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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專欄／莫順宗博士

院長專欄

四海一家
这是热闹的一季。从2013年7月至9月，今年此
季的新纪元，无论国内外访客，抑或伴随而来的各类
活动与节目，较之往年，明显大幅增加。这一季的
热闹，当中小半出于机缘巧合，泰半乃是悉心安排所
致，当然，部分地区时值夏季暑假适宜人们出访，也
是箇中之原因。
最先到访的是印尼西爪哇华文协调机构。主席刘
一江先生率领的二十五人“万隆教育参访团”，由7
月1日至4日前后四天，在新纪元进行访问与交流，以
增进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了解。

黃
詩
婷

事实上，全世界华人都应该协助印尼恢复中断已
久的华文教学，共同召唤印尼华人年轻一代逐渐消逝
的中华之魂。为表决心，我最近把一块印在布上的印
尼地图摆放在办公室接待宾客小桌上，但愿凡我同胞
人人皆看见印尼华文教学的迫切需求。
东南亚华人传承中华文化之意志无比坚韧，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会错过保存与传播中
华文化的每一个机会。七月中旬，在世界华侨华人社
团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分会副会长李云桢女士穿针引线
下，新纪元有幸配合该会在马来西亚推动“第九届世
界华人青少年艺术节”的举办。
期间，7月20日那一天，来自十余个国家一千多
位青少年聚集我校，交流与切磋中华艺术。当天新
纪元校园仿若中华艺术的国际舞台，参与者精湛的
技艺，以及他们年轻的脸孔，使人对中华艺术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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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大学之家。南大人曾经有过的家园，如今已是鹊
巢鸠占，路改了，门关了，回家的方向依稀还在，却
早已是沧海桑田。那是再也回不去的家。但我们都是
有心人，没有人阻挡得住我们重建家园的决心。

近几年，每逢七八月间，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
合总会举办的台湾高教展，进一步推动留台热潮。参
展的台湾大专与年俱增。参展之余，也四处访问。从
七月底到八月初，那一两周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接待
到访的台湾访问团，有时甚至一天两团。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台湾人积极进取诚恳有礼，不少留台人
秉持此优良作风，造就出色的个人事业，连带留台人
整体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新纪元乃是南大与独大重生的所在。我们现有
校地虽仅八亩有余，十亩不足，但这小小的校园却承
载着华人沉甸甸的文化与高教的理想。我们期待在这
里再建文化家园。华人漂泊海外，命运处境近似，新
纪元应是马来西亚，乃至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
人，共同的文化家园。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海
外华人一家亲。四海一家，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南大校友欣慰

印尼漢語教學
华文教学正在印尼积极复苏。近两年我校与印尼
同道往来频繁。除了互访，新纪元教育系去年初开始
每年派送学生到印尼实习汉语教学。印尼是我们兄弟
之邦，华人之间拥有血缘和历史文化的渊源，因此我
们认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经验与资源应当与印尼共
用共享。

可使马来西亚在国际之间的竞争占有莫大优势。经贸
如此，教育也是。数以万计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的
华校学生，尤其时间开始得更早、人数累积得更多的
留台生，长期以来为国家省下非常可观的教育资源。

■■ 莫順宗博士：新紀元是東南亞華人共同文化家園

满怀憧憬。作为东道主，我们期待透过更多类似的盛
会，充作桥梁，以让新纪元走向世界、走进更广大的
中华文化圈子。
在我们积极联系和安排下，除了这一大批参与
艺术节的青少年，此季，还有许多来自两岸四地年轻
学子，也趁着暑假之便，来到马来西亚和新纪元。七
月和八月，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团或中学或大学的
学生参访团，从辽宁、浙江、贵州、云南、广西、澳
门、台湾等地区到访我们的校园。这个校园拥有他们
熟悉的文化与语言，以及他们感同身受的办学理想，
丰富他们对全世界中华民族的了解与想像。

海外高教家園
在海外，马来西亚华人中文水准相对较高，数十
年来，华人在逆境中自强不息，方才造就今日华文教
育的基础，如今，我们进而期待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基础上，将新纪元建设成为华人在海外共同的文化与
高教家园。
华人精通中文，谙熟中华文化，实是国家之福，

如果说七月底八月初属于留台人，那么一个月后
的八月底九月初则轮到南大人了。当然，作为南大校
友，思及南大遭遇之厄运，必然无从快乐起来。但这
一季的南大校友，心理上也许会稍感欣慰。
8月31日的新纪元，黄昏是“陈六使图书馆”的
揭幕，入夜则是“南大颂”的上演。下午时分，南大
校友已陆续从四面八方来，南马、北马、东马、吉隆
坡、新加坡、香港、美国、加拿大，这一天的新纪
元，完全属于南大校友。感谢策划这一切的丹斯里拿
督林源德、缪进新会长、林忠强博士等热心的南大校
友，是他们制造的机会，使我们有幸目睹与感受南大
校友对母校最真挚的情感。

黃
詩
婷

■■ 南大與新紀元：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左)、莫順宗

当然，我们也必须感谢马六甲董联会杨应俊主
席赞助的巨木和所有的心思，邢福兴老师的书法、卜
伟昌先生的刻字，是他们使“陈六使图书馆”六个大
字，以顶天立地之姿，永远根植新纪元。
不能不言谢的，还有香港南大校友会会长林顺忠
先生，他亲力亲为，安排容浩然师生从香港到吉隆坡
来办书画义展，为“陈六使图书馆”筹款，林先生的
谦卑，以及他对新纪元的厚爱令人感动。
因为这些有心人，陈六使先生终于回到属于他的

新
紀
元
照
片

■■ 獨大與新紀元：胡萬鐸（左）、莫順宗

“陳六使終於回到屬於他的華文大學之家”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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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大学校长的领导常与所处时光
的美好与否有关，其领导重点便
在于因应这样一个不合理或称荒
谬(absurd)的世界，进而强调美德
(virtue )的重要性。

大學校長的領導藝術
教育之“目的”便非常重要。
“权力”的作用与功能
极有可能变成所谓的“套套逻
辑”(tautology)：“当一个人可以
把事情做好，他便拥有了权力”，
又或“当一个人拥有权力，他就
可以把事情做好”。大学校长自然
要比其他人更容易改变一所高等教
育学府，但他的权力运作却必须与
所有的参与者（教授、董事会、学
生、家长、社会领袖与政府）一起
分享，才容易获得成功。
■■Dr Michael D. Cohen
(22-3-1945–2-2-2013)
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of Michigan）

美国著名教育及社会学家
Michael D. Cohen 与 James G.
March 在1974年出版了 Leadership
in an organized anarchy（无政府主
义组织的领导型态）。该书的其中
一章：Leadership and Ambiguity:
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美国大学校长的领导及“不确定
性”），乃例举了四个不确定的因
由，曰：“目的”、“权力”、“
经验”与“成功”。

不確定性
当“目的”出现不确定性时，
那么我们平日所强调的决策和智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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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Gardner March  
1928生於俄亥俄州 (Ohio)
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網
絡
照
片

都变得值得商榷；当“权力”出现
不确定性时，我们所强调的社会秩
序和控制都变得值得商榷；当“经
验”出现不确定性时，我们所强调
的学习和调适(adaption)都变得值
得商榷；当“成功”出现不确定性
时，我们所强调的动机和个人的愉
悦(personal pleasure)也就变得值
得商榷。
而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
可针对高等教育之“目的”高谈阔
论，可是彼此却难有共识。如目标
清楚吗？可行吗？稳妥吗？这种情
况乃影响大学校长对大学“目的”
的态度。因此，如何重新定义高等

而大学校长关于“经验”的
不确定性乃取决于世界的复杂性
（complexity）。在一个要求过高
和变动太快速的世界里头，“经
验”其实并不是一个好老师（In
such a world, experience is not a
good teacher）。

社會局勢
大学校长在行政工作上的“成
功”一般而言乃包含两个层面：升
迁（promotion）和组织运作的产
出（operational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output）。然而，对
大学校长而言，更上一层的机会不
大，组织运作的产出也无法取决于
校长的领导，反而与担任校长所处
的社会与国际局势互有关联。
由于上述四种“不确定性”

作者强调，传统马基维利
式（Machiavellianism）的功利
手法，在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Organized
Anarchy)的高等教
育机构中并不适用，因为大部分
的议题对高等教育的利害关系人
（stakeholder）的意义并不一致，
加上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着“高惰
性”（high inertia），以及高等教
育组织中的低资讯分享，任何一个
决定都有可能被丢到垃圾桶中，间
接形成大学校长在进行决策时的八
大规则：
一、耗时（Spend Time）。
大学校长必须耗时间精神去跟董事
会、政治工作者（如国会议员）、
学生会与不同族群后裔团体沟通，
以助决策推行。
二、坚持(Persist)。设若今日
有一提案被否决，他不应预设此提
案明天亦会被否决。同样的，他不
应认定一提案今天被同意执行，明
天也一样会被通过。他必须坚持自
己的看法，而不随一时的赞成与否
起舞。
三、错位思考(Exchange
status for substance)。由于高等教
育机构的成员差异性极大，他在做
决策时应以不同角度和立场去思考
成员的观感与好恶。
四、鼓励异议(Facilitate
opposition participation)。他在决
策时应将不同的声音纳入考量。

五、让组织超载(Overload the
system)。在无政府状态的高等教
育机构，适度增加组织负荷超乎原
来估计，反有助于组织能力的提升
和增添效率。

不同聲音
六、提供垃圾桶(Provide
garbage cans)。由于高等教育目
的与成员的不确定性，决策时垃圾
桶的提供将有助于收集不同的声
音，因为有些意见虽不适用于当今
的情况，但对处理未来的议题可能
有所帮助。
七、善行无辙迹(Manage
unobtrusively)。大学校长身处一
个“不确定性”机构，应不着痕迹
将所要推行的政策一步步进行。

八、诠释历史(Interpret
history)。虽处于“不确定”状态，
但大学校长透过对过去历史的理解
与诠释乃可提供具创意的资讯。
在面对大学的“不确定
性”组织，以及大学校长关于晋
升的模糊角色，导致“玩世不
恭”(cynicism) 是大学校长常采用
的策略。同时，在处理大学之“目
的”时，大学校长常夹杂聪颖与笨
拙的角色（role of foolishness）。
本书虽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
而且谈的是美国的大学，但许多观
点和议题对今天大学的管理者仍具
现代意义。文章最后提出大学校长
必须兼具理性和大智若愚的精神，
方足以因应一个充满“不确定性”
的时代。

本刊稿約：
我們誠邀您一起來書寫

新院人的精神氣質
文體不拘，題材不限；文責自負
配上插畫、漫畫、照片、無任歡迎

期待您的來稿
請寄：xingung@newera.edu.my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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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 南大頌

南大頌引領
陳六使落足新院

胡
興
榮

陈六使图书馆”
匾牌外，在未来
也将制作陈六使
图像及说明，让
学生深入了解陈
六使的贡献。
此外，莫
顺宗亦在场宣
布南大校友只须
向图书馆登记，
即可免费享有终
身制的荣誉会员
证，因为这项荣
誉乃是属于南大
校友的成就。

黃
詩
婷

■■ 揭牌：(左起)繆進新、丹斯里拿督林源德、林忠強博士、莫順宗博士

国庆日当天下午过后，新纪
元校园中忽然多了许多上了年纪的
长者，这跟平日主要是美少年美少
女的情景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三三
两两结伴而行，主要便是前来参与
一场五十年前在新加坡曾有过的旧
梦，甚至不少人乃远从国外特地赶
来，不约而同相聚加影华侨岗，重
温昔日云南园旧梦。
新纪元图书馆原自董总资料中
心，于2003年迁馆B座底层。这里
原设计为停车场。如今，图书馆更
多了一个座标，那就是矗立在图书
馆中央的“陈六使图书馆”牌匾，
它象征着陈六使顶天立地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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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种子在新纪元开枝散
叶。”莫顺宗表示，“陈六使图书
馆”字体漆青色代表长青，寓意南
大不但没有走入历史，而且是走向
未来。同时代表着陈六使已经回到
了自己的家：高等教育的家。

播種新紀元
莫顺宗表示，“陈六使图书
馆”继承南洋大学的华文教学理
想，更重要的是让更多年轻一辈的
学生知道陈六使的精神。同时，借
着这项揭牌仪式，召集世界各地南
大生重聚一堂，所以当天是属于南
大的重要时刻。他补充，除设立“

同时，这
项揭牌仪式也
配合大型史诗歌
舞四幕剧《南大
颂》，于8月31日当晚及9月1日下
午在新纪元礼堂演出两个场次。

才会有希望。”他表示虽然南大已
不复存在，但新纪元正是受到南大
精神的感召，将秉持其办学理念持
续发扬光大，成为大马的篇章。
《南大颂》演绎了南洋大学自
动土到落幕的过程，全剧高潮为创
办人陈六使于1963年9月遭李光耀
褫夺公民权，直到经历改制冲突，
以及1980年被关闭。
120位演员的落力演出，让观
众了解南大的历史，特别是60年
前，陈六使号召成立南大，遭遇种
种挫折，却获得新马两地华人不仅
是金钱上的援助，更且在精神上大
力支持，南大才得以在1955年3月
开课，以及1958年3月30日举行第

一期校舍落成典礼。
毫无疑问，南洋大学虽然已经
不再长出新枝，可是自1955至1980
年，这25年从开办到关闭乃培养了
一万两千多个毕业生；它从幼苗到
枝繁叶茂，乃大树盘根深入泥土底
层，结出的种子则随风飘散，遇适
合土壤便重新发芽。如今，这颗种
子从新加坡越过柔佛海峡来到雪兰
莪“华侨岗”在新纪元落土。

黃
詩
婷

■■ 葉新田：記住歷史過程，華教才有希望

修復後無虛席

   《南大颂》联合导演及编剧：周
金亮、傅承德、马金泉、林金城所
落力诠释的南大历史及歌舞表演，
获得现场观众共鸣，掌声连连。

舞台剧历时90分钟，当晚出席
者近七百人，演出开始不久虽因多
媒体技术问题导致中断，但经修复
后，全场仍座无虚席，直至谢幕。

2013年8月在新院，“陈六使
图书馆”的命名及《南大颂》的演
出，将让人永远记得陈六使其人及
南大的事迹。(鄭翠鑾、胡興榮)

这出舞台剧为南大教育与研究
基金会及马来亚南大校友会联合主
办，目的为在新纪元设立“南洋大
学史料中心”与“陈六使研究所”
筹款。董总主席叶新田在致词时表
示，现场的景象就仿若回到了当时
候的南洋大学，重温着南大历史。
他说，陈六使1953年倡议创办大
学，是当时新马华人的一大盛事，
并永远谨记着陈六使不畏强权的态
度，以致60年后的今日，仍让人津
津乐道。
“记住历史的过程，华文教育

黃
詩
婷

■■ 南大頌舞台劇現場：繽繹南洋大學歷史春秋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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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 南大頌

專訪：南大頌工委會主席林忠強博士

專訪:南大教育與研究基金會主席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南大種子在新紀元發芽

新紀元是南大基地
络，邀请他们到来进行短期
演讲。

华人文化作出贡献，其一、学术发
展，坚持基本教育；其二、发扬
中华文化智慧，运用在社会发展
上。”陈六使拥有崇高的智慧，并
领导办校运动，获得全民的响应。

“日后陈六使研究所
将配合新纪元举办陈六使人
文及科学讲座，以鼓励全马
中学生参与。”

谢华谦博士强调，如今南大生
遍布世界各地并成就非凡，由此见
得南洋大学培育了各领域的专业人
才，乃陈六使之功劳，所以应向其
致敬。

林源德透露，百万筹
款乃归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
会管理，主要运用于南大史
料中心及陈六使研究所建
设，也包括邀请专业人士进
行研究报告及调查等项目。
黃
詩
婷

■■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讓新院學生了解陳六使辦學精神

“陈六使不论在企业还是教
育方面，都非常成功，是一名儒
商。”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表示，南大生对
陈六使所作贡献赋予肯定，乃值得
尊敬之人。
由于在50年代，新马政府限制
学生出国深造，阻断了学生继续升
学的希望，而让陈六使有了创办南
洋大学的念头。林源德回忆说：“
我是第二届的南大生，但因当时的
政治因素，以致大部分入学的学生
都是超龄生，而云南园的相思树和
小黄花都是由学生所栽种，可见众
人团结的力量。”
他补充：“南洋大学可说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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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并实施双语
政策，虽然是中文大学，但理科是
用英语。”

與新院配合

南大淚水故事
林源德在《南大颂》演出当晚
致词表示，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为
社会培育英才，乃捍卫母语教育的
典范。而南大史本是一首诗，蕴含
了南大创校以来的崎岖之路，背后
隐藏着南大的泪水故事。

林源德访谈结束前提
到，早期南大有许多杰出毕
业校友在全世界有着重要的
贡献，譬如第一个发现B型肝炎疫
苗，并且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南大校
友会会长谢华谦博士。

“南大是新马发展华文教育的
里程牌；新纪元则是大马华人的结
晶品。”

谢华谦博士说：“陈六使为

林源德表示，新纪元图书馆命
名为“陈六使图书馆”乃把陈六使
的精神移至大马，让新院学生了解
陈六使办学的精神及教育理念。
“现今华教面临很多问题，
我们一起来配合。”林源德希望把
南大史料中心设立在新纪元，目的
是以其作为基地集中收集南大的资
料。而陈六使研究所则会成立学术
中心及出版刊物，并透过南大基金
会名义，与各地的南大毕业生联

林源德说，新纪元即将升格为
大学学院，正是铁树开花，且在两
小时前“陈六使图书馆”已正式揭
幕，因此南大发动《南大颂》的演
出，新纪元也将进一步推动“南大
史料中心”及“陈六使研究所”。

黃
詩
婷

■■ 謝華謙博士：南大培育了許多專業人才

同时他希望透过《南大颂》的
演绎，让更多的人了解南大是华社
的精神，更是子弟的备忘录，如是
传承至下一代。(鄭翠鑾)

黃
詩
婷

■■ 林忠強博士：收集陳六使相關資料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执行董
事兼南大颂工委会主席林忠强博士
强调，“南大史料中心主要为收集
南洋大学及校友在海外的论文与著
作，同时也向陈六使家属收集陈六
使相关资料。”
林忠强表示“陈六使研究所”
预计每年出版学术刊物，并定期设
定课程及讲座，以提升学术水平。

籌款破百萬
“南洋大学关闭至今已33年，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陈六使及南洋大
学的历史。”
林忠强表示在南大倡建60周
年，新纪元把图书馆命名为“陈六
使图书馆”是非常有意义的，以此

代代相传。“让陈六使及南大的种
子在新纪元继续发芽。”
林忠强表示为了完整演绎《南
大颂》，剧本已修改不下十次，希
望借此舞台剧让新生代的人了解其
中历史。
“募款已达马币一百五十二万
令吉。”林忠强向现场观众致词透
露，在经过海内外南大校友的支持
与各界热心人士的捐款下，乃超出
了当初设立的百万目标，为成立“
南大史料中心”及“陈六使研究
所”更跨进一步。
他也表示，出席《南大颂》舞
台剧的南大校友包括来自加拿大、
美国、新加坡、香港及东马，足见
他们对南大存在着深厚的感情。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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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 南大頌/舞臺迴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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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 南大頌/舞臺迴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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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 南大頌/舞臺迴影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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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 南大頌

良木獻直人
情繫陳六使
马六甲董联会主席杨应俊在
2004年新纪元图书馆迁址落成时，
曾馈赠三块现已不易找到之木板作
为“图书馆”题字之用。

胡
興
榮

楊
應
俊
提
供

■■ 牌匾三部曲： 從原木開鋸、篆刻到矗立圖書館大廳

这块树桐分别锯成三个部分，
其一用作“陈六使图书馆”，其二
则为“林连玉纪念馆”之用。

邢福興：
因為陳六使，我不收錢

頂天立地
阔别9年，图书馆正式于2013
年8月31日定名为“陈六使图书
馆”，杨应俊再次慨捐良木。
开始，杨应俊觅得的第一与第
二块木板，刨开后发现蛀虫严重，
甚而有腐化现象，因此决定再重新
寻找。

“我选择这块树桐，主要是
象征着陈六使顶天立地的气魄。”
杨应俊表示，树桐高十尺，直径22
寸，顶端宽21.5寸，底座宽24寸，
中间树身凸出的部分宽26寸，就算
10个人也扛不起。因此，牌匾竖立
在图书馆内，气势恢宏。

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杨应俊
总算在木板厂寻获第三块合适的树
桐。他表示：“这块树桐的树龄大
约20至30年左右，源自马来西亚半
岛森林。”

在杨应俊带领下，《新光杂
志》同仁抵达其马六甲工厂并见到
了雕刻师卜伟昌，他已有28年的木
器及雕刻经验。“刨掉一层皮后，
把有蛀洞及树芯腐朽的地方挖掉，

邢福兴在经过两天的情绪酝酿后，
终于把自己投入到情境内。
“我用行书风格来表现，主要
是希望大家容易接受和看得懂。”

心平氣和

黃
詩
婷

■■ 邢福興題字原稿

放入药水，再刷上一层光油，效果
就会很不一样了。”
寻找合适的树桐已经困难，但
更困难的部分，恐怕还是在于为“
陈六使图书馆”题字的书法家邢福
兴身上。

黃
詩
婷

■■ 木頭與雕刻：楊應俊(右)、卜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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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伯乐还需遇上千里马，
这句话形容杨应俊与邢福兴是再恰
当不过。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杨
应俊发现了当时任职银行的邢福兴
的一幅字，从此因“字”而识。他

们至今已是十多年的好友。
因此，在杨应俊寻思书法家
为“陈六使图书馆”题字时，第
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邢福兴。
“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不
敢登大雅之堂。”起初，邢福兴
因向来低调而婉拒了杨应俊的要
求，但经过杨的劝说下，终于鼓
起勇气，希望透过笔墨把陈六使
的精神传给下一代。（鄭翠鑾、
胡興榮）

黃
詩
婷

■■ 邢福興：表達陳六使精神

邢福兴在接下“陈六使图书
馆”题字的任务后，苦思了两天，
不断考虑要如何下笔才能把陈六使
的精神呈现出来。
幸好由于自己的年岁和阅历，
使他更了解陈六使那個年代，以及
体会其当时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沧
桑，因而在下笔时，乃能一口气挥
笔把这六字写下。
“我想表达陈六使的精神。”

邢福兴说起书法即显得兴致
勃勃，他归纳学书法的两个优点：
一、组织及逻辑清楚；二、对华文
好感。如熟悉《将进酒》、《长恨
歌》等诗词歌赋，同时令人心平气
和，进而启发个人思想与文化。
“看字，不要看表面，要看
内在功力。”年龄及成熟度更显内
在，因而邢福兴给人一种带有干劲
和沉稳的气息，字中不失潇洒，却
隐然在静处生动。
“曾经有位老师告诉我‘有麝
自然香，何必当风力’，所以我一
直保持低调。但现在人老了，发现
有人重视我的字，也不见得那句话
是对的，我才决定大胆的写。”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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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 南大頌

全球南大人
追思陳六使

專訪：南大校友會會長繆進新

讓陳六使走出歷史

胡
興
榮

黃
詩
婷

由霹雳南大校友会主办的“陈六使追思
会”于9月8日在怡保举行。这项活动聚集了国内
外南大校友及近千名华团代表出席，主持人为缪
长青。

■■ 陳六使家屬：媳婦拿汀張梅、孫子拿督
■■ 陳錫遠及拿汀蘇秀蓮伉儷

大会主席周增禧回忆陈六使从青年、盛年
到老年的一生经历，面对权威不低头、不弯腰。
他呼吁新加坡政府应尊重民权，为陈六使昭雪平
反，恢复他的尊严，同时也还他一个历史公道。
在王枝木代表宣读陈六使追思文后，陈六
使家属代表拿督陈锡远及各单位上台献花。

缪进新并且表示：“陈六使追
思会在怡保举办，是因为陈六使当
年曾有一段岁月居住在怡保。”
黃
詩
婷

■■ 追思會現場：莫順宗及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前排右三、右四)

华研主席周素英指出，新纪元学院设立“南大
史料中心”及“陈六使研究所”，将成为一个新的起
点。因此华研将捐献典藏珍贵资料，包括照片、学术
报告、学生出版品、社团活动等。
大会顾问李业霖以“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八字
献予陈六使。

其中报道：“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
把方言取消，乃是最大的错误，将遗臭万年。”缪进
新表示，陈六使是植树人，即使这棵树已不再茂盛，
却绿叶依旧，精神永存；而南大校友就像种子，已散
播至各地。

■■周素英

■■李業霖

發展民族教育

槟榔屿南大校友会会长陈育民表示，陈六使对发
展民族教育着实功不可没。
加拿大多伦多南
大校友会会长谢华谦
博士述说当年南大被
关闭后，毕业生在走
投无路下远赴国外，
受当地政府承认，以
■■繆進新
■■陳育民
致有机会继续学术研
究，其中更有410名
毕业生获硕士及博士
学位，在国内外成为
著名教授。
黃
詩
婷

■■謝華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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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順忠

■■鄧日才

■■劉宗正博士

■■陳國防

除了追思会，还有一项在隆雪
华堂光前大礼堂则举办“容浩然师
■■ 周增禧：平反陳六使
生书法义展”，所得义款将捐献新
会会长林顺忠表示，在9月10日至 纪元陈六使图书馆暨雪隆太平华联
12日于隆雪华堂大礼堂举办的书法 马大中文系助学金。
展，将把义卖款项捐献新纪元作“
兩位歷史巨人
陈六使图书馆”发展之用。

香港南大校友

黃
詩
婷

黃
詩
婷

“在新马的华人历史里，上世
邓日才表示南大校友是南大的
儿女，有责任贯彻发挥南大精神。 纪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即陈嘉庚和
陈六使。”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缪进新透露，他在两个月
前曾阅读一篇新加坡开国元勋李炯才的文章，并引述

■■王枝木

马來亞南大校友会会长缪进新
說，陳六使当年创办南大時带头捐
献500万元。他说，在50年代，500
万是个天文数目，可说是创下华人
为教育捐款的历史。

刘宗正博士则表示，踏入数
缪进新表示，陈嘉庚和陈六使
码时代，南洋历史应迈向另一高层
次，利用网络平台把南大历史建立 两人在文化、政治、经济及社会都
有一定的贡献。然而，两人之间最
起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大不同处乃在于陈嘉庚身在南洋，
第 四 届 南 大 毕 业 生 陈 国 防 心却在中国；而陈六使则心系新
说：“我曾有幸与陈六使近距离接 马，并在其时的马来亚落地生根。
触，他时时关怀及叮咛学生。当
“这可从陈六使在担任新加坡
时，陈六使每个星期天都会在俱乐
福建会馆主席期间，致力领导会馆
部接见学生会代表，借此了解学生
属下的六间小学，以及创办南洋大
的学习状况。”
学见出。”
大会结束前，陈六使家属代表
缪进新强调，一直以来陈嘉庚
拿督陈锡远上台回礼，为追思会划
的社会形象备受新马华人赞颂，然
下句点。(鄭翠鑾）

■■ 繆進新：浮現陳六使社會形象

而陈六使为大马社会所作贡献自也
功不可没。“一般人做事都是量力
而为，但他们两人则是超出个人能
力而为。”
因此，缪进新认为南大的受益
者及新马华人，都应对陈六使的贡
献，给予他应得的历史地位，让他
的社会形象浮现。

南大成敗
“我们应当吸取当年南大成功
及失败的经验。”尤不能忘记当初
创办南大的精神及宗旨：一、为华
校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
为华文中学培训师资；三、造就专
门人才；四、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
经济发展之需。
“当年陈六使创办南大乃全民
总动员。”因此，陈六使精神具历
史与时代意义。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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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端待舉
    大處着墨

反對 大藍圖
忽略母語政策

·余拓
的是行动能否起到作用？否则
即使向联合国申诉亦不乐观，
此国际现实也。

继2012年“1125和平请愿大
会”后，董总于2013年7月28日在
吉隆坡中国华小再度举办全国性
的“华团大会”。

华文教育自不属一人一
党，华教问题乃全体华人社会
的问题，因此董总所发文告不
应宣扬自己诋毁他人，意见不
同可以讨论，但切忌使用诸
如“一坨屎”之类的不雅字
眼，不但显得轻率且自毁文化
团体形象；纵然不苟同对方亦
当理直气和且大度包容，这样
才能服人，否则便伤了社会上
所有维护华教的人心。

大会主题仍沿续《教育发展大
蓝图》而来，尽管获华团组织踊跃
参与，包括民联的行动党、公正党
及伊斯兰党都派出了代表参加。
可是另一方面，也有政党和民
间组织如民政党和林连玉基金会，
事前即已表明不出席但关注发展和
采取其它跟进行动；而教总则表示
会派代表出席，惟不担任大会副主
席并致词。
一叶知秋，这些团体之选择不
出席固然各自有其理由，但无论如
何，这显示了华教团体的不协调，
而非个别例子可自圆其说者。

短視私心
华教多险阻，自英殖民地奉行
英文至上政策，独立10年后，马来
文取而代之成为国语和唯一官方语
文，前后多份出台教育报告始终不
利华教，加上60年代华校改制，某
些政党人士因短视和私心，图民族
前途不顾，乃种下祸根。吾人今日
所面对华小师资、大学录取率和统
考等问题，实际上乃不离半世纪以
来单元主义之作祟也。
为此，董总作为母语教育和华

20

新光雜誌 第四期

þþþþ -10þþ ( TING ).indd 20-21

董
總
提
供

校的舵手，在华教课题上必也汇合
社会上关心华教的团体，寻求会商
以建立共识，如是才能为往后的发
展争取时间和空间。
尤面对危机时，捐弃成见开拓
新视野便显得异常重要，否则单靠
自身乃无法看清政策的涵盖面，甚
而错估形势一意孤行则不免与时代
背道而驰，结果不但偏离了原来的
方向，更且让民族教育泥淖深陷。

凸顯民意
毫无疑问，任何民间组织号
召大集会当是为了凸显民意，至于
向首相提呈备忘录是否弃用“诉
求”乃见仁见智，一昧自我审查和
矮化，去政治化的结果能否就此达
到保留中学预备班、反对华小四年
级起采用国小马来文课程纲要之目
的，恐怕乃无关乎字眼本身。重要

在“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一种语文”的“最终目
标”被贯彻之前，我们其实没
有意气本钱，只有把视角放
远，以时间换战场；华校改制
都能重生了，华文教育的困境
再坏也不会比从前坏，唯百端
待举，往大处着墨尔。

必须承认，任何事物皆有分
歧，况乎华教课题复杂，众人往往
莫衷一是。但不论作何种方式的表
态，彼此的目标应该一致，即向政

府争取公平对待母语教育的发展。
欲达此目标则首先须结合所有爱我
华教人士，以及所有的团体和组
织，甚而政党及各族群的力量，才
能维护吾人作为国民的权益。

团大会，旨在吁请全国人民提高警
惕，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并奋起抗
争，以维护民族教育的基本权益。

赴会群众高喊口号，唱着“
团结就是力量”进入会场，有人则
举起“教育大蓝图，华教头上一把
刀”、“单元化教育政策是罪魁祸
首！” 等看板与横幅。

另一方面，除了林连玉基金会
没派代表外，华总乃由副总会长刘
志文代表，教总则派师资培训主任
李金桦赴会。针对外界置疑“华团
大会”人数不及“1125请愿大会”
，以及“愈做愈小”的批评，叶新
田回应说：“不要打破算盘”。

董总主席叶新田在会上矢言，
董总会一直抗争，反对《大蓝图》
不利母语教育的政策和措施，直至
教育部检讨并全面修正为止。

良好互動
尤其没有人可以把华教的
诠释权抓在手里，今日已不是
没有了一二人则华教必沦亡的
世代，夸大问题论述更非网络
讯息时代通行无阻者。反而从
事华教运动的领导者，如果在
态度上不能统合所有的组织，
乃无异划地为牢，必须以智慧
跟其它团体保持良好的互动。

■■ 728華團大會：結合愛我華教人士、政黨及華團組織

由董总举办的“728华团大
会”于吉隆坡陆佑路中国华小举
行。这项集会获得1100个华团约
2000名代表出席，反对《教育蓝
图》有关不利母语发展的内容。

他说，教育部《大蓝图》继
承单元主义政策，忽略了华淡小与
独中的发展；对此，董总拟向联合
国申诉。他并且表示，董总召集华

打破算盤

有网民则表示应全力支持董
总，反对单元教育政策。华教人
士应精诚团结，不要受人摆布、分
化，并呼吁教总、华总及林连玉基
金等应速归队。也有人表示，绝不
会接受《教育大蓝图》；强调维护
华教，华人有责！（本刊整理）

董
總
提
供

■■ 反對不利母語政策：葉新田(左一)、奴魯依沙(左二)、郭素沁(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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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教復興
大馬手足情

文教育知识的教师，并从幼儿园开
始教导华语，让他们拥有一定的华
文基础。再者，如果马印两国的华
文教育可共同发展，必能有效推动
两国的发展。

文化差異
由于印尼政府自六十年代禁止
华文教育，导致印尼华教断层逾30
年，虽然目前已开放，但华文师资
普遍由65岁以上长者担任，年轻一
代仍需时间来接班。
因而，“印尼西爪哇华文教育
协调机构”主席刘一江于2013年
7月2日，率领来自西爪哇的7个教
育单位组成，为数25人的“万隆教
育参访团”拜访董教总及新纪元学
院，以增进对大马华文教育水平和
发展现况的了解。

似雨后春笋，让
华文教育迅速复
兴，但因为师资
与教材的缺乏，
导致推广华文教
育工作者面临严
峻的挑战，这也
是代表团感忧虑
之事。刘一江希
望透过与大马华
教机构的交流，
把所看所学应用
到印尼的华文教
学上。

教总主席王超群指出，印尼华
文教育复兴之路困难，但印尼华教
团体选择从中国引进师资，由于文
化上的差异，继而产生许多问题，
效果自然也不甚理想，所以教育问
题应本土化，未来师资引进可考
虑与印尼文化相近的大马。此外，
新纪元也可培训师资或设立特定课
程，鼓励国内独中生前往印尼交流
学习与教学。
新纪元院长莫顺宗说，新纪元
升格为大学学院后，将设有学士、
硕士与博士课程，因而欢迎印尼的

缺乏教材刊物
鉴于印尼华文教育经过长期冷
却，谙中文者已半百以上，但考察
团成员里却有着几位年轻教师，可
见印尼华教逐渐趋向年轻化。
在经历长久的禁教后，如今则

“我们欢
迎华教子弟前往
印尼实习，甚至 ■■ 考察團在新紀元：院長莫順宗(中)、劉一江(左三)
教学，但最为重要的是，必须补给
继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与新纪
从缺的教材刊物。”刘一江在交流 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出访印尼万
会上指出，他希望下来能与新纪元 隆、日惹和三宝垄三地的华文教育
更紧密地配合。
机构与中学，进行学术参访后，深
感印尼与大马华文教育受打压的情
况相同，且均属于多民族，多文化
的国家，因此十分了解印尼华文教
育的问题。

吳
咏
芩

■■ 劉一江(中，站立者)：希望與新紀元密切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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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咏
芩

■■ 交流紀念：（左起）李雲禎、鄒壽漢、王超群、葉新田、劉一江、莫順宗

学生与教师前来学习，同时可藉此
让两国师资进行学术交流。
“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理事徐宝岩表示，通过这次的参
访，实际了解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在人才培训上所取得之成果，尤其
长期以来，印尼华文教育的师资来
源一直仰赖中国与台湾，但却忽略
了大马华文教育的水平，因此他希
望往后彼此能保持长期的交流与合
作。(鄭翠鑾)

李
振
風

叶新田表示，大马华文教育在
华教组织的支持下，才能拥有完整
的华教系统，但教育部却一意孤行
推行《2013-2025教育大蓝图》，
企图凸现单元主意思维，以形塑一
种语言，让多元学校与华教遭受打
击，因此董总下来将集中精神反对
教育大蓝图的实施。
他补充，特殊班应培训拥有华

鄭
翠
鑾

2013年10月號
2013年10月號

23

9/26/2013 9:00:15 AM

新院縱覽

新院縱覽

世界華青展藝
    管樂古箏齊鳴

长姚迪刚、首要媒体顾问吴恒灿等。
7月20日在新院举行的才艺比赛
共分为六个地点及四个项目进行：声
乐、乐器、舞蹈及表演。表演项目细
分成语言、戏曲、武术、少儿模特儿
和书画。

陳
婉
姿

当天来自中国广州培正中学的管
乐团，也与吉隆坡中华独中管乐团进
行交流。

新院頒獎禮

■■ 出席開幕嘉賓：（左起）姚迪剛、李泉氚、李雲禎/2013.7.19

一个月后，赛事结果公布，马来
西亚有4名青少年报名参赛，获2金1银
2优秀奖，于8月19日在新纪元举行颁
奖典礼。中华文化五洲行组委会大马
分会副会长李云祯、秘书长朱荣添，
以及吉隆坡中华独中校长谢上才出席
了颁奖礼。
陳
婉
姿

■■ 廣州培正中學管樂團在開幕式前於雲頂會議中心大廳演練

黃
詩
婷

“第九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节”于2013年7月
19日晚间在云顶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开幕式及文化表
演；隔天则在新纪元学院多个场地进行才艺比赛。

同时，为感谢新纪元的协助，大
会特邀本院院长莫顺宗颁奖，并接受
组委会致赠一台古筝。（本刊整理）

■■ 新紀元颁奖礼：李雲禎(左四)、(左二起)莫顺宗、朱榮添、謝上才/2013.8.19

开幕式由380名来自世界18个国家的青少年呈现
精彩表演，包括管乐合奏、古筝演奏及合唱歌曲。

文化交流平臺
中华文化五洲行组织委员会主任马平顺致词时表
示，一连两天的“第九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节”将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提供艺术文化交流的平台。该
会大马分会副会长李云桢透露，这项艺术节乃首次在
马来西亚举行。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包括董总署理主席鄒寿汉、新
纪元学院院长代表李泉氚、马来西亚留台联总名誉会

陳
婉
姿
陳
婉
姿

■■ 新紀元賽場：(左起)陳亮谷、蔡文哲、廖晟光/2013.7.20
■■ 世界華青才藝比賽在新紀元舉行    

24

新光雜誌 第四期

þþþþ -10þþ ( TING ).indd 24-25

2013年10月號

25

9/26/2013 9:00:23 AM

新院縱覽

新院縱覽

黄迓茱：
分享人生高度

水墨畫個展
2013年6月12日至26日，新纪元白
色工坊举办了“梁健林书法及水墨画
个人展”。梁健林为本院人事处主任
多年，2012年五月至十月曾代掌美术
系。目前因病在家休养，新光杂志及
学院同仁乃祝他早日病愈。

这是第一场“新光人物”分享会，于2013年8月17
日在B206举行。主编胡兴荣表示，这其实是学院借新
光之名对黄迓珠女士致最高的敬意。
胡兴荣说，80年是一漫长的人生，黄女士走到
了一个同时代人不易到达的高度。其中有四件事是
她一生重要的记录：一、1967年为宽中礼堂筹款；
二、1968年发起拯救十三死囚，这是她人生的高潮；
第三跟第四与新纪元有关，那就是1969年为独大筹
款，以及2013年立遗嘱将名下部分产业捐赠新纪元。

这项画展由院长莫顺宗主持开
幕，出席者包括各系主任、行政主
管、职员及美术系为主的学生队伍。

黃
詩
婷

缺輔導資訊

■■ 新光人物紀念照：黃迓茱(左)、莫順宗

院长莫顺宗代表学院致赠黄迓珠“新光人物”纪
念照。“等了几年，黄女士终于来到了新纪元。”莫
顺宗对黄女士的到来深受感动；2009年底，他与前任
院长潘永忠及郭全强主席前往黄迓珠家中拜访，当时
黄女士即表明欲将部分产业捐赠新纪元。

他也在2007年“第二届郑和杯硬
笔书法赛”及2008年东禅寺挥春比赛
担任评审。首个《新光杂志》题字即
出自他的手笔。(本刊整理)

“这是我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黄迓茱向
在座人士说；希望华人不要忘祖，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支持华文教育。
主编希望有更多类似这样的分享会在新院举行，
以便让全院师生，特别是年轻一代有学习的典范。莫
顺宗认同这项呼吁，下来让更多的“新光人物”莅临
学院现身说法。(鄭翠鑾)

梁健林早年曾跟随著名书法家李
秀添习书法，求学时期多次在书法比
赛中获奖。此外，他也积极参加国外
书法展，包括“马韩书法展”、“马
新书法展”、“全国书法展”及2012
年“第十届国际书法大展”。

黃
詩
婷

■■ 現身說法：黃迓茱(左)、胡興榮

美
術
系
提
供

■■ 梁健林個展：莫順宗（右三）、梁健林（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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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縱覽

新院縱覽

SABAH TRIP
- New Era Kinabalu  Expedition

■■ NEUC Kinabalu Expedition: Mission Accomplished

■■ Motivational talk: Lee Hui Zhi (left)

■■ Wan Zi (center) conducting watercolouring workshop

Cikgu Raha
Art and Design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On 28 June 2013, 17 us to uplift New Era University
participants from New Era College’s name to a higher level.
College embarked on Kinabalu
Expedition that brought them to
The community service at
a challenge of a lifetime.
Pei Tsin High School Kudat (古
达培正中学) was a success. The
Kinabalu Expedition was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several
spearheaded as a symbol of New activities such as giving talks
Era College being upgraded to on certain topics, conducting
the status of University College watercolor workshops and painting
this year, a dream we believe in a mural.
achieving.
The school teachers and
It aims to produce individuals students were excited to receive
who are intellectually, spiritually, us as guests and the response
emotionally
and
physically given throughout the activities
balanced and in the end, were tremendously encouraging.
hopefully these individuals will The school principal, Madam
always be ready to handle various Chong Pik Nyuk （张碧玉）said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they she wished for more activities
probably faced in the future.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not only in
Pei Tsin High School but in other
It’s in line with New Era school at Sabah as well.
College’s journey to become
what it is today. The expedition
This kind of activity is crucial
to the top of Mount Kinabalu, to establish a close connection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South between New Era University
East Asia is like a motivation for College and outsid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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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op of the world: Miss Jeniffer
2013年10月號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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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物
專訪：獨立大學有限公司主席胡萬鐸

逆風而行
千萬人吾往矣
生平：
1935年生于霹雳；祖籍福建永定。
1955年参与反对钟灵中学改制，随后赴爱
尔兰都柏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
1973年被推举领导霹雳独中复兴运动，为
该州9所独中筹募百万发展基金。1974年，任独
立大学有限公司副主席；1982年自林晃升手中
接任主席至今。
同时，他曾于1991至1992年出任董总主
席，任满一届即卸任；因倡议独中高中数理化采
英文课本，誉满大马华教界，谤亦随之。
独大主席为其一生重要写照，除筹设董教总
高等教育中心，并且参与了新纪元的创建。
现年78岁的胡万铎，因为常爬山，行动举止利索，
每天上午除了固定时间到公司处理事务，傍晚则与山友
进行登山活动，生活自在惬意。
走过一甲子的岁月，胡万铎不论是经商还是为华教
作贡献，他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看法，并且眼光放得很
远，这是众人有目共睹的事实。

鐘靈學潮

陳
婉
姿

■■ 胡曰皆：胡萬鐸令尊及公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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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半世纪前，殖民地政府为压制华文教育发展，
企图透过特别津贴将华文中学转为英文中学。当时，许
多钟灵学生听到母校要接受津贴金，担心从此丧失办学
主权，于是纷纷展开纠察行动。1955年7月6日，胡万铎
皆同6名学生领袖：吴国良、万景添、侯国驹、陈逸生、
梁丁尧、颜清文，起而率领同学在怀泽堂集会抗议；结
果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拘禁并开除学籍，是为“钟灵七君
子”事件。父亲随后将他送往爱尔兰深造。

陳
婉
姿

1982年，林晃升时任董总主席兼独大主席，为了
实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理念，选择参政而辞去
主席职；他在这个时候打了一通电话给胡万铎，请他接
下独大主席一职。于是，就在这样一个混乱纷攘的情况
下，胡万铎即使尚未做好心理准备，可是却难以推辞而
当上了独大的主席。

中西貫通
他在就职典礼时表示，希望华社及华文教育能朝向
中西贯通的大方向，以便溶入大马的多元社会，并且跟
国际接轨。然而，他的这番话却遭到当年某些极左派人
士，展开激烈的批判及谩骂。

的污蔑，他都坦然以对，绝不退缩。
即使是今天，胡万铎仍主张不能光只是强调中文，
应该鼓励学生落实三种语文：中文比例应占30%，其它
70%则是马来文及英文。
从当前华文教育的发展来看，“以往我们说独中是
华教堡垒，但我现在认为国中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
国中毕业生选择就读师训，我们的华小师资来源就会有
问题，这是最现实的情况。”
“母语要保持，国英语要学习。”

落實三語
时隔30年，胡万铎说：“如今回想，也许他们是对
的，当时应该完全先由中文开始，然后才循序渐进，达
到中西贯通。”
胡万铎说：“意见不同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大家必
须聚在一起。”即使面对各界的众口异声，包括对个人

胡万铎认为母语教育乃基础教育，但应该鼓励增强
英语及马来语。“譬如90年代，我在深斋中学提出高中
数理化使用英文课本，但随即引来四面八方的挞伐，甚
至被指谪为出卖华文教育；但当时我说使用英文课本指
的是理科班。”至于新纪元目前的基础教育，“我觉得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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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物

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生意上最红火的时候，这些
举动导致他的矿地一直无法更新执照。家族成员屡次劝
他放弃领导华教组织，全身而退，但他不惧威胁，坚持
为华教尽一份力量。

应重视教导学生有关文化和历史的知识。”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是谁？甚至也
不懂得敬老尊贤的基本道理。”

幸上天有好生之德，胡万铎因参与华教认识了许多
人，让他的生意不断出现转机，反而因祸得福。

与此同时，胡万铎表示独大虽已走入历史，但申
办独大的精神应该让下一代了解。“就算没有这方面
的教科书也没关系，可以透过周会和各种课外活动展
开机会教育。”

不坐頭等艙

胡万铎说：“我只当一届的董总主席。”可是他
却任独大主席至今；虽然多次提出辞呈，但却不被理
事会接受。

新
紀
元
照
片

■■ 2013新院畢業典禮：胡萬鐸（左）、莫順宗（中）、陳可欣

他认为新纪元的校地至今仍属独大，自然也就继
承了独大以及延续独大的精神。胡万铎表示，将在下
一次独大的例行会议时，提出如何让独大及新纪元更
紧密地结合。他说：“以独大之名用马来文申请也许
有困难，但如果中文名放‘独大新纪元大学’，应该
是可行的。”

而新纪元必须把大学办好，“与其让华人子弟花费
大笔金钱出国深造，又或者造成那些家庭贫困者无法继
续升学，何不把本地的华文大学办好？”
其实，早在1993年，胡万铎在新纪元毕业典礼致词
时已说道：“不能只强调理工，应该培养政治与经济的
人才。”显然，他的许多观点乃走在众人前面。

“我不讳言自己是千万富翁，但我从不坐头等舱，
衣服也只买路边摊的五块钱。”
胡万铎即兴自老旧公事包拿出笔记本，读了两句手
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山鸟
飞尽，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华文非常漂亮，不能轻易忘记！”胡万铎在访谈
结束前一语道尽。（胡興榮、鄭翠鑾）

集眾人力量
華教黑暗期
胡万铎认为华文教育目前面临最大的两个课题：
一、华教未来的路在哪里？；二、华校的组织与管
理。鉴于《2013年至2025年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显
示，华文教育最终将被摒弃在外，他认为应该召集全
国的华教团体，集合众人的力量，将讨论结果向首相
纳吉提呈报告。
“华人是非常刻苦耐劳的民族，如果马来人懂得
善用华人，马来西亚早已是‘小龙’之一！”
关于华教的未来，胡万铎提了一个重点，就是必
须培养新的接班人，才能因应华文教育将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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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万铎强调：“自1969年513事件后，是华教的黑
暗期。”许多人对一些敏感课题都噤若寒蝉，霹雳州原
有14间独中至70年代已关闭了5间，仅存的9间也在苟延
残喘作生存挣扎。可以想见，如果长此下去，独中将逃
不过关闭的厄运，于是这才有了复兴运动的提议。胡万
铎坦言，这是他自国外返马后首次参与华教事业，即“
霹雳独中复兴运动”。

李
容
德

■■ 胡萬鐸、（後排左起）鄭翠鑾、陳婉姿、吳振聲、胡興榮

“中文名字放‘獨大新紀元大學’應該可行”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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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不是我殺的，和我没關係!”
胡万铎在跟我们谈“钟灵事
件”时，提到了当年被枪杀的校
长陈充恩。
1952年2月4日，由于当时
马共支派怀疑陈充恩是国民党特
务，因此在他前往槟城中路“槟
华教师公会”开会，下车时，被
埋伏该处的不明人士枪杀。

董
總
提
供

董
總
提
供

■■ 1991年6月24日董總36週年：胡萬鐸(左四)、林晃昇

■■ 1992年1月19日董教總教育中心奠基：胡萬鐸(中,米色西裝者)

多年后，胡万铎去泰国，陈
平特地从“合艾”驱车到泰南“
和平村”与他会面。陈平亲口告
诉他：“陈充恩不是我杀的，和
我没关系！”

見證華教新紀元
新纪元与独立大学渊源
匪浅，其母体“董教总教育
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乃独
大所催生者。

“这是一个最不幸的年
代！”胡万铎感慨的说。

陳
婉
姿
翻
攝

■■ 陳平(右)與胡萬鐸在泰南留下歷史鏡頭

胡萬鐸:
精彩一生   無怨無悔

董
總
提
供

胡万铎在九十年代董总
与独大主席任上，曾参与了
当时华教界的盛事，如：董
总36周年会庆、董教总教育
中心奠基礼，以及全国华教
火炬大会，其中自然还包括
了新纪元学院的始创。

■■ 1993年2月21日，胡萬鐸在“全國華教火炬大會典禮”上致辭，地點為董總前草場

陳
婉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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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1月19日董教總教育中心奠基禮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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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過群山
    臺灣留痕
2013年7月22日，《新光杂志》一行人前往沙阿
南(Shah Alam)拜会留台联总顾问姚迪刚。
姚谈起早年当他去东海大学报到时，随身携带
的行李足有30公斤重，可是接待他的学长二话不说，
一肩扛起行李便往宿舍走，这让他傻了眼；从那时候
起，在他内心便种下了深厚的留台情谊。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留台人与台湾领导人
的交往，首先谈到的便是前副总统萧万长。

讓獨中生出國
1967年9月21日，我国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
1968年起，没有考获“剑桥”（HSC）或“马来西亚
教育文凭”（SPM）的中学生，乃不被批准申请出国
护照，此举无疑将波及当时普遍没有报考SPM的独中
生奔赴海外升学之路。
刚好自1969至1972年期间，萧万长乃台湾驻吉隆
坡总领事馆经济组组长。他在与大马政府官员举办的
高尔夫球联谊活动中提出建议，让独中生得以豁免这
项规定前往台湾深造。
值得庆幸的是，萧万长提出的这项建议，获得了
大马政府官员的支持，这才没有阻断往后50年的留台
升学管道。
2007年，萧万长与马英九搭档参选台湾正副总
统，来马并出席由台商协会主办的“马萧后援会”晚
宴。这是姚迪刚首次与萧碰面。
直到2011年3月，姚迪刚率领留台联总一行3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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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馬情有獨鐘：蕭萬長(中)、姚迪剛(左)、薜盛華(時為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人赴台北总统府，这是他第二次与萧见面，彼此有了
更进一步的接触。
回想与萧万长会面的情景，姚迪刚说：“他是一
位非常亲切的长辈，让人没有压迫感。”萧万长向在
场人士表示，当年向大马政府官员提议让独中生留学
台湾一事，是他这一生认为最正确和引以为傲的事。
姚迪刚还说，萧万长对大马情有独钟，其一是因
为他曾在吉隆坡住了4年；其二，他的其中一位女儿乃
在大马出生，因此他们一家人对大马有着不一样的美

好情愫。萧万长并且在此间有着不少数十年来仍保持
深厚交情的友谊，这让他来马时便多了所谓的“私人
行程”，其实就是与老朋友见面。
此外，萧万长的贴心也让姚迪刚深受感动。参
访当天晚上，萧万长以副总统身份接见留台联总代表
团后，恰好颱风来袭；萧紧握姚的手，叮咛大家晚上
出门要小心，最好就别出门。“他一直站在总统府门
前，注视着我们上车离去。”
“萧万长完全没有官僚作风。”

2012年5月20日，萧万长卸任副总统后，再度携
眷重返大马。此次行程除陪伴家人外出旅游，同时也
为他的新书《微笑力量--萧万长公职之路五十年》举
行推介会。
这一次的相见，姚迪刚察觉到萧万长因为在这之
前身体抱恙，因此显得些许憔悴，但精神依旧矍铄。
当天推介会会场人潮众多，他虽大病初癒，却坚持回
应读者的要求，一一签名留念及合影，来者不拒。最
后，在工作人员的协调下，萧万长才得以稍有喘息的
空间。（胡興榮、鄭翠鑾／照片提供：姚迪剛）
2013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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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萬長簡介：
台湾嘉义人
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硕士
历任行政院长、立法委员、大陆委
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长、中国国
民党副主席。
萧万长在台湾政坛上向有“微笑
老萧”之称，足见其人生之圆
融。2008年5月20日，萧就任台湾
副总统；四年后卸任。
1969至1972年，萧万长被派驻吉
隆坡总领事馆，曾向大马政府官员
建议免于不准申请护照的规定，让
独中生继续赴台升学，这是他一生
最感骄傲的事之一。
■■ 感恩吉隆坡歲月：蕭萬長(右)、姚迪剛

■■ 允許代表團帶一台相機入總統府：馬英九(中)，其左為姚迪剛

馬英九：熟悉留臺聯總
2009年3月，马英九在总统府接见留台联总代表团。
身为一团之长的姚迪刚，在马英九接见之前已做好心理准备，把讲稿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仍不免心
情紧张。加上在进入总统府时，需经由安全检查，让人倍感气氛凝重。
然而，当马英九出现后，姚迪刚顿感先前的紧张压力消失殆尽，并且从马英九的谈话中，可看出他
为人诚恳。
这场与马英九的交流对话，可说甚为愉快。尽管时间有限，但因为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曾到访吉
隆坡，而姚迪刚也曾于2008年在台北华侨会馆举办的“双十国庆”晚宴上与马英九握手晤面，让他觉得
马英九对留台联总是熟悉的。
原本在马英九接见时，有关单位规定不能携带相机，但总统府却例外允许让代表团带上一台相机，
因此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马英九不说表面话，在与大家握别时，他逐一停下几秒，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拍照。甚至见负责
照相者尚未与其合照，乃主动请他人协助，让抓相机的人也能拍上照；亲切态度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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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故事

胡志強：走自己的路
2008年12月12日，姚迪刚率大马媒体代表
团赴台中市政府拜访市长胡志强。
姚迪刚自嘲从来没那么认真记录演讲人的谈
话，但是对胡志强却印象深刻。他甚至始终舍不
得换掉原来这一台手机，不为什么，只因为里头
记录了胡在致词中的重点：

产品外，并考察大马及东南亚的美食。
行程中，他到《星洲日报》演讲，姚迪刚再次记
录其经典用语：
1.
2.
3.
4.

宁可失败，不可腐败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治不能让守法的人吃亏，违法的人得益
If I am not the number one, I will be the only one!

1. 无人能要求别人走自己的路线。我们只能希
望好的政策，别人愿意延续下去。
2. 放手是成长的唯一途径。
3. 我们不能只有蓝绿，而没有黑白。

“胡志强人格特质明显，表达尖锐、具独特的感
染力。”姚迪刚轻晃手中酒杯，淡定的说。

一年半后，胡志强于2010年7月来马出席“
国际饮食品贸易展”，除推广台湾水果及其它农

姚迪刚表示，胡志强在回答问题时，态度绝不马
虎，直话直说，看得出是有担当的领袖。

■■ 吉隆坡金馬皇宫晚宴：吳伯雄(左)、姚迪剛

吳伯雄：留臺子弟兵
2008年，吴伯雄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时，莅访
大马的行程乃包括了到访留台联总。

办公室表示关注，可见我国情治单位对吴伯雄的到访
和安全亦非常重视。

当天早上，大马政治部官员曾出现留台联总

当天交流会长达两小时，让吴对留台联总的组
织、目标及运作更为了解。
“吴伯雄懂得顾全大局、包容度高，清楚知道人
民的需求，使台湾能有更好的方向。”吴伯雄一生为
国民党服务，忠诚不渝，姚迪刚对其甚感敬佩。
据驻马台北办事处负责人告知，当天交流会结束
后，吴伯雄在续程拜访其他团体时，多次向在场人士
提及留台联总，可见他十分肯定留台联总为社会作出
的努力。

■■ 留臺聯總:吳伯雄(左二)、(左起)詹啟賢、姚迪剛、林明才

虽然吴伯雄并不曾主管侨委会或教育部，但他却
愿意到访留台联总，可见台湾政府的高层官员，基本
上无不把留台生视为子弟兵，让人感念。
■■ 臺中市政府：胡志強(站立者)，姚迪剛(左)正認真記錄其谈話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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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新光評論

僑務委員長吳英毅：

留臺人的心靈地圖

倡專業證照
邈園述撰

台湾的文化氛围和民间活力却不是
这两个城市可轻易超越的；大陆就
更不用说了，这是台湾令人着迷的
原因。除了台北信义商圈和101大
楼，以及阿里山、日月潭、垦丁这
些著名景点，你很难想见像“九
份”这样的山城，每天都可以吸引
无数游客前去观光旅游对吗？
留臺經驗

胡
興
榮

■■ 新北市板橋站前木棉道：台灣的人文風景線

大马自有华校生踏上留台之
路，基本上始自上世纪50年代中
叶，但其时人数乃远不及今日。而
晚近的50年，尤自南洋大学在70年
代中，宣告不招收马来半岛华校生
之后，独中毕业生便与留台结下了
不解之缘。
不论因缘为何，感谢台湾政府
至今仍提供大学学额给一代又一代
的此间华人子弟，不但让彼等有机
会完成基本的高等教育，甚而这二
十年攻读硕博士者亦已成为普遍，
此乃吾华教至今远未达至者，期望
三所民办大专在升格大学学院后，
积极朝此标竿看齐。
某种意义上言，留台人乃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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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台湾制造”，因此主管侨务
或侨教的单位一般皆把留台人视为
子弟兵，这当然是很特殊的情谊。
但应该说，每个留台人心中自有一
幅属于自己的心灵地图。
它也许是台北的某处街巷，公
馆、温州街、青田街、泰顺街，无
论是漫步其中或在咖啡馆小坐，就
连街头的摊档和木棉道都称得上是
台湾的人文风景，并且常有令人不
经意的惊喜出现，简直就是快乐的
城市探索。
又或者场景切换至台中、嘉
义、台南、高雄，甚至花莲和台
东，就建筑物的造型和壮观言，这
些城市也许不及香港和新加坡，但

无庸置疑，大部份人的留台
经验是美好的，这可以从他们对台
湾充满各式各样的回忆看出。尤其
从热带到了一个拥有四季的地方，
冬天的冷冽、夏日的酷暑，春天和
秋日一年到头杜鹃、流苏、桐花、
吉野樱的开落，乃紧紧揪住旅人的
心。加上美味的水果：芭叻(蕃石
榴)、葡萄、荔枝、芒果、凤梨，乃
令人难以拒绝，连带鲁肉饭、蚵仔
煎、臭豆腐亦无不触动旅台新鲜人
的舌尖味雷。
然而，就留学本身来说，个中
岁月及辛酸乃因人而异，每个留台
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除了应付
课业和打工，有人在过程中见证了
台湾街头民主的洗礼，一改对立法
院的刻板印象；有人则看到了资讯
的发达和媒体乱象不成正比。但相
对吉隆坡的治安和交通，甚少有不
赞不绝口的，尤其台北市的捷运，
站内厕所、饮水机等设备，堪称首
屈一指；列车准点更是深得人心。

一般上，留台人在台湾待上
四年者占大多数，但也有人一待就
是十年二十年，嫁作台湾妇或成为
台湾女婿，甚或安身就业便是一辈
子。惟凡事皆有两面，尽管大部份
人皆认为台湾是个美好的地方，但
也有人觉得台湾人霸气和带歧视眼
光，看不起东南亚来的人，因此过
客身份还可以，思之长久待下便觉
得格格不入。显然，每个人的观感
不同，个中复杂因由乃难以道尽。
身份改變
跟早期不同，留台人的身份近
年可分为两种：侨生和外籍生，特
别是90年代过后，一来私立大学数
目急速飈升，二则台湾本土少子化
现象已然浮现，于是对招收国际学
生需求甚殷，导致双联课程变得愈
来愈普遍，这群人在台湾的身份基
本上乃外籍生，尽管他们来自同一
国，当中还不包括申请台湾奖学金
和本地大学毕业赴台攻读研究所的
研究生。明显的，政策改变，身份
也随之更易。
不过，尽管身份改变，但留台
的情谊不变；大学毕业后，将台湾
视为第二故乡者大有人在。其中主
要原因是台湾社会的开放和有序，
并且对历史文化的保存让人感受真
切而趋于认同。
您的心灵地图会在哪里？

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英
毅莅马参加“2013年台湾高等教
育展”，积极鼓励大马学子赴台
深造。他在下榻酒店出席留台联
总39周年庆“文华之夜”前，接
受本刊专访。

陳
婉
姿

■■ 吴英毅：冀明年超過百所大學參展

这项台湾教育展主要提供有
关台湾各大专院校的课程资讯，
以及升学的各项途径。

往台湾留学。

吴英毅表示，全台共有逾
160所高等院校，这次的高等教育
展计有82所学校参与，为历年之
最，并且从这几天现场的情况来
看，乃深受本地中学生的欢迎。

“大马学生可选择就读技
职课程，返国后勇于创业。”吴
英毅解释，报读技职课程除了可
获得专业的职训，同时也能考取
专业证照，对日后自行创业有很
大的帮助。因此，台湾教育部也
给予大马学生各方面的支持，让
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也能体验台
湾的风俗人情。

兩萬大马學生
“去年毕业生约10万人，而
其中的四分之一，即2万人是大马
学生。”由此可见，大马学生乃
是台湾高等教育学府招生的主要
目标。
同时，吴英毅也鼓励大马学
生赴台学习当地的专业课程，以
便将来归国后，在商业管理和社
会上学以致用，甚至对中华文化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由于大马华文教育及文化与
台湾相接近，加上台湾教育在大
马华人社会普遍被认可，因而吸
引更多的大马华裔学生，愿意前

鼓勵技職課程

鉴于大多数留台生均来自
独中，反而国中生较少，因而吴
英毅希望透过台湾高等教育展的
宣传推广，极力争取就读国中的
华裔学生，让他们有机会来台接
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吴英毅希望，明年教育展
将会有超过100所的台湾高等学
府前来参展。(鄭翠鑾)
按：感谢姚迪剛及駐馬臺北辦事處
組長林渭德協助安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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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足鼎立還是八腳盡廢？
─網絡改變組織權力架構
“海星”的五只脚和“蜘
蛛”的八只脚原本并无任何交
集，但欧瑞．布莱夫曼（Ori
Brafman）及罗德．贝克斯壮
（Rod A. Beckstrom）在《海
星与蜘蛛》（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Internet it shifts the
organization balance of power）一
书中，却巧妙的将它们比喻为“分
权组织”（Decentralized）与“集
权组织”（Centralized）两者的重
大差异。全书藉由丰富案例探讨这
两种组织系统的优劣及其特性，
倡议企业应以“分权”系统架
构因应未来的环境变迁。

本书中文译者為洪懿妍，并由
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
究其由，所谓的“分权”并不
表示权力分散，而是下放到组织的
每个部门及所有员工和参与者。作
者的观点乃倡导利用“分权式”的
组织型态，在企业遭受冲击时赋予
它再生的力量，以强化组织本身的
韧性，并且在碰到问题时能自行繁
衍应对所需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随着网
际网络的诞生，乃加速了
组织的扩散效应。书中以

ebay、eMule、Wikipedia的成功，
说明没有了传统的领导阶层，也
可以衍生出强而有力的团体。尽管
组织的层级结构不存在或进行全面
重组时，会有短暂的失序和混乱情
况，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因为新
秩序的诞生仍不失规范的指引。
诚如许士军教授言：所谓的
管理，就是“群策群力，以竟事
功”。而世界不断的改变，过去的
管理主要依赖资讯（Information）
及沟通（Communication），未
来则必须加上网际网络（Mobile
Technology）此一重大变革，这是
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網絡打破權力分配
一如作者在绪论中言：吹向
唱片业的暴风、九一一攻击行动，
以及线上分类广告和共同创作的百
科全书的成功，背后都是被一股相
同的力量所驱动。“你愈反抗这股
力量，它就变得强大；它看起来愈
杂乱无章，其实就愈活跃；你
愈控制它，它就变得愈不可
测”。
网际网路的出现改变了所
有的产业，影响我们彼此联系的方
式，也左右了全球的政治。

案例：MGM VS 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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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畫：陳婉姿

米高梅（MGM）与其他唱片
业者对P2P服务公司提出诉讼，由
于分享的音乐内容皆未经过授权，
造成唱片业者损失四分之一的营
收。最终，虽然唱片业者胜诉了，
但P2P的分享方式却愈来愈兴盛。

没有阶级制度，也没有总部，即使
有领导人出现，这个人也没什么权
力来支配他人，顶多只能透过“以
身作则”来影响他人。奈文斯称此
为“开放系统”（Open System）
。

唱片业者一开始是对提供P2P
服务公司提出告诉，但由于这是
一个集权公司，很快就因败诉而出
局，但音乐交换者仍渴望这种“
免费”的服务。因此，瑞典工程
师詹士庄（Niklas Zenstrom）开
发出一个不需要伺服器，直接到
对方电脑中存取的程式“卡萨”
（Kazaa）。之后，又有“电子
驴”(eDonkey)及全新的“卡萨”
（Kazaa）Lite或称K+，引来百万
用户下载。唱片业者想找到这些架
设软体的人，但程式和编码完全处
于开放状态，唱片业者乃投告无
门。

但“开放系统”不等于无政府
状态（anarchy），规范和规则还
是存在，只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强制
执行，权力分散在所有人身上，分
布在不同的区域。这段话其实便已
道尽了“分权组织”的真意。

事实上，如作者言，我们所看
到的P2P争端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集權與分權
“集权组织”并不难理解，
只要设想一下大企业或政府部门便
可得知，这里头有明确的领导人和
发号司令的总部和会议室，奈文斯
（Tom Nevins）把这种组织被称
为“强制型”（coercive）。而“
分权组织”则没有明确的领导人，

案例：南坦（Nant'an）－－南
美阿帕契（Apaches）族人的
精神领袖
传 奇 探 险 家 科 特 斯
（Hernando Cortes）发现了阿兹
特克（Aztec）首都（现今墨西哥
市），杀了阿兹特克的领袖蒙提堤
朱玛二世（Montezuma II），他不
过花了两年时间便瓦解了一个两千
多年的文明；西班牙人控制南美大
陆同样只花两年时间便瓦解了印加
帝国，但北伐至新墨西哥沙漠遭遇
阿帕契（Apaches）人，受其牵制
两百年之久，且北墨西哥掌控权仍
在阿帕契人手中。
阿帕契没有首领，只有“南
坦”（Nant'an），是精神与文化
上的领袖，没有任何强制力，族人
乃自愿跟随。在与敌人的对抗中，

就算杀了一个“南坦”，马上就会
有另一个“南坦”出现，在这样的
社会结构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
可或缺的。
他们是怎样撑过来的？ “他们
分散政治权力，中央集权的程度极
低”。阿帕契因为分权，所以能屹
立不摇。
换句话说，这便牵涉到了“分
权组织”的第一项原则：在遭受攻
击时，“分权组织”倾向于变得更
开放，更分权。

誤將海星當蜘蛛
“分权”的第二项原则：海星很
容易被误认为蜘蛛。
蜘蛛拥有八只脚，用放大镜
来看，它有一颗小小的头，八只
眼睛，可是如果把蜘蛛的头砍掉，
它就死了。意思是说，“蜘蛛型”
的组织乃听命于它的头，当头不见
了，整个组织也就无法继续运作而
瘫痪；惟“海星型”的组织则恰恰
恰好相反，它根本没有所谓的头，
如果把海星切成两半，它不但不会
死，并且在很短的时间你就会惊讶
地看到两只海星。
因此，网际网络就像海星一
样，它既没有中央集权式的领导，
更不会轻易死掉，这就是它愈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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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管理叢書

会”就这么誔生了。没有负责人，
每个人也都有负有任，加入的那
一刻，自然就成了领导系统的一
部份，好海星的腕一样。新来旧
去，“戒酒无名会”唯一不变的就
是戒酒守则：著名的十二步骤。每
个人都要负责克制自己，也要约束
别人。就算失败了也欢迎再回来。
没有入会申请表，也没有拥有者，
让全世界各地自行开设分会。
显然，“戒酒无名会”是典型
的海星组织，重点是：“戒酒无名
会”没有负责人，但每个人也都负
有责任，这就是开放系统最真实的
本质。
重要和大行其道的原因。
但尽管海星所代表的是“分
权组织”，我们也可能误把海星当
蜘蛛，毕竟网际网络在开始时是全
新的科技典型。当我们习惯以特定
方式看待某件事物时，就很难想像
它会是另一种模样。如果我们习惯
从“集权”的角度来看世界，“分
权组织”就会看起来不合理。

大部份“集权式”
组织都被划分成不同
的部门，彼此之间的任务分配相当
固定，而且各有其功能。一个部门
就是蜘蛛的一只脚。在一个健全
的“蜘蛛型”组织里，每只脚都很
稳固，可以分担组织里的一部份重
量。

案例：戒酒无名会（Alcoholics
Anonymous）

可是，在“分权”的组织里，
任何事由谁来做都可以。“分权
组织”的一个部分就像海星的一条
腕；毋须向任何公司的领导人报
告，只对自己负责。

Bill Wilson为了要戒酒，但二
十年来他发现单靠自己是无法战胜
酒瘾的，因此向有同样困扰的人求
助。酒鬼都是难兄难弟，要反抗精
神科医师很简单，但要把同伴抛诸
脑后就难多了。于是，“戒酒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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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酒无名会”与“电子驴”
有很多共通点，有人催化了一个概
念，然后抽身，没有给组织一个中

央集权式的领导，这么一来便赋予
了它不断改变的能力。
这便充份说明了“分权”的
第三项原则：开放系统没有中央情
报，因为它遍布在整个系统中。同
时印证了第四项原则：开放系统可
以轻易变动，以及第五项原则：“
分权组织”正悄悄向你逼近．

五足鼎立（The Five Legs in
Action）
“分权组织”有五只脚：第
一只脚：圈子（Circles）；第二
只脚：催化剂（The Catalyst）；
第三只脚：意识型态（Ideology）
；第四只脚：既存的网络（The
Preexisting
Network）；第五只
脚：斗士（The Champion）。
一如海星般，当它失去一两只
脚，依然能存活下来，只是五只脚
一起运作时，“分权化”组织的威
力最大。
1.“圈子”的意涵：一旦你加
入了，你就和大家平等，你可以自
己决定要如何把自己最好的才能贡
献出来。
当“圈子”人数超过14个左右
时，成员彼此之间的连结就会比较
松散，成员会变得比较具匿名性，
同时也让不劳而获或破坏行为有机
可乘，每个人不再需要尽本分。由
于“圈子”没阶级体系与架构，因

此很难在其中维持规则。它们仰赖
的不是“规定”，而是“规范”。
随着“规范”的形成，成员相处时
间增多，他们开始彼此信任。
2. “分权组织”的相同模式：
一个“催化者”让分权化组织诞
生，然后将主控权交给所有成员。
然而，“圈子”不会自己形成，将
一群人放进同一个房间里，他们可
能三三两两随意聚一起聊天。加
入“催化者”后，他们很快就会围
成一个圆圈，谈论对共同喜欢。“
催化者”会发出一个构想与其他人
分享，再以身作则。
3.开放性系统会提供一种“社
群感”（sense of community），
但这在其他组织也可以提供。如微
软员工也有社群感，有共同的连结
与友谊，而且合作之余还有人付薪
水。阿帕契的工程师则是一毛钱也
拿不到，他们是被打造更好成品的
愿望所激励，笃信开放的系统，尊
重他人的贡献，不是因为他们必须
如此，而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
因此，拥有共同的“意识型
态”或理念，才是将“分权组织”
连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4.几乎每个“分权式”组织都
是一由一个既存平台发动，而开始
成就大业。如“戒酒无名会”创
办人是从“牛津团契”（Oxford
Group）开始。简单的说，如果没
有“圈子”，就没有可以让人投入

的组织型态，从而对某个理念产生
归属感的架构。网际网络如今改变
了一切，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开
放平台，许多“海星式”组织如
Skype, eMule，都是借助“网络”
展起来的。
5. “斗士”会努力不懈地推动
所认同的新构想。他们天生热情、
活泼，跟“催化者”一样，他们自
然就能与人互动的人，甚至可以说
是个很好的推销员。他们在非阶层
式的环境下可以做得很好，跟组织
者比较起来，更像推销员。
五足鼎立，既要有“催化者”
燃起参与者的热情投入与归属感，
也要有“斗士”不畏险阻挫折，将
理念化为行动，并有潇洒放手的胸
襟，这便是“分权组织”五大构成
的要素。循此以往，才能发展出彼
此都能共同接受的价值，建立起“
海星式”的组织结构。

待人不如待心
概括而言，组织就是意识型
态，并且是“人”与“事”的结合
体，结构不同则会影响绩效。
网路时代的到来，确立了“海
星式”组织的优势，尤其伴随网际
网路的全面来临，人类未来的生活
方式已不可能固步自封，企业的组
织结构亦无法不迈向变革，否则便
无以面对时代的挑战。而企业的组
织架构将由中央集权或科层式管理

的“蜘蛛型”，转为灵活且具有分
权优势的“海星型”。
但这仅仅是针对理想的情况
而言，当企业走向全球化成了不
可抵挡的趋势，那么企业必须思考
如何将资源重新分配与整合，颠
覆由上至下的管理模式，如丰田
（Toyota）般让装配线的员工也能
参与到里头，充分善用“分权化”
的优势，共同改善流程，以发挥最
好的资源配置，这样才能创造出具
有竞争力的组织。
本书的强处乃提出了“分权组
织”的关键因素，单靠权力固然能
使人屈服其下，但却不得其心；不
若“待人不如待心”，如此一来，
下属自然服膺于无形。而在一个组
织里头，单靠至高无上的威权是永
远无法激励参与者的“同理心”或
同侪“真心相待”的。(胡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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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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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手記

日出、日落，这亘古运行的天地礼赞，自十二世纪中叶开
始，便已在大小吴哥持续进行了八百年。
然而，自1431年暹罗攻占真腊（kmir），进而迁都金边
后，这些大大小小的寺庙乃掩殁在丛林中。至1861年，法国生
物学家亨利·穆奥（Henri Mouho），在一次探险中无意发现
了此惊人遗迹，吴哥窟的神秘面纱从此才被揭开，再回不去原
来的静谧。
古迹群基本上分布在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著名景点首
推：小吴哥（Angkor Wat）、塔普伦寺（Ta Phrom）、女皇
宫（Banteay
Srei）、变身塔（Pre Rup）、涅盘寺（Neak
Pean）及达松庙（Ta Som）。其中可见巨大树根穿寺而过。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吴哥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每年从世界各地到来的旅客于是成了暹粒（Siem Reap）最显
眼的街景，并且为柬埔寨此一中南半岛的小国创造了无数的外
汇，这应是当年吴哥王朝主事者意想不到的事。更何况，它已
成了柬国的标志出现在国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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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亍攝影集（六）

在香港大學看見陸佑
邈園述撰

香港大学主楼是一座後文艺复兴的建筑，1910年动
工，1912年落成。这一年，为民国之肇始。
大楼在二战中曾遭炮火殃及，屋顶几被掀光。1956年，
礼堂扩建，为纪念陆佑对港大的捐献，故命名“陆佑堂”。
但应该说，很多人，包括港大师生，皆不知陆佑何许人也？
尽管这座建筑物在1984年已被香港政府颁为法定古迹。
究其原由，陆佑在大楼兴建期间曾捐资百万；1915年
再捐五万元设立基金会，并给予大学长期无息贷款五十万
元。1917年1月，港大曾派副校长至马来亚给陆佑颁发名誉
法学博士。一个月后，陆佑便因疟疾撒手尘寰。
1923年2月20日，由于“西医书院”早前已并入港大医
科，孙中山因此以校友身份受邀在此演讲，曰：“革命思想
系香港得来”。其后，钟楼及四周塔楼则建于1930年，内庭
植有高约九米的棕榈树。1941年8月，许地山逝世后在此举
行祭仪，葬附近大环口基督教坟场。二战期间，礼堂被辟为
临时医院，张爱玲此时拟赴英留学，惟因战事滞留当护士。
五六十年代，港大有着许多来自新马的学生。20032005年，我曾挂单的“仪礼堂”即为其中宿舍之一。从这沿
着薄扶林小径可直上山顶；美学大师朱光潜在港大求学时即
住在现已被拆卸的“梅堂”；1944年，他发表《回忆二十五
年前的香港大学》，“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
乃成了他最深刻的留恋。
胡适曾于1935年获港大颁授荣誉博士，这是他一生所获
35个名誉博士的首个。但除了陆佑，尚有两位新马名人伍连
德和林文庆，他们比胡适之获颁更早了许多年；这两位襟兄
弟分别在1916及1918年获港大颁赠荣誉法学博士。
伍连德于1910年获清政府钦命总医官，负责东北防疫而
声名大噪。民国元年，他出任大总统侍从医官；1957年，他
将藏书、论文及鼠疫资料分赠南洋大学、港大及新加坡马来
亚大学。1960年1月21日，在槟城与世长辞。
回到吉隆坡，我从法庭路的Loke Yew Building转出，车
子开在陆佑路（Jalan Loke Yew）上时，突然觉得，香港和新
马其实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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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日誌

傳播理性思維的傳統
「說不在乎很容易，但思之在乎卻得付出百倍
的努力和勇氣」(Its so easy to be careless, it takes
course and courage to take cares)。這段話乃出自電
影《解脫》（Detachment）的對白。其意思或不難理
解，但也許得窮吾人一生精力方能領悟透徹。
同樣的，關於學習這回事，說沒有興趣很容易，
說有興趣則要花上千百倍的努力。
這一點，對來自西爪哇10個教育單位組成的“萬
隆教育考察團”25名成員而言，他們自印尼60年代華
文教育斷層後，如今在當地所作種種復甦努力，無疑
自有更深刻的體會。

胡
興
榮

■■ 邏粒酒吧街：帶動柬埔寨及當地經濟發展

牌匾故事
本期封面專題「南大頌」乃含蓋：1.「陳六使
圖書館」牌匾揭幕；2.專訪南大教育與研究基金會主
席丹斯里拿督林源德與林忠強博士；3.《南大頌》舞
臺迴影；4.牌匾背後的故事：楊應俊、卜偉昌、邢福
興；5.陳六使追思會及專訪南大校友會會長繆進新。
同時，由美術系Cikgu Raha所撰之‘Sabah
Trip’乃引領我們奔赴東馬神山之旅。而「第九屆世界
華人青少年藝術節」在雲頂舉辦的開幕式，以及在新
院校園舉辦的才藝比賽和頒獎禮，這些議題乃脗合本
刊向來鼓勵新院師生跨出校園，建立世界觀之鵠的。

此外，商學系一直是本院的大系，所佔學生比
例向來最多；因此我們在上一期「閱讀」刊出了「波
特」的策略理論，本期則再接再勵為您介紹組織理論
的專書《海星與蜘蛛》，希望這兩篇文章能帶動院內
師生在管理知識和理論方面的鑽研。
「旅行手記」以舉世聞名的吳哥窟为首響炮，它
乃記錄了佛教文明在東南亞的進程，希望對擴大讀者
的眼界有所助益；尤意想不到的是，它在數世紀之後
乃強勁帶動了柬埔寨及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本期
「彳亍攝影集」則以香港大學及陸佑為題，重新喚起
百年前同是英殖民地香港與馬來亞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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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議題
「新光人物」部份，延續上一期「獨立大學」的
專輯，我們專程赴怡保拜會了獨大有限公司主席胡萬
鐸，除意欲對此一專題的追蹤，更且希望讀者對上一
代人為華文高等教育所付諸的努力能有深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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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臺與台灣

一本雜誌的内容當力求廣泛多元，但首先得物色
到願埋首文字和具耐心者，包括各欄目的作者；可是
在今天一個充滿誘惑和求速成的社會，這樣的要求未
免太高。因此在人才不易情況下，如何開拓稿源及創
造議題，甚而引領潮流，便成了編輯部的燙手山芋。

本期專題「臺灣留痕」乃記錄了60年代末，獨中
生面臨赴台升學關卡，幸得蕭萬長駐馬扮演了重要的
橋樑角色；我們於是推出了留臺與臺灣領導人情誼的
特輯，藉此展現包括總統馬英九、吳伯雄和胡志強幾
位領導人其與留台人的互動。

惟既為雜誌人，堅持傳播理性思維的傳統乃任
一編者永恆的嚮往。為此，有關728大集會的報導及
評論，其深層意義乃愓勵吾人在社會政治的低盪中續
保有鬥志，此實則先賢在這塊土地上不計個人得失榮
寵，以及我們這一代不變的生存之道。（胡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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