。从这一点说明了，这项以教育经营与行政
管理两者并重，双核心融合的课程，具备提升高
阶人员工作质量与未来职涯发展的能力，深受华
文独中欢迎；此外，授课师资皆为富有经验且资
深的教授，来自教育学系、事业经营学系、成
人教育研究所、人力与知识管理研究所，师资阵
容强大。在名师指导下，华文独中教师必受惠良
多。这几年来，高师大在培养教育人才方面，与
董总和华文独立中学有了直接和密切的关系，除
了开办硕士学位课程，也与董总联办教师教育专
业文凭课程，通过教专课程的培训，让华文独中
教师成为具备教专资历的师资。

最后，陈主席勉励每一位毕业生，希望日
后能与母校保持联系，精益求精，不断追求进
步，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做出最好的贡献，承
先启后，薪火相传。

芙蓉中华中学李家成副校长代表毕业生致

词，感谢董总的牵线，让他们与高师大教授们
相遇，在课程中倾囊相授，每一门课的学习与
交流都收获满满，激发很棒的创意发想。每一
段短暂的假期充电后，开学回到教育现场就能
学以致用，无论在视角、思维、格局及行动，
都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李家成也说，完成硕士学位是一个起点，身
为教育前线人员，日后，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
领域要更加紧密联系，相互支援，砥砺前行。

高师大吴连赏校长致词勉励毕业生，人生
的学习永无止境，毕业后仍要继续学习，永保
热诚，才会创造更辉煌的事业。

毕业生的赴台之行受疫情阻挠，难免留下
遗憾和失落。吴连赏校长承诺日后开放出入境
后，可赴台补办实体毕业典礼，令14位毕业生心
喜满怀期盼。

高师大教育学院院长杨巧玲教授、文学院
院长林晋士教授、东南亚暨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利亮时教授和师资培育与辅导处处长谭大纯教
授，都相继致词和寄语祝福。毕业典礼的出席
者包括董总秘书长黄再兴、执行长梁胜义、副
执行长曾庆方，教师教育局项目专员李丽珍和
执行员叶永杰。

高师大毕业典礼（关丹中华中学陈沺菘毕业与师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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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师生情
100部视频带出85位教师的教学故事

出版与文宣局梁倩妮　整理

董总自2013年起，每年都会举办“华文独中
教师长期服务奖”颁奖典礼，以感谢长期为教育
奉献的教师。因受疫情影响，去年的颁奖礼被迫
取消，改以线上采访方式记录教师珍贵的教学回
忆，而今年则转换方式，由《中学生》与教师教
育局联办“一段师生缘，一生师生情”短片竞赛，
借力使力，让学生亲自采集、聆听、制作教师的
教学故事，体会教书育人之不易。

此竞赛获29所华文独中积极响应，自2021
年6月中旬开始征件至9月中旬截止收件，主办
方共收到100部参赛作品，涵括85位教师的故
事。主办方认为，“参与”比“竞赛”的意义来得更
大，参赛者在意的是何时能公布他们的作品，
而不是成绩何时揭晓。赛后，多所华文独中的校
长、师生亦纷纷致谢。

比赛有输赢，但诚如斗湖巴华中学联课主任
郑丽芬所言，制作视频的过程较重要，这是学生
在中学生涯里的美好回忆。笨珍培群独中《杏坛
十年》制作团队提到此次的参与，为教师和自己
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虽然落选了，不过该团队
没气馁，他们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类似的活动，让
更多学生用创意的方式表达对师长的感恩之情。

此竞赛由知名影视制作人王礼霖、相声演
员苏维胜、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高级
讲师贺世平担任评审。王礼霖坦言，竞赛是在
疫情下进行，在移动方面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若恢复日常做法，相信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作品。

贺世平认为，一部作品要有完整的剧情架
构，必须投入人力、财力和与物力，学生在有
限资源下完成短片制作实属不易。

谈及作品的改进方式，苏维胜建议参赛者
多阅读，而所谓的阅读，可涵盖网络资料，不
必局限于书本。他鼓励参赛者从中寻找新角度
去铺陈每个画面，惟有让人耳目一新，才能脱
颖而出。

董总学务处副执行长兼教师教育局主任曾
庆方表示，虽然颁奖典礼无法进行，但不能让
行之有年的“华文独中教师长期服务奖”完全停顿
下来，必须寻找新的平台给予教师肯定。他透
露，未来不排除会以别的形式和管道来延续这
一份感念之情。

每一部用心制作的短片，都
是送给教师最好的礼物。无论“一
段师生缘，一生师生情”短片竞赛
能否续办，主办方希望学生们能
延续这个精神，为恩师记录教学
生涯里精彩难忘的故事。

如果学生是幼苗，那么，教师就是温暖的

阳光。他们无怨无悔地陪伴学生成长，学生的

成人亦成材是教师们最大的收获与期盼。教师

们的付出是值得肯定的，但无论给予什么形式

的认可或嘉许，都不及学生的心意来得珍贵。

在“一段师生缘，一生师生情”短片竞赛中，由

学生组成的100个团队，亲自采集了85位教

师的教学故事，并透过精彩的影像语言呈现出

来。比起获奖，学生们更重视的是参与的过程

与可公开作品的时刻，因为这是他们为教师

精心制作的、一份充满温情的礼物。

得奖名单

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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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华文独中图书馆交流会”
聚集华文独中图书馆与阅读活动推手	

携手推动校园阅读
资料与档案局郭小闻　整理

“2021年全国华文独中图书馆交流会”于12月
11日通过线上会议方式圆满举行，获得36所华
文独中和关丹中华中学共72位校长、副校长及
图书馆主任等参与，旨在加强图书馆同道的联
系，并以四大主题和不同面向的课题分享为主
轴，邀请在图书馆运营与阅读活动推广有素的 
8位华文独中主任分享经验和心得。

董总主席陈大锦在致开幕词时表示，交流
会的意义重大，董总为培养新世代学生的核心
素养与终身学习的能力，遂将推动阅读以及自
主学习两者结合，纳入2018年发布的《马来西
亚华文独中教育蓝图》中。

四大主题的分享与交流

主题分享（一）以“图书馆阅读活动的推广”
为主题，邀请麻坡中化中学图书馆颜振芬主任
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电脑科田贤能主任作为分
享人。两位分享人不约而同提到如何引导有“网
络原住民”之称的学生走入阅读世界。颜主任在
校园推动的“为你朗读”活动，带领学生以朗读的
方式将好文好句分享给全校师生，也提供机会
和平台让学生以朗读者的身份表现自己；田主
任分享的“多元媒介的阅读推广与影像教育”则是
选择了当前学生最为熟悉的影像媒介，以纸本
阅读与电影赏析相辅相成的方式，在校园内推
广阅读。

主题分享（二）以“图书馆推动的阅读与
教学活动”为题，邀请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资源
处陆素芬主任和芙蓉中华中学资源中心李殷乐
主任担任分享人，以“共读”为主轴，分享班级
共读和教职员阅读计划。陆主任主持的班级共
读，在采购共读本后才由教师带领学生导读、
共读、分享或书写阅读报告。李主任则分享了
芙中推动的“悦读百籍”教职员悦读计划的经营模

式。他表示全校推广阅读，从教师层面着手也
同样重要。

主题分享（三），则以“图书馆行政与管理”
和“图书馆空间的规划与应用”为题，邀请巴生兴
华中学图书馆黄英莲主任以“兴华迷你书屋营造
人文校园”，以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图书馆刘碧
姚主任以“图书馆服务团——我们的小尖兵”进行
分享。黄主任分享“校园迷你书屋”的管理方式。
从书屋设计、建设位置及管理工作，除了图书
馆人员，也带领学生参与，是全校师生共同推
动的阅读活动。刘主任表示，学生是推动校园
阅读活动的重要角色，一中图书馆服务团的组
织结构设计完整，服务团成员也得以尝试多元
的工作内容。

在主题分享（四）环节，则由峇株华仁中
学资源中心李奇珊主任以“图书馆里的魔法世
界——空间的作用和猜想”和巴生滨华中学资源
馆胡月霞主任以“空间，在利用中”进行分享。李
主任表示，在图书馆内举办特展，可以让学生
以不同的方式接触文本的阅读世界。而胡主任
则是道出图书馆责任与服务的转变，分享了滨
华中学图书馆构建“以读者为中心”的空间，从而
提升图书馆和读者的教育、学习和阅读水平。

此外，上述四场分享的主持人分別由董总
副执行长暨资料与档案局局主任锺伟前、亚罗
士打吉华独立中学黄均泰副主任、芙蓉中华中
学李殷乐主任和居銮中华中学邹德安主任担任。

本次的交流会除了提高参与者对华文独
中图书馆发展的认识，分享的主题可作为日后
推广阅读活动的借鉴与参考。在最后的综合座
谈环节，与会者也纷纷表示董总资料与档案局
应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让图书馆同道互相鼓
舞，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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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修法降低法定投票年龄至18岁，
并落实选民自动登记制，未来华文独中在籍高
中三学生将成为选民，有资格用手中的一票投
选议员。因应上述发展，董总独中教改专案特
意编写《认识选举：学做积极公民的第一步》
电子教学读本，供全国华文独中师生使用，并
在今年9月25日举行一场在线读本推广说明会。

说明会当天由该读本编撰人、董总独中教
改专案副研究员潘永杰汇报读本的编撰过程、
原则和建议使用方法，获得并吸引全国近百名
华文独中教学人员出席。此一读本作为介绍选
举的读物，以全国华文独中公民、社会时事相
关科目的教师和高中学生为对象。对于教师可
以做课前备课、课后阅读和参考之用。若高中
学生有兴趣，亦可作为课外读物，自行阅读。
全书包括五个单元和一个附录，即（一）为什
么要投票；（二）首相是怎样选出来的？； 
（三）为什么要有政党，政党是什么？； 
（四）选举就是拼人气：造势与媒体；（五）

投票以外，积极公民的养成；（六）附录：大
马政党逐一数。每个单元设有学习互动环节，
增进学习效果和认识。若华文独中相关科目教
师，认为内容适合，也适合当成选举教育的课
堂教材和参考书。

在读本编撰过程中，曾拜访选举委员会属
下的选举学院（Akademi	 Pilihan	 Raya），该
学院也是官方选举教育单位。我们借此取得官
方相关选举教育的资讯，以供编撰参考之用。
与其同时，也曾邀请华文独中相关科目教师，
针对读本的内容提供意见。另外，读本亦由曾
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的本地旅港
政治学者王国璋，以及曾任大同韩江学院副院
长、目前在台湾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
系担任客座助理研究员的媒体学者黄国富审订。

有兴趣阅读和使用此读本的全国华文独中师
生，可浏览网页：http://www.dongzong.org.my/
ebook/electionbook/mobile/index.html。

学做
积极公民

的
第一步

认识
选举

选举教育读本推广说明会
独中教改专案潘永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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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大马			放眼世界
陈德鸿教授分享华文独中统考全球化策略

考试局胡振仁　整理

2021年8月16日，学务处通过线上平台举办
统考国际认证分享会，以让董教总华文独中工
委会教育委员会“统考国际认证专案小组”和董总
内部同仁，更加了解统考国际认证的课题。分
享会邀得华文独中工委会教育委员会顾问暨精
英大学创办人兼校长陈德鸿教授，分享华文独
立中学统考全球化策略。

此次分享会的主持人为“统考国际认证专案
小组”召集人张喜崇，分享会的内容重点包括：
1.	 分享精英大学的学术发展与认证过程。
2.	 分享大学端教师和学生品质的管理。
3.	 提供统考文凭获得认证的方式。
4.	 提供推广统考证书的策略方案。

关于统考全球化策略，陈教授认为统考具
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因此建议以不同的媒介语
言向外国输出。比如，董总可以在泰国设立分
部，让泰国学生报考统考。若当地政府承认统
考，其他国家也会逐渐效仿。由于国外的教学
文化与华文独中不同，因此该策略需要配合教
学法的研发。此外，董总需要思考如何成立一
个能被全球认可的考试委员会。全球化统考除
了让学子以统考升学，也可以让董总接触更大

的市场和巩固统考地位，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
来发展本地华文教育。

如今线上平台发达，陈教授建议董总可以开
发类似Coursera的线上课程，并由统考委员会
监督。董总也可以像微软那样，开发工业导向的
课程。这样做可以增加支持董总的活动经费。

谈及统考国际承认时，陈教授表示如今
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可以接受统考证书，因此可
以利用这个优势和其他大学谈判。另外，董总
也可以思考如何让统考证书有微学分，让统考
生升学之余，还可以在大学第一年跳过一些学
分。陈教授提醒道，开发课程与教学法时需要
借鉴A水平和IB课程的一些元素，因为这些元素
容易被辨识。融合自己的元素后，所编写出来
的课程才容易被全球接受，也保留自身的特色。

在分享会尾声，陈教授呼吁董总应勇于改
变与创新，以维持统考证书的竞争力。

此次分享会共有38人出席，包括董总署理
主席陈友信、秘书长黄再兴、统考国际认证专
案小组委员会成员、教育委员会委员、精英大
学嘉宾，以及董总行政部同仁。

华文独中统考国际认证分享会合照。



教
育
数
据

33

全国各源流小学各项统计
资料与档案局　整理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国
家。1957年独立建国之前，这里已存有以不同
语文为教学媒介的各源流学校，如英文学校、
马来文学校、华文学校、淡米尔文学校。我国
现有的大部分华文小学都是独立前创办的。

如图1和表1所示，我国独立至今，国民小
学（马来文学校，国小）的学校数量持续增
加。2020年，国小数量共有5,875所，较1970
年的4,277所增加了1,603所。华文小学（华
小）和淡米尔文小学（淡小）的学校数量则减
少。1970年至2020年，华小减少47所，淡小减
少130所。

根据表1的统计，1970年至2020年，华小
的学校数量虽然减少了47所，学生人数却增加
了71,167人；淡小亦然，学校数量减少130所，
学生人数微增1,563人。增建华小和淡小面对
极大的困难，主因是受到单元化政策的阻扰。
城乡发展差距和人口迁移也影响了各校学生人
数。

此外，本文也汇整了以下各项统计资
料：2020年城市与郊区小学的学校、班级与课
室数量、各年级学生人数、2020年各源流小学
教师人数、教师教育学院（IPG）毕业生和学术
职员人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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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70年至2020年各源流小学的学校数量增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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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970年至2020年各源流小学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年份
国小 华小 淡小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1970 4,277 1,046,513 1,346 439,681 657 79,278
1980 4,519 1,353,319 1,312 581,696 583 73,958
1990 4,994 1,770,004 1,290 581,082 544 96,120
1999 5,313 2,195,029 1,284 609,673 527 91,085
2000 5,379 2,216,641 1,284 622,820 526 90,280
2001 5,466 2,209,736 1,285 616,402 526 88,810
2002 5,564 2,246,492 1,285 632,180 527 90,502
2003 5,655 2,265,485 1,287 636,783 528 92,699
2004 5,713 2,300,093 1,288 647,647 528 95,374
2005 5,756 2,304,378 1,287 642,914 525 97,104
2006 5,774 2,298,808 1,288 636,124 523 100,142
2007 5,781 2,286,328 1,289 643,679 523 103,284
2008 5,787 2,263,478 1,290 630,572 523 105,196
2009 5,805 2,228,357 1,292 618,718 523 105,927
2010 5,837 2,184,918 1,291 603,192 523 104,654
2011 5,854 2,153,529 1,291 597,036 523 102,412
2012 5,851 2,111,754 1,294 589,413 523 97,696
2013 5,865 2,069,109 1,293 564,510 523 92,934
2014 5,867 2,044,624 1,295 559,157 523 88,880
2015 5,873 2,033,478 1,295 548,079 524 85,371
2016 5,879 2,043,284 1,298 540,290 524 83,291
2017 5,878 2,053,455 1,298 525,603 524 81,701
2018 5,874 2,077,707 1298 517097 525 81583
2019 5,872 2,107,950 1,299 521,083 525 81,420
2020 5,875 2,130,676 1,299 511,448 527 80,743
1970-2020（增减） +1,603 +1,090,163 -47 +711,67 -130 +1,563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截至2020年6月30日统计）

表2：教育部小学班级人数
年级 男生 女生 学生总数

小学一年级 229,145 218,711 447,856
小学二年级 238,300 227,661 465,961
小学三年级 232,738 223,472 456,210
小学四年级 223,888 216,214 440,102
小学五年级 226,955 220,052 447,007
小学六年级 225,291 217,477 442,768
学习问题特别
班（KKBP） 30,142 11,870 42,012

关爱辅助学
校Sekolah	
Bimbingan	
Jalinan	Kasih	
(SBJK/BJKS)

52 27 79

合计 1,406,511 1,335,484 2,741,995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 
（截至2020年6月30日统计）

表3：2020年全国各州华小学生人数

州属 学生人数
霹雳 42,323
雪兰莪 110,281
彭亨 17,418
吉兰丹 5,408
柔佛 92,119
吉打 19,075
马六甲 16,061
森美兰 18,381

资料来源：教总（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统计）

州属 学生人数
槟城 45,270
玻璃市 1,816
登嘉楼 2,256
沙巴 35,376
砂拉越 60,805
吉隆坡 43,432
纳闽 1,427

合计 51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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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政府学校与政府资助学校小学各年级人数

年级 国小 华小 淡小 宗教学校
（SABK）

特别教育
（PK）

一年级 349,684 81,913 12,906 3,103 250
二年级 354,468 94,720 13,518 3,083 172
三年级 355,021 84,259 13,761 3,010 159
四年级 344,508 79,172 13,280 2,964 178
五年级 346,648 83,671 13,634 2,873 181
六年级 340,789 85,723 13,362 2,728 166
学习问题特别班（KKBP) 39,479 1,990 282 0 261
关爱辅助学校Sekolah	Bimbingan	
Jalinan	Kasih	(SBJK/BJKS) 79 0 0 0 0

合计 2,130,676 511,448 80,743 17,761 1,367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截至2020年6月30日统计）

表5：城市与郊区小学数量
学校种类 城市政府

学校
城市政府资

助学校
郊区政府

学校
郊区政府
资助学校 数量

国小 2,668 137 2,927 143 5,875
华小 284 593 132 290 1,299
淡小 126 243 36 122 527
政府资助宗教学校 0 29 0 14 43
特殊教育学校（PK） 25 0 3 0 28
特别模式学校（K9） 1 0 7 0 8

合计 3,104 1,002 3,105 569 7,780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截至2020年6月30日统计）

表6：城市与郊区小学班级（Classes）数量
学校种类 城市小学 郊区小学 合计

国小 55,410 26,407 81,817
华小 16,010 3,100 19,110
淡小 3,504 946 4,450
政府资助宗教学校（SABK） 421 146 567
特殊教育学校（PK） 288 37 325
特别模式学校（K9） 10 119 129

合计 75,643 30,755 106,398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截至2020年6月30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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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马来西亚教师教育学院总院（IPGM）毕业生和学术职员人数
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 毕业生人数 学术职员人数

IPGM	Kampus	Perlis（玻璃市） 148 62
IPGM	Kampus	Darul	Aman,	Kedah（吉打） 146 168
IPGM	Kampus	Sultan	Abdul	Halim,	Kedah（吉打） 104 89
IPGM	Kampus	Pulau	Pinang（槟城） 94 120
IPGM	Kampus	Tuanku	Bainun,	Pulau	Pinang（槟城） 108 136
IPGM	Kampus	Ipoh,	Perak（霹雳） 152 178
IPGM	Kampus	Bahasa	Melayu,	WP	Kuala	Lumpur（吉隆坡） 31 108
IPGM	Kampus	Bahasa	Antarabangsa,	WP	Kuala	Lumpur（吉隆坡） 76 96
IPGM	Kampus	Ilmu	Khas,	WP	Kuala	Lumpur（吉隆坡） 156 132
IPGM	Kampus	Pendidikan	Teknik,	WP	Kuala	Lumpur（吉隆坡） 92 148
IPGM	Kampus	Pendidikan	Islam,	Selangor（雪兰莪） 99 170
IPGM	Kampus	Raja	Melewar,	Negeri	Sembilan（森美兰） 225 86
IPGM	Kampus	Perempuan	Melayu,	Melaka（马六甲） 105 103
IPGM	Kampus	Tun	Hussein	Onn,	Johor（柔佛） 130 68
IPGM	Kampus	Temenggong	Ibrahim,	Johor（柔佛） 132 114
IPGM	Kampus	Tengku	Ampuan	Afzan,	Pahang（彭亨） 169 84
IPGM	Kampus	Dato’	Razali	Ismail,	Terengganu（登嘉楼） 75 111
IPGM	Kampus	Sultan	Mizan,	Terengganu（登嘉楼） 123 102
IPGM	Kampus	Kota	Baharu,	Kelatan（吉兰丹） 103 103
IPGM	Kampus	Gaya,	Sabah（沙巴） 76 87
IPGM	Kampus	Kent,	Sabah（沙巴） 88 79
IPGM	Kampus	Tawau,	Sabah（沙巴） 95 44
IPGM	Kampus	Keningau,	Sabah（沙巴） 53 35
IPGM	Kampus	Batu	Lintang,	Sarawak（砂拉越） 47 83
IPGM	Kampus	Sarawak（砂拉越） 77 34
IPGM	Kampus	Rajang,	Sarawak（砂拉越） 39 32
IPGM	Kampus	Tun	Abdul	Razak,	Sarawak（砂拉越） 65 76

合计 2,808 2,648
资料来源：教育部马来西亚教师教育学院总院（IPGM）（截至2020年6月30日统计）

表7：城市与郊区小学课室（Classrooms）数量
学校种类 城区小学 乡区小学 合计

国小 56,167 29,973 86,140
华小 16,182 3,441 19,623
淡小 3,681 1,005 4,686
政府资助宗教
学校 438 189 627

特殊教育学校
（PK） 370 52 422

特别模式学校
（K9） 10 113 123

合计 76,848 34,773 111,621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 
（截至2020年6月30日统计）

表8：政府小学与政府资助小学教师人数

学校种类 大学毕业 非大学
毕业

未受训及
其他

国小 155,554 22,409 3,443
华小 28,881 6,543 562
淡小 7,113 1,241 9
政府资助宗教
学校 880 293 155

特殊教育学校 722 68 0
合计 193,150 30,554 4,169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 
（截至2020年6月30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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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
2021年11月

（综合整理自各大报章的新闻报导）

日期 事项

9月20日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指出，2021年统考师范课程（PISMP-UEC）吸纳了18位华文独中生，
比往年增加，创下了历史新高。

9月28日
	教总发表文告，对教育部即日起至10月10日，以合约服务方式招聘大学毕业生成为中小学

合约教师（DG41）表示欢迎，并吁请符合资格的华裔子弟积极响应教育部此次的师资招聘
计划。

9月29日 	驻马大使欧阳玉靖在与董教总及留华同学会线上交流时宣布，中国驻马大使馆将提供57个
奖助学金名额予22所华文独中及关丹中华中学。

9月30日 	董总主席陈大锦向媒体证实，财政部在9月23日正式发函予全国华文独中及关丹中华中
学，表示将会拨出1,500万令吉款项予全国华文独中。

10月7日
	苏丹后法蒂玛基金会与柔佛董教联合会和华文独中校长代表会面，针对推动技职教育和产

学合作进行讨论，达成共识成立技职科产学合作发展委员会，推动州内技职教育发展，培
养技职人才。

10月12日

	董总针对2021年华文独中获得财政部1,500万令吉特别拨款过程中所引发的议论发表文告，
并强调任何协助华教和母语教育的政党，董总都会肯定其努力，同时予以监督和建言。

	华教元老、董总前总务、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前秘书刘锡通律师因病逝世，享年84
岁。

10月18日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在2021年国民型华文中学公益金拨款线上移交仪式时宣布，68所政府
资助学校和13所政府学校，分别获得410万2,644令吉及77万令吉的拨款。

10月28日 	蒲种金銮镇第5区朱运兴华小建委会主席王友泰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于本月25日，接获教
育部秘书长发出指示建校工程停工的信函，函中却未阐明停工的原因。

10月29日

	董总和教总针对蒲种朱运兴华小建委会接获教育部秘书长指示该校建校工程停工事件发表
文告，表示深感遗憾和不满。

	教育部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获得526亿2,506万2,300令吉拨款，占总拨款的15.85%，
是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

10月30日 	董总和教总针对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有关教育方面的预算发表文告指出，财政预算案未提
及某些学校的拨款，政府应速公布详情以解疑。

11月1日

	董总和教总发表联合文告表示，朱运兴华小遭指示停止建校工程事件的源头，乃政府始终
未根据地方需求制度化增建各源流学校，尤其是对华小的增建诸多限制所致。各界须认
清事件的根源，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内部纷争，模糊了事件的本质，进而影响华教权益的争
取。

11月5日

	董总和教总针对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日前在国会书面回答2022年华淡小六年级马
来文课本介绍爪夷字的内容，将维持内阁在2019年8月14日的决定发表文告，对于教育部
无视华印社会要求搁置此项争议性措施，以寻求符合我国多元社会国情的替代方案深感不
满。

11月20日
	董总召开2021年度董总会员代表大会暨第32届（2021-2024年）董总中央委员州选举，由

柔佛董教联合会、马六甲董联会、吉打董联会、雪隆董联会、槟威董联会和砂拉越董联会
获选为中委州。

11月25日
	彭亨董联会主席林锦志向媒体指出，该州教育局自11月初开始为北根县2所全津贴华小提供

并挂上有国文及爪夷文校名的校牌后，也即将在关丹县实行同样的措施，该董联会促请教
育局为这些华小校牌加上中文校名。

11月26日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表示，他已针对彭亨北根县教育局为2所华小提供没有中文校名的校
牌一事，向彭亨州教育局长了解，后者已指示承包商重新制作附有中文校名的校牌。

备注：�有关华淡小违宪案事件的大事纪要，可参考本期焦点——�
“维护宪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运动

近两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政治局势动荡、种族
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猖獗，这些对我国社会造成极大
负面冲击。董总深信通过群策群力与众志成城的力
量，捍卫我国多元文化和各源流学校，使其继续深
耕和发扬光大。时序流转，年轮更替，董总恭祝各
界元旦快乐，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国社会能摆脱困
厄，迎来光明。

一、学生返校上课，严防疫情保障安全

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等学府在疫情下关
闭校园，改用网课教学，师生们需适应新的教学模
式，然而网课的学习尚有待改善，效果不如在校实
体课，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师生的心理健康。随着自
2021年10月起，学生分批返校上实体课，教师面对
面向学生授课，各方必须严加防止疫情，保障全校
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统考顺利举行，成绩可预期公布

在评估疫情事态和人民的疫苗接种率，以及吸
取疫情导致2020年全国华文独中高初中统考日期两
度展延的经验后，董总加强与各华文独中的联系和
协调，使得2021年独中统考顺利举行。董总感谢各
华文独中、家长和学生们的配合。目前，统考评阅
等工作在进行中，统考成绩可预期公布，让毕业生
申请就读国内外高等学府。

三、疫情下华文独中的财务困境

华文独中是民办非营利教育机构，长期以来自
立更生，筹募办学经费。疫情导致独中面对沉重经
济压力，有者被迫使用储备金，全国近25%独中学
生没能力支付学杂费。在多方伸出援手和捐款后，
局部舒缓了独中和学生们的经济压力。希望今年国
家经济复苏，独中募款得以改善。

四、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捍卫母语教育

各源流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促进国家繁荣进

步与社会和谐，丰富我国多元社会特质，是国家的
宝贵资产和竞争优势。惟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
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应依循教育平等之原则，制度
化增建各源流学校，公平分配教育拨款，提供足够
的合格师资和其他教育设施，包括网络基础建设。
政府应设立独立的教育监察委员会，以监督教育部
行使公共权力，确保良好施政，促进各源流学校发
展。

母语教育至今仍面对严峻考验，有些极端的单
元主义势力意图消灭华小和淡小。因此，董教总等
10个华团发起“维护宪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联署
运动，动员华社和友族社会，以促请政府坚定维护
宪法精神，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保障宪法赋予的
母语教育权利。至今为止已取得超过3千份团体签
盖。

五、解释拨款不明之处，尽快发放教育拨款

董教总曾针对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教育拨款不
明之处，要求政府速公布详情解疑，惟政府至今仍
没作出解释。虽然财案的教育发展拨款激增，但却
没提及教会学校、国民型中学、华文独中和三所华
社民办大学学院有无拨款一事，也没提及增建和搬
迁华小的建校拨款，以及没宣布会否为政府资助学
校提供水电排污费拨款。我们认为，政府应把这类
学校或教育机构的拨款也一并纳入财政预算案。此
外，政府应公布和解释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用于
增建和搬迁华小的2,000万令吉建校拨款去向，以
及有关建校计划进度和拨款使用等详情，包括是否
已取消此年度建校拨款。

教育部已宣布新学年将于2022年3月开始。董
总呼吁政府尽快解决各校师资短缺问题，并尽快发
放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教育拨款，让各校有足够资
金应付行政开销，支付水电排污费等，提升和维修
学校设施，加强防疫工作，确保学校行政和教学工
作顺利进行。

董总主席
陈大锦 年元旦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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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多源流教育体系——
“维护宪法精神，

捍卫母语教育”
运动董教总针对特定人士以华淡小违宪为由，挑战华淡小

合法地位的诉讼事件，于2021年10月23日召集各华团汇

报交流，共商对策。

随后，10华团发起“维护宪法精神，捍卫母语教育”运

动，向学校和团体收集签章，并将联署成果提呈至政府。

10月27日，10个华团成立工委会，发起“维护宪法精

神，捍卫母语教育”运动，呼吁各界参与联署，维护母语

教育权力和多元价值。

至11月30日签章运动结束，仍陆续收集签章，截至

12月23日共收到3,403份全国华团、华校的签章。

“维护宪法精神，
捍卫母语教育”运动
签盖表格回收
（截至2021年12月23日，上午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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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3,4031,914

1,127
362

华小、华文独中、国民型中学

华团

其他非华裔学校和教育组织

1,301所华小中，目前参与签署华小共1,174所（90%）。

本期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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