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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新田❋

摘　 要:

在单元主义教育政策下,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生存面临严峻的考验。

为捍卫华校的存在与发展, 华人社会一方面提高对华校存在意义的认识,

统一思想, 另一方面则采取有力措施抗衡一切不利于华文教育的政策。

2012 年, 董总在五个地区主办了 5 场群众请愿大会, 要求政府公平合理

对待各民族源流学校, 提出反对不利于各族母语教育的制度、 妨碍民族团

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贯彻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 《2013 ~ 2025 年教育发

展大蓝图初步报告》, 并促请政府顺应世界发展趋势、 全球多元的格局以

及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国情, 建立一个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国家教育体

系, 满足各族人民的需求和促进各族的文化、 社会、 经济及政治发展, 在

尊重国语的同时, 也维护及扶持各族语文和文化的发展。 本文主要论述了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现况, 目前从小学至大专院校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应

对策略。

关键词:

马来西亚　 董总　 华文教育　 策略与发展

一　 前言

20 世纪 40 年代初, 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英殖民地者统治时期打压华文教育

(简称 “华教”) 的发展。 在 1942 年日军占据新加坡和马来亚期间, 华校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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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 1945 年日军投降, 英殖民地者重新控制新马, 同时加紧了对华教的压制。

1949 年新加坡推出 《五年教育补充计划》, 欲将各源流学校纳入以英文为主流的

新教育体系, 1951 年马来亚颁布 《巴恩报告书》, 要以英文、 马来文为教学媒介

的学校取代其他源流学校。 1952 年教育法令鼓励各源流学校改制为国民学校。

1956 年拉萨教育报告书提出, 将各族儿童统一集中在以马来文为教学媒

介的学校的 “最终目标”。 1961 年教育法令迫使华文中学改制, 1996 年教育

法令规定: 除了在第 28 条下设立的国民型小学, 或者部长所豁免的其他教育

机构以外, 在国家教育体系中所有的教育机构, 都必须以马来文作为主要教学

媒介, 以实现其 “最终目标”。

2012 年, 当局进一步提出贯彻单元同化教育政策的 《2013 ~ 2025 年教育

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告》。 此报告书的最终目的是: 以国民学校取代其他各源流

的学校。 华文教育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必须省思以及采取

应对策略, 以捍卫与发展华文教育。

二　 当前政策与抗争

马来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 多种语文和多种宗教信仰

的国家。 早在 1957 年独立建国之前, 它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并已拥有

采用不同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各种源流学校, 如英文学校、 马来文学校、 华文学

校和淡米尔文学校。 华文教育在本土扎根与发展至今已超过 190 年。 华人社会

创办华文学校, 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培育子女, 为国家作出贡献。

2010 年, 马来西亚华裔人口逾 639 万, 占公民人口的 24． 6% (见表 1)。

2012 年,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内, 有 1357 所华校, 学生总数逾 66． 6 万人,

即 1294 所华文小学 (简称 “华小”) 有 59． 1 万名学生, 60 所华文独立中学

(简称 “华文独中”) 有 7 万名学生, 3 所民办华教高等学府有 5000 名学生

(见表 2)。

其实在 20 世纪 20 年代, 英殖民地者已经加紧压制华文教育。 从马来亚

1957 年独立建国前夕和 1963 年马来西亚成立至今, 政府为贯彻 1956 年拉萨

教育报告书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 “最终目标”, 即最后只有一种源流学校: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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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统计

民　 　 族 人口(人) 百分比(% )

马 来 族 14191720 54． 6

原住民族 3331788 12． 8

华 族 6392636 24． 6

印 度 族 1907827 7． 3

其他民族 189385 0． 7

非 公 民 2320779 —

合 计 28334135 100． 0

　 　 资料来源: 《2010 年马来西亚人口和房屋普查: 人口分布和人口统计基本特性》, 马来西亚统计

局, 2011。

表 2　 2012 年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基本教育统计

华校类别 学校数量(所) 学生人数(人) 教师人数(人)

华文小学 1294 591121 37367

华文独立中学 60 70266 3882

华教高等教育学府 3 5000 —

合　 　 计 1357 666387

　 　 资料来源: ① 《2012 年 1 月教育基本资料》, 马来西亚教育部教育政策研究及策划组, 2012。
② 《2012 年董总·独中工委会工作报告书》,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2013 年 5

月。
③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内部档案资料, 2013。

民学校 (马来文学校), 把所有族群孩子纳入一个以国语 (马来语) 为主要教

学媒介的教育体系。

单元主义教育政策 “最终目标” 的形成, 主要是受到马来中心主义和民

族国家的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种文化、 一种语文、 一种源流学校” 的

政治思想影响。

因此, 华文、 淡米尔文、 英文源流等学校的发展, 皆被边缘化和受到压

制。 这些学校甚至还面临变质及消失的危机, 即学校媒介语、 校园文化、 组织

和人员的结构被改制, 而成为马来文学校。

有关当局通过教育法令、 报告书、 教育蓝图、 行政通令和计划等各种方

式, 以贯彻 “最终目标”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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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育法令、 报告书、 教育蓝图、 行政通令和计划的重点

序
教育法令、

报告书等名称
重点

1
1920 年 学 校 注

册法令

规定学校、董事和教员必须注册,可随时吊销其注册,教科书必须经过当局审查批

准。 这引起华社广泛的强烈反对,英殖民地当局把一批华教领导人驱逐出境

2
1924 年 注 册 学

校津贴条例

宣布华校可向当局申请津贴,但必须使用指定的教科书和接受指派的教师,
企图压制华校的发展

3
1946 年 吉 斯 曼

计划

主张①分别以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或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免费小学教育;
②所有小学都教授英文;③设立两类中学,即一类以英文为教学媒介并且母语

作为一个科目,另一类则是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而英文作为第二语文

4
1950 年 荷 格 报

告书

主张建立一个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的马来亚国家,遭到华人社会和马来人

社会的强烈反对

5
1951 年 巴 恩 报

告书

主张设立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废除其他语文源流学

校。 这遭到华社强烈反对,并促使教总的成立

6
1951 年方、吴报

告书
主张政府承认华校的地位并协助其发展

7
1952 年 霍 根 报

告书
其内容几乎是 1951 年巴恩报告书的翻版

8
1952 年 教 育 法

令

根据 1952 年霍根报告书制定了 1952 年教育法令,主张把各族孩子集中在以

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 这遭到华社强烈反对,并促使董

总的成立

9
1954 年 教 育 白

皮书

主张在非英文源流学校开设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班级,由政府委派教师和支付

薪金,逐步把这些学校改为英文学校,遭到华人社会和马来人社会的强烈反对

10
1955 年 马 六 甲

会谈和联盟大选

宣言

联盟(国阵的前身)为了确保在马来亚联合邦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获胜,而与

教总、董总进行“马六甲会谈”,联盟答应执政后将修改1952 年教育法令和1954
年教育白皮书,拨款给华校用作发展,不消灭任何族群的学校、语文和文化。 联

盟在大选宣言中许诺将检讨 1952 年教育法令和 1954 年教育白皮书,让使用母

语的学校自由发展,鼓励而不会摧残任何一个族群的学校、语文和文化

11
1956 年 拉 萨 报

告书

此报告书第 12 条提出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即“教育政策的

最终目标,必须是把所有族群的孩子,集中在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作为主

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体系,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不能仓促,必须逐步推

行”

12
1957 年 教 育 法

令

此法令第 3 条提出:“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国

民教育体系,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
目的在于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也维护和扶持其他族群语文和文化的发

展。 在此法令下,马来文小学称为标准小学,英文小学、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

小学称为标准型小学,都获得政府给予的全部津贴。 马来文中学称为国民中

学,华文中学和英文中学称为国民型中学。 国民中学和国民型英文中学都获

得全部津贴。 国民型华文中学也继续可以获得部分津贴,但若要获得全部津

贴则必须改为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即改为国民型英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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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教育法令、

报告书等名称
重点

13
1960 年 拉 曼 达

立报告书

篡改了 1957 年教育法令第 3 条所规定的教育政策,而以 1956 年拉萨报告书

第 12 条的“最终目标”取代。 主张如果要继续获得政府的津贴,华文中学就

必须把主要教学媒介改为英文或马来文

14
1961 年 教 育 法

令

根据 1960 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制定的 1961 年教育法令,篡改了 1957 年教育法

令第 3 条所规定的教育政策。 在此法令下,马来文小学称为国民小学,英文

小学、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称为国民型小学。 马来文中学称为国民中学,
国民型中学只限于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政府中学或政府津贴中学。 以华

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中学只能是私立中学,政府不再给予任何津贴。 此法令第

21(2)条授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将一所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

小学。 因此,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和英文小学可随时遭改为马来文小学

15
1963 / 1967 年国

语法令

1967 年国语法令实施,英文中小学在国语政策下,各年级科目逐年改以国语

(马来语)为教学媒介。 英文中小学最终消失,改制为马来文中小学。 1970
年开始,英文小学一年级改用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至 1975 年完全改制为马来

文小学。 1976 年开始,英文中学逐年改制为马来文中学

16
1969 年 阿 兹 报

告书

以调查教师的薪金及服务为名,提出废除学校董事部,以学校发展部取代之,
并主张政府有权征用校舍

17
1971 年 阿 兹 报

告书(修订本)

虽然保留学校董事部,但却表示“不过无须保留现有的形式”,董事部不再是

教师的雇主,其职责只是负责学校的福利和发展。 凡是选择加入新的阿兹薪

金制的教师都自动成为政府公务员

18

1971 / 1972 年教

育部长胡先翁关

于学校董事部的

谈话

1971 年 12 月 5 日,教育部长胡先翁(即之后的首相)在国家语文出版局接见

董教总和马华公会 200 余名代表时表示,是重组学校董事部而不是废除学校

董事部,而且除了“雇用及解雇”教职员的权力外,董事部的其他权力照旧。
1972 年 1 月 10 日,教育部长胡先翁在国会重申,是重组学校董事部而不是废

除学校董事部

19
1971 年 玛 吉 报

告书
主张实施大专收生种族固打制(quota system)录取各族学生就读大学

20
1971 年 大 学 及

大专学院法令
规定创办大学或学院,需要获得最高元首之恩准

21
1972 年教育(修
订)法令

根据《阿兹报告书》的建议,政府颁布 1972 年教育(修订)法令,在 1961 年教

育法令里增添第 26A 条文,授权教育部长可以随时解散学校董事部,规定所

有全津贴的学校的董事部必须在教育部长所确定的一个日期解散

22

1977 年 教 育 部

解散华文小学等

源流学校董事部

事件

教育部致函一些华文小学及其他源流学校,表示教育部长将根据 1961 年教

育法令第 26A 条解散这些学校的董事部

23
1979 年 内 阁 教

育报告书(马哈

迪报告书)

暂时允许华文小学存在,但是没有删除1961 年教育法令第 21(2)条。 对私立学校

提出种种限制,对华文独中非常不利。 主张改革小学和中学的课程,以拟定一个注

重读、写、算的小学课程纲要,以及一个衔接小学课程纲要的中学课程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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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教育法令、

报告书等名称
重点

24
1980 / 1982 年 3M
计划(读写算课

程纲要)

教育部宣布落实 1979 年内阁教育报告书,推行注重读、写、算的小学课程纲

要;提出华文小学除了华文和算术外,其他科目的教材皆以马来文编写,音乐

课必须教导 50%的马来歌曲,其余 50% 的歌曲则是由马来歌曲翻译过来华

语唱的歌曲。 华社强烈反对这些使华文小学变质的具体措施

25

1984 年 华 文 小

学、淡米尔文小

学集会用语改用

马来语通令

吉隆坡教育局发函通令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等,规定学校的所有集会必

须以国语(马来语)进行

26
1985 年 综 合 学

校计划

主张把各语文源流小学(马来文小学、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集中在同一个

校园,以逐步让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变质,改变其媒介语文为马来语文

27

1987 年“华文小

学高职事件” 和

“茅草行动” 大

逮捕事件

教育部委派不具备华文资格教师到华文小学担任正副校长及主任等行政高

职,影响华文小学行政语文和校园文化,将导致华文小学变质,遭到华社强烈

反对。 当时国阵政府里的巫统发生党争。 政府当权者展开“茅草行动”,扣留

了各领域的许多人士,包括董教总领袖,多家报刊被关闭

28
1994 ~ 2000 年

教育部首要工作

目标

提出把各源流小学集中在同一校园的概念,即后来的宏愿学校计划概念

29
1995 / 2010 年宏

愿学校计划

1995 年,教育部提出宏愿学校计划,是 1985 年综合学校计划的翻版,假借“国
民团结”之名,贯彻“最终目标”之实,以把多源流学校改为单一源流学校。 提

出把各语文源流小学集中在同一个校园,并强调以国语(马来语)作为统一的

教学媒介语文,是最重要的特征,并且必须逐步推行。 宏愿学校计划采取

1956 年拉萨报告书的渐进策略,即“不能过于仓促,必须逐步推行”的方式,
来逐步让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变质,达到“最终目标”。 2010 年,宏愿学

校计划再次死灰复燃,继续推行

30
1996 年 教 育 法

令

1995 年全国大选后,在华社强烈反对下,政府迅速在国会提呈 1995 年教育法

案,三读通过后颁布为 1996 年教育法令。 1996 年教育法令继续贯彻 1956 年

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且更加严峻。 1996 年教育法令第 17(1)条款比

1961 年教育法令第 21(2)条款的杀伤力更大,令现有华文小学和华文独中失

去使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法律地位,沦为类似“非法木屋”

31
2001 ~ 2010 年

教育发展蓝图

贯彻 1956 年拉萨报告书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提出达成“国民

团结”的教育政策及其必须具备的条件: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以国语为学校

主要教学媒介语;以马来文化为主体的国家教育课程和统一课程纲要;所有

学校采用划一的考试制度。 此教育蓝图依据 1956 年拉萨报告书的要求,也
重提 1960 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和 1961 年教育法令要建立一个以马来语为学校

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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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教育法令、

报告书等名称
重点

32

2003 年 英 语 教

数理政策

2010 年 巩 固 国

语、强化英语政

策

政府于 2003 年起强行从小学 1 年级开始,在各年级逐年实施以英语教授数

理科,违反各源流小学以母语教学的法令规定,违背母语教育原理,引起各民

族人民强烈反对。 2009 年,内阁宣布废除英语教数理政策。 各源流小学从

2011 年开始在 1 年级全面使用母语教授数理科,至 2016 年 1 至 6 年级皆全

面使用母语教授数理科。 此外,政府实施 “巩固国语,强化英语” 政策

(MBMMBI),取代英语教数理政策(PPSMI),忽略华语、淡米尔语的发展

33
2004 年 学 生 交

融团结计划一般

指南(新指南)

这份新指南违反教育部《1986 年学生交融团结计划》的内容和精神,没有纳

入董教总于 1986 年提出及被教育部接受的修改建议。 2004 年的新指南实施

另外一套措施,打开变质华文小学的缺口

34
2006 ~ 2010 年

首要教育发展蓝

图

再次提出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一种源流学校”的
单一民族国家制度,注重伊斯兰教文明,强化国民小学和国民中学为所有族

群的首选学校。 继续贯彻 1956 年拉萨报告书所强调的“以国语为所有学校

主要教学媒介”的“最终目标”,特别强调在学前至中学阶段,建立一个以国语

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实行统一的课程和考试,扩展马来语的使用以强

化其地位,而国内其他民族的语文仅作为中小学的一个选修科目,以边缘化

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教会学校的发展

35
2013 ~ 2025 年

教育发展大蓝图

初步报告

继续贯彻单一民族国家理念,落实 1956 年拉萨报告书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

“最终目标”,固守“多元语文源流学校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的狭隘观念,强调

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必须强化国语教学,以达成国民身份认同的培养目标。
提出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 4 ~ 6 年级采用与国小同等水平的国文课程纲

要、教科书与教学模式,大幅度增加国语正课教学和补习课时(从现有每周 180
分钟增至 570 分钟),废除中学预备班,为学生升读国中铺路,实现国民学校成

为首选学校的意图。 不提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和教会学校等长期面对的问

题,不提解决问题的全面具体方案,漠视和边缘化这些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整理自: ① 《风云激荡一百八十

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图片集》, 董总, 2001 年 12 月 1 日; ② 《董总 50 年特刊 (1954 ~ 2004)》, 董总,
2004 年 12 月; ③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地位演变大事纪要 1950 ~2010 年》, 董总, 2011 年 2 月; ④ 《华
文小学董事觉醒运动手册》, 董总, 2006 年 10 月, 第二次印刷; ⑤ 《再看 1996 年教育法令——— “最终

目标” 已经变成 “现行目标”!》, 董教总, 1997 年 8 月; ⑥ 《2012 年董总·独中工委会工作报告书》,
董总, 2013 年 5 月; ⑦ 《2012 年董总主办 5 场和平请愿大集会专辑》, 董总, 2013 年 2 月 1 日; ⑧马

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内部档案资料, 2013。

长期以来, 华社强烈反对教育部推行的单元主义教育政策。 董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凝聚各党团、 各阶层和各民族群众, 维护与发展各民族母语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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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根据局势发展需要, 通过各种管道和策略, 凝聚力量, 创造和把握有

利形势, 争取母语教育权益, 反对不利于母语教育生存与发展的政策。

董总提呈了许多备忘录, 或致函政府, 提出意见和要求, 其中近十年提呈

的华教诉求文件主要见表 4。

表 4　 董总近十年提呈给政府的主要华教诉求文件

序 日期 主要华教诉求文件 重点

1
2004 年

4 月 19 日

董教总呈予首相阿

都拉巴达威的教育

备忘录

要求恢复实施《1986 年学生交融团结计划》,恢复华文小学以

母语教数理课,解决华文小学师资短缺问题,制度化公平拨款

给各源流学校,废除“全津学校”和“半津学校”违法区分,制度

化增建华文小学,解决白沙罗华文小学课题,承认华文独中统

考文凭及拨款给华文独中

2
2005 年

3 月 9 日

董总、教总、华总和

七大乡团协调委员

会呈予政府的《国
内主要华团对第九

大马计划的建议》

提出教育等领域的意见和要求,包括推行《1986 年学生交融团

结计划》,恢复华文小学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和考试,制度化解决

华文小学师资短缺问题,改善国中华文教学环境,制度化公平合

理拨款予各源流学校,废除“全津学校”和“半津学校”违法区分,
制度化增建华文小学,解决白沙罗华文小学课题,承认华文独中

统考文凭及拨款给华文独中,增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开放和素量

3
2007 年

11 月 27 日

11 个各民族文教

团体呈予首相阿都

拉巴达威的《还我

母语教育———恢复

以母语作为各源流

小学数理科的教学

和考试媒介语》备

忘录和 10 万张明

信片

董总、教总、马来西亚淡米尔文教育研究与发展基金、人民宗教

学校理事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华校校

友会联合会总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公民关怀组织、大马

学术团体、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及马来西亚留华同学

会,联合要求政府恢复各源流小学以母语教授数理科

4
2007 年

12 月 15 日

董教总呈予教育部

的《董教总对 2006
~ 2010 年教育发

展大蓝图总体意见

书》

坚决反对教育蓝图的单元主义思想和政策,并要求公平合理发

展各源流学校,制定民主和开放机制以采纳民意,修改教育法

令,让各源流小学和中学设立学校董事会,制度化拨款拨地增

建各源流学校,制度化公平合理拨款给各源流学校,制度化解

决华文小学师资短缺,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制度化拨款给

华文独中

5
2008 年

4 月 7 日至

5 月 14 日

董总分别呈予霹

雳、槟城、雪兰莪和

吉打四个州政府的

教育备忘录

提出制度化拨款给华文独中,拨地给华文独中,减收学校地税,
提供学校保留地给华文小学和华文独中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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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日期 主要华教诉求文件 重点

6
2008 年

4 月 10 日

董教总呈予教育部

的教育备忘录

要求恢复各源流小学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和考试,制度化解决华

文小学师资短缺问题,制度化拨款拨地增建华文小学、淡米尔

文小学等各源流学校,加速完成兴建已获批准增建和搬迁的华

文小学,废除不合理建校规定,早日重开白沙罗华文小学,制度

化公平合理拨款给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宗教学校和教会

学校,废除“全津学校”和“半津学校”违法区分,确保华文小学

董事顺利获得注册和取得董事注册证,保障华文小学董事会签

署支票和文件的权力,国小的《2004 年学校食堂管理指南》不

适合用于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和教会学校等,承认华文独

中统考文凭,制度化拨款予华文独中

7
2009 年

5 月 26 日

全国七大华团呈予

副首相兼教育部长

慕尤丁的《恢复以

母语作为小学数理

科教学媒介语》备

忘录

董总、教总、华总、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留台联总、校友联总和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要求恢复以母语作为各源流小学

数理科的教学和考试媒介语,同时也提出制度化增建各源流学

校,制度化公平合理拨款给各源流学校,制度化解决华文小学

师资短缺,华文小学董事部管理学校的职权和学校董事部新条

例,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制度化拨款予华文独中,豁免独中

生报考政府考试的费用

8
2009 年

11 月 16 日

全国七大华团呈予

首相纳吉的《坚决

要求保留和公平发

展多源流学校》备

忘录

董总、教总、华总、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留台联总、校友联总和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坚决要求保留和公平合理发展各

源流学校,反对贯彻单一源流学校

9
2009 年

12 月 17 日

全国七大华团针对

小学课程转型课题

呈予首相纳吉的备

忘录。 备忘录副本

致副首相兼教育部

长慕尤丁

董总、教总、华总、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留台联总、校友联总和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坚决反对教育部计划在华文小学

和淡米尔文小学 1 至 3 年级改用国小马来文科课程纲要,增加

马来文科课时,在各源流小学推行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

《马来西亚我的国家》新科目

10
2010 年

3 月 8 日

五华团针对小学课

程转型课题呈予首

相纳吉的备忘录。
备忘录副本致副首

相兼教育部长慕尤

丁及教育部副部长

魏家祥和莫哈末卜

艾

董总、教总、校长职工会、华总和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联合,坚
决反对教育部计划统一各源流小学 1 至 3 年级的马来文科和

英文科的教学节数、课程、课本和考试,及实行以马来语为教学

媒介语的《马来西亚我的国家》新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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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日期 主要华教诉求文件 重点

11
2010 年

3 月 8 日

董总、教总、华总和

七大乡团协调委员

会呈予政府的《第
十大马计划建议

书》

提出教育等领域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包括制度化增建各源流学

校,制度化公平合理拨款给各源流学校,制度化解决华文小学

师资短缺,在华文小学全面推广信息和通讯科技教学,实施以

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解决国中华文班

问题,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制度化拨款予华文独中,豁免独

中生报考政府考试的费用,增建华文独中,拨款予新纪元学院、
南方学院及韩江学院并批准它们升格为大学学院,承认中国大

陆、台湾等地区的大学学位文凭,在国立大学收生、政府奖学金

颁发、学术人员聘用及升迁方面实施绩效机制,开办包括华语、
淡米尔语为教学媒介的技职教育课程

12
2010 年

12 月 1 日

董总呈予副首相兼教

育部长慕尤丁的《关
于解决改制中学/ 国
民型中学问题的看法

和建议》备忘录

要求政府履行当年对改制中学的承诺,并公平合理对待及负责

发展改制中学

13
2011 年

11 月 14 日

董教总呈予首相纳

吉的《制度化公平

发展各源流学校,发
挥国家优势,促进国

家进步》备忘录

提出 15 项课题及 43 个要求,涵盖华文小学、华文独中、改制中

学、国中华文学习与教学环境、华社三所民办学院等

14
2012 年

4 月 2 日

董总出席教育部华

文小学师资圆桌会

议提交的立场文件

提交“‘3·25’华教救亡运动———华文小学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

会”四项决议案,以及其他 11 项要求。 有关四项决议案:①大会

吁请教育部,马上调走今年新学年开学时被派到华文小学执教的

不具华文资格教师,包括马来文和英文教师,并把从华文小学调

走的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调回到华文小学服务;②大会吁请教育

部为那些不是主修马来文或英文,但却已经在华文小学教导马来

文或英文至少三年,而且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举办教师在职特

别培训课程,以让他们同时也具有教导马来文或英文课专业资

格;③大会吁请教育部恢复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小学

师资培训制度,设立师范课程华文小学组和制订妥善方案,来培

训华文小学所需要的师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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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华文小学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

教学媒介语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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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公平合理待遇,保障各

源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15
2012 年

6 月 9 日

董总在出席教育部

“国家教育对话委

员会”召开的“2012
年全国教育制度检

讨对话会”上提交

的立场文件

针对教育部草拟中及未公布的教育发展大蓝图,向教育部“国
家教育对话委员会”提交董教总呈予首相纳吉的“制度化公平

发展各源流学校,发挥国家优势,促进国家进步”备忘录,“‘3·
25’华教救亡运动———华文小学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会”四项

决议案,并提出其他 12 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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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日期 主要华教诉求文件 重点

16
2012 年

7 月 29 日

董总 主 办 “‘ 7 ·
29’华教救亡与抗

议运动”,到国会

向首相纳吉和国会

议员呈函提出当前

华教迫切需要解决

的 8 项问题

提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 8 项诉求或问题。 ①华文小学师资

严重短缺问题。 ②不具华文资格教师仍派到华文小学的问题。
③全面承认华文独立中学统考文凭。 ④华文小学董事注册申

请遭刁难,严重耽搁处理及发出董事注册证,以及非法篡夺董

事会权益等问题。 ⑤改正关丹中华中学批文,以符合华文独立

中学体制。 ⑥批准昔加末等地区设立华文独立中学。 ⑦华文

小学发展拨款微薄问题。 ⑧实施拨款和拨地兴建华文小学的

正常机制

17
2012 年

8 月 23 日

全国七大华团向首

相纳吉提呈的《全
国七大华团在教育

课题上的立场与要

求》

董总、教总、华总、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留台联总、校友联总和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提出 15 项课题及 49 个要求,范围

包括修改教育法令,实施多元化教育政策;制定和落实增建各

源流学校的制度,废除不合理建校规定;制度化公平拨款予各

源流学校;制度化解决华文小学师资问题;在华文小学开办以

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制定符合各源

流学校本质和发展的教育改革计划;全面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

凭,支持独中的建设与发展;公平对待及发展改制中学,改善国

中华文教学与学习环境;支持民办非营利高等教育学府发展;
承认国外大学学位和吸引人才回流;采用绩效制发放政府奖学

金和录取国立大学学生;采用绩效制聘用和晋升学术人员;开
放国立大学预科班;技职教育发展;恢复已故林连玉先生的公

民权

18
2012 年

10 月 19 日

全国七大华团向副

首相兼教育部长慕

尤丁提呈的《全国

七大华团对教育部

〈2013 ~ 2025 年教

育发展大蓝图初步

报告〉的看法和建

议》

董总、教总、华总、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留台联总、校友联总和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坚决反对《2013 ~ 2025 年教育发展

大蓝图初步报告》,捍卫和力争母语教育的权益,并提出 13 项

要求,包括修改教育法令,实施多元化教育政策;华文小学媒介

语文;反对在华文小学实行与国小同等水平的国文科(马来文)
课程和考试,反对增加华文小学国文科节数;反对废除中学预

备班;确保董事部主权及其正常运作;在华文小学开办的学前

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必须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制度化公平合

理拨款给华文小学;设立以华语为主要培训媒介语的华文小学

师资培训制度,解决华文小学师资短缺和不具华文资格教师问

题;设立拨款和拨地兴建华文小学的正常机制;在华文小学教

学上全面推广和应用信息与通讯科技;全面承认华文独立中学

统考文凭,制度化拨款给华文独中,增建华文独中;恢复“国民

型中学”的合法地位和学校类型名称,保障改制中学和董事会

的权益,落实政府当年对改制中学的承诺;在改制中学等开办

以华语、淡米尔语等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技职教育课程;改制

中学和国中的华文班中国文学班纳入正课时间及提供足够的

合格华文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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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日期 主要华教诉求文件 重点

19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董总呈予教育部的

“‘11·25’和平请

愿 大 会 反 对

《2013 ~ 2025 年教

育发展大蓝图初步

报告》” 两项决议

案

大会通过两项决议案:①大会坚决反对《2013 ~ 2025 年教育发

展大蓝图初步报告》继续贯彻单元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大
蓝图的执行与落实非但违背教育公平的原则,更是违反联邦宪

法,不利于各民族母语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严重妨碍民族团结

与和谐社会的构建;②大会促请政府顺应世界教育发展的趋

势、全球多元的格局以及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国情,重新拟定

教育发展大蓝图,以建立一个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国家教育体

系,满足各族人民的需求和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

发展,在尊重国语的同时,也维护及扶持马来西亚各民族语文

和文化的发展

20
2013 年

4 月 22 日

董总公布《董总在

第 13 届全国大选

对华教的基本诉求

和立场》

提出 5 个方面 21 项要点的诉求,涵盖:①教育法令、政策和条

例;②国民型华文小学发展;③华文独立中学发展;④改制中学

发展;⑤民办高等教育发展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整理自: ① 《董总 50 年特刊

(1954 ~ 2004)》, 董总, 2004 年 12 月; 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2004 ~ 2012 年工作报

告书; ③ 《2012 年董总主办 5 场和平请愿大集会专辑》, 董总, 2013 年 2 月 1 日; ④ 《董总在第 13 届

全国大选对华教的基本诉求和立场》, 董总, 2013 年 4 月 22 日; ⑤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
总) 资料与档案组内部档案资料, 2013。

2012 年 3 月至 11 月, 董总举办了 5 场群众请愿大会或和平大集会, 总共通

过或提出了 18 项决议或诉求, 同时举办 27 场华教救亡运动全国巡回汇报会, 以

及联合各华团提呈两份华教诉求给政府, 以捍卫和争取华教权益, 坚决反对不利

于华教的政策和措施及教育发展大蓝图。 在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及支持下, 这些

活动成功举行, 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 要求政府公平合理地对待和发展母

语教育。

5 场和平大集会是董总主办的 “ ‘3·25’ 华教救亡运动 (华文小学师资

严重短缺抗议大会)” “ ‘9·26’ 华教救亡与抗议行动” 和 “ ‘11·25’ 和平

请愿大会反对 《2013 ~ 2025 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告》”, 其通过的决议或

提出的诉求可参阅表 4。 此外, 董总主催、 彭亨州华校董事联合会主办的

“ ‘5·20’ 申办关丹华文独中和平大集会” 通过 2 项决议: ①全力支持开办关

丹华文独中; ②吁请政府俯顺民意, 批准开办关丹华文独中。 华仁中学分校协

调委员会主办、 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联办的 “‘7·29’ 申办华仁中学昔加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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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和平请愿集会” 也通过 2 项决议: ①全力支持在昔加末开办华文独立中学,

促请政府俯顺民意, 批准开办华仁中学昔加末分校; ②促请教育部必须尊重华文

独中董事部的自主权, 其办学模式, 由董事会决定。

三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概况

（一）当前华文小学发展情况及面对的问题

　 　 华文小学于 1958 年接受政府资助并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但是, 华文小学长

期以来遭受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对待, 包括面对的媒介语变质、 董事会主权遭蚕

食、 师资短缺、 学校短缺和建校限制以及拨款不足等问题, 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

目前逾 96%的华族子弟在华文小学接受基础母语教育。 此外, 近 20 年来

有越来越多友族家长, 把孩子送往华文小学接受教育。 根据教育部统计报告,

截至 2012 年 6 月, 全国 1294 所华文小学有 60． 2578 万名学生, 其中友族学生

有 8． 1011 万人, 占华文小学学生总数的 13． 4% 。

1． 华文小学媒介语、 课程和考试概况

华文小学绝大部分是在国家独立前创办的。 华文小学实施 6 年制小学教

育, 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的教学、 考试和行政媒介语, 除了国文 (马来文)

和英文科外, 华文、 数学、 科学等各个科目皆以华文进行教学与考试。

华文小学的课程、 考试和师资等, 皆由政府负责。 华文小学根据教育部课

程进行教学与考试。 教育部为华文小学编纂课本, 培训教师, 举办全国公共考试。

2． 华文小学长期面对的各项基本问题

(1) 华文小学媒介语和变质问题。

按 1961 年教育法令和 1996 年教育法令的规定, 虽然华文小学的教学媒介语

是华语, 但是法令的绪论或特定条文却是在落实 1956 年拉萨报告书单元主义教

育政策的 “最终目标”。 1956 年拉萨报告书第 12 条阐明: “教育政策的 ‘最终目

标’, 必须是把所有族群的孩子, 集中在一个以国语 (马来语) 作为主要教学媒

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 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不能仓促, 必须逐步推行。”

因此, 教育部要不断把多语文源流学校, 改制为单一语文源流学校。 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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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先遭改制为英文中学后又改为马来文中学, 教会学校改制, 英文中小学的

改制及最终消失, 就是前车之鉴。

长期以来, 教育部不断推行各项法令、 行政措施和计划, 以改变华文小学

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的教学、 考试和行政媒介语。 这包括 1961 年教育法令、

1996 年教育法令、 1980 年 3M 课程计划、 1984 年华文小学集会用语改用马来

语事件、 1985 年综合学校计划、 1987 年华文小学高职事件、 1995 年和 2000

年的宏愿学校计划, 2002 年推行国小为首选学校政策以确保全部族群孩子在

国小就读, 以及 2003 年以英语教数理课政策、 2010 年 “巩固国语、 强化英

语” 政策、 《2001 ~ 2010 年教育发展蓝图》、 《2006 ~ 2010 年首要教育发展蓝

图》 以及 《2013 ~ 2025 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告》 等 (参阅表 3)。

华文小学是华文教育的根, 一旦变质, 则整个华文教育体系将会瓦解及消失。

(2) 华文小学董事会主权遭蚕食问题。

马来西亚现有 1290 多所华文小学, 都是华社通过学校董事会组织创办的。

华文小学董事会受华社委托, 以管理、 维护和发展当地的华文小学。

无论是 1957 年、 1961 年或 1996 年的教育法令, 都承认和规定华文小学

董事会是管理华文小学的机构。 按 1996 年教育法令, 现有华文小学必须设有学

校董事会作为管理华文小学的机构, 董事会的职权包括管理学校的财产和基金。

为贯彻 1956 年拉萨报告书单元主义政策的 “最终目标”, 教育部曾经多

次企图废除华文小学董事会, 但都遭到华社强烈反对。 长期以来, 董总和华社

力争和捍卫华文小学董事会的存在及其权益。

此外, 教育部不断通过行政指示和措施, 边缘化华文小学董事会, 剥夺董

事会管理学校的各项职权, 包括管理学校食堂、 贩卖部、 礼堂及保管相关租

金, 签署学校支票等职权。 长期下去, 华文小学董事会将名存实亡, 不利于华

教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 董总于 2006 年召开华文小学董事觉醒运动, 以提高全国各地华文

小学董事对华文小学董事会法律地位和职权的认识, 推动华文小学董事申请注

册为合法董事, 加强董事会的组织章程与运作。 2009 年, 董总推行强化华文

小学董事会运动, 并在 2011 年推展强化华校董事会运动, 把对象扩大到涵盖

华文小学、 华文独中和改制中学的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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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文小学师资问题。

华文小学教职员自 1972 年起同时成为政府公务员, 当时已经面临合格师

资短缺问题, 至今没有获得解决。 长期以来, 教育部不断委派不具备华文资格

的教师, 到华文小学担任行政高职 (如校长、 副校长和主任级教师) 或执教

各个学科, 引起华社的强烈反对和不满, 甚至于 1987 年发生轰动一时的 “华

文小学高职事件” 和 “茅草行动”。

近几年一再发生各州教育局拨款不足问题, 造成华文小学不能及时聘请临时

教师和代课老师, 对学生的学习和学校行政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临时教师也不断遭

遇迟发薪、 降级减薪和被追讨所谓 “超额薪金” 的不公对待, 迫使董事会、 家长

与教师协会支付薪金给临时教师。 更为严重的是, 教育部一再派遣不具备华文资格

的教师到华文小学执教, 同时把申请华文小学华文组的师训学员在他们不知情的情

况下调去国小 (马来文小学) 华文组。 这些重复发生的问题, 实令华社不满。

2011 年 3 月 24 日, 教育部宣布不再聘请临时教师, 加剧了华文小学师资

荒问题。 11 月, 发生临时教师遭遇不公平对待问题, 即临时教师聘约从雇佣

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改为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有关服务合

约实施的苛刻条件, 严重剥削临时教师的薪金和福利待遇, 临时教师被迫签署

不公平合约。 这引起临时教师请愿表达不满。 董总于 12 月间表示, 如果临时

教师问题近期内没有获得解决, 将发动全国抗议行动。

2012 年 1 月学校开学时, 教育部把大批不具备华文资格教师派到华文小

学, 引起民间极大不满。 这次事件比教育部于 1987 年调派不具备华文资格教

师到华文小学担任正副校长和主任的高职事件更加严重, 再次打开了华文小学

变质的缺口。 基于问题严重, 董总常务委员会于 2 月 26 日议决, 在 3 月 25 日

举办华文小学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会, 展开华教救亡运动, 捍卫华文小学。

(4) 华文小学建校问题。

华文小学增建面对各种困难, 包括申请难获批准, 而且就算在全国大选时

获得批准也费时费力, 因为华文小学缺乏建校所需资金和土地, 造成获准增建

和搬迁的华文小学建校计划进展缓慢, 拖延许多年仍未完成。

教育部制定诸多不合理建校和迁校规定, 对华文小学的建校施加诸多阻

扰, 包括规定华文小学必须拥有 80% 的建筑费才考虑批准建校申请, 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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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府的学校保留地, 学校董事会和家教协会必须负责建校经费和校地, 必须

获得所有家长书面同意迁校才可提呈迁校申请。

政府在国家五年发展计划 (另称 “马来西亚计划” 或 “大马计划”) 中根据

发展需求大量增建国小, 但却没有根据发展需求相应地增建足够的华文小学。 根据

过去的经验, 历届大马计划下获得批准增建的华文小学少之又少。 1970 ~2012 年

初, 随着学生人数增加, 国小相应地增加了 1582 所。 这期间, 华文小学学生增加,

虽然政府批准增建少许新华文小学, 但整体上华文小学减少 52 所, 淡米尔文小学

也减少了 134 所 (见表 5、 表 6)。

根据政府制定的学校规划指南, 在一个拥有 3000 ~ 7500 人口 (600 ~ 1500

表 5　 1970 ~ 2012 年全国各源流小学数量和学生人数

单位: 所, 人

年份
国小 华文小学 淡米尔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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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7 1046513 1346 439681 657 79278
1980 4519 1353319 1312 581696 583 73958
1990 4994 1770004 1290 581082 544 96120
1999 5313 2195029 1284 609673 527 91085
2000 5379 2216641 1284 622820 526 90280
2001 5466 2209736 1285 616402 526 88810
2002 5564 2246492 1285 632180 527 90502
2003 5655 2265485 1287 636783 528 92699
2004 5713 2300093 1288 647647 528 95374
2005 5756 2304378 1287 642914 525 97104
2006 5774 2298808 1288 636124 523 100142
2007 5781 2286328 1289 643679 523 103284
2008 5785 2401335 1290 639086 523 108279
2009 5795 2368562 1292 627699 523 109086
2010 5826 2180564 1291 604604 523 104962
2011 5848 2150139 1291 598488 523 102642
2012 5859 2106603 1294 591121 523 97884

1970 ~ 2012 + 1582 + 1060090 - 52 + 151440 - 134 + 18606

　 　 注: 1970 年的 “国小” 统计数字包括自 1970 年起逐年被改为国小的前英文小学。 1968 年全国有

1435 所政府资助的英文小学。 据此推算, 1970 年至 2012 年初, 估计全国增加超过 3000 所国小 (包括

被改为国小的英文小学)。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整理自: ①马来西亚教育部历年

教育统计报告, 2013; ② 《2012 年董总·独中工委会工作报告书》,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
总), 2013 年 5 月; ③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内部档案资料,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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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六至第九个马来西亚五年发展计划下全国各源流

小学数量增减趋势 (1981 ~ 2010)
单位: 所

大马计划(年份) 国小学校数量 华文小学学校数量 淡米尔文小学学校数量
1981 年 4549 1307 579
1986 年 4809 1290 553
1991 年 5001 1289 543
1996 年 5206 1285 531
2001 年 5466 1285 526
2006 年 5774 1288 523
2011 年 5848 1291 523
第四大马计划(1981 ~ 1985 年) + 260 - 17 - 26
第五大马计划(1986 ~ 1990 年) + 192 - 1 - 10
第六大马计划(1991 ~ 1995 年) + 205 - 4 - 12
第七大马计划(1996 ~ 2000 年) + 260 0 - 5
第八大马计划(2001 ~ 2005 年) + 308 + 3 - 3
第九大马计划 (2006 ~ 2010 年) 截至

2011 年 1 月
+ 74 + 3 0

总数(1981 ~ 2010 年) + 1299 - 16 - 56

　 　 注: 上述统计数据意指在大马计划期间的学校增减数量, 这包括增建新学校和关闭原有学校的总

和, 但是仍在兴建中及还未兴建的新增建学校的数量则不在统计内。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整理自马来西亚教育部历年教育

统计报告, 2013。

间房屋), 或 420 ~ 1050 名小学生的地区, 就须设立一所拥有 5 ~ 10 英亩校地

的小学, 每英亩校地最多容纳 210 名学生, 每班不超过 35 名学生, 小学离住

家 0． 4 ~ 0． 8 公里或步行 10 分钟路程上学 (参阅表 7、 图 1、 图 2 及图 3)。

由此可见, 政府拥有一套规划和增建学校的制度, 以在社区里设立多所学

校, 提供良好环境方便学生就近上学和进行课外活动。 但在实行时, 政府注重

增建国小和国中, 没有制度化拨款拨地增建新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 这

造成华裔人口稠密区和新发展区长期都面临华文小学不足或没有华文小学的严

重问题, 引起民怨和不满。

表 7　 政府制定的学校规划指南

小学标准 人口标准 学生人数 班级人数 校地面积 服务区范围

12 间教室 3000 人 420 人 每班最多 5 ~ 10 英亩 0． 4 ~ 0． 8 公里

24 间教室 6000 人 840 人 35 名学生 (2 ~ 4 公顷) (1 / 4 ~ 1 / 2 英里)
30 间教室 7500 人 1050 人 步行 10 分钟上学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整理自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城乡规划局 《1997 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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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区的学校规划

图 2　 学校与住家的距离和路程时间

董总认为, 政府应像增建国小的方式一样, 制度化拨款拨地增建华文小学

和淡米尔文小学等学校, 并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计划、 财政预算、 教育部的教育

发展蓝图和建校计划里。 政府应明文规定和分配学校保留地以兴建各源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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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社区学校实例: 位于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的哥打白沙罗第 6 区国小

(SK Seksyen 6, Kota Damansara, Petaling Jaya)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内部档案资料, 2004。
说明: 国小学生到住家附近的国小上学。 2004 年该国小有 1012 名学生, 符合社区学校原理。

校, 包括根据社区学校原理、 人口结构和教育需求, 制定兴建各源流学校的制

度和标准, 并纳入学校规划指南。 根据社区学校原理, 分配学校保留地以兴建

各源流学校, 如可兴建国小、 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各 1 所, 而实际的分配

就根据社区人口结构和居民对各源流学校的需求而定。

(5) 华文小学拨款问题。

对比政府拨给全国小学的发展拨款总额, 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长期以

来所获得的发展拨款非常不公也严重不足。 例如, 华文小学学生占各源流小学

人数的 21% , 但是在国家 5 年发展计划中, 只获得 2． 4% ~ 3． 6% 的小学发展

拨款, 造成华文小学长年累月地向华人社会募款, 以维持及建设华文教育。

教育部官员法外立法, 订立所谓的 “全津学校” 和 “半津学校” 的非法

区分, 剥夺了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等学校所应享有的发展拨款, 并把大部

分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排除在政府 “中央付款制度” 之外。 其实, 教育

法令根本没有这样的区分。 这种边缘化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等学校的做法,

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长期以来, 华文小学不只面临发展拨款不足问题, 也面临水电费和排污费

等行政拨款不足的问题, 造成董事会和家教协会被迫承担这些经费。

华文小学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 1996 年教育法令规定华文小学享

有全部行政拨款和发展拨款, 这包括水电费等行政拨款, 以及设置建筑物, 翻

修或扩建现有校舍, 为新建、 翻修或扩建的校舍购置桌椅板凳或配备, 和其他

用途的发展拨款。 因此, 华文小学教育经费原本就应该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计划

和财政预算, 并给予公平合理对待, 这是政府的责任 (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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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第六至第十个马来西亚五年发展计划中全国各源流小学发展拨款 (1991 ~2015)

大马计划 事项 国小 华文小学 淡米尔文小学 总数

第六大马计划

(1991 ~ 1995)

第七大马计划

(1996 ~ 2000)

第八大马计划

(2001 ~ 2005)

第九大马计划

(2006 ~ 2010)

第十大马计划

(2011 ~ 2015)

拨款(RM)
1133076000
(89． 72% )

102726000
(8． 14% )

27042000
(2． 14% )

1262844000
(100% )

学生人数

(1991)
1845400

(72． 98% )
583218

(23． 07% )
99876

(3． 95% )
2528494
(100% )

拨款(RM)
1027167000
(96． 54% )

25970000
(2． 44% )

10902000
(1． 02% )

1064039000
(100% )

学生人数

(1996)
2128227

(75． 30% )
595451

(21． 07% )
102679

(3． 63% )
2826357
(100% )

拨款(RM)
4708800000
(96． 10% )

133600000
(2． 73% )

57600000
(1． 17% )

4900000000
(100% )

学生人数

(2001)
2209736

(75． 81% )
616402

(21． 15% )
88810

(3． 05% )
2914948
(100% )

拨款(RM)
4598120000
(95． 06% )

174340000
(3． 60% )

64840000
(1． 34% )

4837300000
(100% )

学生人数

(2006)
2298808

(75． 74% )
636124

(20． 96% )
100142

(3． 30% )
3035074
(100% )

拨款(RM)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学生人数

(2011)
2150139

(75． 41% )
598488

(20． 99% )
102642

(3． 60% )
2851269
(100% )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整理自马来西亚国会问答、 教育

部历年教育统计报告、 各届五年度马来西亚计划、 新闻报道, 2013。

四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

（一）当前华文独中发展情况及面对的问题

　 　 华文独立中学是马来西亚华人民族语文教育的重要堡垒, 也是国家民办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世界教育体系罕见的一种办学模式。 历史虽赋予华文

独中特殊的际遇,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诞生以来, 她未获国家教育津贴, 直接面

对不合理教育政策的紧箍, 兴校发展面对种种限制, 但她毅然肩负着延续民族

文化、 发展民族语言文化教育、 培育民族子女、 为国储才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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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文独中的由来

1961 年之前, 马来西亚半岛除了华文小学, 尚有百余所华文中学 (以华

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中学)。 1962 年马来西亚实行 1961 年教育法令, 该

教育法采纳 1960 年 《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 对中等教育的建议: “为国家团

结, 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 以确保

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里就读。” 因而把中学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享有政府教育津贴、 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中学; 二是接受政

府教育津贴、 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型中学; 三是不愿接受政府教

育津贴、 改制为国民型中学, 继续采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文独立

中学。

当时, 由于办学经费来源问题, 加以一些政治人物威逼利诱、 鼓吹改制的

好处, 并保证国民型中学将保留三分之一课程继续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 结果

有 54 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为以英文教学的国民型中学 (这些学校复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又被改制为以马来文教学的国民中学)。 另有 16 所华文中学为维

护华校办学传统, 宁可放弃政府教育津贴, 坚决不接受改制而成为华文独立中

学 (简称为 “华文独中” 或 “独中”)。

其后, 一些已改制的华文中学 (国民型中学) 在本校园增设独立中学部,

招收政府会考落第生和超龄生就学。 这些附设于国民型中学的独立中学部得以

逐步发展, 最后脱离母体, 独立成校。 因而, 目前马来西亚半岛 (西马) 计

有 37 所华文独中, 加上东马来西亚 (砂拉越和沙巴) 的 23 所华文独中, 共

计 60 所华文独中 (见表 9)。

2． 从没落走向复兴

华文独中草创时期, 大多处于惨淡经营、 挣扎求生存状态。 1965 年, 政

府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取消小学升中学会考, 华文小学毕业生可以自动升

读国民型中学。 这导致华文独中生源短缺, 一些学校甚至濒临关闭。 当时全国

华文独中学生人数不足 2 万人。

为挽狂澜于既倒, 同时谋求完善统一步骤以克服困境, 维护民族语文教育

堡垒, 1973 年霹雳州热爱民族语文教育之士发起 “华文独中复兴运动”。 这一

义举获得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全国华校教师会总会 (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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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校友会组织和热爱华文教育的华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与支持, 是

蔚为波澜壮阔、 轰轰烈烈的民族教育救亡运动。

表 9　 马来西亚 60 所华文独中的名称、 分布地点和创校年份

分布地点(州) 学校名称 创校年份

柔　 佛

新山宽柔中学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新文龙中华中学

巴株华仁中学

永平中学

居銮中华中学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麻坡中化中学

1913
1922
1951
1940
1957
1918
1929
1912

马六甲 培风中学 1913

森美兰
芙蓉中华中学

波德申中华中学

1913
1914

吉隆坡

循人中学

中华独立中学

尊孔独立中学

坤成中学

1914
1939
1906
1908

雪兰莪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巴生滨华中学

巴生兴华中学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1912
1923
1947
1956

霹　 雳

怡保深斋中学

怡保育才独立中学

怡保培南独立中学

班台育青中学

江沙崇华独立中学

实兆远南华独立中学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太平华联独立中学

1958
1908
1955
1962
1911
1936
1912
1929
1937

吉　 打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1957
1935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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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布地点(州) 学校名称 创校年份

槟　 城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韩江中学

钟灵独立中学

槟华女子独立中学

菩提独立中学

1918
1950
1917
1920
1941

砂拉越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石角民立中学

西连民众中学

诗巫黄乃裳中学

诗巫建兴中学

诗巫公教中学

诗巫公民中学

诗巫光民中学

民都鲁开智中学

泗里奎民立中学

美里培民中学

美里廉律中学

1945
1958
1960
1967
1968
1967
1946
1960
1960
1952
1952
1967
1962
1967

沙　 巴

沙巴崇正中学

亚庇建国中学

吧巴中学

保佛中学

丹南崇正中学

斗湖巴华中学

古达培正中学

拿笃中学

山打根育源中学

1965
1963
1965
1965
1965
1964
1969
1969
1962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董总, 1992。

1973 年底, 华校董总和华校教总牵头组织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

会”, 并拟订了 “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 对华文独中的教育使命、 办学方针、

统一课程、 统一考试、 师资培养与培训、 学生来源与出路、 办学经费筹措等问

题提出了具体的看法与建议, 以资华文独中改革与发展的指导原则。

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是华文独中从挣扎求存走向复兴发展的转折点。 从华文

教育发展历史来看, 它是华文教育救亡运动, 展现了华人社会维护民族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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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的情怀与意志。 从普通教育学的意义来看, 产生于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

“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 可以看作是华文独中的第一份教育改革纲领, 它不仅

厘定了华文独中的教育使命和发展原则与方向, 也为独中的课程、 考试、 师

资、 学生等教育因素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为华文独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立定脚

跟, 80 年代稳定发展, 90 年代改革发展, 以至 21 世纪寻求质的飞跃, 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3． 华文独中的教育使命与办学方针

1973 年 “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 提出华文独中的 4 项教育使命。 ①中小

学 12 年教育是基本教育, 华文独立中学即为完成此种基本教育的母语教育。

②华文独立中学下则延续华文小学, 上则衔接大专院校, 实为一必需之桥梁。

③华文小学六年不足以维护及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必须以华文独立中学

为堡垒, 方能达致目标。 ④华文独立中学兼授三种语文, 吸收国内外的文化精

华, 融会贯通, 实为塑造马来西亚文化的重要熔炉。

“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 也认为华文独中宜采纳统一的办学方针, 具体包

括: ①坚持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 传授与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 为创造马来

西亚多元种族社会新文化而作出贡献; ②在不妨碍母语教育的原则下, 加强对

国文和英文的教学, 以配合国内外客观条件的需求; ③坚决保持华文独立中学

一直以来数理科目的优势; ④课程必须符合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共同利益, 且

应具备时代精神; ⑤华文独立中学不能以政府考试为主要办学目标, 若某部分

学生主动要求参加, 可以补习方式进行辅导; ⑥技术和职业课程可按个别学校

的需要而增设, 但华文独立中学绝不应变为技术或职业学校。

4． 华文独中的组织与管理

马来西亚的华文独中一般依照民办学校传统, 由创校团体、 社区赞助人、

校友代表、 家长代表等负责组织成立董事会管理学校。 华文独中董事会的职

能, 从广义看, 主要是维护与发展民族语言文化教育, 确保华文独中既能肩负

民族教育使命, 又能发挥现代中等教育功能。 就狭义方面说, 则包括确立学校

办学方针并督导其贯彻落实; 筹措基金、 研究与策划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购置

与管理校产和设备; 聘辞教职员工等。

近年, 随着独中教育的发展, 作为学校领导机构的董事会, 其组织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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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行相应的自我完善, 包括引进现代教育管理概念, 讲究组织系统化与制度

化。 一些独中董事会更结合学校发展的需要, 设立各工作单位 (如校务发展

组、 硬体建设组、 奖助学金组等), 协调学校行政运作, 加强董教协和与盟友

关系, 共同建设与发展学校。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 则是全国 60 所华文独中的统一领导机构,

负责提供独中办学咨询, 规划统一课程, 编纂统一教材, 举办统一考试, 统筹

师资培训业务, 提供学生升学辅导等。

5． 华文独中的学制、 课程与考试

华文独中一般采用 “三三学制”, 即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是华文小学六

年母语教育的延续, 学生高中毕业之后, 可以直接升读大专院校。

华文独中实行 “独中统一课程”。 独中统一课程建制于 1976 年。 当年,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认为 “华文独立中学既有统一办学方针, 课程亦

须统一”, 遂广邀国内外大专院校学术人员、 学科专家、 独中校长与一线教师

等, 组织成立 “华文独中统一课程编委会” (即今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独中统

一课程委员会” 的前身), 负责规划与研制独中统一课程和编纂各学科统一教

材。 经过多年辛勤开拓, 目前累计编辑出版独中统一教材 350 余种。

华文独中统一课程强调 “以本国客观环境之需要为原则, 更应尽量保留

和发扬华族的文化遗产, 配合当前国家原则的意识, 进而创造多元种族的新文

化, 同时亦应达到世界中等教育之一般水平, 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多元种族社

会的共同利益, 而且具备最富时代精神的知识”。

此外, 华文独中统一课程遵循华文独中既定教育使命与办学方针, 强调必

须以华语华文作为各学科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与此同时, 为适应客观环境的需

要, 也须加强马来文和英语的教学 (马来文和英语列为必修课程)。

华文独中的课程设置, 初中阶段系普通基础教育, 修习科目包括: 华文、

马来文、 英文、 数学、 科学 (或生物、 化学、 物理)、 历史、 地理、 计算机、

美术、 音乐、 体育、 辅导。 高中阶段则为分流教育, 一般分理科、 文 /文商科、

工职科, 修习科目包括华文、 英文、 马来文、 体育、 辅导 (共同必修科目),

高级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理科修习科目), 普通数学、 历史、 地理、 簿

记 /会计学、 商业学、 经济学 (文 /文商科修习科目)。 工职科则开设电子、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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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汽车维修、 服装设计等技术职业类科目。 高中另设有计算机、 美术、 音乐

等选修课程供学生选修。

华文独中学生主要参加 “华文独中统一考试”。 1975 年, 为 “统一衡量各

华文独中的学生水准, 以免参差不齐, 为毕业生升学与就业制造有利条件; 为

国内外大学提供一项招生的准绳; 为社会人士提供一项征聘的依据”, 董教总

全国独中工委会排除万难、 顶住各方压力, 毅然创办 “华文独中统一考试”。

如今, 独中统考已历 38 届。 独中统考文凭已成为独中学生的一张名片, 每一

年超过 75%的独中毕业生凭借独中统考文凭负笈海外知名大专院校和国内私

立大学与学院。 根据国外升学信息, 世界 200 所顶尖大学, 其中 82 所认可独

中统考文凭为录取入学标准。 近年来董总积极争取马来西亚政府全面承认独中

统考文凭, 以便独中毕业生可以申请就读国内官办大专院校、 教师教育学院和

师范大学, 或申请任职公共服务机构。

6． 华文独中的教师与学生

华文独中的教师一般由各校董事会负责聘请。 担任独中教职者至少需具备

本科学历。 独中师资来源主要是台湾各大专院校毕业生, 近年, 开始有中国内

地大学和本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加入独中教师行列。

相对于作为政府公务员的国民中学教师, 独中教师的薪金与福利待遇是比

较微薄的。 但是, 独中教师忠诚勤谨、 任劳任怨地为独中服务, 树立从事民族

教育事业的光荣感与责任心, 把精力与心血献给民族教育事业, 充分担负起维

护民族教育、 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

独中教师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但仅有少数系师范科班出身。 根据董

教总全国独中工委会的统计数据, 2012 年全国独中在职教师 3882 人, 其

中 1499 人 (占 38． 61% ) 具有教育专业资历。 近年,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教

师教育部门致力于开展各种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活动, 以提升独中教师教

学水平, 造就一支数量充足、 学历合格、 专业达标、 能力胜任的教师

队伍。 　 　

学生是华文独中重要的办学资源。 早期华文独中的学生, 在量和质方

面都未臻理想, 而历经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复兴和 80 年代的改革发展, 华文

独中形象基本改观, 办学开始显现成绩, 取得了华人社会的广泛支持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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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华裔家长纷纷把子女送进独中就学。 独中学生人数得以保持稳定中求

增长, 素质也有所提升。 2013 年, 全国华文独中学生人数继续突破 7 万,

创下新纪录。 表 10 显示了 1973 ~ 2013 年 40 年间华文独中学生人数的变化

情况。

表 10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学生人数 (1973 ~ 2013)

年份 学生人数(人) 增减率(% ) 年份 学生人数(人) 增减率(% )

1973 28318 — 2007 55818 1． 94

1978 35930 + 26． 88 2008 58212 4． 29

1983 45890 + 27． 72 2009 60490 3． 91

1988 49567 + 8． 01 2010 63765 5． 41

1992 58365 + 17． 75 2011 66968 5． 02

1996 57092 - 2． 18 2012 70266 4． 92

2000 53258 - 6． 72 2013 76355 8． 67

2005 53402 + 0． 27 2005 ~ 2013 + 22953 + 42． 98

2006 54755 2． 53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资料与档案组内部档案资料, 2013。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域因素, 全国 60 所华文独中发展步伐不一致, 办学

规模也有所差异, 有包括总校和分校的总学生人数高达一万人的大型独中, 也

有面临生源问题、 学生仅数十人的微型独中。

近年, 马来西亚华校董总积极结合地域华教组织, 在一些地区, 如新山、

关丹、 昔加末、 八打灵再也、 加影等, 开展了申办独中或复办独中工作, 期冀

政府能在政策层面上制度化解决独中建校问题, 以满足当地华文小学毕业生选

择接受独中教育的意愿。

7． 华文独中的教育角色与贡献

华文独中是马来西亚华人民族语文教育的重要堡垒, 也是国家民办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 她肩负着延续民族文化, 发展民族语言文化教育, 培育民族子

女, 为国储才的神圣使命。

20 世纪 60 年代以还, 华文独中在广大华人社会群体的支持下, 坚持民族

语文教育办学信念, 春风化雨, 作育英才, 为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诸多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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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①华文独中为民族子女提供母语母文教学, 使学生得以顺畅地学习, 利于

开发本民族群体智力; ②华文独中的存在, 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发扬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 ③华文独中办学不仅传授学识, 也重视学生人格的塑造和民族意

识、 情操的培养; ④华文独中的课程与教学紧密配合时代、 社会发展的需求,

为社会各领域培训所需的人力资源; ⑤华文独中兼授三种语文课程, 吸纳东西

方文化精华, 融会贯通, 塑造马来西亚新文化。

五　 马来西亚改制中学

（一）当前改制中学发展情况及面对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 “改制中学” 指的是那些先遭改制为 “国民型中学”, 之后又

改为 “国民中学” 的前华文中学, 而不是指之前就已经是英文中学的学校。

这些前华文中学, 先遭改制为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 “国民型中学”, 之

后改制为以国语 (马来语) 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 “国民中学”。

改制中学面临几个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包括要求政府履行当年向改制中

学许下的承诺, 公平合理地对待和负责发展改制中学, 保障改制中学及其董事

会的合法地位和权益, 解决华文班等问题。

1． 改制中学的由来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 西马半岛有许多华文中学依据 1961 年教

育法令, 遭改制成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 “国民型中学”。 此外, 砂拉越

州和沙巴州的华文中学, 分别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遭改制为英文中学。 改

制前, 这 3 个地区共有 164 所华文中学, 即西马半岛 132 所, 砂拉越州 18 所

和沙巴州 14 所。

从 1976 年开始, 西马半岛和沙巴州的国民型中学和其他英文中学的主要

教学媒介语逐年改为国语 (马来语), 而砂拉越州这些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则从 1983 年开始逐年改为国语。

目前, 全国有 78 所改制中学, 学生逾 12 万人, 逾 90% 是华族学生 (见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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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0 年改制中学的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

单位: 所, 人

州　 　 属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玻 璃 市 1 1478 123

吉 打 4 8376 475

槟 城 10 22866 1341

霹 雳 17 27698 1664

雪 兰 莪 5 13376 738

吉 隆 坡 2 3537 212

森 美 兰 3 4574 273

马 六 甲 5 5747 335

柔 佛 3 4116 245

彭 亨 7 8471 549

登 嘉 楼 1 1356 104

吉 兰 丹 2 3195 230

砂 拉 越 10 10964 714

沙 巴 8 10688 618

合 计 78 126442 7621

　 　 资料来源: 《关于解决改制中学 / 国民型中学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备忘录》,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

总会 (董总), 2010 年 12 月 1 日。

2． 政府当年向改制中学许下的承诺

在华文中学改制过程中, 政府向改制中学许下至今都没有落实的各种承

诺, 包括承担改制中学的全部开销, 三分之一的华文授课时间, 提供足够合格

师资, 保障董事会的合法地位和权益。

3． 改制中学长期面对的各项基本问题

(1) 改制中学的法律地位和媒介语问题。

依据 1957 年教育法令, 无论是以马来语, 或英语, 或华语, 或淡米尔语

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 都称为 “国民型中学”。

依据 1961 年教育法令, “国民型中学” 指的是英文中学, 法律上已经没

有 “国民型华文中学”。 1976 年开始, 英文中学 (包括改制中学) 逐年改用

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至 1980 年代完全使用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已经

改制为 “国民中学” (马来文中学), 实质上不再是 “国民型中学” (英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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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现行的 1996 年教育法令, 删除了 “国民型中学” 的名词和学校类型, 因

此在法律上也没有 “国民型中学”, 而改称为 “国民中学”。

(2) 改制中学特征与董事会主权遭蚕食问题。

改制中学是前华文中学, 是董事会创办和拥有的学校。 根据 1996 年教育

法令, 改制中学属于 “政府资助学校”, 享有全部行政和发展拨款的权利, 董

事会是学校的管理机构, 包括管理学校的财产和基金。

但是在当局的单元主义教育政策下, 改制中学的特征和董事会的主权

逐渐遭到蚕食。 政府不但没有履行承诺, 而且还继续边缘化改制中学及其

董事会, 剥夺董事会主权。 改制中学缺乏政府发展拨款, 华文等学科师资

短缺, 一些改制中学的华文课节数减少或没纳入正课时间表, 教职员结构

逐渐改变, 派不具备华文资格的教师担任学校行政高职。 这进一步蚕食了

改制中学的特征。

六　 马来西亚华教高等教育

20 世纪 50 年代, 南洋大学在新加坡创立, 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等东南亚地

区的一所华文教育高等学府, 受到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南洋大学的

创立, 为华校毕业生提供升学管道, 培养华校师资, 还完善了一个从小学至大

学的华文教育体系。 然而, 南洋大学却面临华文媒介语被改变的遭遇而于

1980 年关闭。

1967 年, 马来西亚教育部部长佐哈励宣布, 从 1968 年开始, 唯有有剑

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 才能出国深造。 这项政策是打击及压

制华文独立中学的另一手段, 因为经过 1960 年代初华文中学改制的摧残

后, 那些拒绝改制而保留下来的华文独中, 已经凄惨地维持生存, 但是当

局还要切断华文独中毕业生的出国升学管道。 此政策引起华人社会的激烈

反对及不满, 纷纷要求政府收回成命, 但却不得要领。 这最终成为华社创

办一所华文大学的源头。

1968 年, 马来西亚华校董总和教总领导筹办一所华文大学的运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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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定名为 “独立大学” 。 创办独立大学的号召获得群起响应, 各地民间组

织和人士纷纷成立筹委会为独立大学筹款, 广大群众给予热烈支持和积极

捐献。

但是, 独立大学的创办遭受政党的打击, 声称独立大学的创办比铁树开花

还难, 并提出以设立一所高等学府 (即后来的拉曼学院) 以抗衡独立大学。

这引起华社极度不满。

1969 年 5 月全国大选后, 发生 “5·13” 事件, 局势混乱, 国家进入紧急

状态, 导致独立大学筹款活动被禁止。 虽曾于 1971 年另提呈创办 “独立学

院” 计划书, 但最终遭政府拒绝。

1977 年 8 月,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发动签名盖章运动, 并在次年向最高元

首提呈恩准创办独立大学请愿书和签盖录, 副本至首相、 教育部长和全体国会

议员。 在政府拒绝批准独立大学的申办后,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于 1980 年入禀

法庭起诉政府, 最终败诉。

虽然申办独立大学遭遇失败, 但是人们把 “独立大学” 铭记于心, 以在

未来继续努力争取创办华教高等学府。

直到 1990 年代, 三所民办华教高等学府相继创立, 即分别于 1990 年、

1997 年和 1999 年获准创办的南方学院、 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

1994 年, 董总、 教总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联合成立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

营利) 有限公司, 积极申办新纪元学院。 经多次申请被拒后, 最终于 1997 年

获准创办新纪元学院。 此外, 新纪元学院经多年努力后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获

准升格为大学学院。

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 有限公司董事部全体董事和顾问见表 12。

目前, 马来西亚华教高等学府进入另一崭新发展阶段, 迈向建设具有特色

和优质的大学, 实现一个从小学、 中学至大学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 丰富国家

的多元文化色彩, 培养人才, 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此外, 南方学院已于 2012 年获准升格为大学学院。 2013 年 4 月底, 首相

纳吉宣布, 只要能符合高等教育部的准绳, 政府原则上批准韩江学院升格为大

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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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 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部全体董事与顾问

董事部顾问 郭全强、潘斯里李梁琬清、胡万铎

法律顾问 饶仁毅、田捷、郑添锦

主席 叶新田博士

副主席 王超群

义务秘书 陈宝武

副义务秘书 陈纹达

义务财政 邹寿汉

副义务财政 李云桢

执行董事 杨天德博士

董事

许海明局绅、傅振荃、冯秋萍律师、杨伟胜、赵燊儒律师、林忠强博士、吕兴、翁诗佣、
蔡明永、陈文化、张光明博士、丹斯里拿督古润金、蔡亚汉、陈德隆、吴治平、苏顺昌、
王今仲博士、蔡维衍博士

　 　 资料来源: 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 有限公司办公室, 2013。

七　 董总的总体奋斗目标与策略问题

董总坚持民族平等、 语文平等的原则, 基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以来的

具体国情, 即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的国家, 认

为华人享有学习和使用华语华文的基本权利, 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华校,

它们的创办早于马来西亚建国之前, 应享有与其他民族语言源流学校同等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平等权利。 这不但符合联合国各成员所公认的基本人

权, 也符合宪法的规定。 董总从 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之初到现在已经为此

奋斗了超过半个世纪, 今后也仍坚持奋斗下去, 直至在马来西亚真正实现

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 许多华教前辈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条件下, 为

了华教的生存和发展, 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和工作, 提出过各种应对策略, 积

累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这些都是华教运动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对董总

拟订当前的华教发展策略, 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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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与未来华教的奋斗目标

半个世纪以来, 华教的奋斗目标始终不变, 基本上以捍卫华教平等权利及

建设和发展为主。 当前和未来华教的奋斗目标如下。

1． 教育法令、 政策和条例

(1) 修改教育法令, 重新检讨和拟订 《2013 ~ 2025 年教育发展大蓝图》,

以建立一个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国家教育体系, 满足各族人民的需求和促进他

们的文化、 社会、 经济及政治发展, 在尊重国语的同时, 也维护及扶持各民族

语文和文化的发展。

(2) 实施多元团结的教育政策, 确保各源流学校地位平等, 公平合理地

享有国家教育资源, 保障它们的生存与发展。

(3) 制订符合各源流学校特征和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计划。

2． 国民型华文小学发展

(1) 制度化公平合理拨款予国民型华文小学, 由政府承担全部行政和发

展开销, 把软硬体建设计划和经费拨款纳入大马计划和财政预算案。

(2) 制度化拨款和拨地增建华文小学, 废除不合理建校规定。

(3) 制度化解决华文小学师资短缺及不具华文资格师资问题。 这包括设

立以华语为主要培训媒介语的华文小学师资培训制度, 把大马教育文凭

(SPM)、 华文独中统考文凭 (UEC) 的华文科优等成绩列为师训申请资格,

为华文小学培训所需的高职行政人员和各科目师资。

(4) 明文规定华文小学高职行政人员必须具有华文资格。

(5) 为华文小学开办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

(6) 维护和保障华文小学董事会的主权及合法地位和权益。

3． 华文独立中学发展

(1) 全面承认华文独立中学统考文凭, 作为申请就读国立大学、 教师教

育学院和教师教育大学以及在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任职的录取资格。

(2) 在有需要的地区批准增建华文独中, 特别是昔加末、 新山、 蒲种和

八打灵再也等当前有迫切需要的地区。

(3) 制度化及无条件每年拨款给华文独中, 颁发奖学金予华文独中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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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生。

(4) 修正关丹中华中学批文, 列明关丹中华中学是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

介语和行政用语, 实施华文独中体制, 学制六年 (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 采

用华文独中统考课程, 参加华文独中统考。

(5) 推进华文独中教育改革与发展, 提高华文独中教育质量。

4． 改制中学发展

(1) 兑现对改制中学的承诺, 包括由政府承担改制中学的全部开销, 保障

三分之一的华文授课时间, 提供足够的合格师资, 保障董事会的合法地位和职权。

(2) 修订教育法令, 恢复 “国民型中学” 的名词和学校类型, 保障改制

中学及其董事会的合法地位和权益。

(3) 明文规定改制中学只招收华文小学毕业生。

(4) 制度化拨款和拨地增建改制中学。

(5) 明文规定改制中学高职行政人员必须具有华文资格, 在获得董事会

同意后才能到校任职。 董事会有权推荐高职行政人员予教育部作出委派。

(6) 改善改制中学和国中的华文教学与学习, 包括明文规定华文科为改

制中学必修必考科目。 改制中学和国中的华文班和中国文学班纳入正课时间

内, 提供足够合格师资,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5． 民办华教高等教育发展

(1) 制度化每年拨款给非营利民办高等学府, 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 南

方大学学院和韩江学院。

(2) 批准韩江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的地理环境以及华教百年来在本地奠定的基础, 以及华文教育的

发展在东盟其他国家曾经遭遇到不应有的压制, 使董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促进

东南亚华文教育交流与发展的工作。 董总被推举为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

处。 近年来, 伴随着华文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以及全球性学习华语华文热潮的

兴起, 董总将加强与世界华文教育机构的联系, 积极参与由中国所举办的世界

华文教育大会的研讨和交流。

这些当前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董总工作的主要内容。 董总已经在相当多的文

件和政策声明中给予阐述。 拿这些具体内容和 20 世纪 50 ~ 60 年代、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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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90 年代的华教各种文献加以对比, 可以理解华教运动所经历的不同时段

的具体情况和条件, 也可以理解华教斗争经过那么多前人的努力和奋斗, 今天

已经取得可观的发展, 这将使人民对于未来有着充分的信心。

为了达致上述目标, 董总将继续进行以下工作。 这些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

对内工作以及对外工作两个部分。 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加强华教组织及其团结,

壮大华教队伍的力量。

（二）达致奋斗目标的七点策略

(1) “超越政党, 不超越政治”。

①以华教最大利益为依归, 坚持 “超越政党, 不超越政治” 的原则, 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包括争取华团、 各族群和朝野政党对母语教育的认同

与支持, 以达致华教奋斗目标。

②结合当前国内外局势发展, 创造和运用有利形势, 达致华教奋斗目标。

(2) 加强华教组织, 壮大华教力量。

①提升领导层、 行政层、 华教工作者的领导素质。 ②强化各州董联会、 各

区发展华文小学工委会和各校董事会。 ③加强地方和州级领导, 为华教事业培

养接班人。 ④以华教斗争 “7S” 结构, 达致华教奋斗目标。

(3) 慎防来自内外的破坏与分裂, 如扣帽子、 抹黑、 扭曲、 造谣等。

(4) 加强华校软硬体建设。

(5) 引领华文独中进行教育改革。

(6) 加强独中师资培训、 统考、 课程和教材。

(7) 促进东南亚华文教育交流与发展, 如举办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8) 加强与世界华文教育机构之联系, 如举办世界华文教育研讨会。

（三）华教运动必须全面结合与发展

为使华教运动发展更全面, 必须从奋斗目标 /共识、 领导风格、 人员、 组

织结构、 制度、 策略、 方式与技巧层面, 整体连贯起来。 这里借鉴 7S 架构来

进一步阐述之。

7S 架构指的是以下七个领域, 它们都是以 “ S” 字母开头: ①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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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共识 /目标); ②Style (领导风格); ③Staff (人员); ④Structure (组

织结构); ⑤System (制度); ⑥Strategy (策略); ⑦Skill (方式与技巧)。

7S 架构理论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麦肯锡先生在现代管理学研究中提出的。

它是一个健全的企业制胜所需要的条件或内在因素。 英文字母的 “S” 即共同

的价 值 观 ( Shared-values )、 风 格 ( Style )、 人 员 ( Staff )、 组 织 结 构

(Structure)、 制度 (System)、 战略 (Strategy) 以及方式与技巧 (Skill)。

根据麦肯锡的划分, 战略、 结构以及制度是属于硬体要素, 而风格、 共同的

价值观、 人员以及技巧是属于软体要素。 而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中心, 制约其他六项

因素的内容及其发展和变化, 六项因素之间也互相影响、 互相制约。 如此构成对一

个企业满足 “战略制胜” 的整体要求。 根据事物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客观情况的

具体变化而提出不同的战略和策略目标和口号, 它们必须符合斗争目标的总体要求。

从华教运动来说, 董总的制度、 结构以及策略这三项硬体要素, 应与风

格、 人员、 技巧及共同价值观 (共识) 有机结合, 才能发挥最大效果。 上述

分析, 可用图 4 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图 4　 华教斗争的 7S 架构

八　 结语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 (董总) 作为马来西亚当前华教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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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起重任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了领导好当前的工作, 摆脱工作中可能

由于脱离现实、 脱离华社民众而导致主观性和盲目性, 或者由于沉溺于日常烦

琐的事务而产生自由散漫和怠倦被动, 就一刻也离不开对于客观形势发展和策

略问题的研究, 提出的策略目标必须符合华教运动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共同的基

本要求, 必须把当前的目标、 纲领和长远的目标、 纲领紧密地结合起来, 才能

把各地华教工作者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当前华教运动已经处于一种 “自为” 的阶段, 各个岗位的领导人应该自

觉地要求自己不断加强对于策略问题的学习和认识, 并且把对于策略问题的认

识和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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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Malaysia

Yap Sin Tian

Abstract: Under the government’s un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education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 in this country． To defend the existenc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s, the Chinese community needs to
reinforce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schools while
also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unter policies that are unfavou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s． In 2012,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organised a total of five public rallies at five
different loc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to demand reasonable and equal trea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for schools of all language streams while voicing our objection
to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 -2025, which is
seen as detrimental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national
unity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was also urged to construct a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cceptable to all Malaysians in
line with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s as well as the country’s multicultural realit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and needs of all Malaysians irrespective of race while promoting
cultural,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While giving
due respect to Bahasa Malaysia as the country’s national language, this will also help
preserve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is countr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as well as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schools
from primary to tertiary levels, and strategies to tackle the same.

Keywords: Malaysia; Dong Zong; Chinese Educatio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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