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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华教救亡运动－
华小师资严重短缺
抗议大会”四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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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董总署理主席邹 寿 汉 （ 向 前站立者）宣读 4 项 大 会 提 案，万人群情激昂，举手通过325抗议大会4项提案。

“华小师资严重短缺抗议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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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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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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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商：合喜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Hasil Sdn. Bhd Tel: 603-91732778 Fax:603-91732779
No 20, Jalan Kilang Midah, Taman Midah,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Email:phasil@po.jaring.my

出版：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87362337 Fax: 603-87362779
E-mail: ucscam@djz.edu.my Homepage: http://www.djz.edu.my

现场的热烈状况

l

325抗议大会获得华教人士和朝野
政党人士出席。前排右起为新纪
元学院院长莫顺宗、人民宗教学校
理事会理事莫哈末里祖安和主席莫
哈末阿敏、淡米尔基金会主席帕苏
帕迪、教总主席王超群、董总主席
叶新田、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华
总义务总秘书蔡维衍、董总会务顾
问郭全强、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
利）有限公司会务顾问潘斯里李梁
婉清、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主席胡万
铎、金马士大港红楼四馆顾问陆庭
谕、华教元老陈玉康、民主行动党
陈国伟、人民公正党陈仪乔、民政
党梁德明。

当天的热烈场面

现场一片人海，场面壮观，群情激昂。

l

大 会 结 束 后，出口处人潮满满。

l

l

抗议大会上， 砂拉越州民都鲁一群热心华教人士发动一人一令吉捐
款活动。

325抗议大会意义深长，民众纷纷签名以示支持。

全国各地民间组织和社会民众蜂拥而至，浩浩荡
荡进场，拉起横幅，高喊口号，支持抗议大会，
表达捍卫华教的坚定决心，要求政府公平对待各
民族母语教育。

l

l

全马各地的团体代表乘搭巴士远道而来。

群众不惧炎阳向政府表达心中的 不满，以行动支持华教。

各民族团结就是力量。虽是捍卫华 教
的 救 亡 运 动，但马来裔与印裔友族同
胞也不分你我，身体力行给予华裔同
胞大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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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012报导

27-3-2012报导

董总会务顾问郭全强先生讲词

霹雳华教工作者联合会主席汤毅先生讲词

我从事华教工作数十年，如今已年近古稀。华教问题依然一萝
我来自基层。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表
达几点基层群众的意见。
我们坚决支持董总展开的华教救亡运
动和今天抗议大会所达到的任何决议。
我们强烈抗议政府一直没有诚意解决华
校所面对的困难，而教育部的官僚在单
元主义意识指导下更不断地为华校制造
困难。

29-3-2012报导

谴责教育部的丑陋和阴险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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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师资严重缺乏和将不具华文资格
的老师派到华小是最丑陋和阴险的一
步。我们要求政府不要再玩阴谋诡计，
立即解决华校师资严重缺乏及从华小撤
离不具华文资格教师和职员。
我们遗憾教育部官员的种族主义头脑
毫无改变，这是单元主义教育政策下的
必然反映；我们也遗憾负责华教事务的
历届副教育部长没有办法也没有诚意解
决华校师资问题。

魏家祥副教育
部长临时抱佛
脚，在今天的抗
议大会前，与上
司搞了个“三长
五短”的方案，
董总批他“权宜
之计”“应景之
作”，魏博士暴
跳如雷，不服气，大喊冤枉，只差眼泪
没有掉下来。

l

民众踊跃出席，听到精
采的演讲马上鼓掌欢
呼。

l

主要舞台区已座无虚席，民众坐
在 附 近 空 地 的 大 树 下，从电视中
观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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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年轻的集会者，顶着艳阳坐在草
地上参与抗议活动，只因大家都
有一颗爱护华教的心。

l

孩子们说：“爸爸时代，不够老师，
我的时代，也不够老师。”，赤子之
声道出了人民的不满。

l

年龄不是障碍！精神
抖擞的阿嫲，也来为
华教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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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会有吗？我希望在有生之年，不需要再召开这些大会。不过，如果
单元化教育政策不改变，往后还是有需要召开抗议大会。

吁朝野政党把华教要求列入大选宣言
我虽然很同情他，但是他的眼泪唤不
回我们的决心。我们支持董总的说法，
我们要的是一个彻底的方案，一个平等
待我的政策。
我们要求朝野政党，将平等对待华教
的政策与步骤列入竞选宣言，并要求胜
选的一方在执政后，立即完满解决华小
缺乏师资的问题。

冯镇安副教育部长在1991年说，预
建议董总在各州办集会
计1995年可以搞定。但到了2001年，
另一位副教育部长韩春锦说，到2004
我们建议董总，在教育部还未解决华
年就可以解决了。但解决了吗？没有！ 校师资短缺之前，联合各地团体，继续
现在是魏家祥担起了副教育部长这个有 在各州举办集会，要求当局解决此课
名无实的官。
题。
现在，华小的师资缺乏越来越多，甚
至比44年前（1968年）的1172名还多
一倍（今年是2337名）。

萝，没获得解决。以前曾召开过抗议大会，现在又再召开，以后还

这是我们基层的意见，我们希望各方
听得到我们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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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带领众人举手通过四项提案 。

325 抗议大会通过四项提案

万人踊跃出席，捍卫华文教育
2012年3月25日，董总在雪州加影董总
草场举办“325华教救亡运动-华小师资严重
短缺抗议大会”，获得各界热烈响应，逾万
名群众和600个民间组织的代表踊跃出席。
各华团和友族团体代表、朝野政党、国州议
员、华校三机构、各地华教基层组织和热爱
华教社会人士，不辞舟车劳累，踊跃出席了
这次的抗议大会。

金会主席帕苏帕迪（Pasupathi
Sithambaram）先生、华教工作
者汤毅先生和董总会务顾问郭
全强先生都在大会上发表精彩讲话。
325抗议大会从早上11时正式开始，至中
午12时30分结束，在群情激昂，有纪律和有
秩序情况下，顺利及成功举行。万名群众举
手通过四项大会提案，体现“万众一心，捍
卫华教，华校兴亡，人人有责”的精神和决
心。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教总主席王超群校
长、华总义务总秘书蔡维衍博士、淡米尔基

家长携儿带女参与集会，手持标语，
表达了不公平政策受害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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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讲词

申请受训的学员必须拥有SPM华文优

首先，我谨代表董总热烈欢迎各族同胞及各位华教同道踊跃出席
今天的华教救亡运动大会。

等，主修华文，而副修则可以是地方研

这项抗议大会的召开，目的有以下几项：
1．向大会汇报华小师资短缺的严重性。
2．要求政府立即调走今年派到华小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
3．要求政府制度化、透明、全面、立即和有效解决华小师资
严重短缺问题，公布解决方案和时间表。

乐，课业辅导和生活辅导等等。副修科目

究，历史，科学，数学，图工，体育，音
以华文为训练教学媒介，而选修马来文或

局不公平的政策下，广大华社对华教课题
的共识与团结，更是保障华教权益的最终

小教师。

力量。

我重复，训练拥有SPM华文优等、有能
力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华小教师，不仅仅

有鉴于此，我诚挚的吁请大家，尤其是

是只教“华文”的专业老师。

英文的华文组学员也应该有华文资格。

最后，祝愿华文教育在各方面的努力和

这是华人社会的心声，政府必须正视，

华总代表–华总义务总秘书蔡维衍博士讲词

关怀之下，解除层层障碍。谢谢！

支持 325 抗议大会的召开和决议

教育部必须拿出诚意，认真推行华小师资

面对百般阻扰

华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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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工作，以长期性策略，制度化训练华

但在单元主义政策下，教育部首先是故意
不按需求培训足够的华小教师，接着以师资
短缺为由，派遣大量不具备华文资格的教师
到华小，令人不禁担心华小的行政语和教学
媒介语将会受到影响。这种问题曾经发生在
1987年导致天后宫及全国罢课事件。但教育
但我们还是坚定不移的召开了，而且是人 部过后仍然继续派遣不具备华文资格的教师
潮 汹 涌 地 从 四 方 八 面 到 来 ， 为 什 么 ？ 因 为 到华小来教授各种科目。
要抗议教育部长期以来对待华小的不公平政
华小师资短缺数十年没解决
策，抗议教育部三四十年来漠视我们的正
义要求，不愿意解决华小师资严重短缺的问
国家领导人近年来一再强调国家正在转
题。甚至近几个月来，我们向教育部提出华
型，但是，教育领域没有真正转型，而且仍
小师资短缺的严重性及要求。我们向教育部
在想方设法推行其早已证明行不通的单元主
提出华小师资短缺的严重性及立即解决有关
义教育政策。国家领导人必须摒弃单元主义
问题，达不到目的后，我们便要求见教育部
思想，真正废除所谓“最终目标”，落实“
长及首相以解决问题，但却得不到正视与答
共同课程纲要、多种源流”学校的多元教育
复。
政策，才能赢得民心。
这项抗议大会的召开，曾经历了一波三
折。有人认为，董总不需要召开这个抗议大
会，因为它对华小师资短缺的解决没有帮
助。也有人千方百计阻扰这个抗议大会的召
开。

鉴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董总在2011年杪
众所周知，华小师资短缺是一项久悬未决
便提出要展开抗议行动。2012年2月26日，
的问题。远在1968年，当时教育部在国会
董总常务委员会议议决举办抗议大会。当局
下议院回答范俊登国会议员询问时便透露，
也在这时候宣布成立一个以副教育部长魏家
当时华小师资短缺1172人。接下来华小师
祥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项问题。
资短缺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教育部历任高
实际上，我们的宪法和教育法令，都明确 官，也曾不断在公众传媒宣布这项问题很快
地规定华小是国家教育源流之一环。华小的 会获得解决，结果是三四十年来不仅得不到
教学媒介语除国英文科外必须是华文，这是 解决，还进一步派遣更多不具备华文资格的
教师到华小。教育部今天仍在宣称要收集资

今天我代表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华总）出席大会。正如华总会长丹斯里方

淡米尔基金会主席帕苏帕迪讲词
我国各民族母语教育历史悠久，淡米尔

教育为学生提供全面

文教育和华文教育是我国教育制度的组成

的教育。在教育制度

部分。1816年，槟城义校（Penang

Free 里，教师扮演着非常

School）首次开办淡米尔语文班。尚若到了

重要的角色。一位好

2016年，淡米尔文教育在我国就将有200年 的教师可以确保一位
之久的发展历程。

淡小遭不公平对待，处境恶劣

因此，师资短缺问题对学生和社会来说无
疑是一项悲剧。

促教育部速解决师资荒

境最为恶劣。

各源流学校面对的不公平对待问题，惟有

3

快
讯

3

的解决华小师资短缺的短期、中期、长期
策略。
华总呼吁政府正视华人社会的要求，制

教育部 5点短期措施应半月见效
我们欢迎内阁针队华小师资短缺课题成
立了“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教育部副
部长魏家祥博士宣布的8点措施，其中5
案，华总要求在半个月内立竿见影，以显

乏受训教师的问题。

示教育部的诚意及决心。

加强母语和视英语为国际语言的态度。

语言是民族的灵魂。

教育给予我们孩子基本的智力发展，母语

停办了，造成今天华小缺乏能以华文教

然在国会宣称华小的“专业华文”老师过

我们认为教育部必须尽速处理和解决华小缺

才能够获得解决。我们必须要有尊重国语， 布的大会提案。

然而曾几何时，这一类的华文师资训练班

严重。而令人纳闷的是，教育部长最近竟

点短期措施，属于马上付诸行动的解决方

因此，淡米尔基金会全力支持由董总所公

媒介，毕业学员在华小执教，也能胜任。

导各种非语文科目的老师，情况也越来越

当听到华社发出缺乏合格教师的呼声时，

在实施多元文化和多元语文的政策情况下，

当时华文组入学资格就是华文初中/高
中会考，训练课程各科都是以华文为教学

性计划。

小。相较于其他源流学校，淡米尔小学的处

师资短缺是一项悲剧

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进行培训

度化而不间断地推行训练华小教师的长期

目前，我国拥有523所淡米尔文小学。然
学在设备等方面仍然欠缺，大大落后于国

会，表达华社对政府数十年来漠视华小师

时，一位坏的教师可以毁掉学生的前程，甚
至于整个社会。

而，我国独立迄今已有55年，淡米尔文小

早期的华小师资

资短缺问题的不满，同时支持大会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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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所宣布的，华总全力支持召开325集

学生的光明前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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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师，对当时华文
师资训练情况知之甚

华小变质危机

坚持召开抗议大会

华教工作者和华教团体，必须坚守捍卫
华教的大原则，更要具有忧患意识，密切
关注华教的发展，提高警惕，防范种种不
利华教的法令和措施，力求华小的长治久
安，以免华教在沉默中死亡。

剩。

培训能以华文教学的华小各科目教师
因此，华总认为，1996年教育法令阐明
华小是我国教育体系的一环，规定除了语
文科目之外，华小的教学媒介语是华语。

各位华教同道，华总表示欢迎魏8点措

那么，华小老师必须拥有马来西亚教育文

施之余，也要特别强调，华总对长期性的

凭（SPM）华文资格。政府解决华小师资

策略更为关注。我本人在上世纪60年代

短缺的长期性策略就是复办华小师资训练

初期，在日间师训华文组毕业成为合格华

班（如日间师训和假期师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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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其实教育部拥有最完整的资料，三
四十年来上述问题的未获解决，是不为
也而不是不能，其目的是要逐步蚕食和
改变华小的媒介语和行政语的特征。

会议，讨论再多的个案和细节，提出各
种所谓“解决方案”给内阁，将会像过
去一样，无法从根本解决华小师资短缺
和不具华文资格教师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当前华小师资短缺问
题，今天的抗议大会应表达下列共识：

若问题没解决
将在各地展开抗议行动

1．吁请教育部，马上调走今年新学年开
我们今天召开这项抗议大会，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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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下 情 上 达 ， 把 人 民 的 心 声 传 达 给 政
小调走的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调回到华 府，也显示我们维护母语教育的坚决立
场。尽管教育部方面声称有多种解决措
小服务。
施，但因为教育部多年来对解决华小师
2．吁请教育部为那些不是主修马来文 资短缺的诺言都没有实现，我们还是要
或英文，但却已经在华小教导马来文或 看到结果和答案，因此，抗议大会后，
英文至少三年，而且具有华文资格的教 我们会继续留意有关事件。倘若问题仍
师，举办教师在职特别培训课程，以让 然不能解决，怒火将会持续燃烧，各地
他们同时也具有教导马来文或英文科专 抗议行动将会如星火燎原。
业资格。

要求实施多元团结理念

3．吁请教育部恢复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
从政策上根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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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在新春团拜时提出的看法：
所需要的师资，必须把具备大马教育文
单元政策抗争连年，华教风云仍激
凭（SPM）华文优等的资格列为申请条 荡，
件，以符合华小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教
多元理念团结各族，国家政局定安
学媒介语的需求。
昌。
4．吁请政府检讨教育法令，实施多元化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多元理念来治
教育政策，确保各源流学校地位平等， 国 ， 我 们 的 国 家 政 局 才 能 走 向 安 定 繁
享有公平合理对待，保障各源流学校的 荣！
生存和发展。

对教育部空洞承诺没有信心

我们认为，作为国家教育源流之一环
的华小，应该享有公平合理待遇的权
利，这是联邦宪法及教育法令赋予我们
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尽力争到底。

在此我要重申，政府必须从政策上及
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
题，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

在此我们重申，如果教育部无意废除
单元化教育政策，即使再召开多次圆桌

教育部先前提出的各种方案，我们对
此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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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40多年来，这些承诺我们听得
太多了，最后证明都是空头支票，一朝被
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对这种承诺没有
信心。

待各源流学校的多元化教育政策，才是真
正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

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对这些所谓解
决方案的真正落实，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吁请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万众
一心，为争取母语教育的平等，继续奋斗
到底！

公平政策是解决华小师资荒的关键

我们始终坚持认为，只有公平公正地对

教总主席王超群校长讲词
大家中午好！今天，来自全国各地，东
西南北的朋友们、同道们，不分男女老
少，大家都来了。大家抱着一颗热爱华教
的心，大家抱着传承中华文化的恒心，大
家抱着捍卫华小不变质的决心，集合在这
里，对政府数十年来没有解决华小师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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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就推行单元化
的国家教育政策，重点
发展马来文教育，而非
马来文源流教育，包括
华文教育和淡米尔文教
育就被边缘化。

题，表达强烈的不满，提出严正的抗议。

今天，政府继续强调必须强化国小，
让国小成为各民族的首选学校，这也就是
说，华小和淡小只是次等的学校，根本就

捍卫华教的决心坚定不移
今天，很多东马的朋友飘洋过海，飞过
来；也有很多同道披星戴月，半夜坐巴士
赶过来，虽然身体劳累，但大家的精神是
激昂的，争取华教平等地位的决心，是坚
定不移的。

没有获得政府公平的对待。

各位，华小在国家独立后，就被纳入成
为政府学校。50多年了，华小的问题完全
没有获得政府的正视。师资短缺、拨款不
足、建校迁校困难重重等等的老问题，一

各位，政府不公平对待各族群母语教育
的单元化政策，正是华小和淡小长期面对
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单元化教育政策
是华小问题的根源

派不具华文资格教师到华小

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

政府边缘化华文教育和淡米尔文教育
华小问题真的是这么难解决吗？今天在
全世界享有盛名的国油双峰塔、吉隆坡国
际机场都能够建起来，相比之下，华小这
种小问题怎么会50年来都无法解决？各
位，关键就是政府的政策！政府自国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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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的老师派到国小去；甚至还警告校长

各个科目教师，同时也必须把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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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需
求。

不能够对外透露学校面对的师资问题。

师训问题重重
加剧华小师资短缺

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关注资深临教的
培训问题，优先把这些在华小服务多年的
临教培训为合格教师。

此外，在师范课程华小组招生过程中，
也同样发生许多问题。一些官员擅自把华
小组的申请者，换去国小组；也有许多符
合条件，成绩优越的华小组申请者，在没
有任何理由下就不被录取；而就读华小组
一些科目的学员，却没有被提供修读华文
的课程。这种种的人为偏差，一再加剧了
华小师资问题的严重性。

要求废除单元化教育政策

各位，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直到今
天，政府还是以一贯的单元化教育思维作
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完全没有顾及我
国多元种族对母语教育的实际需求。例如
《2006年—2010年的教育发展大蓝图》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小学分成国小、华 ，明确说明政府鼓励在学前教育至中学教
小和淡小三个源流。政府必须认清这三个 育阶段建立一个以马来文作为单一教学媒
源流小学对师资需求有所不同的事实，必 介语的学校制度，而其他主要族群的语文
须 根 据 实 际 需 求 来 培 训 各 源 流 学 校 的 师 则列为选修科目。
资。
非常明显，政府由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落
华小师资必须具备华文资格 实以马来文作为所有学校主要教学媒介语
的教育最终目标，这其实就是单元化教育
国小、华小和淡小分别以马来文、华文 政策的根本精神，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和淡米尔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因此政
府在培训各源流小学的师资时必须有所区
分，例如，在国小执教的老师必须具备马
来文资格，以便能够教导以马来文作为媒
介语的科目；同样的，华小的老师就必须
具备华文资格，而淡小的老师就必须具备
淡米尔文资格。这除了是教学上的需要，

的。
各位，单元化教育政策一天不取消，华
小的问题就不会获得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到底，继续斗争，
全力争取政府废除现有的单元化教育政
策，并制定多元化的教育政策来替代，一
视同仁对待各族群的母语教育，让各源流
学校都享有平等的地位。我们促请政府听
取华社的意愿，马上采取行动，全面解决
华小的问题。

也是要确保学校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

警告校长不能透露问题

制度化培训华小师资

华小师资问题确实很多，一些教育部官
员更是蓄意制造种种乱象，企图破坏华小
的正常运作。他们把不具华文资格的课业
辅导老师和社会研究科老师派到华小执
教；把大量不具华文资格的英文和马来文
老师派到华小执教；但是却把培训到华小

各位，制度化的师资培训是解决华小师
资问题的源头，因此，我们促请政府全面
制定一个妥善的华小师资培训制度，针对
华小的实际需求，设立华小华文组、华小
国文组及华小英文组来培训华小所需要的

捍卫华教需具忧患意识
各位，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还是有
赖于华社的支持与坚持，特别是在执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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