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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省獨中董聯會“網站推介儀式、推展獨中招生活動儀式及獨中未來走向圓桌會議”

張曉卿：國家政策開放

獨中教育漸入佳境
（詩巫4日訊）詩巫省獨中董聯會主席丹
斯里張曉卿爵士指出，過去，政府完全拒絕獨
中教育，今天，隨著教育政策開放，政府承認
獨中文憑、國立大學接受獨中生，已是水到渠
成了。
他於今早在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董事聯合會
“網站推介儀式、推展獨中招生活動儀式及獨中未
來走向圓桌會議”上致詞時，如此表示。

圓桌會議打破傳統
張曉卿說，董聯會網站推介禮、招生動員發布
會暨獨中教育未來走向圓桌會議是一次新的嘗試、
新的努力，也是一次打破傳統的開始。
“今天，董聯會在關鍵性的時刻，所以邀約華
團、商會、華社代表和華教精英一起參與獨中教育

的動員和發展工作，因為董聯會真誠希望可以聯合更
多的力量，加入獨中教育建設發展的行列，並一起分
擔獨中教育的責任，一起分享獨中教育未來美好的前
景。”
張曉卿表示，一旦詩巫獨中教育開始展現新的氣
象、新的決心和新的努力的時候，就是詩巫獨中教育
迎向春天的美好時刻。
“過去，獨中教育，在有些人眼裡，它是屬於董
聯會的，是屬於一些固執於推動獨中華文教育的人的
事兒。過去，獨中教育，好像是政治、社會與教育的
孤兒，有人唾棄、有人同情，但也有人奮不顧身堅守
維護。”

獨中迎來發展機遇
張曉卿指出，過去，華語是華人的母語，今天，
華語成了國際的語言。過去，獨中教育在風雨中飄

搖，今天，獨中教育已經開始走向希望，迎來發展
的機遇。
“過去，西馬和東馬一樣，獨中陷入苦守硬
詩巫省華人社團聯合會
撐的境地，今天，西馬不少獨中，已經面對人滿
會長劉乃好建議詩巫獨中董聯
為患的尷尬。”
會通過馬來西亞留華同學會或是
張曉卿續稱，過去，獨中文憑不受承認，
西馬董教總安排中國教師到詩巫
今天，全世界四百多間大學，承認獨中文憑，
培訓獨中師資。
甚至一些大學，還刻意爭取獨中生。過去，政
府完全拒絕獨中教育，今天，隨著教育政策
巫省華人社團聯合會會長拿督
的開放，政府承認獨中文憑、國立大學接受
劉乃好建議詩巫獨中董聯會通
獨中生，已是水到渠成了。
過馬來西亞留華同學會或是西馬董教總安
“我們看到獨中的過去，也要看到獨
排中國教師到詩巫培訓獨中師資。
中的未來，我們要從新的角度，重新理解
他透露，馬來西亞留華同學會每年都有
獨中教育的價值與未來，並給予獨中教
安排中國教師在吉隆坡，或是在中國各省內
育正確與公平的對待。”
為獨中教師提供師資培訓。据了解，
留台同學會在過去也有進行
同樣的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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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發展研究出版部

“獨中未來
走向圓桌會議”主講
人蔡增聰建議董聯會增設
發展研究部及出版部，研
究部每年制定獨中研究計
劃項目，為董聯會領導層
提供資訊；而出版部則出版
研究報告、教材或教師個人
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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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蔡增聰建
議董聯會增設發展
研究部及出版部，
研究部每年制定獨中
研究計劃項目，為董
聯會領導層提供資訊；
而出版部則出版研究報
中校友許贊禮醫生建議詩巫獨中
告、教材或教師個人著作。
董聯會設立“人力銀行”，收集各獨中栽
他在“獨中未來走向圓桌會
培學生的成果，包括學生們的表現、出路及入大學巴仙
議”上針對“現有的獨中教育成果
率，以鐵証、數据說服家長將孩子送入獨中。
令你們滿意嗎? 原因何在?”議題
“我曾要求黃乃裳中校長把過去几年在黃中畢業
發表看法時表示，在詩巫這個獨中
的學生，從他們入學時好、壞成績，到最后畢業的結
數目相對較多，同時改制中學構成另
果來做一個比較。”
一類強有力選擇的狀況下，在許多熱
許贊禮說，其他學校也可收集此類資訊，告訴
心獨中教育人士努力下，還能讓獨中
父母好學生到獨中后不會變成壞學生；中等或是成
維持目前這種局面，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績差的學生，在栽培后的結果又是如何？
事。
他在“獨中未來走向圓桌會議”上發言時
“但談到教育或辦學的成果，如果
說，學校應該要有這方面的數据，而且還要把
滿足於現狀，而不思改進，就很難期望獨
這數据交給獨中董聯會，當獨中董聯會成立人
中能取得更亮眼的成就。”
力銀行這個資料庫后，往后的招生就會顯得比
擬訂良好策略
較容易。
“我們不要泛泛談獨中生前途有多好，但是數据又在哪里
蔡增聰表示，過去10年來大環境的改
呢？”
變，中文應用價值的提升；以及2008年308大
選後，政府在華教政策方面的鬆綁，都為獨
包含升學輔導
中提供一個良好發展的契機，詩巫獨中如能化
許贊禮續稱，在人力銀行下也需包含學生的升學輔
“被動”為“主動”，擬訂良好策略，去推動轉
導，目前獨中生非常缺乏申請大學及獎學金的資料。
他說，升學輔導教師扮演重要角色，他們肩負著教導
學生們如何申請獎學金及大學的工作。
“4年前衛理中學某一屆學生中，有三十多位并非
全A的學生獲得了公共服務局獎學金，升學輔導教師就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獨

改進招生策略
蔡增聰說，宣揚及招生策略應獲得改進，如
採用更有效方法宣揚獨中教育的特色，改變家長
對獨中的刻板印象。
“現有很多國中皆有開辦華文班，相對的獨
中一再強調三种語文并重的方式已經不管用，我
們必須向展現與眾不同的獨中價值。”
蔡增聰認為雙軌制度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將
學生原本應有的成就削弱。但是獨中目前又無法
不辦雙軌課程來招生，唯有希望政府能盡快承認
獨中文憑，從單軌的路線來尋求發展。

採新教學法
蔡增聰表示，獨中應采用新教學內容及方
法，并與董總配合，如采用戶外教學，加強通
識課程，活潑的教學法，避免過於偏重考試或升
學。
“獨中的教學法要改進，對於現在的學生而
言，教師已非知識的唯一來源，因此要學生們在

劉毖銳：年輕人華文情淡化

英文不好輸人一等

詩巫省獨中董聯會獨中未來走向
圓桌會議主講人劉毖銳認為，80

許贊禮提醒獨中校長，不論傳承中華文化及教
育有多么重要，不管華人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有多
大，我們都得要向一個現實低頭，那就是必須搞
好英文。
“尤其是在專業領域里，如果你的英文能
力不好，你就輸人一等。”
他希望獨中在栽培學生方面，鼓勵成績好
的學生報讀雙軌課程，考取大馬教育文憑，
讓他們有多一個選擇。
“將來的50年之內，華文還是沒有辦
法取代英文，不論你到哪一國家，最終能
與他人溝通的語言還是英文。”

后的華裔子弟對華文教育已失去熱忱，獨
中必須重新自我認識和定位，並朝多元化發
展。
據他了解，一些就讀獨中的家長也拒絕
將孩子送入獨中就讀，一些年輕父母也不認為
獨中生與國中生有差別，他
們甚至認為比起國中，
獨中還需支付更多的
學費。
他在詩巫省
獨中董聯會舉
辦的獨中未來
走向圓桌會議
之“你們認
為獨中教育
該如何和現

獨中英語須加強
許贊禮續稱，獨中英語的加強是
必須的，而且也是能說服家
長把孩子送入獨中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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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工作，就可以讓獨中在未來更具競爭力，甚
至成為家長的首選學校。
他認為，董聯會應當與各獨中合作，尋求教
育專家的協助，擬訂一項長期發展策略，作為推
動詩巫獨中的轉型及變革的指引。
“其中需注意的項目包括獨中教育的新方
向、應對新環境及條件下的新獨中，除了具備
有文化傳承的使命，也應當注重培養，除了知識
層面、還具有人文素養、獨立思考及開創能力學
生。”

今中華崛起接軌?”議題，如此表示。
劉毖銳認為，以現今的趨勢來看，隨著中華的崛
起，獨中生并沒有占優勢。他發現，許多外國華裔并
不知道馬來西亞有獨中及國中制的分別，更不了解國
中生和獨中生的差別。

英文差少攻讀法律系
據他所知，獨中生鮮少攻讀法律系，其中很大的
原因為受英文能力所限，如果現在的獨中教學方針還
延用以往的方式，如此的英文水平將難以走向國際。
劉毖銳透露，如今中國市場開放，很多國際律
師樓都在中國設立分行，也有許多跨國企業在上海及
北京設立。他們要聘請的律師除了需要有外國的法律
文憑，也鐘意會華文的律師，這點是獨中生的一種優
勢。
“獨中生如果愿意修讀法律系，中國會是一個很
好的發展市場。很多中國大企業都需要聘用能掌握英
文及華文并擁有外國法律文憑的人才。”

班上專心聽講并不容易。”
他續稱，獨中師資待遇應要改善，若教師們
成天擔心錢不夠用，他們是無法敬業樂業，教學
成效將受影響。“大部份的獨中教師并不會要求
和國中教師同等的待遇，至少不要相差太遠。”

培訓師資很重要
蔡增聰說，師資的吸取、培訓及在職進修也
不應被忽略，而且要把教師當著是獨中寶貴的資
產，而非一般受薪人員。
“進修可達到自我滿足及加強教學成效的作
用，現在政府中學提供許多進修機會, 如果不鼓
勵獨中教師進修，政府中學與獨中教師學歷過於
懸殊，則無法增加家長對獨中教學的信心。”
他認為董聯會及獨中必須關注校園建設及學
習環境的規劃。
“學校圖書館顯得非常重要，它是一座精神
堡壘。一間學校若擁有好的圖書館，而教師們又
鼓勵學生車多閱讀，將來學生們繼續自我充實及
進修的能力一定比其他人強。”

建設校園環境
蔡增聰指出，校園環境是隱性課程，對學生
的成長及人格等都會有影響，校園環境也是一些
家長作出選擇的考慮因素。
“獨中經費必須妥善的管理，避免資源重疊
浪費，并且讓社會人士知道自己所捐出的每一分
錢都用在適當的地方。”
他強調，學校如果辦得好，便有更多人樂於
主動認捐。

他表示，國中也漸漸開始提升國中生的華文教
育，這對獨中來說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如今國際及社
會趨勢不斷改變，獨中也是時候需重新認識自己，認
定自己在社會扮演者的角色，并自我定位，讓自己比
別人更強，讓人認識到送孩子進入獨中就是有一定的
原因及特質存在。
劉毖銳稱，10年后，獨中招生的對象可能就是80
后的家長，但這些80后生已對華文教育不再熱衷，因
為網絡的發達及受到西方影響，對華文的重視已漸漸
轉淡。
他認為，如今獨中不止需要考慮現在所面對的問
題，也需要考慮未來獨中的出路。目前來看，獨中推
廣多由老一輩在推動，少有年輕人參與，從這點就可
看出年輕一代對華教的重視度不大，這是讓人擔憂的
事。

詩巫宜設國際英文學校
劉毖銳表示，未來詩巫可能設立國際英文學校，
這將可能威脅到獨中，并產生很大的競爭，獨中甚至
還可能處于弱勢狀態。
他希望在未來的日子里，獨中不止培養會華文的
人才，也能走向更多元化的發展。

“獨中未來走向圓桌會議”主講人劉毖銳：80后的華裔子弟對華文教育已失去了熱忱。
出席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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