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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声明（2012年5月4日

董总常务委员会在今天会议议决，退出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圆桌会议，并发表
声明如下：
• 董总在4月2日圆桌会议上，提交325
1. 董总确实抱着极大的诚意，希望40多年来 • 4.3
华小师资严重短缺问题能够获得当局的重
抗议大会4项决议和11个要点说明的书
视和认真地解决。今年3月25日举行的华
面文件给魏家祥，包括要教育部公布解
小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会所通过的4项议决
决华小师资短缺和不具华文资格教师问
案，是具有充足的民意代表性，而且是务
题的方案和进度时间表。但是在4月2日
实可行的方案。董总已经一再声明，认真
会议记录里，教育部没有把4项决议和11
落实4项决议，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华小师
个要点全文记录在案或收录为附件。
资严重短缺问题。
• 4.4
• 虽然教育部官员曾表示有超过1000名不
2. 内阁成立以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为首的华
具华文资格教师派到华小，但是教育部
小师资特别委员会，至今已召开5次圆桌会
在会议上依然在约100名课业辅导教师
议，董总出席其中的3月8日、4月2日和4
和17名社会科学研究教师的个案和技术
月27日的会议。总的来说，圆桌会议局限
层面上兜圈子。董总要求教育部提供今
在技术和个案层面兜圈子。董总曾经表明
年初派到华小以及调走的不具华文资格
不愿看到政府只提供表面数据和承诺，在
教师的人数和学校名单，以及教师的任
技术和个案层面兜圈子，以致从根本解决
教科目和职位等资料，教育部始终都不
华小师资短缺问题沦为空谈。
提供有关书面资料。
3. 教育部长期实施单元化教育政策，教育法
• 此外，董总也曾在圆桌会议上书面和口头
令有许多不利于华小的条文，造成华小师 • 4.5
要求教育部，提供书面的华小各项师资数
资短缺长期没有获得解决，而且委派不具
据和资料以及临教合约，但都不得要领。
华文资格教师到华小担任行政高职和执教
这些资料包括：
各科目，不单只发生在华小各年级，近几
• （a）华小高职行政人员和各科目教师的
年也蔓延到华小学前教育班、特殊教育班
•          需求、供应和短缺的数据和资料。
和课业辅导，使问题更加严重，产生华小
变质和逐渐失去华文学校特征的危机，令
• （b）华小教师人数、其专业科目和执教
人非常担忧和不满。因此，只有从法令、
•         科目，包括临时教师和代课教师的
政策、制度和执行措施着手，采用多元、
•          统计资料。
开明和公平政策，才能一劳永逸有效解决
• （c）华小各项师训课程，每年录取的师
华小师资等华教问题。
•          训学员、毕业生人数和受训科目。
• （d）华小教师的退休和离职人数及其任
4. 董总决定退出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
•          教科目和职位的统计资料。
圆桌会议的原因如下：
• （e）华小临教的合约、师训课程、受训
• 董总曾在圆桌会议和各种场合强调，
• 4.1
•          人数和科目。
而且不断要求教育部必须从政策和制
度，根本地解决华小师资短缺和不具 • 4.6
• 华小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会4项决议，
华文资格教师问题。但是，魏家祥副
涉及华小师资培训制度、教育法令和政
部长于5月1日却表示，华小师资特
策层面，包括恢复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
别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不涉及政策层面
介语的华小师资培训制度，设立师范课
问题。这说明以魏家祥为主席的华
程华小组，把大马教育文凭（SPM）华
小师资特别委员会所召开的圆桌会
文科优等资格列为有关申请者的师训申
议，只局限在技术和个案层面，不谈
请条件，其实也涉及语文和教育政策问
政策问题，忽视325抗议大会决议。
题。而第4项决议提出的检讨教育法令，
• 4.2
• 根据几次圆桌会议的情况，教育
实施多元化教育政策的要求，是要政
部始终围绕在它于3月21日公布的
府确保各源流学校地位平等，享有公平
所谓“8点方案”。董总早就严正
合理对待，保障各源流学校的生存和发
指出，在3月25日举行抗议大会之
展。因此，落实这两项决议，对一劳永
前，魏家祥迫不及待宣布的“8点
逸从制度和政策上根本解决华小师资短
方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缺问题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但是，由
权宜之计的应景之作，没有从政策
和制度上根本解决华小师资问题。
于魏家祥强调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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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范围不涉及政策层面，也就以此作为借 • 5.  基于上述原因，董总常务委员会在今天会
•      议议决，退出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
口拒绝讨论单元化教育政策问题。
•      圆桌会议。

z附录：

325华教救亡运动

办教师在职特别培训课程，以让他们同时
也具有教导马来文或英文科专业资格。

华小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会
大会决议

3. 大会吁请教育部恢复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语的华小师资培训制度，设立师范课程华
小组和制订妥善方案，来培训华小所需要的
师资，必须把具备大马教育文凭（SPM）
华文优等的资格列为申请条件，以符合华小
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需求。

2012年3月25日
1. 大会吁请教育部，马上调走今年新学年开学
时被派到华小执教的不具华文资格教师，包
括马来文和英文教师，并把从华小调走的具
有华文资格的教师调回到华小服务。

4. 大会吁请政府检讨教育法令，实施多元化
教育政策，确保各源流学校地位平等，享
有公平合理对待，保障各源流学校的生存
和发展。

2. 大会吁请教育部为那些不是主修马来文或
英文，但却已经在华小教导马来文或英文
至少三年，而且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举

董总文告（ 2012年5月7日
  针对退出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圆桌会议，董总基于副教育部长拿督魏家祥及其他组织
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造成混淆不清的局面，因此发表文告以正视听。
1.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蔡细历曾说，该委会
的权力和工作范围有限，并非通过这样
一个小组，就能全面解决华小师资短缺
问题；魏家祥则认为政策问题，必须在
另外的“全国教育制度检讨对话会”上
提出，并一直强调该委会只收集资料；
这不但认同董总坚持必须从政策上及制
度化的解决40年来的华小师资短缺问
题，而且也承认该委会只＂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处理技术与个案层面问题。

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可是魏家祥却没
有优先处理今年度调去华小的不具华文资
格教师，反而本末倒置的去处理在过去几
年来调去华小的120名教师，而这方面的
进展也是慢吞吞，未见成效。

董总指出，多年来已针对师资短缺问题，
向教育部及教长锲而不舍的提呈建议书及
备忘录，要求拟定短期与长期计划制度化
的培训教师。可是教育部一直视若罔闻，
无视华小长年累月面对不够教师之苦。

3. 魏家祥诬赖董总领导人在圆桌会议以华语
发言，令教育部官员犹如“鸭子听雷”，
其实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代表董总发言
时，都以国语表达；其中一次署理主席
邹寿汉要求以华语发言，获得魏家祥的同
意并充当翻译。现在魏家祥竟然公然说假
话，而且含有煽风点火的隐议程，可见其
居心不良。

董总认为，很明显的魏家祥要把董总跟他
们捆绑在一起，以合理化单元主义语文政
策的措施。

董总表明将会呈交建议书或备忘录予全国
教育制度检讨对话会，期待教育部认真解
决华小师资问题。

董总劝告魏家祥自我庄重及珍惜名声，切
勿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假话，并为了官爵而
出卖尊严。

2. 虽然魏家祥要董总留在该委会，但是却拒
绝董总提出从政策上制度化的解决华小师
资问题。即使是从技术与个案层面寻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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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文告（ 2012年5月9日

针对退出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圆桌会议，董总今天发表文告作进一步说明，以正视听。

1. 该圆桌会议着重报告和讨论教育部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8点方案”，在技术
和个案层面兜圈子，要求各出席团体协
助寻找办法，以及提供师资数据和个案
资料给教育部，没有着重讨论董总提出
的主要问题。魏家祥强调该委员会的职
权不涉及政策层面，把球踢给“全国教
育制度检讨对话会”，忽视325抗议大
会决议。董总出席会议变成在听取汇报
以及其他人的一来一往谈话，而且教育
部拒绝讨论董总所提出从法令、政策和
制度层面解决华小师资短缺和不具华文
资格教师问题的要求，不提供董总多次
要求的师资数据和资料。此外，马华总
会长蔡细历曾说该委员会的权力和工作
范围有限，并非通过这样一个小组，就
能全面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由此可
见，圆桌会议不能全面解决问题，作用
有限。董总决定退出圆桌会议，避免被
捆绑和被利用来合理化有关单元化教育
政策的措施和方案。

外，董总要求的其他书面资料，都不得
要领，这包括：
（a）华小高职行政人员和各科目教师
5.          的需求、供应和短缺的数据和资
         料。
6.
（b）华小教师人数、其专业科目和执
         教科目，包括临时教师和代课教
7.
         师的统计资料。
（c） 华小各项师训课程，每年录取的
8.
         师训学员、毕业生人数和受训科
         目。
9.
（d）华小教师的退休和离职人数及其
10.         任教科目和职位的统计资料。
（e）华小临教的合约、师训课程、受
11.         训人数和科目。
5. 董总强调，华小师资短缺已超过40年，
12.
而且委派不具华文资格教师到华小担任
行政高职和执教各科目的问题更加严
重，不单只发生在华小各年级，近几年
也蔓延到华小学前教育班、特殊教育班
和课业辅导，产生华小变质和逐渐失去
华文学校特征的危机。问题的根源在于
教育法令存有不利于华小的条文，教育
部一直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导致华小
师资等问题继续发生，才会产生所谓的
技术和个案问题。教育部不解决法令、
政策和制度问题，只在技术和个案层面
兜圈子，实是本末倒置。

2. 董总在4月2日圆桌会议上，提交325抗
议大会4项决议和11个要点说明的书面文
件给魏家祥，包括要教育部公布解决华
小师资短缺和不具华文资格教师问题的
方案和进度时间表。但是，教育部在4月
27日圆桌会议当天才派发的4月2日会议
记录里，没有把4项决议和11个要点全文
记录在案或收录为附件，董总提出的许
多事情没有记录，变成“没有提过”。
3. 尽管董总已多次向魏家祥提出口头和书
面要求，但是教育部不提供任何书面的
华小师资资料和数据以及临教合约，只
口头和通过电脑荧幕报告一点数据，当
董总职员要拍摄有关数据作为存档记录
时，魏家祥却不允许。另一方面，董总
在外获取华小数据资料的管道却遭到有
心人的企图干扰和断绝。

6. 因此，教育部必须从问题根源即法令、
政策和制度层面着手，并且透明化公布
师资数据等资料，拟订妥善的全盘方
案，一劳永逸全面解决华小师资问题，
这才能真正展现教育部的诚意，取信于
民。否则问题还是会年复一年发生，不
断在教育部“8点方案”的技术和个案
层面团团转。董总希望社会各界必须认
清这点，提高警惕，勿被“8点方案”
的所谓“进展”所麻痹，而忘记单元化
教育政策还没废除的事实。

4. 董总要求教育部提供今年初派到华小及
调走的不具华文资格教师的人数和学校
名单，教师的任教科目和职位，以及填
扑空缺的资料。即使教育部官员表示有
超过1千名不具华文资格教师派到华小，
魏家祥始终都不提供有关书面资料。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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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华校董事会联合会、霹雳育才校友会、霹雳赤溪会馆、霹雳华教工作者联合会、
霹雳华校校友会联合会、霹雳华社联合会、霹雳老友联谊会
联合文告
2012年5月8日

全力支持董总退出
“教育部华小师资问题特别委员会”
1. 我们上述七间文教团体严正声明，全
力支持董总退出由教育部副部长魏家
祥主持的“教育部华小师资问题特别
委员会”的正确决定。

4. 我们华教基层尊重其他要留在该委员
会内团体的立场。如教总，如果受到
足够的重视的话，技术层面上的问
题，教总应对足矣！至于华总，我们
体会到大商人的亲官心态，只希望他
做好本分的工作，少对董总的退出决
定指指点点，就是了。

2. 我们认为，这个委员会其实是一个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组，由副教育部
长担纲演出，主要是在于模糊问题的
本质和拖延问题的解决。董总被逼退
出这个委员会是亲身经历和了解到这
个委员会的名目堂皇而作用有限，继
续留在此委员会内已没有意思。

5. 我们建议，鉴于“教育部华小师资问
题特别委员会”无法政策性解决问
题，董总可直接修函首相或教育部
长，争取面对面会谈解决问题；另一
方面，也建议董总到各州联合华团，
举办大、小规模的集会，向华社汇报
事态的发展，以寻求群众的支援。

3. 我们认为，董总当初加入这个委员会
是希望这个委员会不但在技术上有立
刻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政策上也能做
出改正。但‘325’以来，此委员会
的表现，并非如此。董总如不退出
此委员会，将受这委员会的制约和捆
绑，而在内又不能有所发挥。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华教总机构，时间就是生
命，对‘325’的四大决议的执行，
不能被人故意拖延。

6. 在此时刻，我们希望董总紧紧依靠大
众，面对困难，克服困难。
7. 我们也吁请各界人士，诚心诚意全力
支持华教的努力。华教的明天肯定会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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