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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总和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交流和探讨华小师资问题 

开学至今，华小面临了许多师资的问题，由于这种种的问题已对华小的运作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教总特于 2011 年 5 月 5

日拜访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以反映当前多项华小师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教总出席者有主席王超群校长、

总务陈清顺校长、副财政陈文化校长，以及调查研究及资讯组主任王仕发校长。整体而言，教总今次与副部长会面，在一

些华小师资问题上取得正面的成果，例如除了华小英文组之外，华小临教也将有机会选择其他课程，以进入假期师训班受

训。与此同时，教总也会继续跟进，以确保有关的华小师资问题都获得妥善解决。有关课题的基本情况和讨论重点如下： 

【一】 华小师资培训课程的问题 

 

序 事项 问题 / 概况 讨论重点 

1 
教育部招收临教进入

师范学院受训的问题 

1. 教育部近期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招生广告，表

示目前正招收各源流小学的大学和非大学资

格临教进入师范学院受训，以接受培训成为

合格老师，申请截止日期是 2011 年 5 月 16

日。 
 

2. 不过，教育部所提供的课程当中，供华小临

教申请的课程却只有华小英文组，而其他课

程则是为培训国小师资而设，包括了国小华

文组。 
 

3. 目前在华小执教的临教主要都是负责教导华

文和其他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科目，因

此，教育部所提供的课程根本就不适合他们

申请。事实上，教总已经接获很多华小临教

的来电，询问为何教育部没有开办华小华文

组，让他们也有机会参与师训课程。 

1. 教总吁请教育部开办华小华文组，让华小临教接受培训

成为合格老师。事实上，从过去假期师训班的申请人数

来看，华小临教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因为大部分的临

教都在争取参加师资培训课程的机会，因此，教总认

为，只要教育部拟定一套完善的师资培训计划，包括开

办华小华文组，以招收华小临教进入师范学院受训，相

信这能够全面解决华小师资不足的困境。 
 

2. 副部长表示，教育部将依据学校的情况和需要培训老

师，因此，华小临教不必担心只能申请华小英文组或国

小华文组。副部长表示，他已经指示教育研究和策划组

和师训组必须在一周内重新计算和整理华小各个科目的

师资需求，一旦有关部门完成有关工作后，当局将展开

招生，让华小临教自由申请华小其他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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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ISMP 华小组 

招生的问题 
  

2.1 华小组申请者的资格 

1. 根据教育部 2011 年的招生指南，只有一些

华小组课程，包括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辅

导、体育、设计与工艺、课业辅导，以及音

乐的申请者必须具有 SPM 华文资格；但却

没有规定申请华小国文、英文、数学、科

学、历史，以及美术的申请者必须具备 SPM

华文资格，这引起了大家的混淆。 1. 教总吁请教育部明文规定 PISMP 课程申请者必须具备

SPM 华文优等的成绩，才能申请华小组课程，而且华

小组的学员都必须在受训期间也副修华文，这绝对是符

合华小以华文为各科目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实际需要。 
 

2. 副部长认同华小组的学员必须具备华文资格，而且在受

训期间也应同时修读华文。副部长将会和师训组进行商

讨，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2.2 
华小组学员 

没有副修华文事宜 

1. 教育部过去培训的华文老师都是副修其他科

目如数学、科学等，所以华文老师也兼教其

他科目。 
 

2. 这一两年来，教育部开始为华小培训语文科

以外的其他学科老师，例如主修数学、科

学、美术、音乐等，这些科目都是以马来文

进行教学。由于教育部没有明文规定华小组

这些科目的学员也必须同时副修华文，导致

许多在受训期间都没有修读华文。基于这些

学员毕业后在华小以华语来进行教学，因此

必须在受训期间也修读华文，以符合实际情

况的需求。 

2.3 
华小华文组申请者 

被转换到国小华文组 

1. 今年度的 PISMP 只录取 50 人进入华小华文

组，但国小华文组则录取 200 人。这导致许

多华小华文组申请者在面试录取公布时，发

现被教育部擅自转换到国小华文组，让他们

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 

1. 教总对华小华文组只录取 50 人感到惊讶，希望副部长

深入调查和了解华小对华文老师的实际需求，进而培训

足够的华文老师。同时，教总也要求副部长协助处理有

关华小组申请者被调组的事情。 
 

2. 副部长表示关注此事，并认为有关单位应事先征询申请

者的意愿，才可以作出调组的安排，而不是在申请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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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副部长也表示，一般上由于国

小华文组的申请者不多，而华小华文组的申请者却过

剩，因此有关单位就会询问申请者的意愿。 
 

3. 副部长表示，目前教育部是根据教学科目来分类老师，

如华文老师是指教华文的老师，数学老师是指教数学的

老师，因此在进行培训时就以华小作为一个组别，并在

底下再设华小华文组、华小数学组、华小科学组等等。

由于教育部之前培训的都是华文组的学员，因此，这些

华文组毕业的老师纵使有兼教其他科目，还是都被归纳

为华文老师。在这样的计算方式下，华小华文老师的空

缺就不多了，反而是其他科目如数学老师、科学老师等

就非常不够。无论如何，教育部会对此加以关注，并重

新计算和整理，以确保根据华小的实际情况来培训足够

的师资。 

2.4 
华小组 

申请者上诉问题 

1. 教育部已进行 KPLSPM/PISMP 课程的面试。

教总接获 204 位符合资格的申请者来函上

诉，要求争取参加面试。在 204 位上诉者当

中，169 位是 PISMP 课程的申请者，另 35

位则是同时申请海外优秀生保送计划课程和

PISMP 课程的上诉者。 
 

2. 这些上诉者透露，他们根本不晓得为何本身

不被录取参加面试，尤其对那些成绩优异者

来说，更是大受打击，因为一些成绩不比他

们理想的申请者反而被录取参加面试，这是

非常说不过去的。 

1. 教总吁请教育部公布师范课程的录取标准，以解除申请

者心中的疑惑，确保每一位申请者都获得公平的对待。

此外，教总也要求教育部公布华小组申请者的详情，包

括申请人数、被录取参加面试的人数，以及所要录取的

人数等详情，以彰显录取过程的透明化，并避免一再发

生人为的偏差。 
 

2. 副部长表示，今年申请此项师范课程的申请者高达 10

万人，不过，由于名额有限，也只有其中的 1 万 4 千人

获得面试的机会。副部长也表示，在 SPM 考试考获 8

科 A 以上的申请者将优先获得面试的机会。此外，如

果申请者在课外活动有优秀的表现，获得面试的机会就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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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副部长表示，不同的组别，如华小数学组和华小学前教

育组，其录取条件或许会出现一些差异，这主要是决定

于有关组别的申请人数，因为当局会择优录取。此外，

申请者在申请表格上填写的第一选择也会影响被录取面

试的机会，例如选择数学组为第一选择的申请者若在

SPM 的数学和高级数学皆考获 A +的成绩，被录取参加

面试的机会才会比较高。 

3 
KPLI 华小组 

招生的问题 
  

3.1 没有开办华小华文组 

1. 今年 1 月开课的 KPLI 课程没有开办华小华

文组，据了解，教育部是基于华小华文科老

师已经足够，因此取消了 KPLI 课程华小华

文组。 

此课题和 PISMP 华小华文组录取人数减少的问题一样，请

参阅第 2.2 项的说明。 

3.2 没有副修华文事宜 

 

1. KPLI 课程于今年 1 月 24 日开课时，多个华

小组课程的学员，包括科学组、课业辅导

组、学前教育组、特殊教育组、体育组、美

术组，以及辅导组的学员都被派到没有华文

讲师的师范学院，导致他们在一年的受训期

间没有副修华文。 
 

2. 经过争取后，只有科学组和课业辅导组的学

员在较后获得副修华文。 

1. 教总表示，师训组必须明文规定师范课程华小组学员必

须副修华文，以一劳永逸解决 KPLI 和 PISMP 华小组学

员没有副修华文的问题。 

 

2. 副部长对华小组学员必须同时副修华文的规定表示认

同，并会进一步加以处理。另外，副部长也表示，由于

开办某些课程，如体育组的师范学院并没有华文讲师，

因此就没有安排学员修读华文。无论如何，副部长表示

会设法安排邻近学院的华文讲师或中学适当的华文教师

前往执教，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据了解，一些师范学

院院长没有物色华文讲师，这也是导致华小组学员无法

修读华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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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华小组学员被 

派到国小实习 

1. 于今年 1 月被录取进入 KPLI 课程的华小组

学员已经接到通知，表示将在 6 月份被派到

国小实习。他们对此感到不解，因为既然是

华小组，理应到华小实习，而且也担心这样

一来，毕业后将被派到国小执教。 
 

2. 在今年 1 月，也有 13 位怡保师范学院的

KPLI 华小英文组学员被派到国小实习。这些

学员原本是被安排到华小实习，但后来接到

院方的通知，表示必须到国小实习。这些学

员已经在 4 月完成了实习。 

1. 教总认为，华小组学员既然是被培训到华小执教相关的

科目，因此，他们应被安排到华小实习，以了解华小的

教学情况，并为将来毕业的教学工作作好准备，同时也

符合有关师资培训课程的目的。 
 

2. 副部长表示，理想的做法是安排华小组学员到华小实

习，但因为这些学员在受训时，所采用的教学媒介语是

国文，因此，若安排学员到华小实习，不谙华文的讲师

将无法为学员评分。无论如何，这些华小组的学员毕业

后都肯定被派到华小执教。 
 

3. 至于对华小英文组学员被派到国小实习的问题，副部长

表示因为是英文教学，所以应该被派到华小实习。副部

长表示会对此事作进一步的了解。 

4 
统考生申请进入师训

课程 

教育部目前正进行统考生申请进入师训课程的

面试，而教总近期也接获家长和申请者的投

诉，包括： 

 符合申请资格，但不被录取。 

 被录取参加面试，但得到的课程却是国

小华文组。 

 PISMP 课程的申请者，以及一些申请者没

有统考成绩，但却被录取参加面试。 

1. 教总吁请教育部公布统考生申请进入师训课程的详情，

包括申请人数、被录取参加面试的人数，要录取受训的

人数，以及所提供的课程等详情。 
 

2. 副部长表示，共有 355 位统考生申请进入师训课程，当

中有 242 人符合资格，惟因名额有限，因此只有 92 人

获得面试的机会。 
 

3. 针对教总提到有一些非统考生也接到面试的问题，副部

长表示将指示师训组进行调查，以了解有关的问题。此

外，教总也表示，若有被录取的统考生没有出席面试，

当局必须采取行动，包括通知其他的申请者前往面试，

以填补有关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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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师范学院 

华文讲师不足的问题 

1. 全国有 27 所师范学院，其中 15 所有开办

华文组，华文讲师人数 74 位。据了解，当

中一些师范学院面对华文讲师不足的问

题，例如砂拉越拉让师范学院目前只有一

位华文讲师，此外，也有一些华文讲师即

将退休，因此，如果再不填补有关的空

缺，将导致华文讲师不足的问题日益严

重。保守估计，目前尚所需要的华文讲师

人数大约是 30 位。 
 

2. 事实上，师范学院升格为的大专后，承担

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培训新进教师，也兼顾

提供课程给在职教师进修。如果华文讲师

不足，肯定影响在职教师参与华文教学课

程的机会。就以目前教育部提供大量学额

给在职教师进修学士课程的情况来说，已

经加重了华文讲师的教学负担。 

1. 教总吁请教育部正视师范学院华文讲师不足的问题，

并采取积极行动，增聘足够的华文讲师，以减轻现有

华文讲师的负担。 
 

2. 副部长表示，当局密切关注师范学院华文讲师不足的

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物色符合资格的政府中

学老师担任华文讲师。 

 

 

【二】 吉隆坡华小聘请临教的问题 

 

序 事项 问题 / 概况 讨论重点 

1 

 临教配额已经用

完，华小无法聘请临

教 

1. 吉隆坡华小在新学年开学时，共需聘请大约

100 位临教来填补空缺，但教育局当时却只

批准华小聘请 30 多位临教。为避免影响学

生的学习和造成行政运作的不便，校方唯有

 
 

1. 教总吁请教育部指示吉隆坡教育局马上发出聘书给有关

的临教，以确保吉隆坡华小获得足够的临教。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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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聘请临教。 
 

2. 一直到 4 月，才另有 40 多位临教获得聘

书，不过，教育局以临教配额已经用完为

由，导致还有 20 多位临教至今都没有获得

聘书。 

时，教育局也必须支付临教从 1 月份开始执教的薪金。 
 

2. 副部长表示，教育部在开学前就要求各州教育局计算所

需的临教，而教育部也根据各州的需求发出足够的临教

配额，因此，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副部长也表示将在

下周召见教育部人力资源组和吉隆坡教育局的负责官

员，以了解有关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3. 此外，副部长也强调，如果有关的临教是在 1 月就开始

执教，那么教育局就必须支付 1 月份开始执教的薪金。 
2 

教育局不支付临教从

1 月到 3 月份的薪金 

1. 吉隆坡 40 多位临教于今年 4 月才接到聘

书，虽然这些临教大部分早在 1 月就开始执

教，但聘书却注明他们从 4 月份才开始执

教，这意味着这 40 多位临教将无法享有 1

月到 3 月的薪金。（这些临教的薪金一般上

由董家教先支付） 

3 

教育局向执教多年的

临教追讨已经付给他

们的加薪数额 

1. 一直以来，只要符合条件，由教育部聘请的

临教，包括被录取进入假期师训班的临教在

每一年都可以获得加薪。例如非大学资格临

教从执教第一年的 P1T1 级别，连续每年加

薪直到第七年的 P1T7 级别。事实上，教育

部于 2007 年发出的通令也清楚说明临教享

有加薪福利。 
 

2. 不过，吉隆坡教育局近期却发出公函，表示

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所有临教只能享有两次

加薪的福利，因此，教育局将向临教追讨这

几年已经付给他们的加薪数额。 

1. 教总吁请教育部指示教育局停止向临教追讨已经付给他

们的加薪数额，以保障临教的福利。 

 

2. 副部长表示，教育部有明确列出临教加薪的制度。据

悉，其他州属并没有发生此问题，因此他将对此事加以

了解，包括假期师训班临教的加薪问题，并根据教育部

有关的制度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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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问题 
 

序 事项 问题 / 概况 讨论重点 

1 
砂拉越不具华文资格

校长掌校的问题 

1. 教总于今年 2 月接到投诉，指砂州有两所华

小的校长不具华文资格，其中一所是老越大

老山中华华小（校长于去年 3 月被调来掌

校，但完全不会华文，因此在周会上的致

词、与老师开会和发通告都以国文为主）；

另一所则是美里罗东中华公学（校长于今年

1 月被调来掌校，只会讲华语，但不会书写

华文，因此必须由学校副校长协助处理华文

书信的往来）。 
 

2. 这两所华小不具华文资格的校长至今还未被

调走，据悉，有关学校董事部都没有反对，

其中美里罗东中华公学董事部更是到教育局

会见局长，要求有关不具华文资格的校长继

续留任。 

1. 教总表示，华小校长必须具备华文资格是大原则的问

题，这是不能够妥协的，因为此先例一开，将对华小以

华文作为教学和行政媒介语的大原则带来严重的破坏。

因此，教总吁请教育部马上调走有关不具华文资格的华

小校长。 
 

2. 副部长表示，由于有关学校的董事部表态要有关不具华

文资格的校长留任，因此，有关的校长至今还未被调

走。无论如何，副部长认同华小校长必须具备华文资格

是大原则的问题，因此会指示州教育局调走有关的校

长。 

2 
华小课业辅导老师不

具华文资格的问题 

1. 目前，国内一些华小的课业辅导老师不具华

文资格，例如，在雪兰莪州就有 31 所华小

的课业辅导老师是由不具华文资格的老师来

担任。此外，在柔佛，也有一些华小同样被

派来不具华文资格的课业辅导老师。 

 
 

1. 基于不具华文资格课业辅导老师已经为华小的运作带来

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教总希望此事能够马上获得解

决，包括在最快的时间内调走有关的老师。同时，为一

劳永逸解决有关的问题，教总吁请教育部明文指示各州

教育局必须委派具有华文资格的老师担任华小课业辅导

老师的职位，以真正协助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进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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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小的整体水平。 
 

2. 副部长表示，不具华文资格的课业辅导老师并不适合留

在华小执教，因此，不谙华文的课业辅导老师应该被调

走，而且若没有符合资格的课业辅导老师，有关职位将

暂时被悬空。副部长也表示，他已经和副首相兼教育部

长丹斯里慕尤丁会面探讨此问题，并会继续跟进和加以

处理。 

3 
学校面对聘请代课老

师的问题 

1. 近期，国内一些州属的学校，包括槟城、

雪兰莪、柔佛、森美兰和马六甲等在申请

代课老师时面对种种的问题，包括教育局

以经费不足为由，迟迟没有批准申请，有

者更是面对当局的限制，例如规定学校必

要有两位老师同时申请产假，才能聘请一

位代课老师，一些州甚至要学校有三到四

位教师在同一个时期申请产假，才能聘请

一位代课老师，这已经对学校的行政造成

严重干扰。 

1. 教总吁请教育部提供足够的拨款予各州教育局，以确

保学校一旦出现短期性的师资空缺，可以根据情况的

需要聘请代课老师来填补空缺，以确保教学和学校行

政工作顺畅进行。 
 

2. 副部长表示，由于女性公务员产假从原有的 60 天增加

到 90 天，因此，造成一些州面对拨款不足的问题，而

无法聘请足够的代课老师，这是各源流学校都面对的

问题。副部长表示将与教育部人力资源组商讨有关的

问题，以寻求解决方案。 

4 

槟城和砂拉越州大学

资格临教领取非大学

资格临教薪金的问题 

1. 副部长已多次表示教育部已经决定让具有学

士资格的临教享有大学资格等级的薪金，因

此，槟城和砂拉越大学资格临教都可享有大

学资格临教薪金。 
 

2. 但是，至到今天这两个州属的大学资格临教

继续领取非大学资格临教的薪金，这让他们

感到失望。临教透露，教育局官员表示没有

收到教育部的指示，因此不会支付大学资格

临教薪金给他们。 

1. 对于槟城和砂拉越州大学资格临教薪金问题至今还未获

得解决，教总深感遗憾，教育局没有遵守教育部的规

定，这已经是公然违抗指令。教总要求副部长迅速采取

行动，指示槟砂两州教育局作出纠正，确保州内的大学

资格临教像其他州属一样享有大学资格临教的薪金，以

示公平和合理。 
 

2. 副部长对有关教育局没有遵守教育部的指示深感不满，

并表示将再次指示砂拉越和槟城教育局解决州内大学资

格临教还未能取得大学临教薪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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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六甲州非大学资格

临教假期师训班学员

没有享有年度加薪的

问题 

1. 6 位来自马六甲州非大学资格临教申诉，表

示从 2008 年 11 月被录取进入假期师训班至

今，不曾享有每年加薪的福利，以致他们的

薪金一直停留在起薪的等级。 
 

2. 有关临教曾向教育局询问此事，当局所给的

理由是基于临教的合约是一年制，每年约满

后就必须重新签约，因此不能享有每年加薪

的福利。然而，他们在受训时，却发现其他

州的临教根本没有面对这个问题。 

1. 教总表示，上述 6 位已经连续执教多年的假期师训班学

员可说是被剥夺了加薪的福利，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

此，教总要求副部长协助处理，并加以解决。 
 

2. 副部长表示将会加以彻查，以了解有关的问题，并加以

解决。 

6 华小特殊班 

综合各校的资料，华小特殊班的情况和问题如

下：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严重缺乏具有

华文资格的特殊教育老师，华小特殊班

老师都是以不谙华文者占大多数。由于

一些华小特殊班的老师不谙华文，因

此，学生也没有学习华文。 
 

 根据规定，只要学校有 4 班或以上的特

殊班，学校就会被派来一位专管理特殊

班事务的副校长。目前有一些华小特殊

班的副校长是不具华文资格者引起了董

家教的不安。 
 

 

1. 副部长表示，当局目前已经在着手培训华小具有华文资

格的特殊班老师，因此，有关的问题将会逐步获得解

决。副部长也表示，据教育部的统计，目前全国有 47

所华小有开办特殊班，学生人数有 2 千 977 人。 
 

2. 针对教总反映国内一些专管理特殊班事务的华小特殊班

副校长是不谙华文者的问题，副部长表示，华小特殊班

副校长必须具备华文资格，如果没有适合的人选，有关

的职位就应被悬空。副部长也表示，他已经指示当局调

走有关不谙华文的华小特殊班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