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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6年撥獎學金逾千萬

教育基金助學生圓夢
這些獎學金和豁免學費名
額，是國內各大專院校慷慨捐
獻，我要特別感謝他們的慷慨和
遠見，協助許多有需要援助的品
學優良學生，有朝一日可以成為
未來的領袖。

（吉隆坡16日訊）教
育部副部長拿督魏家祥表
示，一名學生可以進入大
學或獲取獎學金，不是以
學生考獲多少科A作為準
繩，而是以必考科的成績
作最後考量。
他強調，教育部實施
的大馬教育文憑（SPM）考
試10+2措施，有助減少中
學生追求多A的不健康現
象。
他今日在國會上議
院問答環節中說，許多學
生為了打破考取多A成績
的紀錄，不惜向學校自訂

（八打靈再也16日訊）星洲日
報社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今日指
出，星洲教育基金秉持“教育是知
星洲日報教育基金推介禮嘉賓
識和智慧的基礎”信念，傾力協助
需要援助的品學優良學生，以使他
進入第七屆的“星洲日報教育基金”獲得全國30所大專院校的響應與支持，提供
們能繼續深造，以實現他們的夢想 超過900萬令吉獎學金學位給國內清寒子弟；各大專院校代表在出席星洲80週年的系
和理想。
列慶祝活動推介禮后，與張曉卿（前排左五）合照。前排左起為雙威新山分院院長甄

國語節數的問題，馬華已
和其他國陣成員黨領袖商
討，以便聯合向首相和副

上課時間表，以“創造紀
錄”。
“很多人持有錯誤看
法，以為考越多A就越好，
其實，申請大學及各項獎
學金的準繩，是以必考科
成績為準。”
他說，調查顯示，全
國考10科以下的SPM考生人
數佔總數的85%。

首相反映，目前事件正朝
積極的方向發展。
也是馬青總團長的他
在國會走廊說，經過前天
跟總會長拿督斯里翁詩傑

寶珠、雙威大學學院執行董事李馥彥、本報業務促進總經理謝念芳、星洲媒體集團執
行董事沈賽芬，右起為教育基金評審之一的梁汝釗、Unity國際學院副首席執行員倪
政立、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The One學院總經理陳源隆以及本報首席執行員許春。
學生。
“這些獎學金和豁免學費名額，是國
內各大專院校慷慨捐獻，我要特別感謝他
們的慷慨和遠見，協助許多有需要援助的
品學優良學生，有朝一日可以成為未
來的領袖。”
他說，就如同南非前總
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曼德拉所說：教育

此外，他也否認SPM新
增的A+等級成績分數為99
至100分，以及A等級成績
的分數為90至100分時的說
法。
他說，從2009年開
始，SPM將新增的A+等級，
只是要確定成績優秀的考
生，這意味A+比現有的1A
高出一級。
匯報華社的看法，以及昨
天在國會又與副總會長拿
督斯里廖中萊、民政黨主
席丹斯里許子根和國大黨
副主席拿督蘇巴馬廉等人
討論後，他對相關進展感
到滿意。
“我甚至也已和教育
總監阿里慕丁談過，讓他
們更了解華社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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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名優秀生受惠
他在第七屆星洲教育基金推介禮，
以及星 洲教 育 基金 、 英文 書 《W al k in g
Tall-- Journalism on Malaysian Soil》
和MySi n ch e w英 文 網站 文選 推 展禮 致 詞
時，也感謝所有參與的大學和學院參與這
項深具意義的獎助學計劃。
他指出，星洲教育基金自2003年設立
以來，已經撥出逾千萬令吉的獎學金和豁
免學費名額給數百名需要援助的品學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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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考科成績作為準繩

國語節數課題有望解決
家祥表示，有關
魏國民型小學增加

彩色／黑白／雙色

魏家祥：申請大學或獎學金

馬華與友黨領袖商討

■張曉卿

他說，在這項計劃下，星洲日報和所
有參與計劃的大學和學院攜手合作，協助
推動我國實現2020宏願的目標。

廣告分線：

是用以改變世界的最強大武器，因此，他
希望星洲教育基金和參與計劃的大專院校
的合作能夠持續下去，以便不斷開發學生
的潛能，創造社會資產，讓我們的新生代
能夠擁有更美好的未來。

陸家明(左)領取哈麗瑪(右二)頒予的獎座。

本
報
陸
家
明
奪
冠
軍

(新山16日訊)本報新山高級攝影記者陸家明獲柔佛州環境局攝影公開賽冠
軍，獲1千令吉現金獎。
比賽主題為河流之髒與清。陸家明是以地不佬河垃圾處處，漁民撈垃圾的
畫面而奪獎。
大馬環境局評估組主任哈麗瑪頒冠軍杯給本報攝記陸家明（左）。右為柔
佛州環境局局長朱基菲。
比賽聯辦單位為柔佛攝影協會。

非吉政府捐獻 教部購巴耶勿沙淡小校地

太平地區的生豬化驗報告顯示，
豬肉含有超標的長肉劑。

豬肉消協抽樣化驗顯示

太
平 生豬含超標長肉劑
（吉隆坡16日訊）大馬豬肉消費者協
會抽樣化驗來自霹靂州太平的生豬報告顯
示，該批樣本含有超標長肉劑。
大馬豬肉消費者協會主席蕭志明透
露，該協會是在本月9日取得上述化驗報告
結果。
他在一項新聞發布會上說：“此外，
協會也取得來自雪隆及彭亨州的豬肉樣本
送往化驗，報告預計在一周內可獲得。我
預測這些地方的生豬也同樣含有超標長肉
劑。”
出席者包括大馬豬肉商總會副總會長
兼關丹屠業行主席陳封榮、柔南屠業行主
席符傲哲及雪隆屠業行主席李炳福等。

或號召減吃豬肉抗起價
來生豬價格持續上漲，從每
近公斤5令吉50仙，上漲至7令
吉60仙，讓許多消費者大感吃不消。
對此，蕭志明指出，若是生豬價格
的價格持續上漲，協會將號召消費人減
少吃豬肉。
這項建議也即席獲得與會的大馬豬
肉商公會及屠業行代表表示支持，若豬
肉消費人協會發出號召，該公會也將呼
吁會員減少宰豬數量。
吳春水指出，每100公斤的農場生
豬價格從580令吉漲至上周的730令吉，
本周更是再度上調至760令吉，因此他
希望豬農會收回調漲的決定。
李炳福則建議政府在端午節或年關
佳節時，把豬肉列為統制品。

豬肉商總會吁禁殺乳豬
農長遠且有計劃地淘汰乳豬
豬導致生豬價格上漲，大馬豬
肉商總會呼吁政府禁止豬農殺乳豬，
以杜絕此人為價格上漲因素。
吳春水指出，豬農都在計算豬
只，并且長遠性地計劃把乳豬淘汰，
只要把乳豬殺了就能控制生豬價格。
此外，他也呼吁農業部長關注
非法屠宰廠問題，盡量讓會員興建一
些宰豬場，讓他們得以節省時間與交
通運輸費用，同時這也更符合衛生條
件。
吳春水表示，希望政府派出官員
前往中國視察環保養豬廠后，能盡快
在國內落實，以減少污染問題。

接投訴購生豬送化驗
蕭志明說，協會是在接到消費者
投訴后，前往該地區巴剎收集樣本，并
在觀察生豬的顏色與花紋，初步斷定有
問題后才購買並送往化驗。
“由于獸醫局及衛生部沒有調查及
處理非法宰豬廠問題，才會導致出現超
標長肉劑。
“現在，協會會等待所有化驗報告
出爐后，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若接下
來，我們接到其他地區的可疑投報，也不
排除會前往相關地區購買生豬化驗。”

馬漢順：獸醫局將調查
（怡保16日訊）霹靂州行政議
員拿督馬漢順表示，獸醫局將派官員
到太平調查豬肉被傳出含有長肉劑的
事。
負責衛生與環境事務的馬漢順今
日下午針對豬隻飼養控制法令一事會
見州內豬農後說，獸醫局目前還未接
獲太平豬肉被傳含有長肉劑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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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16日訊）太
平屠業界人士對太平市場
銷售不合格的豬肉的消息
感到震驚，並表示，所宰
的豬都經過獸醫檢驗。
太平屠業公所總務
謝錦來今天受到本報詢問
時指出，太平每日平均銷
售70只生豬，100%經過長
駐屠場的獸醫檢驗後，才
獲准從政府屠場送出市場
銷售，並沒有私自屠宰活
動。
他指出，太平屠宰
的生豬由太平屠業公所承
標發出，該公所和負責的
獸醫保持密切聯繫。近年
來獸醫提供的報告都指太
平送交市場的豬肉，絕對
合乎食用規格。
他說，太平區的生豬，目前是
100%從外坡購入屠宰應市，包括50%來
自班台區豬農，威南爪夷和怡保各佔
廿多巴仙，屠商是從屠場領取已蓋印
鑑定合格的生豬銷售。

大馬豬肉商總會及大馬豬肉消費
者協會呼吁有關當局正視有關生豬價
格大幅度上漲，以及同行所面對的困
境。前排左起為吳春水、符傲哲、陳
封榮及拿督李崇孟。后排左起為王振
和、曾達偉、謝玉貴、蕭志明、李炳
福、黃吉良及葉如桐。

（吉隆坡16日訊）教育部副部長拿督
魏家祥鄭重澄清，公正黨巴東色海區國會
議員哥巴拉克里斯南指魯乃區巴耶勿沙淡
小的校地是州政府所捐獻，為一項污蔑和
誤導性的言論。
他說，事實上，有關淡小的校地乃
由教育部所購置，而且多年來都在積極爭
取，教育部目前還在繳付82萬3千令吉的賠
償給地主。
他表示，該淡小過去一直面對土地問
題而不能解決，直到中央政府插手後，土
地問題始在今年10月25日獲得解決，現在

教育部還在繳付餘款。
魏家祥今日在國會走廊召開新聞發佈
會澄清此事時指出，反對黨說該校地屬於
州政府所有是不正確的。
“這是歪曲事實，今天巴耶勿沙的家
協代表也特地來見我，並帶了一份有關反
對黨誤導選民的剪報。”
他表示，一般涉及征地的學校，政府
是通過州政府的機構如土地局去徵用，並
不能說成是州政府捐獻，這個程序必須要
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