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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的话
2010年为董事部掀开了新的篇章，6月的董事部改

选，为董事部注入了一些新血。新脸孔的加入肯定为董
事部注入新的思维，也让董事部能在原有的基础和大方
向下，继续为新纪元学院以及华教的发展作出贡献。

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的路一直以来都是荆棘满途
的，没有先辈们努力不懈的争取，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不可能发展得如此完善。本着建立一个从小学、中学到
大学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过去的一年，我们务实地工
作，全是为了提升新纪元学院软硬体设施的素质。我们
期望能在近期内将新纪元学院成功升格为大学学院，让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迈向一个全新的里程碑。经历过风
雨的新纪元学院更强大了，其办学理念也广为社会所接
受，学生人数已逐步上升，目前已超过1600人。

今年设立的新纪元学院独中师资培训基金，就希
望能筹募一百万令吉的经费，为推动独中师资培训业务发展而努力，让马来西亚的华文教
育能稳步地向前迈进。

在推动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努力中，我们协助印尼培训华文师资。同时，趁着2010
年12月中到缅甸召开“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会议之际，我们参观了缅北的一些
华文学校并与当地的华教同道交流。另，秘书处会议也议定下一届研讨会将于缅甸曼德勒
市举办。相信此举必能对缅甸的华文教育发展带来正面的效应。同月，我们也受邀到柬埔
寨出席柬华理事总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并与受邀出席的东南亚华教同道交流。

此外，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也积极地推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工作。
今年引进了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并将承办多年的汉语水平考试（HSK）推展至政
府学校、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和本地大学，让更多的友族同胞和不谙华语的人士有机会测
试本身的汉语水平。

我们虽然处于一个不利华教的环境之中，但是我们深信董事们只要齐心协力，继续加
强组织的力量，发挥各自的潜能，必能为本国的华文教育发展及国家建设尽一份力！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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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介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简称“董教总教育中心”）是在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

合会总会（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积极推动之
下，于1994年3月24日成立，办事处设于雪兰莪州加影市。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开拓国内的华文高
等教育，向政府争取开办大专院校，以期能在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由小学、中学至大专院校的完善母
语教育体系。公司成立后，就积极向教育部申请开办新纪元学院。1997年5月28日，新纪元学院终
于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

在新的世纪里，董教总教育中心继续向新的目标迈进，并将持续开展以下三大工作任务：
（一）继续推动新纪元学院的发展，以期将新纪元学院提升为一所大学；（二）主持“东南亚
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协助推动东南亚其他九国华文教育的发展；以及（三）推动汉语作
为第二语文教学工作，让友族和不谙汉语者学习汉语。

截至2010年12月，中心拥有会员共118名，永久个人会员106名，永久团体会员3个。其中，9
名永久个人会员已逝。公司的事务由董事部处理。

2010年6月26日，董教总教育中心根据章程召开会员大会并选出第九届董事部，董事部由21名
董事组成。新任董事部成员于7月7日进行复选，选出第九届执行董事。新任董事部于7月24日完成
就职仪式。由于随后本中心之章程修改获得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批准，而于8月26日召开特别会员
大会，通过了修改了的章程。大会同时增选4位个人董事，使董事部成员由21人增至25人。其中，
董总、教总及独大，依然各委任5名代表出任董事，会员大会则共选出10名个人董事。应届董事部
也随着章程的修改，任期为四年一任至2014年，董事部成员如下：

会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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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铭良
义务财政： 邹寿汉 副义务财政： 李云桢
执行董事： 丹斯里拿督古润金
董       事： 傅振荃 、许海明 、郑甲 、李宽荣 、翁诗佣 、吕  兴 、傅孙中 、 赵燊儒 、
 冯秋萍 、张光明博士 、苏顺昌 、 蔡亚汉 、陈德隆 、林忠强博士 、
 杨天德博士 、吴治平 、 蔡维衍博士 、 王今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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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教育中心第九届董事部全体董事与顾问
（2010年至2014年）

董事部顾问

郭全强 潘斯里李梁琬清 胡万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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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良

法律顾问

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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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财政：邹寿汉 副义务财政：李云桢 执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古润金

郑甲

李宽荣

许海明

张光明博士

翁诗佣

赵燊儒

陈德隆

吕 兴

王今仲博士

蔡亚汉

苏顺昌

蔡维衍博士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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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秋苹

吴治平

林忠强博士

杨天德博士

傅孙中 傅振荃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 林源瑞局绅 IP0001

2. 龙锦平先生 IP0002

3. 翁诗佣先生 IP0003

4. 胡万铎先生 IP0005

5. 陆庭谕先生 IP0006

6. 林忠强博士 IP0007

7. 莫泰熙先生 IP0008

8. 郭全强先生 IP0009

9. 蔡庆文先生 IP0010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0. 李克旋先生 IP0011

11. 陈干福先生 IP0012

12. 陈玉康先生 IP0013

13. 吴  盾先生 IP0014

14. 吴俊华先生 IP0015

15. 丁春光先生 IP0016

16. 张光明博士 IP0017

17. 叶新田博士 IP0018

18. 刘锡通先生 IP0019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个人永久会员名单

（截至201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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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9. 丘琼润博士 IP0020

20. 骆清忠先生 IP0021

21. 陈志成先生 IP0022

22. 李清文先生 IP0024

23. 江秀滔先生 IP0025

24. 叶祥发先生 IP0026

25. 杜秉训先生 IP0027

26. 吴建成先生 IP0028

27. 谢广超先生 IP0029

28. 王超群先生 IP0030

29. 吴伯诚先生 IP0031

30. 曾耿强先生 IP0033

31. 沈德和先生 IP0036

32. 曾炳强先生 IP0037

33. 廖熙钿先生 IP0038

34. 郑建中先生 IP0039

35. 拿督杨云贵先生 IP0040

36. 叶雪萍女士 IP0041

37. 陈友信先生 IP0042

38. 周素英女士 IP0043

39. 黄祥胜先生 IP0044

40. 黄仕寿先生 IP0045

41. 吕  兴先生 IP0046

42. 廖贤开先生 IP0047

43. 杨  泉博士 IP0049

44. 丁善照先生 IP0051

45. 王明星先生 IP0053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46. 杨静来先生 IP0054

47. 杨庆福先生 IP0055

48. 丹斯里拿督古润金先生 IP0057

49. 刘佳霖先生 IP0058

50. 黄高陞先生 IP0059

51. 谭志江先生 IP0060

52. 韩稳当先生 IP0061

53. 赖嵘文先生 IP0062

54. 潘秋光先生 IP0063

55. 王国丰先生 IP0064

56. 高淑平先生 IP0065

57. 陈德隆先生 IP0066

58. 杨天德博士 IP0067

59. 廖宗明先生 IP0068

60. 李云桢女士 IP0069

61. 蔡亚汉先生 IP0070

62. 柯建生先生 IP0071

63. 陈德昌先生 IP0072

64. 蔡维衍博士 IP0073

65. 邓百根先生 IP0074

66. 郭谨全先生 IP0075

67. 郑金德先生 IP0076

68. 高铭良先生 IP0077

69. 邹寿汉先生 IP0078

70. 许锦芳女士 IP0079

71. 韩应伦先生 IP0080

72. 梁赐强先生 IP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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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会员编号

73. 吴治平先生 IP0082

74. 谢清发先生 IP0083

75. 蔡逸平先生 IP0084

76. 王今仲博士 IP0085

77. 黄青玉女士 IP0086

78. 刘耀宗先生 IP0087

79. 张德常先生 IP0088

80. 梁  发先生 IP0089

81. 黄伟珉先生 IP0090

82. 潘斯里拿汀苏美玲 IP0091

83. 王珊芃女士 IP0092

84. 苏永成先生 IP0093

85. 程志刚先生 IP0094

86. 古玉英女士 IP0095

87. 林钲顺先生 IP0096

88. 苏楣岚女士 IP0097

89. 黄士春先生 IP0098

90. 傅振荃先生 IP0099

91. 卢金峰先生 IP0100

92. 沈才坤先生 IP0101

93. 张石耿先生 IP0102

94. 李维念先生 IP0103

95. 赖顺吉先生 IP0104

96. 吴宪民先生 IP0105

97. 丘世楠先生 IP0106

98. 黄风景先生 IP0107

99. 江仲高先生 IP0108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 拿督沈慕羽局绅 IP0004

2 廖玉华先生 IP0023 

3 叶填书先生 IP0032 

4 曾敏灵先生 IP0034 

5 林思华先生 IP0035 

6 陈炳顺先生 IP0048 

7 高淑振先生 IP0050

8 林晃昇先生 IP0052 

9 廖为津先生 IP0056

已故会员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00. 岑启铭先生 IP0109

101. 苏顺昌先生 IP0110

102. 萧海金先生 IP0111

103. 刘庆祺先生 IP0112

104. 郑保罗先生 IP0113

105. 王有生先生 IP0114

106. 许钦詠先生 IP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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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组织结构

董事部

 · 董总：委派5名代表

 · 教总：委派5名代表

 · 独大有限公司：委派5名代表

 · 个人会员：选出10名代表

 · 董事部日常行政事务

 ·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 汉语考试 (HSK & YCT)

 · 推动汉语作为第二语文教学工作

 ·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 提供学术评估

 · 提供高教制度及高等院校

管理的咨询

 · 对高教未来发展策略提供

咨询

 · 其他相关高教课题的咨询

执行董事部

新纪元学院
理事会

董事部行政办公室

董教总教育中心
高等教育咨询团

新纪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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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和完善华社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董教总教育中心也征求了一批学有专长、对
高等教育的办学及行政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 - 高等教育咨询
团，任期与董事部同步。咨询团的成立，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华社民办高等教育的素质。

咨询团的主要任务为：

1．提供高等教育咨询，包括学术，制度及未来发展策略等事宜；
2．推荐国内外知名学者当学术顾问。

2010年6月董事部改选后所委任之高等教育咨询团员芳名录如下：

（四） 高等教育咨询团

序 成员 履历

1
谢瑞平博士
（召集人）

 · 马来亚大学物理教授； 
 · 马来西亚物理学会会长； 
 · 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

2
蔡维衍博士

（副召集人）

 · 现任丹斯里李深静基金执行董事; 绿洲国际学院董事； 
 · 前马来西亚KBU万达国际学院院长； 
 · 历任大马国民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经济学
副教授； 
 · 曾任马来西亚国家学术鉴定局鉴定官员；
 · 曾任KDU伯乐学院学术总监及执行长

3 叶观生博士

 · 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博士； 
 ·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 
 · 马来西亚农业大学讲师； 
 · 新加坡工艺学院高级讲师； 
 · 英迪国际大学数理主任； 
 · UCSI大学先修班主任/副教授

4 梁家兴博士

 · 拉曼大学商学系副教授； 
 ·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央理事暨商务组主任；
 · 雪兰莪滨海中华总商会总会长；
 · 巴生中华总商会会长；
 · 前马来亚大学及诺丁汉大学（马分校）副教授

5 丘琼润博士
 · 前理科大学副教授；
 · 曾任南方学院副院长、槟城INTI国际学院行政总监及
赤道艺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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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成员 履历

6 林忠强博士

 ·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
 · 前马来亚大学数学系教授；
 · 曾任雪邦理工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员、东南亚数学协
会会长；
 · 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脑系客座副教授、日本东京
SOPHIA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
英国READING大学，丹麦ARHUS大学访问学者

7 陈庆地博士
 · 前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多媒体大学高级讲师

8 邓俊涛博士  · 理科大学教授

9 黎海洲博士
 · 前理科大学副教授；
 · 曾任SEDAYA思达雅学院副院长

10 陈 泗博士  · MARA玛拉工艺大学副教授 

11 关亦超博士  · MONASH大学讲师 

12 黄玉莹博士  · 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 

13 叶志成博士

 ·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 Iverson Associates Sdn. Bhd. 执行董事；
 ·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KDU伯乐学院执行长、
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及多媒体发展机构资深经理

14 郑添锦律师  · 执业律师 

15 田 捷律师  · 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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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行政部办公室设在董教总教育中心B座G层内。
行政部直接由董事部领导。2010年，行政部职员有：

序 姓名 职称

1. 丘琼润 执行顾问

2. 傅琬诗 主任

3. 王秀凤 高级执行员

4. 廖玉霞 执行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网站

本年度，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网站开始启用，网站内容包括董教总教
育中心简介，活动通知，HSK及YCT的说明，也附有“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
讯息和活动等。网址为：www.djz.edu.my/higherlearning。

2010年，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有：

序 业务 执行单位

1 日常董事部会务

行政部办公室2 汉语考试（HSK & YCT）

3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事务

4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董总 

5 推动提升新纪元学院为大学

新纪元学院6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7
新纪元学院雪邦/Taman Kajang Sentral
新校园工作

（五）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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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国汉语考试

2010年度，本中心除了承办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之外，也首度承办中小学
生汉语考试(简称YCT)。此两项考试皆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每年定期在中国国内外同步
举行。这是一项国际标准化的考试，旨在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
内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

自1996年开始，中国国家教育部委员会规定凡欲前往中国升学者（包括短期中医课
程）皆须持HSK证书。惟2004年起，中国教育部已批准持有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
试证书（UEC）的独中生免除汉语水平考试。

本年度的HSK与YCT考试开始使用汉办开拓的新HSK & YCT汉考国际后台管理系统。
这表示本中心承办的汉语考试运作完全脱离依赖董总考试局的电脑系统，而汉语考试也进
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6.1.1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2010年起，为了满足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考试的需求，HSK考试以新的格式全面取代
原有的HSK考试。本年度HSK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是相互独立的。笔试共6
级，HSK一、二、三级为汉语入门测试，四级与原HSK（基础）相对应，HSK的五级与原
HSK（初中等）相对应，六级則与原HSK（高等）相对应。而口试则采用录音形式，分为
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考生可自由报考其中任何一项考试。

 HSK考试成绩达到规定标准者，可获得相应等级的《汉语水平考试成绩报告》，
亦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颁发的“HSK优胜者奖学金”，到中国大专修读短期汉语课程。HSK
成绩报告亦可作为进入中国大专院校，包括短期中医课程，所要求的实际汉语水平的证明
及作为聘用机构录用汉语人员的依据。

6.1.2 中国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YCT)

YCT考试为本年度本中心新增设的考试项目。旨在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
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的能力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以增强考生学习汉
语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为目标。旨在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消除学生对汉语考试优差的畏惧心
理，从而激发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年纪介于中小学阶段者皆可报名参加。

6.1.3  2010年度汉语考试举办情况

本中心本年度共承办了四场汉语考试。分别为兩场HSK考试以及兩场YCT考试各两
场。各项考试的举办日期及地点如下：

（六）业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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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项目 考试日期 考试地点

HSK 17-04-2010 西马董教总教育中心

YCT 08-05-2010 西马董教总教育中心

HSK 18-07-2010
东马沙巴马来西亚大学
西马董教总教育中心

YCT 30-10-2010 西马董教总教育中心 

各级报考总人数分布如下：

HSK一级 HSK二级 HSK三级 HSK四级 HSK五级 HSK六级 人数小计 人数总计

67 72 79 70 59 85 432

549YCT一级 YCT二级 YCT三级 YCT四级 人数小计

29 44 33 11 -- -- 117

汉办虽于2009年8月宣布推出新HSK及新YCT考试以全面取代旧的考试。惟，考试模式、大
纲、样卷等资料却迟至本年度2月底方全面寄出。由于无法提早让学校及有意报考者全面了解新
的考试模式，市场上也未有相关的参考书，所以本年度推广汉语考试的工作面对一定困难。

本年度本中心邀请沙巴崇正中学何国安老师担任沙巴大学考场的监考主任，并由沙巴马来
西亚大学姜雪妮老师担任该考场监考副主任，全权负责沙巴大学考场的监考工作,通过借助外力
协助监考工作的方式，有助于本中心开拓更多的考场。

考生报到

考试进行中



16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6.1.4  2010年度汉语水平考试奖学金

此项奖学金的颁发是由汉办作业单位根据上一个年度考点的考生人数多寡而分配。
本年度本考点获分配的名额为5个。作业程序由本中心自2009年度各级汉语考生中初步选
出成绩优异者推荐给汉办作最后审批。获奖者被分发到中国的大学进行四周的汉语学习。
汉办负责学员的课程及生活费，而国际旅费则由学员自行负责。本年度本考点推荐的名单
如下：

序 获奖者 就读院校 课程日期

1 刘雅琳（高等） 海南师范大学 8月

2 洪雪琳 (高等) 山东大学 7月

3 黎谨瑜 (中等) 山东大学 7月

4 丘淑芬 (中等) 海南师范大学 8月

5 叶婉萍 (基础等) 云南师范大学 8月

6.1.5  2010年度汉语水平考试夏令营

本年度“汉语考试夏令营”于4月至6月进行招生。本中心获分配的名额为8人（包括
带队老师）。学员自行负责国际旅费，到步费用则由汉办负责。夏令营主办日期为8月1日
至7日于北京举行。

本年度Sekolah Sultan Alam Shah（全寄宿学校）的考生有意参与此项活动，惟，由于
大部分有兴趣参与此项活动的学生来自该校本年度SPM会考班，而夏令营举办的时间被认
为较接近会考时间，最后无法成行。

6.1.6 中国汉语考试测试

8月中旬，本中心应中国国家汉办的要求，在马来西亚地区安排免费测试。此次试
测的是YCT第二级以及HSK第二级的试卷。9所学校共千多人次的学生，参与了测试。参
与学校为：博特拉大学、马来亚大学、法国学校、阳明中小学、Sri Kuala Lumpur、乐学
坊、Peak Performers、Sapura Smart School以及Mont’ Kiara Internation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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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会徽乃是由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美术设计系毕业

生杨国田同学所设计。

会徽的概念源自中国古代竹书卷，因为竹书卷代表了
中国古代完整的文字记录，知识也因为竹书卷而代代相传。
十支竹片代表十个成员国，相等的竹片也意味着各国都是平
等的，也代表着教育平等，人人都有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
上下两条线除了连接竹片外，也表示十个成员国团结一致，
两条线的方向倒逆也意味着各成员国的互相交流。

此会徽除了是竹书卷，也象征着双手紧握，团结一致
传承母语与文化！

秘书处

本着促进东盟10国华教同道的联系与交流，1995年在新加坡所召开的东南亚地区华文
教学研讨会上，与会的东南亚各国华教代表倡议下，促成“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
处的成立。

成员与代表单位

每两年东盟10国代表召开的秘书处会议，主要进行两项重要的决定，推举：

（一）未来两年其中一国作为秘书处的驻地；以及                                 
（二）来届华文教学研讨会的主办单位。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第一届至第二届（1995-1999）的秘书处设于新加坡，第三届至第八届（1999-2011）
皆将秘书处设于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主要宗旨

（一）推动东南亚华文教学的发展；
（二）促进东南亚华文教学的交流。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主要活动

（一）每两年举行一次“东南亚华文教育及华文教学研讨会”；
（二）每年最少出版一期有关东南亚华文教育最新概况的期刊；
（三）定期举行各类研讨会、组织各国教育团体至东南亚进行访问考察及互相介绍各

国的华文教材、教学法和教具等等。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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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八届（2009-2011）秘书处成员
          （于2009年12月19日秘书处会议选出）

秘  书  长： 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叶新田）
副秘书长： 菲律宾华教中心（颜长城）
           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陈益清）
委       员：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待定） 
           汶莱中华中学（许月兰）
           泰国华文民校协会（卢森兴）
        印度尼西亚东方语言文化中心（陈玉兰）
          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李祖请）
          老挝寮都公学（待定）
        越南胡志明市代表（待定）

（二）举办“东南亚华文教育研讨会”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至今已举办八届，分别由新加
坡（1995年）、马来西亚（1997年）、菲律宾（1999年）、泰国（2001年）、马来
西亚（2003年）、汶莱（2005年）、印尼（2007）及菲律宾（2009）所主办。第九
届（2011年）“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将由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承办。于2010
年12月14日召开之秘书处会议也议决由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承办2013年第十届“东
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三）出版与联系

遵照秘书处章程的精神，为了促成各国的交流发展与信息往来而出版《东南
亚华文教育通讯》，至今已出版了8期。第8期《东南亚华文教育通讯》由今年1月
开始向各国征稿，并于3月截稿，收到了菲律宾、印尼、柬埔寨、泰国、汶莱和本
国的一些稿件，得以于今年6月出版。随后，秘书处也将第8期《东南亚华文教育通
讯》陆续寄发各会员国和相关单位等。

《东南亚华文教育通讯》扮演着促进各国华文教育者的联系、交流与发展。
秘书处已于11月再次向各成员国邀稿，以便整理出版第9期《东南亚华文教育通
讯》。这一次的邀稿时间比较长，希望能征求得更多稿件，使《东南亚华文教育通
讯》的内容更丰富多彩並得以于明年上半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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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国委任2009-2011年顾问代表

截至2010年11月26日，已委任2009-2011年度顾问代表的国家有7个，分别为马
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尼、新加坡和汶莱。

国家 顾问代表 首席代表

马来西亚 王超群先生 叶新田博士

新加坡 唐金华先生 陈益清先生

泰国 梁    冰女士 卢森兴先生

菲律宾
陈本显先生

颜长城先生
蔡国明先生

缅甸
李先瑾先生

李祖清博士
高景山先生

印尼
熊敬雪先生

陈玉兰博士
张锦雄先生

汶莱 陈仙隆先生 许月兰女士

（五）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各成员国拜访缅甸及秘书处会议报告

董事部主席叶新田博士、副主席王超群和行政部主任傅琬诗于2010年12月12日
至19日在缅甸出席“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会议，并在当地多个地区进行
教育考察访问，具体了解缅甸的华文教育发展情况。

作为秘书长的叶新田主持了这次在缅甸曼德勒市福庆学校（福庆孔子课堂）举
行的“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将于2011年在新加坡
举行的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暨秘书处会议事宜，并议决于2013年在缅
甸曼德勒市举办第十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配合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会议的举行，福庆学校也举办华文教育座谈
交流会，出席者包括东南亚各国华教机构代表、中国驻曼德勒市总领事唐英，福庆
学校董事长黄鹏飞、荣誉董事长李祖才、副董事长杨金昌和校长李祖清博士，以及
当地众多社团领袖等。

东南亚各国代表也拜访了福庆学校荣誉董事长兼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缅甸顾
问代表李先谨先生，以及缅甸3个城市的6所学校，即曼德勒市福庆学校（福庆孔子
课堂），彬伍伦市（又名“眉苗市”）年多学校和佛经中学，东枝市兴华学校、果
文学校和东华学校。东枝市的学校办得比较有规模，有数千名学生在学习华文。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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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华教同道表示，缅甸中部以上地区的华文教育发展比较蓬勃。这些学校的华文课
编排在正课时间外，上课时间分别为上午6时至8时以及下午3时至6时，而缅文教育
则于上午8时至下午3时上课。

出席这次会议和考察访问活动的各国华教机构代表，受到了缅甸曼德勒、彬
伍伦和东枝地区的华人侨领，云南会馆、福建同乡会和广东会馆等社团领袖及学校
董事、校长和师生的热烈欢迎与接待。

叶新田博士抵达曼德勒福庆学校时接受老师献花 召开“东南亚华文教学研会”秘书处会议

参观当地数所学校

6.3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一）中国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之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班

1．宗旨
2006年董教总教育中心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合作开办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班。双
方合作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成就学员们学习的渴望。让学生可以接触更多具有
更高学术水平的教授学者，并学习更新、更全方位，更适合这个时代需要的专
长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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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班
（研究专业：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3．办学方式
此项课程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课程教学项目，由马来西亚
董教总教育中心与中国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合作开办。16门学科的授课老师中，有
15位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或副教授。除“中国概况”一课于浙江大学授课
外，其他主要专业课程皆在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学院完成。学生须修读指定课
程并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在修毕指定课程且通过论文答辩后，由浙江大学授予硕
士学位证书与毕业文凭。

4．入学条件
申请报读硕士课程的学生必须具有学士学位资格，并通过入学考试，由合作单位
共同负责对学生的学位及入学条件进行审核；另可通过推荐入学：凡具入学资格
且经两位副教授或相等职称的学者之推荐，方可准予免试入学。若不具备学士学
位人士，只能报读进修课程。

5．学习年限

5.1   所有指定学科原则须在2年内修毕。 
5.2   学科和完成论文的总年限不能超过4年。 
5.3   特殊情况下可申请休学不超过1年，其休学时间并不计入课程时限内。 

6．课程设置
学生须修读至少13门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修满26或以上学分，方可进入学位
论文撰写和答辩阶段。课程主要类别如下：

6.1   语言课程（中文）：以考代修
6.2   中国概况：于浙江大学修读
6.3   基础课程
6.4   专业课程
6.5   跨专业、跨学科课程

7．研究专业与主要课程

研究专业 主要课程

汉语言文字学 修辞学、文字学、现代语言学、训诂学、汉语词汇学

中国古代文学
唐宋词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专题研究、古典戏曲专题研究、
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新诗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专题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
思潮、20世纪戏剧比较研究、文艺学及美学专题研究、海
外华文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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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课时、学分与论文预答辩
每门课程课时约21小时。具体安排：星期一、二、三及五：每天晚间3小时，
星期六下午4小时以及星期天上午3小时、下午2小时。

8.1   除“中国概况”外，所有课程皆在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学院进行教
学，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平均每五周派出一位教授前来集中上课一周，
完成一门学科的教学任务。

8.2   学生的硕士论文须通过预答辩及最后答辩两个阶段，预答辩由浙江大学
派出教授前来马来西亚主持（每专业派一名教授），正式答辩则在浙江
大学进行。 

 9．课程考试与论文报告

9.1 以撰写小论文或考试方式审核学生科目修业成绩。 

9.2 若为闭卷考试，集中上课周所习之学科，于下个集中上课周开始之前考
试；若为短论文，则可由导师根据论文要求，给予学生合理的撰写时
间，并如期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呈交。

楼含松教授与学员课后交流徐岱教授课后与硕士班学员的留影

10．开班名额与奖学金

10.1 每一届课程原则以20名学生为开办条件。若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办，则
退回所缴费用。

10.2 奖学金：若一届招生超过20人，设学费全免奖学金1名；若一届招生超
过30人，设学费全免奖学金2名。每1名奖学金可单独发给，也可分成2
个半份发给。其得奖条件另订之。

2006年9月11日开办至今已经办了四届，学生人数共有50位，当中27人已经顺
利获得了硕士学位，同时第一届的学员也在今年11月到浙大参加答辩并顺利
毕业，现有9人进入论文撰写阶段。由于第一届开班时超过20人，所以第一届
设有奖学金1名，现第一届学员已经全部顺利毕业，该份奖学金也请浙大研究
院领导以及专家评委选出得奖者。第四届学员共有6人，由于本班开办至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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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职人士居多，原定为了让学员有更好的上课效果，而提出了第四届硕士班
的课程安排以每两个月上一门课，但是学员们反映两个月上一门课时间间隔太
长效果不理想，因此今年4月莫顺宗副院长到浙大与人文学院的王云路教授及
成光林老师商谈之后，双方决定将第四届原来每两个月上一门课修改成平均每
五周上一门课。因此，按照最新修改的课程时间表，第四届的课程将可以在2
年内完成比原来两个月上一门课的时间缩短了半年时间，同时学员们也可利用
这半年时间完成学科作业并进入撰写论文阶段。

（ 二）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硕博士班

1．宗旨：培养有素质的独中教师
随着教育专业化的发展，教师的专业资格是必要及被重视的。为此，新纪元学
院教育系提供教育专业课程之外，也接受独中老师申请，保荐有进修意愿的老
师赴华中师范大学修读硕博士班的课程。目的为独中师资培训系统奠下良好的
基础以培训更多专业素质的教师。

本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的全面发展，适应独中教育改革建设需要的本
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其一，较好地掌握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提
升独中教师教育专业的学术水平，为独中教育作出积极的贡献。其二，掌握本
学科坚实的基本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本学科国内外研究的历史、现状
及发展趋势；具有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教育技术工作
的能力。

2．学习年限及学习方式

学习年限，硕士3年，博士3年。实行在职兼读制，学员不脱产学习。如学员要
求，也可申请脱产到华师学习。从研究生教学和在职人员学习的特点出发，采
取面授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学员平时自学，面授时间则于马来西亚
学校假期由华师教授来马授课，或由学员赴华上课。

3．入学条件与报考条件及申请手续

3.1.入学条件
   3.1.1. 硕士生

  （1）具有大学学位或同等学历（即大学肆业或专科文凭，加上3年
以上教学经验）或；

  （2）具有新纪元学院教专文凭＋专科文凭＋3年教学经验。

   3.1.2.  博士生：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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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考条件及申请手续
首先，须填妥报名表格，并附上以下资料：大学毕业证书、硕士毕业证
书或同等学历证书及成绩复印本，研修计划，服务机构推荐函，人头照2
张，报名费RM200，护照影印本。“研修计划”须以书面说明（只报读
课程修学分者不在此例）。即在所申请的专业领域内，提出一篇相关课
题的3000字论文。随后，必要时安排面试。华中师范大学经过以上的手
续后，将择优录取。

4．课程设置

硕士、博士班以教育学为主，其专业水平与中国学生相当。硕士班拟开设8门
课程，共24学分，博士班的课程及学分则不作硬性规定，由导师根据专业特
点和学员情况自行确定。

5．学位授予

5.1. 学员在规定期限内修完规定的全部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准予毕
业，并发给 《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5.2. 成绩优秀，并完成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通过论文答辩及有关审核的学
员，将被授予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发给《硕士、博士学位证书》。

6．奖学金

本国优秀的独中老师，皆可申请奖学金；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答应提供一名“
中国政府奖学金”给在学博士生，内容含免交注册费、学费、实验费、实习
费、基本教材费和校内住宿费及生活费。

7．马来西亚留学生在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的现况

张济作、郑惠蓉、陈丽冰、李天岱、蓝志东、王淑慧和洪天赐老师已经在
今年赴华修读此课程，李天岱老师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预计2011年能够毕
业。至于倪凤钗已在2010年10月获得博士文凭。蔡华星和曾湘茗则休学一
年，预计2011年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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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在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就读的学员名单：

序 姓名 专业领域 学位 入学年份

1 王淑慧 课程与教学专业 博士 2007

2 李天岱 课程与教学专业 博士 2007

3 蓝志东 教育心理学 博士 2007

4 倪凤钗 中文第二语文教学 博士 2007

5 洪天赐 中国语言与文化 博士 2008

6 蔡华星 课程与教学论 博士 2009

7 陈丽冰 教育系 博士 2010

8 郑惠蓉 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 2007

9 曾湘茗 教育学专业 硕士 2007

10 张济作 学校行政管理 硕士 2010

留学生蓝志东老师拍照留恋。

（三）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学校行政硕士班（第一届2008～2011）

1．课程说明

本硕士班学位班办理宗旨以马来西亚独立中学目前兼任行政工作之在职教师为
对象，提供学校行政专业实务课程，以提升马来西亚华文中等教育专业发展，
并协助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开展教育专业之学术研究，促进马来西亚与台
湾华文教育及文化交流。教学活动在新纪元学院进行，教学相关之软硬件设施
由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筹办；课程、师资与教学活动设计主要由台湾彰化
师范大学提供。本课程在2008年进行招生，招生委员会从34位报名者中，甄选
30位正取生，1位备取生；目前尚继续课程的学员共计27位，其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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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专业领域

1 王秀凤 巴生兴华中学

2 吴丽琪 巴生滨华中学

3 林志强 麻坡中化中学

4 林明义 吉隆坡循人中学

5 林秋蕊 麻坡中化中学

6 林雁冰 巴生兴华中学

7 孙秀燕 麻坡中化中学

8 庄永瑞 吉隆坡循人中学

9 许梅韵 巴生兴华中学

10 陈淑贤 巴生滨华中学

11 陈丽丽 巴生兴华中学

12 彭进财 柔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13 黄诗莲 霹雳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14 叶宏伦 太平华联中学

15 刘克勤 吉隆坡循人中学

16 刘美娥 巴生兴华中学

17 谢锡福 巴生兴华中学

18 谢颜慈 山打根育源独立中学

19 罗洪贤 吉隆坡循人中学

20 苏进存 巴生兴华中学

21 蒋聪江 麻坡中化中学董事部

22 李健狮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3 李淑梅 芙蓉中华中学

24 沈燕梅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25 杨志强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6 刘广艺 丹南崇正中学

27 刘丽香 砂拉越廉律中学

2.  宗旨

 · 提供教育专业领域从业人员成长机会，提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专业发
展，并协助开展教育专业的学术研究。
 · 促进台湾与马来西亚的教育与文化交流。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27

3.  办学模式

由新纪元学院教育系筹办，课程、师资与教材主要由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提
供。学生以在职模式在马来西亚学校假期间修读彰化师范大学所指定课程。并
由彰师大教授指导下撰写硕士论文。学生修毕指定课程且通过学位考试后，由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授予学位证书。

4.  学习年限

 · 修业年限不得超过六年 (不含休学)。    
 · 学生休学不论连续或间断，总计以不超过两学年为原则。

5.  开办名额

 · 每班招生名额上限为30人，下限为15人。（这一届为27位正式学员）

6. 入学条件

 · 持中华民国护照之台湾地区人民、华侨身份，或具外国籍之外国人士。
 · 凡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立案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取得学士学位，或符合
中华民国教育部采认规定之国外或独立学院毕业，取得学士学位，或符
合“报考大学同等学力认定标准”规定，且现仍在职者（考生如同时具备
有两项学历报考资格者，限择一资格报考，所缴验证件需与选用之报考资
格相符）。
 · 现任中等学校教师，并现(曾)兼任导师或行政工作满一年以上者(含中等学
校校长、副校长、副主任或处、室、组下之主管、科主任、导师)。

7. 课程设计原则

 · 学术化原则：探讨学校行政发展。
 · 知识化原则：探究学校行政专门知识。
 · 教学化原则：研究与了解学校行政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
 · 自由化原则：开设选修课程，供自由选修。
 · 延续化原则：开设学校行政高深课程。
 · 问题解决原则：发掘与研究学校行政问题。

8. 课程设置

 · 学员需修读38学分，包括论文指导6学分。
学校行政硕士班2010年课表

序 日期 课程 授课讲师

1 6月7日至6月11日 教育美学 杨忠斌副教授

2 6月14日至6月18日 课程专题研究 林素卿教授

3 11月22日至11月26日 社会心理学研究 龚心怡所长

4 11月29日至12月3日 组织心理学研究 王智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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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课报告

9.1 《教育美学》：杨忠斌副教授（6月7日–6月11日）
来到2010年，学校行政硕士班已经迈入第3学年。6月份学期的第一门课是
杨忠斌副教授的《教育美学》。此课程以探讨美学与教育的相互关系及
主要内容和问题，并培养教育美学思辨和批判能力。

9.2 《课程专题研究》：林素卿教授（6月14日–6月18日）
6月份学期的第二门课为林素卿教授进行讲授的《课程专题研究》。此
课程的教学方向为评鉴教科书的规准并对现行教科书进行批判，同时也
增进课程设计的实务能力。林教授首次到马来西亚进行讲授，但迅速跟
学员们打成一片，其教学也深受欢迎。

9.3 《社会心理学研究》： 龚心怡所长（11月22日–11月26日）
11月份学期为论文答辩前的最后面授阶段，龚心怡所长除了来马执教
《社会心理学研究》外，同时针对学员们的论文进行审查。《社会心理
学研究》是一门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解析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

  9.4 《组织心理学研究》：王智弘副教授（11月29日–12月3日）
《组织心理学研究》为第一届学校行政硕士班最后一门课程，由拥有多
次来马讲授经验的王智弘副教授负责讲授。此课程主要方向为团体的组
织与沟通，并分析组织结构、文化和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10.  结语

2008年开办，至今已3年的第一届《学校行政硕士班》进入了尾声的阶段，目
前学员们正积极地撰写论文，并准备于2011年中旬到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进行论文的答辩和参加毕业典礼。

  龚心怡所长（中间站立者，佩戴眼镜和褐色衣服）
与行政硕士班全体学员合照

11月份讲师、论文审查员与行政硕士班
全体学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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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一）简介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是已故名报人拿督周瑞标先生的遗产信托人于1996年
12月08日遵照其遗嘱拨出250万零吉，交给董总设立。双方签署“设立教育基金合
约”，并安排将款项存入董教总教育中心户口，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奖贷学金组负
责每年的遴选工作。基金的年度收益（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悉数充作颁发奖助学金
之用，颁发名额依年度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多寡而定。

（二）目标和任务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藉设立下列奖助学金来协助我国华文教育（华小、独
中及国内大学／学院中文系）的发展：

1．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申请对象为本国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金额为RM1,200，每年只发一次。

2．拿督周瑞标独中助学金
申请对象为独中生，金额为RM500，每年只发一次。

3．拿督周瑞标小学助学金
申请对象为华小六年级学生，金额为RM200，每年只发一次。

4．高中书券奖
颁发对象为华文独中高中统考成绩最优的前十名考生。每名颁予奖金RM150及
奖状一张。

5．高中统考及技职科统考各科最佳成绩奖

颁发对象为高中统考及技职科统考各科分数最高的前十名考生。每名颁予奖金
RM50及奖状一张。

（三）重要活动

拟定下列各奖助 学金的申请简则，接受学生申请，并遴选及颁发之：
（获奖学金、助学金名单，请参阅附录十一）。

1．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本年度共有7名来自国内3所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提出申请，结果有4名获选。

2．拿督周瑞标独中助学金

本年度共有来自全马50所独中的203名学生提出申请，结果有41名学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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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拿督周瑞标小学助学金

本年度共有来自全马24所小学的39名学生提出申请，结果有35名学生入选。

4．高中书券奖

4.1 入选资格：高中统考
     （i）  华文科成绩须特优（即A1或A2）；
     （ii） 马来西亚文、英文及任何一科数学合共3科，全须及格；
     （iii）其余科目中有4科及格。

4.2 遴选标准：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考生，自其全部考科中选出成绩最佳的8
科，依以下三个条件进行遴选：

     （i）  获取最多“A”；
     （ii） 总点数最低；
     （iii）总积分最高。

5．高中统考及技术科统考各科最佳成绩奖

遴选标准：高中统考及技术科统考各科分数最高者。  

总结  

2010年度受惠学生人数共149名。截至2010年，14年来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共颁发：
 · 62份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 1,216份独中助学金；
 · 2,088份小学助学金；
 · 161份高中书券奖；
 · 534份高中统考及技职科统考各科最佳成绩奖。

总受惠学生人数达4,061名。

6.5  雪邦新校地的进展报告      
董事部仍积极向各有关方面如雪兰莪州政府和丰隆集团代表进行洽谈，并寻求检讨
合约条款和落实签署合约以及尽快展开建筑工程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