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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ernstein的教育認同理論探析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華教認同的演變
摘要
馬來西亞的華文獨立中學誕生於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之間，各地方的華文中學爲了維
護獨立前既已存在之華校體制而抗拒國家在獨立後提出的改制政策，從而「獨立」於國家體
制之外。這些「地方的」華文中學於 1973 年獨中復興運動後成為有組織的共同體，提出獨中
建議書，獨中工委會亦組織起來，在獨中場域內形成統一的對外論述。1990 年代起，獨中場
域內出現了一系列持續至今的教育改革論述。本研究以 Bernstein 教育認同理論為分析框架，
採文件分析法，使用董教總及各地方華文獨中的公開文獻爲主要的資料分析對象，分析「華
文學校改制與獨中誕生（1950s-1960s）」、「獨中系統建制（1970s-1980s）」、「獨中教育
改革（1990s 至今）」三個獨中教育發展時期的獨中教育認同變化。研究發現，獨中的教育認
同分成兩個主要階段，在獨中教育改革以前，獨中教育是以中央化的「展望性認同」為優勢
論述，強調「中華文化為馬來亞文化的一部分」，在這一框架下，當獨中在 1990 年代開始進
入教育改革以後，納入了更多與「市場競爭力」及「學生主體的全面發展」有關的「去中央
化論述」，使得獨中的教育認同在整體上呈現出「拼貼」的樣貌。此外，獨中教育在地方上
存在多種不同的實踐，一些學校融入了「獨中路線」之外的其他課程系統，顯現「展望性認
同」的分裂立場。

關鍵詞：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華文教育、教育認同理論、伯恩斯坦、文件分析法

ii

The Identity Struggles of Malaysian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A Perspective of Bernstein’s Pedagogic Identities Theory
Abstract
Malaysian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was born between 1950s and 1960s, the local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refused to integrate into the national-school system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hinese
school system which was established before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sia. These local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became an organized group after the 1973 National Mov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The Malaysi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Proposal (MICSS Proposal) was accepted, and the Dong Jiao Zong Malaysi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Development Working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henceforth formed the unified external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From
1990s, a series of discourses of educational reform was founded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The Bernstein’s Pedagogic Identities Theory i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method is documentary research, which analysis the opened documents available from Dong
Jiao Zong and local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to discover the educ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struggling during 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born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1950s-1960s), the
system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1970s-1980s),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1990s until now).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re are two stages in the
pedagogic identities of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Before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he
Prospective Identity which emphasis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 part of Malayan culture” is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Under this framework, when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starte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from 1990s, more of the “competitive in the
market” and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 discourses were included, which was the de-centred
discourses, constructed the “mosaic” feature of the Pedagogic Identities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However, the different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each of the local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which may include the curriculum systems other than “the way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represented the schismatic tendency of Prospective Identity.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Chinese education, Pedagogic Identities,
Basil Bernstein, documenta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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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緣起
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家庭出生長大，一路在華校體系受教育到中學階段，「華
人認同」從小就深深的印刻在我自己的身分認同中。「馬來人」在這個國家是人
數佔多數的群體，也作爲一個與「我族」界限分明的「他者」存在於我的認知裡。
在生活中，儘管對和「馬來人」共存於同一片國土上感到習以為常，我卻極少有
和馬來人相處、溝通、交流的經驗。我的生活世界和馬來人是隔離的。
中學以前的我，對於華人作爲一個共同體的想像非常單一。事後回顧才發現，
我成長在一個因各種歷史的發展而形成強烈的華人認同的世代。在馬來西亞內部，
自建國以來的族群政治演變下，華人認同最終取代了方言群認同，尤其是對於清
末民初時主要來自中國閩粵地區的「新客華人」及其後代來說，華人認同更爲強
烈。再者，我所成長的柔佛州更足以堪稱華文教育的堡壘。由此即可看出我的成
長脈絡裡濃厚的「華人氛圍」；在馬來西亞外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因經濟
表現的騰飛而對外展現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視中國爲文化上的祖國的馬來西亞
華人也因而受到感染。因在經濟領域相對優越的表現，馬來西亞華人常自覺比其
他族群更爲優異（其中也含著對國內族群不平等政策的不滿，而渴望以族群優越
感來提振民族尊嚴）。
就是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當時的我強烈的爲自己是華人而感到驕傲，也心
心念念將來要到一個處處都是中文字、大家都說中文、膚色都是偏黃色的「華人
世界」，尋找文化上的寄託及歸屬，在「同族人」構成的同溫層下溫暖的生活。
於是，帶著一股對中國盲目熱切的愛，2008 年，高中畢業的我開啟了「尋根之
旅」，踏上殷殷期盼的「祖國神州大地」追尋我的「中國夢」，成了上海復旦大學
生物科學專業的本科一年級「外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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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中國留學的經歷卻是充滿了「文化震撼」。我的家畢竟不在那裡。在
那裡我深刻覺察到自己是和中國同學界線分明的馬來西亞人，因爲語言相通，所
以我和中國同學在溝通交流上沒有障礙，但我卻難以被他們視爲同一個「想像的
共同體」。「馬來西亞」這個符號對我的意義，我與這個國家之間的各種連結，也
是自留學中國起被強烈的意識到。我是誰？我要怎麼看待自己的「華人」身分與
「馬來西亞人」身分，這個問題自那時開始的文化震撼以後長期持續困擾著我。
爲什麼「馬來西亞」對我會是一個疏離與親近同時存在的矛盾概念？
「華人」與「馬來西亞人」身分認同的調和問題一直延續到大學畢業後又增
添了新的元素。中學以前的生活與其他族群長期隔離，大學到了語言／文化脈絡
相近的國家求學，如今畢業回國後，我又繼續過著與其他族群隔離的生活。我成
為一所華文獨立中學（以下簡稱獨中1）的老師，在熟悉的「華人環境」中教育新
一代的「華人子弟」。在自己扮演獨中老師的角色的同時，我仍不停的反思及追
問自己：我的工作是否正在複製一批又一批和我一樣有認同矛盾的學生？延伸這
一層探問，我想更深入了解的是：「華人的文化傳承」的意義，放在當今馬來西
亞的脈絡意味著什麼？「華教正統」是怎麼產生和變化的？在地獨中是否存在更
多元的論述？
教了 5 年書以後，帶著這些常常讓我陷入困頓沉思的教學經驗，我再次離開
馬來西亞。這一次，我來到了台灣，攻讀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經過了碩
一和碩二階段的探索以後，我最終確定自己想要用我在研究所學習期間習得的研
究能力，解開這些困擾我多年的、複雜難解的問題。
在研究所修課期間，我逐漸對「獨中」及「馬來西亞華人」有了越來越多的
認識，視野漸漸被打開，用新的眼光重新回顧過往，我發現「他者」不只是馬來
人，不只是「中國」，就連「獨中」及「馬來西亞華人」內，也存在許多「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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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中為馬來西亞一類私立的華文中學，現存 60 餘所，有關獨中的背景、歷史等，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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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所獨中都是一個「教育再脈絡化場域」，夾在「本土」與「中華」之間，因
應各種在地的現實考量，而呈現多元的樣貌。當中存在不少的張力、競爭、整合、
妥協等動態變化，然而除了由董教總獨中工委會所建構出來的獨中論述以外，在
地實踐的論述卻缺乏充分的研究，以至於單一的獨中想像限縮了獨中出身的華人
的認同空間，也常顯得與現實脫節。因此，我希望通過我的研究，更細緻的了解
獨中的教育認同及論述的樣貌及其脈絡，再以此認識獨中多元的在地實踐，如此
一來，對內可豐富並充實獨中論述以明晰自身在馬來西亞教育脈絡中的定位，對
外與官方教育論述做對話時，也能擁有更多紮根在獨中現場的教育論述作爲對話
的資源。
贰、研究背景
馬來西亞自建國初期就致力於整合國內既存的教育系統，在這個過程中，有
一類華文中學始終抗拒著。這一類特別的中學，稱作華文獨立中學（以下簡稱
「獨中」）。作爲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中「多元平等共存」觀的代表，獨中
用其自身的存在對抗著佔據霸權地位的國族意識型態「單元馬來國族主義」。
追溯獨中的歷史，可發現這一類學校除了 1960 年以後新創的學校外（包括東
馬兩州的 17 所2獨中，西馬 1962 年最後一所獲准註冊的獨中霹靂州班台育青中學
及 2000 年後以分校形式存在的 2+1 所3獨中）（董總出版小組，1985），其餘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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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馬來西亞可分為東馬（包括沙巴和砂拉越）以及西馬（由 11 個州組成的半島，前身為
1948 年取得建立的馬來亞聯合邦），兩地之間隔著南中國海。由於東馬直到 1963 年才與西馬半島
共組馬來西亞，其教育政策一直要到 1970 年以後才逐漸與西馬半島整合。因此，1960 年代西馬的
華文中學因為國家走向以馬來語及英語為主的教育政策制度而難獲增建，東馬卻得以在此期間增
建 17 所獨中。
3
礙於國家教育政策的限制，華人即便有接受華文教育的需求，也難以獲准增建新的學校，而僅能
取巧的以「分校」的名義增建獨中，如寬柔中學的古來分校（2005 年）與至達城分校（2020 年），
由於分校亦有由分校校長領導的獨立運作之行政體系，因此一般上亦納入獨中學校數目的統計
中。另，關丹中華中學（以下稱「關中」）自 2012 年創立以後即因「批文風波」而爭議不斷（相
關 事 件 發 展 可 參 見 董 總 文 獻 https://resource.dongzong.my/images/doc/DuZhong/GuanDanDuZhong1.pdf ），其獨中地位至今未有定論，然而，因關中在辦學上具備典型的獨中特徵：以獨中統一課
程為主、學生需要在完成獨中統一課程的學習後報考獨中統一考試、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採
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之學制等，因而將其計爲特殊的一所獨中。此即在正文處呈現的「2+1 所」
獨中。
3

與「改制」有淵源。所謂「改制」，指的是官方在建國初期，爲了將原有的華校
整合進一個統一的教育系統中而推出的一系列教育法令及教育政策，經改制的華
校即意味著放棄以華語爲主要教學媒介語，失去原有的華校特色。以西馬半島來
說，改制的關鍵事件爲馬來亞聯合邦政府《1961 年教育法令》的實施（莫順生，
2000）；至於東馬地區，在砂拉越，有英殖民政府在 1961 年 1 月 27 日提出的「華
文中學十年改制計劃」（鄭良樹，2003）；在英屬北婆羅洲（簡稱北婆，今馬來西
亞沙巴州），則有英殖民政府政府依據 1955 年 Woodhead 報告書而確立的教育政
策，該政策指出，爲了建立一連繫性之社會，使各民族承認自己爲北婆人民，需
要劃一之教育方針，因此學校教育應由政府負責（宋哲美，1958）。
面對改制事件，有些獨中堅持不改制，有些在一開始則是附屬在接受改制的
華文學校之下，以後再慢慢獨立出來成爲獨中（鄭良樹，2003）。無論如何，這
些獨中都是對華文教育有所堅持的學校，不願意看見華校在整合進國家教育系統
後而「變質」。若從教育的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的角度來看待改制事件，獨中的
出現是原來鬆散的、去中心化的地方華文學校與欲加強對教育的中央集權控制的
國家之間的對抗，在對抗的過程中，這些獨中一方面以「維護及發揚中華文化」
爲使命，另一方面則以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論述來表明華文學校存在的正當性，
亦即馬來西亞是由各個擁有不同文化的族群組成，各族之間的國民權利應該平等，
各族文化應平等的屬於國家文化的一部分。
因此，這一類論述視各族群的母文化爲構成馬來西亞文化的重要資產，在歷
史敘事上著重體現各族群如何「來到馬來西亞並融合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例
如廖文輝（2019：32）就在其馬來西亞歷史的著作《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
國度》的總論中明言：

如果要總結這幾千年馬來西亞（Malaysia）歷史文化的發展特徵，一言以蔽
之，爲異文化異民族的應對與融合。這是因爲馬來西亞的一切……無不受到
4

外來的影響。

這樣的論述一方面要「肯定過去」，回溯到對族群母文化的高度認同；另一方
面也要「展望未來」，重視不同族群「攜手建設新馬來西亞」的願景。因此，可
以推想的是，這類論述需要處理的張力就在於，如何在重視自身族群的原生文化
對馬來西亞文化的「貢獻／附加」的同時，又避免過度凸顯自身族群的原生文化
而缺乏「本土性」。轉化到獨中的教育脈絡中，即要如何在課程中處理與母文化
（即「中華文化」）的關係，使其融入本土敘事中，建構「多元平等共存」的國
族觀。這是獨中在課程發展上面對的重要問題，也是獨中場域「對內」需要處理
的論述問題。
「對外」方面，獨中的論述也要與其所置身的馬來西亞國家脈絡對話而難以
孤立開來。以前述的多元文化歷史敘事爲例，這與官方所致力建構並通過教育形
塑的的單元國史觀是存在落差的。Liu, Lawrence, Ward & Abraham（2002）以馬來
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的學生為調查對象，發現各族對國家歷史的再現是
高度相似的，華裔大學生並不會認為華裔先祖從中國南來是馬來西亞歷史敘事中
的重要事件；類似的，同是少數族群的印裔大學生也不會把自身先祖從印度遷徙
而來視為馬來西亞歷史敘事中的重要事件；作為主要族群的馬來大學生亦然，在
評價馬來西亞的重要歷史事件時，也並不認為自身所屬的馬來族群在此區域久遠
的歷史會比華人和印度人到來的歷史更重要。由此可見，在談及國家認同時，至
少就馬來西亞的高學歷年輕世代來說，各族都是不彰顯自身的族群認同而傾向單
一的國家認同模式，這樣的認同也頗有「新馬來西亞」的意味，而與「獨中論述」
或有出入。在「國家論述」與「獨中論述」之間，個別獨中如何對各類論述選擇
性的吸收、取捨、融合，亦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前述的討論涉及的是獨中在文化認同與國族認同方面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若把焦點關注在作爲在地華文學校的單一一所獨中，則在學校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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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上，除了「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以外，亦會存在因地制宜的「在地
敘事」，大體而言，這類在地敘事較多的圍繞在教育的「市場需求」及「學生內
在發展」方面，是更爲切近教育場域中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由於「獨中」在
本質上其實是在地的（local）地方華文學校，全馬各地不同的獨中自會適應其所
在的特定脈絡而發展出不同的辦學樣貌，呈現出「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
特性。因此，各獨中因爲各種現實的（如升學、招生、學校競爭力等方面）考量，
未必就能完全遵循「華教精神」，以華語爲教學媒介語及完全只採用獨中的統一
課程辦學。例如沙巴州的華裔家長「由於歷史的、殖民地的文化心理積澱，『英
文至上』觀念比較強烈」，因此沙巴的獨中在辦學方針上也作出相應的調整（林
國安，1991）。「在地敘事」與「宏大敘事」二者之間互相交織並存於同一所獨中
內，其如何交織的形貌亦值得探究。
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在獨中的場域內，「在地敘事」與「宏大敘事」互相交
織所呈現的複雜面貌中，是否存在內在的矛盾、裂隙或落差？觀諸獨中的相關研
究，許多學者如莫順生（2000）、鄭良樹（1998，1999，2001，2003）、柯嘉遜
（1999）、李寶鑽（2006）等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做了史料的整理，爲上述問題
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然而這些著作並未將焦點放置在對各類不同的教育認同
及教育論述所作的細緻分析與探討，而是將「華文教育」作爲研究的主軸，學生
升學、教學媒介語、學制等問題被化約爲只是攸關「華教存亡」及「華校本質」
的議題。參照帶領獨中華教運動的組織「董教總」4的組織結構，其成員由各地方
華校的董事、教師所組成，在組織「中央化」其論述的過程中，「華教論述」被
化約為相對單一的認同及想像是可以想見的，各獨中的「在地敘事」或許因此成
了相對微弱的聲音。因此，本研究以此爲核心的問題意識，在前人所累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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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總」是由兩大獨立的馬來西亞華教團體「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董總）以及
「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教總）並稱而來，此二團體聯合設立「獨中工委會」處理獨中發展
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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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視獨中爲各教育認同展演、競逐之場域，嘗試初步的探究及還原其間的
複雜面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一、 以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探究馬來西亞獨中之教育認同發展與轉變。
贰、研究問題
一、 馬來西亞獨中教育認同之歷史發展爲何？
二、 馬來西亞獨中教育認同發展有哪些重要變化？
三、 馬來西亞獨中教育認同的轉變對其教育實踐有何啟示？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馬來西亞華人
馬來西亞地區的華人，指的是由中國移民至此地定居者及其後代，華人移居
此地的時間橫跨近 500 年，遠至 15、16 世紀左右即有華人移居此地。本研究所指
的馬來西亞華人群體，主要為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英國為開發殖民地而自中國
引進的大量勞工及其後代。這一群體由於移民的時間較晚，對中國的情感較深，
在 20 世紀初通過捐款等方式積極參與中國的政治改革運動，二次大戰後，馬來西
亞建國時，這一群體希望保留華人文化認同，與其他族群平等的享有公民權利。

貳、 新式學校
新式學校是與中國傳統的舊式教育（私塾、書院、官學等）相對的學校教育，
為馬來西亞現今華文學校的原初模型。引入如今的馬來西亞地區的新式學校主要
有兩種類型：由西方人士所開辦的具教會背景的學校，如沙巴由巴色會（Basel
Missionary，又名崇真會）建立的名為「樂育」的學校體系；由中國人（包括清
朝末年的維新派人士、中國駐南洋地區的領事、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的革命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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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推動當地華人社群創立的學校。本研究對馬來西亞地區新式學校的歷史敘事
側重後者。

參、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
馬來西亞特有的中學教育體制，簡稱獨中，為認同「董教總全國發展華文獨
立中學運動工作委員會」（簡稱「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于 1973 年 12 月 16 日
發佈的《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簡稱《建議書》）所確立的使命及辦學方針的中
等學校，校內實施獨中統一課程，學生完成獨中統一課程的學習後將參與獨中統
一考試評量其學習成果。然而因應在地脈絡的差異及時代變遷，各獨中在實踐層
面呈現或多或少不同於《建議書》的多元樣貌。

肆、教育認同理論
由英國教育社會學家 Basil Bernstein 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包括了回溯性認同、
展望性認同、去中央化市場認同、去中央化治療性認同四種類型。W. Tyler 依據
Bernstein 的「分類與架構」理論概念重新發展此一理論模型。這一理論模型為本
研究借以理解馬來西亞華文獨中認同演變的分析工具。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探討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的教育論述，以各類文
件資料中所呈現的獨中論述為研究範圍。獨中爲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對不在國家教
育體制內的一類私立華文中學所作的統稱，並不具法定地位，因此對個別學校是
／不是獨中，可能出現認定上的爭議（黃集初，2015）。本研究對獨中採取寬鬆
的定義，只要獨中統一課程是校內實施的課程之一，且該校完成獨中統一課程學
習的學生，將參與獨中統一考試評量其學習成果，即爲本研究認定的獨中。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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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定義下，《獨中今昔》所列 60 所獨中5、2 所寬柔中學分校以及關丹中華中學
都可被認定爲獨中。由於與獨中相關的課題往往同時牽連如華文小學、國民型中
學、華人的公民權利與政黨政治等等其他課題，其中的行動者或代表團體往往也
互相重疊，本研究一方面簡要梳理獨中所在之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背景脈絡，另一
方面則以獨中場域內的教育論述（包括出自各所獨中及獨中工委會的官方文件）
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其他團體或場域對獨中教育的評論則僅作為與之交互對照及
檢視的文本。

貳、研究限制
由於研究進行期間適逢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的時期，對研究
者因回馬來西亞進行研究構成了限制，除了需要承擔相應的健康風險外，無論是
時間（回國後進行隔離的時間以及往返台灣及馬來西亞兩地的相關程序佔用的時
間）或金錢（隔離及檢測病毒所產生的開銷）上都是巨大的損耗。因此，研究者
的研究活動被限制在台灣，或許將造成有關馬來西亞獨中方面的文件資料難以取
得，構成研究上的限制。因此，若某份文件資料經判斷為關鍵的資料，則研究者
將盡力尋求幫助以獲取所需資料（通過複本郵寄或將資料電子化處理後傳送等），
致力於降低資料取得的限制對研究信實度造成的影響。

《獨中今昔》出版於 1985 年，整理了獨中的一般狀況後，再逐一呈現 60 間獨中的面貌，是在獨
中發展史上較早對各所獨中進行歸納整理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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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爲框架來探析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之教
育認同模式。以下第一節先呈現獨中的歷史發展背景，並得出後續作為分析架構
的三個獨中教育發展時期，即「華文學校改制與獨中誕生（1950s-1960s）」、
「獨中系統建制（1970s-1980s）」、「獨中教育改革（1990s 至今）」時期，以
及列表展示不同類型的獨中，然後第二節再敘述教育認同理論的基本框架，結合
此二小節的文獻整理，奠定本研究的基礎。

第一節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之發展背景及差異面貌
以下的文獻整理的主要目的在於奠定對本研究相關的獨中背景知識的了解。
首先，分爲「作爲一共同體的獨中」與「作爲地方的華文學校的獨中」兩小節，
先以「作爲一共同體的獨中」敘述獨中之發展背景，著重在獨中的共通性及「獨
中路線」之確立，以及描述獨中的華教組織及論述建構；然後再以「作爲地方華
文學校的獨中」敘述獨中之差異面貌，以便對獨中場域內的差異作一初步的認識。

壹、作爲一共同體的獨中：董教總獨中工委會所確立之「獨中路線」
一、獨中歷史發展階段：誕生、系統建制、改革
如前所述，在改制前即已存在的獨中，原爲馬來西亞境內鬆散的、去中心化
的地方華文學。這些學校大多是在英殖民時期的 20 世紀初，為滿足華人社會的教
育需求而設立的，其原型為 20 世紀初中國清朝廷為推動教育現代化而設立的「新
式學校」。最初，這些學校在創辦時僅有小學部，1920 年代起，各校才紛紛開辦
中學部。這些學校最初可視為中國的海外僑民教育，直至二次大戰後，在馬來西
亞（當時的馬來亞半島、沙巴、砂拉越）本土的去殖民化、邁向獨立自治的呼聲
下，這些華文學校也需要「放棄認同中國，培養本土意識」，才能在「本區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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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鄭良樹，2001：50）。在這個過程中，官方的「國民學校」構想深刻的
牽動著這些華文學校的發展，引起了這些學校對「改制」的憂慮。
在獨中發展史上，若採取較爲寬鬆的定義，則「改制」應可泛指官方（獨立
前的英殖民政府，獨立後的馬來亞／馬來西亞政府）一系列試圖對華校進行註冊、
管理，並由行政、課程、教學等各方面影響華校的運作之努力，表現爲從 1920 年
代開始的一系列政策、法令、教育報告書。鄭良樹（1998，1999，2001，2003）
分別以「開闢的時代」、「鞏固的時代」、「攻堅的時代」、「發展的時代」詳細描繪
了從 18 世紀末一直到 1990 年代的華教發展歷史，對於理解華文獨中拒絕改制背
後的華文教育歷史脈絡有所幫助。
「開闢的時代」始於 18 世紀末各地華人創辦的私塾學堂，及至 20 世紀初，現
代化的新式華文學校出現以後，舊式的私塾教育逐漸被取代。1920-1945年期間，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進入「鞏固的時代」，此時的馬來西亞尚未獨立建國，西馬分
馬來聯邦、馬來屬邦、海峽殖民地三部分，皆受英殖民控制，唯自治程度有所不
同；東馬則分爲北婆羅洲（今沙巴州）及砂拉越王國，前者受英國的特許公司所
控制，後者是由英國探險家所開創的王朝。這時期各地的殖民政府在 1920 年代以
註冊法令管制華校，其中，馬來聯邦及海峽殖民地的華社在反抗學校註冊法令的
運動中達成大團結，凝聚起守護華教的意識。同時，華校也因學校註冊法令取得
了在當地辦學的合法地位，進入全面建設的階段，許多華校的初中、高中在這個
時期建設完成。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馬來西亞各地均被日本侵占，華文教育發展
陷入停頓，絕大多數的華校被迫停辦。日軍投降後，英國重返馬來亞、北婆羅洲
及砂拉越，華文學校紛紛復辦，邁入新的發展階段。一直到 1957 年馬來亞聯合邦
獨立以前（僅包括如今的西馬，沙巴及砂拉越直至 1963 年方與馬來亞聯合邦共同
組成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進入了「攻堅的時代」，此時發生了獨中教育史上關
鍵的「華文學校改制」事件，獨中也因為改制事件而誕生。自馬來亞聯合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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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巴恩報告書提出「國民學校」構想，建議以各族共同的國民學校（採用英
語和馬來語為教學媒介）取代各族以自己的民族語言教學的方言學校（vernacular
school）（柯嘉遜，1999；莫順生，2000；鄭良樹，2001）以後，當地的華文學校
就出現了「改制的憂慮」，英殖民時期鞏固下來的華文教育體系將因為「國民學
校」的方案而面臨衝擊。同時期的芬吳報告書（Fenn-Wu Report6）做出與相反的
建議，支持華文教育在馬來亞的存在，指出「任何限制馬來亞人民只能使用一種
或兩種語文的政策，將不能提供一個健康的氛圍，使得不同族群間能相互理解並
達致國民團結」（Fenn & Wu，1951），而後的 1951 年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報告書7
及 1952 年荷根報告書8，在巴恩報告書與芬吳報告書兩者之間，作出了立場傾向
於巴恩報告書「國民學校」方案的建議，最終依據荷根報告書通過了 1952 年教育
法令，「國民學校」成為國家的制度化所欲打造的集體基礎。華文學校從此面臨
了「改制的危機」。
在「改制的危機」下，檳城鍾靈中學率先於 1955 年接受改制，爾後森美蘭芙
蓉振華中學及柔佛昔加末華僑中學也於 1957 年接受改制。一直到 1961 年教育法
令規定，國民教育系統下的中學只有兩種類型：以國語（馬來語）為主要教學媒
介語的國民中學及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國民型中學以後，大部分的華文中
學均紛紛接受改制。

6

芬吳報告書即鄭良樹所譯之「方吳報告書」
，報告書全稱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invi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Malaya，是由美國教育學
者 Dr. William P. Fenn（鄭良樹稱方衛廉，或譯芬尼、芬衛廉；莫順生及柯嘉遜則稱威廉芬）及聯
合國官員吳德耀受馬來亞聯合邦欽差大臣（柯嘉遜稱「英國駐馬最高專員」）Sir Henry Gurney（鄭
良樹及柯嘉遜稱葛尼爵士，莫順生稱格尼爵士）委任調查馬來亞華文教育之報告。
7
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報告書全稱 Report on The Barnes Report on Malay Education and the Fenn-Wu
Report on Chinese Education，鄭良樹認為這是 Sir Henry Gurney 為了避免立場相反的巴恩報告書與
芬吳報告書在立法會上正面碰撞，而在立法會議前事先交由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對此二報告書進
行研究後的報告，莫順生及柯嘉遜的著作中均未提及此報告書。
8
荷根報告書全稱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on the 20th day of September, 1951 to
recommend legislation to cover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al policy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為政府
為了全面性的教育政策立法而委任了以律政司 M. J. Hogan（鄭及莫皆譯為荷根）為主席的特別委
員會所做的報告，柯嘉遜著作中所稱「一個特別委員會」所做的報告，就翻譯看來應指荷根報告
書，董總 50 年特刊則稱為霍根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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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改制的風潮下，一些華文學校最終成為體制外的學校，就此「獨立」，
成了華文獨立中學，「獨中」由此誕生。值得留意的是，在馬來亞聯合邦的華文
學校面臨改制危機時，即有「改制但兼辦獨立中學或獨中班」以及「堅持不改制」
兩種類型的獨中，直至 1963 年沙巴和砂拉越脫離英殖民政府加入馬來亞聯合邦以
後，又增加了與西馬歷史背景有所不同的東馬獨中，使得獨中的隊伍組成多元且
異質。有關這一部份，可參見下一小節（「作爲地方華文學校的獨中」：不同地
區獨中之差異面貌）。
改制事件始於「攻堅的時代」（1945-1957），並延續到 1957 年馬來亞聯合邦
獨立，華文教育進入「發展的時代」的初期。此後，這些散在馬來西亞各地、彼
此之間並無統一的辦學方針獨中，在 1970 年代逐漸形成「獨中路線」，獨中系統
因而建制起來。
改制之初，由於國民教育系統建制的關係，被排除在體制內教育的華裔超齡
生9及因為在政府考試中落第而無法進入體制內學校的小六及中三畢業生，成了許
多獨中主要的學生來源。一直到政府延長義務教育，取消小學升中學會考以後
（西馬在 1965 年開始取消小學升中學會考，東馬則在 1970 年代開始取消），各
地獨中頓失生源，學校的經營出現「生存危機」，陷入慘淡經營乃至被迫關閉的
狀況。（林國安，1991；莫順生，2000；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編，
1991；鄭良樹，2003）。
在這樣的形勢下，為了討論「如何維護及振興獨立中學，使獨中在國家教育
體系裡扮演積極的角色」，由華教工作者（由當時的華校董聯會代表及教總代表
組成）及華基政黨馬華公會兩組人士組成，集合學校董事、學校教師、華人政黨
三股力量的「馬華公會教育中央委員會」（許多文獻多將此組織簡稱為「三機構」，

9

在當時的背景下，因為二次大戰華校被關閉，有許多的華人子弟失學，且因華人移民對報生程
序、公民權等不太了解，加之教育不普及且無強制受教育的規定，使得許多的華人學子是超齡入
學的。（陳玉清，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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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董、教、政黨三股力量的結合）號召了全國的華教力量，於 1972 年 7 月 2 日
召開了「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董教代表座談會」，一個團結全國獨中的論述場域開
始逐步成形。這次座談會啟發了改制「災情」最嚴重的霹靂州獨中，尋求將州內
的獨中「更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共謀出路，於是，從 1972 年 11 月 25 日至 1973 年
4 月 15 日間，霹靂州內的華文獨中經過數次會議，最終成立了一個為獨中籌募百
萬元基金的委員會，霹靂州的獨中復興運動由此開始。運動獲得董教總的支持，
籌款工作迅速達標，帶動了全國華社支持獨中的熱情。順著這股勢頭，董教總在
1973 年 12 月 16 日召開了全國發展華文獨中運動大會，獨中運動推到了全國各角
落，會中通過了《獨中建議書》，確立了全國獨中統一的辦學使命、準則、方針
等，「獨中路線」就此成形（沈亭，1975；鄭良樹，2003）。
《獨中建議書》內文列明了獨中的四項使命及六項辦學方針，據此進一步提
出了建構獨中的統一課程及統一考試的需要（董教總，1973）。按《獨中建議書》，
獨中的四項使命及六項辦學方針如下：
華文獨立中學之使命
(1) 中小學十二年的教育是基本教育，華文獨立中學即爲完成此種基
本教育的母語教育。
(2) 華文獨中下則延續華文小學，上則銜接大專院校，實爲一必需之
橋樑。
(3) 華文小學六年不足以維護及發揚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必需以華
文獨中爲堡壘，方能達致目標。
(4) 華文獨中兼授三種語文，吸收國內外的文化精華，融會貫通，實
爲塑造馬來西亞文化的重要熔爐。
總的辦學方針
(1) 堅持以華文爲主要教學媒介，傳授與發揚優秀的中華文化，爲創
造我國多元種族社會新文化而作出貢獻。
(2) 在不妨礙母語教育的原則下，加強對國文和英文的教學，以配合
國內外客觀條件的需求。堅決保持華文獨立中學一路來數理科目
之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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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必須符合我國多元民族的共同利益，且應具備時代精神。
(4) 華文獨立中學不能以政府考試爲主要辦學目標，若某部分學生主
動要求參加，可以補習方式進行輔導。
(5) 技術和職業課程可按個別學校的需要而增設，但華文獨立中學絕
不應變爲技術或職業學校。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與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73）
《獨中建議書》所確立的獨中使命及辦學方針以華文教育對於華語的使用為
核心的元素，將獨中定位在延續華文小學的母語教育，以「維護及發揚博大精深
的中華文化」，為此獨中需要「堅持以華文爲主要教學媒介」，又因為這與國家對
國民學校的構想並不一致，因此為了捍衛這樣的理念，獨中「不能以政府考試爲
主要辦學目標」。
在《獨中建議書》提出以後，獨中路線的基本論述結構也因此確立。然而，
隨著時代的變化，其論述內容亦有所變更。這些論述調整，以「教育改革」的語
言，自 1990 年代起出現並持續至今。
獨中教育改革的討論歷程可參見歷年來獨中工委會不定期舉辦的各種研討會、
交流會、工作營等。在課程的改革上，獨中課程改革的呼聲首見於 1991 年華文獨
中校長交流會，該次交流會確立了獨中在 90 年代需要作出重大的戰略調整，「將
工作重點由原先的維護母語教育、發揚中華文化的特殊使命，轉移到為民族經濟
的發展培訓人力資源，充分發揮中等教育功能這個一般使命」（鍾偉前主編，
2004：1026）。隔年，統一課程委員會於福隆港舉辦了「面向 21 世紀華文獨中課
程規畫工作營」，在工作營後彙整了與統一課程相關的各項建議與意見（包括高
初中課程總目標、學科分類和組成、各學科的教學目標與課時分配等），成為後
來指導獨中統一課程規劃和發展的重要文件。1996 年的全國獨中校長研討會上又
提出了由「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的發展方向（鄧日才，1999）。此後，獨
中工委會在 2005 及 2018 年先後發布了《獨中教改綱領》及《獨中教育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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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課程總綱（試行版）》（以下簡稱《獨中課程
總綱》）也循著這樣的獨中教育改革進程而誕生（孔婉瑩，2018；馬來西亞董教
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統一課程委員會，2020）。
李寶鑽（2006）在其博士論文中整理了 2003 年以前的《建議書》相關的論
述調整，其中值得注意的有：
(1)調整了《建議書》強調「獨中不應變爲技術或職業學校」的論述，將技
職教育正式納入獨中教育體系。
(2)調整「三語並重」的模式，改爲華文第一、英文第二、巫文（馬來文）
第三的主次順位。
其中由(1)可以發現，獨中在教育路線上（技職教育或普通教育）可以彈性的
調整，但由(2)則亦可以發現，「華文」仍爲相關論述必須謹守的底線。這樣的現
象在個別獨中的實踐爲何亦是本研究感興趣的主題。
總結以上，可以從歷史脈絡的考察知道，作爲共同體的獨中並非是在一個同
質的獨中系統下建構或想像的，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類特殊的華文學校的集合
體，萌芽於 20 世紀初取代舊式的私塾教育、現代化的新式華文學校，並因為改制
事件而產生了「獨中」這一身份認同。依據前述對獨中教育重大的歷史發展、轉
折、建制及改革所做的文獻整理，可將獨中的教育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即「華
文學校改制與獨中誕生（1950s-1960s）」、「獨中系統建制（1970s-1980s）」、
「獨中教育改革（1990s 至今）」時期，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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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獨中歷史發展之重大事件及重要系統建制
時期劃分

年份
1955

重大事件及系統建制
起點：檳城鍾靈中學接受改制

1950s-1960s
華文學校改制與獨中誕
生

1957

轉折：寬柔中學拒絕改制

1962

終點：尊孔中學接受改制

1965

生源危機：小學升中學考試廢除
獨中復興運動

1973
1970s-1980s
獨中系統建制

獨中工委會成立
1975

第一屆獨中統一考試

1979-

統考教學媒介語之爭（見第四章第二節

1985

討論）

1991
1990s 至今
獨中教育改革

獨中建議書

華文獨中校長交流會確立獨中發展的戰
略調整

2005

獨中教改綱領

2018

獨中教育藍圖

2020

獨中課程總綱（試行）

二、獨中華教組織及論述建構
獨中為地方華校在實踐中串連起來的「策略性聯盟」，早在 1950 年代，一些
全國性的華文教育團體已經組織起來，寄望通過集體行動的力量爭取華教的權益，
例如對於威脅華文教育的 1951 年《巴恩報告書》，為了團結華校教師尋求對策，
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因當時馬來西亞尚未組成，因此成立初期的全名為
「馬來亞聯合邦華校教師會總會」，簡稱教總）於 1951 年 12 月 25 日成立（馬來
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08）；聯合全國各州華校董事會的「馬來西亞華校董事
聯合會總會」（與教總類似的，成立初期的全名為「馬來亞聯合邦華校董事聯合
18

會總會」，簡稱董總）也於 1954 年 8 月 22 日成立（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無日期）；在董總成立以前，為了抵抗 1952 年教育法令對華教的威脅，由華教工
作者（由當時的華校董聯會代表及教總代表組成）及華基政黨馬華公會兩組人士
也在 1953 年 4 月聯席組成「馬華公會教育中央委員會」（許多文獻多將此組織簡
稱為「三機構」，表示董、教、政黨三股力量的結合）（鄭良樹，2001）。1960 年
代，隨著馬華公會的新領導層轉變立場，鼓勵華校接受改制，三機構出現分裂
（鄭良樹，2003：31），然而，董總與教總仍繼續合作組成聯合陣線爭取華教權
益，在 1966 年 11 月 6 日議決成立「華教工作委員會10」（馬華校董聯與教總，
1966）。這些全國性華教力量的集結，為後來獨中系統之建制奠定了基礎。
獨中的教育奠基於前述全國華教團體合作經驗的基礎上，最終於 1973 年成
立了「獨中工委會」統一處理獨中事務，獨中場域內也逐漸落實了統一的課程及
考試。以下將對獨中之華教組織結構做簡要介紹，以利於對獨中各類論述及認同
之形成能有更細緻的認識及討論。
獨中工委會全稱「董教總全國發展華文獨立中學運動工作委員會」，自 1973
年成立，其組織結構經過數次更動，現行之組織結構如圖 2-1 所示。
獨中工委會之委員共 39 人，由「董教總代表 26 人 + 委任委員 13 人」組成。
董教總代表由董總及教總各委派 13 位代表組成聯席會議，委任委員則是在董教總
代表的第一次聯席會議上，從「熱心華文教育人士或其他組織機構的代表中」委
任（董總，2020）。

10

董教總曾秉持「團結就是力量」的理念，在三機構分裂後仍邀請馬華公會加入華教工作委員
會，惟馬華公會拒絕參加（鐘偉前主編，2004：844）
19

圖 2-1
獨中工委會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2020：8）

至於董總及教總這兩大全國性的華教團體，其會員則是來自全國各地區或
州級的華校董事會、教師公會及董教聯合會等，這些地區性及州級的華校組織之
成員則由地方華校之董事、教師、家長代表等利益相關人及社會上關心華教之人
士所組成，如圖 2-2 所示。另外，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獨中工委會的行政業務主
要由董總行政部負責（董總，2020），因此有關獨中的大部分文獻資料（如各項
有關獨中之統計資料、會議/研討會/交流會等記錄、獨中教育藍圖、獨中教改綱
領、獨中課程總綱等）皆由董總發佈。
由此可見，獨中工委會、董總、教總等華教組織，其成員皆來自各「地方」
華校的董事、家長、教師等，這些地方華校的利益相關者組成由地方學校至全國
性的各層級董事會、教師公會等，再由全國性的董教總聯席會議中組織出「獨中
工委會」名單，因此可視為「從地方到中央」的組織模式，獨中的教育論述也依
循這樣的模式建構。

20

圖 2-2
董總及教總組織成員之結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陸建勝（2010）。
貳、「作爲地方華文學校的獨中」：不同地區獨中之差異面貌
由上一節的討論已可看出，獨中自誕生之初即爲異質性極高的集合體。按其
取得獨中「身份」的不同歷史背景，可以將各獨中分爲不同的類別。以西馬半島
（1963 年以前爲馬來亞聯合邦）而言，在《1961 年教育法令》實施以後，不接受
改制的華文中學即成爲了獨立中學，改制之初的獨中有兩類：一類是全校拒不接
受改制的「完全」獨立中學，另一類則是由接受改制的華文學校所兼辦的獨立班
或獨立中學（鄭良樹，2003；李寶鑽，2006）；至於東馬，砂拉越有 6 所獨中因拒
絕 1961 年的「華文中學十年改制計畫」（李寶鑽，2006；曹淑瑤，2015）而誕生，
改制計畫後，爲收容小六會考及初中畢業會考落第生，砂拉越另外再創設了 8 所
獨中。沙巴方面，原有的華文中學全數接受英殖民政府在戰後實施的改制，其境
內的 9 所獨中都是在改制後創設的（古鴻廷，2001；李寶鑽，2006）。
21

因此，在討論獨中問題時，實不可忽略各地方的獨中之差異樣貌。學者如李
寶鑽（2006）、葉玉賢（2010）、古鴻廷（2001）等人都對此做過較爲細緻的研究。
如根據葉玉賢（2010）的文獻整理及訪談，早在 1961 年改制風波的年代，西馬的
華文中學在辦校立場上因地域差異而可大致分為「堅持傳統論」與「現實妥協論」
兩派。一般而言，中、北馬為現實妥協論，以英文及馬來文教學適應環境變化 11；
南馬為堅持傳統論，對華文教育較為堅持。隨後，根據李寶鑽（2006）的整理，
此兩派獨中的差異樣貌已各自順應時代變遷而出現變化，如原來持「現實妥協論」
的部分北馬獨中回歸純獨中路線，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作為其辦學特色吸引生
源；持「堅持傳統論」的南馬獨中則開始鼓勵學生報考政府考試，出現向現實的
部分妥協。
東馬獨中方面，有關獨中差異的相關討論則較爲缺乏。觀諸論述馬來西亞
（華文）教育史的相關中文著作，如莫順生（2000）的《馬來西亞教育史 14001999》、柯嘉遜（1999）的《馬來西亞華教奮鬥史（第三版）》，其中關於東馬獨
中歷史發展的資料都極爲簡略 12 ；相較之下，鄭良樹（2001；2003）對於東馬的
華文中學改制的歷史有詳盡的呈現，主要集中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
三分冊第十四章第二節「東馬的教育白皮書」（321 至 324 頁）及第四分冊第十六
章第三節「華文獨中復興運動」下的一個段落（142 至 156 頁），其所引用的一手
文獻與古鴻廷（2001）發表的研究沙巴及砂拉越的論文所引文獻相同。本研究對
於東馬獨中歷史的了解，多參考自此二位學者之整理。
然而，鄭良樹在其著作中雖然注意到獨中「這個龐大的教育體系是不同的組
合」，但最後卻以「他們走在一起，凝聚成爲一股教育夥伴，精誠團結，互相合

11

必須注意的是，這樣的分類並不具有絕對性，如地處中馬吉隆坡的尊孔獨中，葉玉賢（2010）
及陳美鳳（2009）都提及其較為鮮明的華文教育色彩，因而歸類於「堅持傳統論」似乎更為恰
當。
12
莫順生（2000）幾乎完全沒有提及沙巴獨中的歷史發展，至於砂拉越則用僅僅兩段的篇幅簡要
描述了砂拉越華校的改制事件（第 128 頁）；柯嘉遜（1999）的《馬來西亞華教奮鬥史（第三版）》
則通書未見獨立論述東馬獨中的篇章。
22

作」作結（鄭良樹，2003：158-159），因而較難從中看到更多對於各地獨中差異
的討論。相反的，古鴻廷（2001）則在其論文特別討論了東馬獨中與西馬相異之
處，按其觀點，除砂拉越拒絕改制的 6 所獨中與西馬較爲相似以外，沙巴地區
「英文至上」的觀念較強，而砂拉越在改制後才成立的獨中則「多半規模小，學
生程度亦不高」，這些都使得東馬的獨中在辦學方針與發展方向上與西馬有所不
同13。
綜上所述，各獨中之間的差異可從「縱的面向」（參與「改制歷史」的經驗
之差異）及「橫的面向」（地方差異）兩個面向加以歸類爲表 2-2 及表 2-3。
在「縱的面向」上，各獨中在「捍衛華文教育」的理念下，受到改制事件衝
擊的結果並不相同。有的獨中始終不曾改制，有的曾經接受改制，有的未曾經歷
改制。這些差異的歷史是在客觀的考察獨中教育時需要多加留意的。
在「橫的面向」上，馬來西亞的族群組成非常複雜多元，根據馬來西亞國家
統計局的估計，馬來西亞公民在 2020 年的族群組成爲 69.6%土著14（Bumiputera）
，
22.6%華族，6.8%印度族及 1.0%其他族群（Malaysi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2020）
，
這些族群在馬來西亞各區域的分佈亦不同，以華族來說，在吉隆坡及檳城華族比
例高達四成，而在吉蘭丹則僅佔 3.1%，這些地方都有獨中存在。這些分佈在不同
地方的獨中，面對該地區不同的華人人口組成，及其他人文、地理脈絡差異，自
會呈現出不同的「華教」樣貌。

13

然而古氏的論述或許過於單一的看待西馬獨中，如前面的討論，西馬亦存在小型獨中及較爲重
視英文的學校。
14
其中「土著」這一族群分類還可進一步細分成「馬來人土著」（Malay Bumiputera）及「其他土
著」
（Other Bumiputera）。按照馬來西亞聯邦憲法（The Commissioner of Law Revision, 2010）的解
釋，
「馬來人」
（Malay）表示持伊斯蘭信仰、習慣使用馬來語說話及奉行馬來人的傳統習俗者，至
於「其他土著」則應指憲法中與馬來人同享「特別地位」
（special position）的沙巴（Sabah）及砂
拉越（Sarawak）原住民族，其中，單是憲法中所列的砂拉越原住民族就有 20 族（尚不包括各族
之下再細分的族群，如 Kajangs 一族可再細分爲 6 族）之多。
23

表 2-2
獨中類型（依據改制歷史分類）
類型

主要
分佈
地區

原本獨立者

改制時兼辦者

南馬

北馬
中馬

砂拉越
（第一批共 6
所）

改制後創立者
2000 年前
2000 年後
沙巴
柔佛 2 所「分校」
（全部 9 所獨中）
西馬東海岸 1 所「特
砂拉越
殊獨中」
（第二批共 8 所）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良樹（2003）

表 2-3
馬來西亞各州（含吉隆坡聯邦直轄區）獨中分佈
東／西馬

東海岸

區域
-

獨中
數目

州屬
吉蘭丹 (Kelantan)
登嘉樓 (Terengganu)
彭亨 (Pahang)

1
0
(1)

玻璃市 (Perlis)
吉打 (Kedah)
北馬 檳城 (Pulau Pinang)
霹靂 (Perak)

0
3
5
9

雪蘭莪 (Selangor)
吉隆坡 (Kuala Lumpur)
中馬
森美蘭 (Negeri
Sembilan)
馬六甲 (Melaka)

4
4
2

西馬
西海岸

南馬

東馬

1

柔佛 (Johor)

8+2

沙巴 (Sabah)
砂拉越 (Sarawak)

14
9

華族
比例
備註
（%）
3.1
2.3
14.7
關丹中華中學（特
殊獨中）
7.6
12.4
42.3
28.5
霹靂州處於北馬與
中馬之間
26.4
42.4
21.7
森美蘭州處於中馬
與南馬之間
24.4
馬六甲州處於中馬
與南馬之間
31.9
柔佛州有兩所獨中
爲寬柔中學分校
10.9
23.6

資料來源：整理自董總出版小組（編）（1985）；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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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15
獨中議題在本質上牽涉了馬來西亞教育論述的生產、再脈絡化及再製等過程
背後複雜的權力競逐關係，其中有國族意識形態建構、族群情感連帶、升學就業
的務實考量等等不同層面的問題。英國教育社會學家 Basil Bernstein 有關「教育論
述建構」的理論思想體系可以為分析上述問題提供有力的工具。
Bernstein 認爲，教育知識社會學有「相互關係」（relation to）與「內部關係」
（relation between）兩種取向，前者「從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等屬性，研究教
育主體與優勢文本之間的關係」，後者「專注於教育在傳遞和習得的過程裡，優
勢文本的內在構造」（Bernstein，2003b；王瑞賢譯，2006），Bernstein 指出，有關
文化再製、抗拒、傳遞等的理論，大多著重在分析「相互關係」，研究教育主體
在性別、階級、種族等方面不平等的置位，更關心文本在表面上的意識形態之記
號，而非分析這些文本如何放置在一起，其建構、流通、脈絡化、習得及變遷的
規則。為了補足這方面的缺失，Bernstein 致力於「內部關係」取向的理論建構，
提出了分配規則（distributive rules）、再脈絡化規則（recontextualizing rules）及評
鑑規則（evaluation rules）來說明教育機制的論述在生產、傳遞及習得方面的內在
規則，這一套理論思想體系成為 Bernstein 後期的主要關懷所在。本研究意圖欲著
眼於獨中作爲教育機制，其內部的教育認同形構，希望發現獨中的教育認同及論
述得構成及變遷，因此，Bernstein 的理論視角適合作爲本研究的理論指引。
按照王瑞賢（2005）的歸納，Bernstein 的思想發展是「滾雪球的方式不斷往
前推演，由一些簡單基本概念逐步精緻擴大構成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思想體系」，
其思想體系主要是由「符碼」與「教育論述建構」組合而成，王瑞賢以「溝通分
析理論」統稱，呈現在 Bernstein 一共五卷的著作《階級，符碼與控制》（Class,

15

本節內容主要參考自 Bernstein 的《階級，符碼與控制》（Class, Codes and Control）系列著作之第
三、第四及第五卷，一切內容以英文原文爲準，專有名詞的中文翻譯則主要參考自王瑞賢對此系
列著作的翻譯。
25

Codes and Control）中，可簡要呈現如圖 2-3：

圖 2-3
Bernstein 思想體系發展

其中，教育認同理論出現在其集大成的第五卷《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之
第 4 章，有關教育認同的進一步解釋也呈現在 1999 年希臘雅典大學教育社會學者
Solomon 對 Bernstein 的訪談中（此訪談亦收錄在該書 2000 年的再版）。
根據 W. Tyler（1999）的回顧，教育認同理論的發展開端於 Bernstein 早先在
其第四卷的著作《教育論述的結構化》中，爲了說明當代教育改革中，國家課程
（national curriculum）的同質化與來自市場的改革之間的矛盾，Bernstein 提出了
「市場導向教育」（market-oriented pedagogy）的理論概念，W. Tyler 批評此一理論
建構過於侷限其潛力，爾後 Bernstein 在一篇回應 W. Tyler 的文章中，對市場導向
教育作出了更爲豐富的補充，首次提出四種教育認同的類型，並進一步在第五卷
《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中發展成更完整的分類學（相關的討論可見 W. Tyler，
1995；Bernstein，1995）。
Bernstein 曾明言教育認同理論是「尚在醞釀的藍圖、綱領」，因此來自
Bernstein 本人有關不同認同類型的界定及描述並不多，由此理論出發的相關實證
研 究 也 較爲缺乏。自 Bernstein 以後，W. Tyler（1999）曾將教 育認同理論與
26

Bernstein 早先發展的「分類」（classification）與「架構」（framing）理論進行結合
而提出新的理論模型。本研究之理論架即構建立在此二位學者的學術貢獻上。
本節先描述教育認同理論的基本意涵及 W. Tyler 隨後發展出的模型，然後整
理對 Bernstein 理論的相關實證研究，最後再以此理論對獨中場域內的論述實踐做
初步的探討，以完善本研究的基本構想及方向，利於研究設計的進行。

壹、 教育認同理論的基本意涵
Bernstein（2000）認爲課程改革產生自不同的團體的競爭，競爭的目的是爲
了使其偏見（和焦點）成爲政策和實踐。爲了說明這一點，Bernstein 提出一個包
含了四種教育認同（pedagogic identities）的理論模式。學生的生涯鑲嵌於集體基
礎中，這是奠基在由國家制度化而學校傳送的社會秩序原則上的，其結果即爲
Bernstein 所謂的「教育認同」。Bernstein 並不將其關注點放在有關認同、主體性、
自我等的理論性描述，他特別關注的是，在文化／經濟變遷的條件下，爲了建構
隸屬的或區分的「意識」（sense），以及爲了管理內在的意義生成（sense making）
與外在的時間、空間、脈絡關係，而具備的當代的資源（contemporary resources）
(Bernstein & Solomon, 1999)。按照 Bernstein 的說法，這四種認同依據其由中央或
地方的資源所產生可區分爲兩類。
對於中央化資源的認同而言，兩類認同的論述皆基於「過去」的特徵所建構，
所不同的是，若對於過去的敘事（narratives）作爲一種資源提供了範例、標準、
歸 屬 感 和 一 致 性 ， 則 爲 Bernstein 所 界 定 的 「 回 溯 性 認 同 」（Retrospective
Identities）；若過去的特徵是選擇性的再脈絡化以面向未來，體現爲一種「再中央
化」（re-centreing）的過程，則爲「展望性認同」（Prospective Identities）。
對於地方資源（教育機構對資源的運用有自主性）所產生的認同而言，兩類
認同都在建構「現在」，所不同的是，若認同產生自外向投射（projection），指向
市場價值，則爲「去中央化市場（De-centred Market）／工具性（Instru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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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若認同是內向投射（introjection）的，指向個人統整的認知模式及參與的、
合作的社會關係，則爲「治療性認同」（Therapeutic Identities）。
總結以上，研究者抽取這四類認同的關鍵特徵，簡要以表 2-4 表示：

表 2-4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模式

中央/地方
過去/現在/
未來
投射

回溯性認同

展望性認同

中央

中央

去中央化市場
／工具性認同
地方

過去

過去 → 未來

現在

現在

-

-

向外

向內

治療性認同
地方

上述四種教育認同之間並非涇渭分明的互不相干，而是在教育改革中呈現互
補或互相競逐等面貌。如 Bernstein（2000）就以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英格蘭
及威爾士的教育改革爲例，利用上述理論模型進行解釋。在他的解釋中，展望性
立場與去中央化市場之間存在互補關係，即在管理上爲去中央化機制，在課程上
則是強調國家（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的事業的。

貳、 W. Tyler 對教育認同理論的發展
W. Tyler（1999）指出 Bernstein 教育認同理論的限制，指該理論的編碼原則
（coding principles）在於作出相當靜態及同質的類別歸屬，或許無法產生出對教
育認同的內在矛盾的較爲合適的說明。因此，爲了對這些矛盾的模式的深層溝通
特性作出說明，W. Tyler 將這四種教育認同類型依其知識的疆界（Bernstein 的「分
類」概念）及聯繫的屬性（associational properties）（Bernstein 的「架構」概念）
的強弱作進一步的理論發展，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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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各類型教育認同理論的特性（依「分類」及「架構」的強度）

在 Bernstein（2003a）的理論系統中，「分類」表示的是內容（content）之間
的關係，若內容之間存在強的界限關係則爲強分類，弱的界限關係則爲弱分類；
「架構」表示知識傳遞及接受的脈絡，若傳遞者（教師）在教學關係中，對所傳
遞及接受的知識，在選擇、組織、學習步伐及時間上擁有較強的控制，則爲強架
構，若較多的爲學生所控制則爲弱架構。
依照 W. Tyler（1999）的詮釋，去中央化治療性認同由於是低度的專業分工
以及在地化的、調適性的實踐，因而是弱分類弱架構的；與之相對的，回溯性認
同具有強的主體界限，較不具彈性及屬於泛化（generalized）的認同，因而可被
描述爲強分類強架構的。至於去中央化市場認同，雖然具有較強的知識疆界，但
因爲是較爲局部的及個人化的實踐，因而屬強分類弱架構 16；最後，展望性認同

16

Bernstein（2003b）認爲，市場導向教育雖然融合了一些批評，而在表面上賦予父母及學生更多
的選擇，然而本質上仍然是以其自身的知識的內在價值爲正當性的，因而透過更具控制力的評量
（檔案管理、標準參照等）及職業主義（vocationalism）而塑造出形同「新的教育神祇」（a new
pedagogic Janus）的論述。Tyler（1999）因此將去中央化市場認同的此一特徵詮釋爲知識疆界較
穩固的「強分類」形式，但由於其實踐較爲個人化（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
，因而是「弱架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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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採取的是任務表述、策略規劃、重組排程的形式，因而屬強架構，但其忽略
傳統學術疆域的創新認同則可合理的描述爲是弱分類的。
W. Tyler 以「分類」及「架構」的理論概念重新組織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模
式，爲本研究在分析獨中的教育認同論述時，提供了更爲具體的理論概念作爲參
照，方便對研究資料進行編碼及發現個別的論述對應哪些教育認同。

參、 當代變遷下教育認同的建構及轉化
如前所述，Bernstein 提出教育認同的理論模式乃是為了說明當代的課程改革
變遷中的不同立場（Bernstein 稱之為「不同的偏見和焦點」），這四種立場代表了
規約和管理變遷（道德的、文化的和經濟的）的不同取向。因此，為應用此理論
模式理解馬來西亞獨中的教育認同，本節將整理 Bernstein 應用其教育認同理論模
式（主要以英國為例）在當代教育改革中的發現及其見解，並在此基礎上補充其
他學者對此理論的驗證、擴充、修正等有重要洞見的研究，一方面作為本研究後
續分析資料時的指引，另一方面也利於將之與本研究對獨中教育認同的分析及發
現進行相互映照及對話。

一、四類教育認同的「地方認同」基礎
Bernstein（2000: 66）指出，最近 50 年來，歐洲社會的集體基礎以及社會秩
序的原則都有重大的變化，在資本主義重組的新時期，用以建構認同的穩定的、
明 確 的 集 體 資 源 弱 化 ， 帶 來 了 擾 動 （disturbance） 及 「 認 同 的 去 基 化
（disembedding of identities）」，以及促進了新認同的建構（Bernstein, 2000: 72）。
Bernstein（2000: 72）認為，在教育的官方競技場上的認同面貌（即前述的四類教
育認同）是受到外在於它的認同建構（Bernstein 稱之為「地方認同」，即 local
identities）的效應的影響的。儘管當代的認同建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然而，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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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並未被取代，而是在認同場域內，不同的立場之間採取了新的「配價」
（valency）17方式，Bernstein 將這些地方認同之間的關係及其類型整理為圖 2-5。

圖 2-5
當代認同場域的各類地方認同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瑞賢譯（2005：115）；Bernstein（2000: 74）

其中，去中央化認同的兩個類型類似於 Bernstein 對官方競技場認同的分類
（即向內投射的治療性認同及向外投射的市場認同），只是 Bernstein 在此處將
「市場認同」代之以內涵相似的「工具性」認同；對於先前分類中的兩類中央化
而言，在回溯性認同方面，Bernstein 區辨了原教旨主義及菁英主義兩個次分類，
前 者 需 要 靠 「 強 烈 的 連 帶 關 係 （intense solidarities）、 超 我 形 構 （super-ego
formations）及社群化的自我（communalised selves）」來維繫，後者則是依靠「自
戀式的形構（narcissistic formations）」來維繫；至於展望性認同，Bernstein 指出其

17

配價應為借用自語言學的概念，表示的是句子內不同組成部分的支配關係及數目的一個專門術
語，Bernstein 引用此概念應是為了說明認同場域內不同立場之間存在支配關係，其支配的形式隨
著當代的變遷已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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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是基於如種族、性別、區域等的社會類別，意圖建構新的社會關係且經常是
由社會運動所發起的（Bernstein, 2000: 73-77）。上述的地方認同特徵可簡要呈現
如表 2-5。

表 2-5
地方認同的次類別與特徵
類型

去中央化

次類別

治療性

工具性

特徵

向內投射

向外投射

回溯性
原教旨主
菁英主義
義
自戀式形
超我形構
構

展望性
種族、性別、區域
等
常由社會運動所發
起

二、各類認同的樣態及相互轉化關係
Bernstein 所區辨的四類官方競技場上的認同，對於道德的、文化的、經濟的
變遷，是採取不同的調控及管理方式的。Bernstein 特別著重在描述這些認同如何
調控論述，表現為對「輸入」及「輸出」的管理，以及在某個認同下的論述及實
踐的特徵（是否有明確的邊界，其階層化及順序化的程度等）。此外，Bernstein 亦
提及不同認同在競技場中相對的優劣地位，以及面臨變遷時某個認同將可能向哪
些別的認同轉變。這些對認同的樣態之理論描述，有助於在分析獨中的認同建構
時加以參照。以下將整理 Bernstein 的上述見解。
對於四類認同在「輸入」及「輸出」的控制上，Bernstein（2000, chap. 4）
指出，由於資源同樣來自於「過去」，回溯性認同及展望性認同皆對於輸入（意
即課程內容等，決定「什麼可以成為教育論述」）有緊密的控制。所不同的是，
回溯性認同的論述並不在經濟上進入交換關係中，相對的不重視控制教育的輸出；
展望性認同則是選擇性的再脈絡化過去的特徵以捍衛或提升經濟表現（通過參與
當代的變遷以穩定未來），因此對於展望性認同來說亦會重視具有交換價值的表
現（performance），對於教育的輸出會採取緊密的控制。至於去中央化的市場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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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及治療認同，Bernstein 認為，市場認同關注在能最適當的帶來交換價值的輸入，
以便產生具有競爭力的輸出；治療性認同則是耗費巨大的，且不容易測量其輸出。
至於論述及實踐的特徵，Bernstein（2000）認為，回溯性認同的論述及實踐
是有明確的階級、分層、次序及邊界的，其中的原教旨主義類型擁有清晰、穩定、
知識上的不可滲透性的集體認同，菁英主義類型則是融合了知識、感受性
（sensitivities）、禮儀（manners）的「高級文化」（經教育和社會網絡所挪用而無
須教養的介入）；展望性認同的敘事資源所要成為的他者則是一種尚未被言明的
事物，可能有多種途徑投射其所展望的新的未來，因而具有「強烈的分裂傾向
（strong schismatic tendency）」；市場／工具性認同是反對中央化的，以「可消費
性」作為其投射，是由市場需求決定的適者生存文化，其認同的邊界是可滲透的，
僅在認同建構的程序上穩定而在時序上是變動的，知識需要如金錢一般無障礙的
流向有需求的地方，個人的承諾和奉獻將被視為知識在自由流通上的阻力，關注
焦點在短期的、外在的以及對職業應用的探索上，在管理上，市場／工具性認同
的管理階層是官僚體制的、非選舉的，可以通過獎懲等績效做資源分配，監督單
位執行的有效性，滿足及創造地方市場；治療性認同與市場／工具性認同一樣具
有可滲透的邊界，非常強調自我內在的意義生成，採取開放性的敘事，所建構的
是「個人的時間（personal time）」，在理想上投射的是穩定的、整合的認同（相較
於市場／工具性認投射的是變動的、差異化的競爭性認同），反對專門化的論述
類別及對團體的分層。
這四類認同在官方競技場中具有相對的優劣地位，或許也帶來了一些實質的
改變。回溯性認同是活躍的，但並不主導大部分的官方競技場，且在極權政權
（如蘇聯、巴爾幹諸國）崩潰後，變得碎片化；展望性認同則在其競技場內隱含
「道德想像的變遷」，且如前所述，由於具有「強烈的分裂傾向」而掙扎著主導
論述資源，且對輸入和輸出都有緊密的控制，Bernstein 甚至質疑這是否導致了
「道德想像的萎縮（shrinking）」（Bernstein 形象的論述道「只有有資格提供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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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理心和同情心的人才有辦法提供和接受同理心和同情心」）；市場認同則轉變
了教育機構的管理結構（在 Bernstein 的專門術語中，市場認同從本質上改變了教
育的「規約性論述」），創造了企業的競爭文化，儘管如此其對課程的影響卻是微
弱的，不同於市場認同導向滿足外在競爭所提出的需求，課程仍然是「內在價值」
的論述，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導致了教育上的「精神分裂」（schizoid）；治療性認同
則在所有當代的競技場中都並非強而有力的角色，支持這一認同的社會團體僅有
微弱的權力。
最後，有關這些認同可能的變化方式，Bernstein 指出，當「過去」受到由西
方所引起的世俗的變遷所威脅的時候（例如中東、北非），將發現強烈的回溯性
認同投射並主導競技場，其中的原教旨主義認同在出現集體資源的弱化時（可能
出現在世代之間的再製），在較年輕的世代中可能會轉向再中央化（展望性）的
認同；此外，由於市場／工具性認同及治療性認同都是脆弱的，因此在認同無法
維繫時（市場／工具性認同無法取得經濟資源；治療性認同在建構內在的意義生
成程序中失敗）將出現認同的轉向，市場／工具性認同將轉向國族主義式的回溯
性認同，治療性認同則轉向展望性認同，然而這些轉向將視乎年齡和脈絡而定。
總結以上，可將各類認同的樣態及相互轉化關係呈現如表 2-6：

表 2-6
各類認同的樣態及相互轉化關係
類型
輸入/
輸出

論述及
實踐的
特徵

回溯性

展望性

市場／工具性
關注在能最適當的
對於輸入有緊密
帶來交換價值的輸
的控制，相對的 對於輸入和輸出
入，以便產生具有
不重視控制教育 都有緊密的控制
競爭力的輸出
的輸出
可能有多種途徑
有明確的階級、 投射其所展望的
分層、次序及邊 新的未來，具有
界
「強烈的分裂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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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的邊界是可滲
透的，以「可消費
性」作為其投射，
是由市場需求決定
的適者生存文化，

治療性
耗費巨大且不
容易測量其輸
出
可 滲 透 的 邊
界，強調自我
內在的意義生
成，採取開放
性的敘事，投
（續下頁）

類型

回溯性

相對
地位及
帶來的
改變

活躍的，但並不
主導大部分的官
方競技場，在極
權政權崩潰後，
變得碎片化

可能的
變化方
式

受到威脅時將強
烈投射並主導競
技場，集體資源
弱化時可能轉向
展望性認同

展望性

市場／工具性
關注焦點在短期
的、外在的以及對
職業應用的探索，
在管理上是官僚體
制的

在競技場內隱含
「道德想像的變
遷」，或許導致了
道德想像的萎
縮」

轉變了教育機構的
管理結構，創造了
企業的競爭文化，
但對課程的影響卻
是微弱的，其間的
張力導致了教育上
的「精神分裂」

-

無法取得經濟資源
時可能轉向國族主
義式的回溯性認同

治療性
射 的 是 穩 定
的、整合的認
同，反對專門
化的論述類別
及對團體的分
層
在所有當代的
競技場中都並
非強而有力的
角色，支持這
一認同的社會
團體僅有微弱
的權力
建構內在的意
義生成程序失
敗時可能轉向
展望性認同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瑞賢譯（2005，第 4 章）；Bernstein（2000, chap. 4）

由上一節的文獻探討中，可以得知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這一場域內，有承
襲自改制事件的歷史記憶所形塑的「宏大敘事」，這樣的敘事由獨中工委會所主
導；同時，也有作為一所中學，在學生的升學就業等課題上的「在地敘事」。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用以分析獨中的這些不同
敘事背後的認同面貌，其隨著歷史發展而發生的演變等。另一方面，在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中，對於各類認同的描述舉例等以歐洲社會為主，本研究立基於
馬來西亞華文獨中這一場域，是一個來自中國的移民，身處曾為英國殖民地的戰
後新興國家，在當地的民族教育場域，有其獨特的、不同於歐洲社會的脈絡，因
此，在應用此理論分析獨中的教育認同時，或許無論在對獨中的教育認同方面，
或是在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的模型上，都可以得到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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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在前述的研究背景下，爲達研究目的，本研究經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後，擬採
文件分析法進行探究。以下先說明本研究所選擇的研究方法及如何進行資料蒐集
與分析，最後則交代研究者在研究中的角色。

第一節 研究方法
過往有關獨中的研究，常立基於中央化教育認同取向的「傳統華教論述」，
關心的是華教「本質」的「存亡問題」，各獨中在辦學發展上的問題常置於這類
「宏大敘事」下，僅在事涉獨中是否「變質」時，才值得加以探討。本研究認為，
前述的「傳統華教論述」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下建構的，隨著時代變遷亦將有所變
化及調整。是以，在前述文獻探討的基礎上，本研究決定以時間為軸線，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為分析工具，探究獨中教育認同與論述的發展變化。在
研究方法上，基於文件資料可反覆的分析檢視長時間範圍內的事件細節，適合作
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因此本研究採文件分析法，以公開來源取得（如官網、社
交網站的信息、媒體報導、圖書館取得等）的文件為主要的資料蒐集範圍。有關
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操作細節、所蒐集供分析的資料類型等，見下一節。

第二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了解獨中的不同論述如何構成各類教育認同，以及在語言、課程、評鑑機
制等不同層面上不同的論述如何對話溝通，本研究將以獨中工委會歷年來的會議
紀錄、歷屆獨中董事/校長/行政人員交流會/研討會之紀錄、董總歷年來發布的工
作報告書、獨中教育藍圖、獨中教改綱領、獨中課程總綱等為主要分析之文本，
同時採用「追溯搜尋」的方法，從已獲取的文本中以滾雪球方式進一步追溯第一
手資料及其他相關文本，解讀文本內容中所呈現的獨中場域內之各類論述及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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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軸上，本研究在表 2-2 的三個時期的框架下，對應獨中教育發展時期進
行資料蒐集。同時，由於大多數的獨中在成為獨中前為當地的華文學校，因此，
本研究也將往前追溯在馬來西亞建國前的華文教育發展史，從中區辨有哪一些教
育論述、認同及實踐傳承至獨中形成後，以後又如何發生變化，對獨中的教育認
同與實踐做歷時性（diachronic）的解讀。本研究的預設是，在獨中於 1950 至
1960 年代誕生前所奠基的教育認同、論述及實踐，會成為獨中誕生後所擁有的論
述資源及遺產，並作為獨中的「中央化論述」框架著獨中後來的教育發展。
由於時間跨度長達 100 多年，涉及的文本數目龐大，因此有必要設計資料分
析的流程以篩選關鍵的文本資料進行有系統的分析，以便在不犧牲研究品質的前
提下，控制分析文本的數目在研究者個人可管理的範圍內。從第一章所述之問題
意識、研究目的與問題出發，研究者先從二手的文件資料進行研究背景與獨中的
歷史脈絡之初步探討，所依據的文本是在有充分一手資料的考證下，敘述馬來西
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專書：(1)鄭良樹一共四個分冊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
史》；(2)柯嘉遜的《馬來西亞華教奮鬥史（第三版）》；(3)莫順生的《馬來西亞教
育史 1400-1999》。這三本著作在內容編排上的特色如下：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的作者鄭良樹（1940-2016），有多部馬來西亞
華人/華文教育相關的著作，其中《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一書共四個分冊，
鄭良樹（1998：15）在第一分冊的總序中稱此書的意義在於「保存華族之教育以
及與此相關之文獻」。鄭良樹本人為馬來西亞華裔，為寬柔校友，於 1971 年在馬
來亞大學執教時，在陸庭諭的引見下，與林連玉往來密切 18，得林連玉餽贈文稿
及相片等，從此萌發為華教撰史之心。後在 1996 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得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之補助，本書才得以完成。書中整理了許多史料，從十
八世紀馬來西亞華教的起源開始進行考證，直至第四分冊敘述至 1996 年教育法令

18

陸庭諭在 1965 至 2006 年期間擔任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副主席，林連玉則在 1953 至 1961
年期間擔任教總主席，兩人皆為領帶馬來西亞華教運動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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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過為止。四個分冊從 1997 年開始寫作，2003 年脫稿，共耗時七年，約 120 萬
字（鄭良樹，2003：423）。本書定位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史，對於所引用
的一手文獻有清楚的引注，能幫助研究者快速掌握總體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
脈絡，並指引研究者搜尋關鍵的一手文獻，因此是研究者在進行馬來西亞華文獨
中的教育認同研究時，帶領研究者入門的重要文獻。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的資料大多源自中文文獻，因此不免帶
來資料來源過於單一的侷限。《馬來西亞華教奮鬥史（第三版）》則可幫助研究者
觸及更多英文文獻，作者柯嘉遜（1950－）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學士、碩士及博
士，此書原版為英文本，書中的參考資料也多引用英文文獻，為作者 1985 年在董
總任職時寫成，後分別於 1990 及 1999 年改版。本書著重在敘述馬來西亞華文教
育抗拒各種自英殖民時代開始的教育法令、政策等的歷史，可以引導研究者更精
確的把握馬來西亞國內的各種政治事件及政策與華教抗爭運動之間的關係。
《馬來西亞教育史 1400-1999》的作者為莫順生（1942－），曾在 1990 年代初
擔任馬來西亞的師範學院講師期間撰有馬來文版的《馬來西亞教育史》，著重在
馬來文及英文源流教育發展方面的闡述，後在 1994 年出任董總主辦的華文獨中師
訓班講師，主講馬來西亞教育史時，得到同是師訓班講師（主講馬來西亞華文教
育史）的陸庭諭贈送講義，於是將華文教育的內容也加入著作中，寫成中文版的
《馬來西亞教育史 1400-1999》。相較於前述鄭良樹及柯嘉遜的著作較為聚焦在華
文教育，本書較為全面的呈現了整體馬來西亞教育系統的發展面貌，可幫助研究
者跳出單一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視框，了解整個國家教育系統的脈絡，並思考獨
中在這一脈絡下的定位。
然而，作為開始進行研究參考的二手資料，這三本著作仍有其侷限。最為明
顯的限制在於有關東馬的華教資料非常缺乏，因此，研究者通過在互聯網輸入關
鍵詞，以滾雪球的方式試圖蒐集與東馬華教相關二手文獻，以平衡這方面資料的
侷限。最終，研究者鎖定以下對東馬華文教育發展做較為系統性的介紹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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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大量一手資料為基礎），作為本研究認識東馬華文教育發展的資料來源：(1)
張德來（2002：153-207）所著《沙巴的客家人：客家華人貢獻沙巴州現代化之探
討》一書中的第五章＜教育＞；(2)黃招發（2004）所著《華教百年坎坷路──砂
勞越華文中學奮鬥史》。
上述通論性質的歷史著作中所引用的資料包括了原始的一手資料以及經過他
人整理的二手資料。研究者將盡可能的追溯搜尋上述著作所引用的資料進行分析，
以最大程度的確保資料真實可靠，降低分析詮釋資料時可能帶來的偏誤。
在追溯搜尋資料的策略上，研究者將在網絡上搜尋相關資料庫，依循「漏斗
式」的資料蒐集策略，篩選關鍵的文本資料進行有系統的分析。在「前獨中時
期」，廣泛的蒐集及資料，盡可能的貼近馬來西亞華教從新式學校出現起的發展
狀況以及所處的背景脈絡；在定位出獨中誕生以前所奠基的教育認同、論述及實
踐以後，在獨中誕生、獨中系統建制以及獨中教育改革時期，資料蒐集的範圍則
將聚焦鎖定在獨中場域內的論述主體：獨中工委會以及各地方獨中的論述。
具體而言，首先，對於獨中誕生以前的英國殖民時期，此時馬來西亞尚未建
國，當時的馬來亞、沙巴、砂拉越各地的華文學校處於英國殖民政權不同的管治
模式之下，且華校也被納入中國政府「僑民教育」系統中的一部分。由於此時期
的華校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論述機構，且處於非常複雜多元的社會脈絡之中，為了
盡可能還原當時的歷史脈絡，對於此時期的資料蒐集較為廣泛，包括了各種類型
的一手資料，如 1948 年以前英殖民政府的相關官方檔案文件（年報、統計、立法
會的會議紀錄、官員往來通信的檔案紀錄等）、清朝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的政府
公報及其他出版品（如學部官報、教育公報、大學院公報、教育年鑑等）、二戰
前的新馬當地報刊（如《叻報》、《檳城新報》、《新國民日報》、《益羣報》、《總匯
報》等）、早期的華校校刊以及其他來源的對當地華校的調查報告等（如暨南大
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的《南洋華僑學校之調查與統計》，收錄有該部於 1928 及 1929
年對南洋華校的調查，調查內容包含創立經過、所在地址、董事經理、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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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學校編制、經濟狀況、設備概況、科目教材等；星洲日報於 1940 年出版
由關楚璞主編之《星洲十年》，其中第四篇〈文化〉的第一章〈學校教育〉，對當
時馬來亞地區的學校概況有詳細的描寫，可從中得知當時的個別華校有無接受當
地政府或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津貼，書中所用參考資料極為審慎，包括有系統
的政府報告及已絕版之專家名著，其中的統計數據除有現成可靠資料者外，均直
接向有關團體調查而得。）。此外，1920 年的學校註冊條例為當時馬來聯邦及海
峽殖民地的華校面對英殖民政府管制的開端，為此時期的關鍵事件，當年領導抗
爭運動的莊希泉與余珮皋所著《南洋英屬華僑教育之危機》一書收錄了許多一手
資料（包括請願書、政府傳票、會議記錄、向民眾派發的傳單等），亦為本研究
蒐集的重要文獻。
其次，到了華文學校改制與獨中誕生時期（1950s-1960s）以及獨中系統建制
時期（1970s-1980s），此時期一個專門的獨中教育場域正在逐漸形成，因此在資
料蒐集上將逐漸聚焦在與華文學校改制以及獨中復興運動事件相關的資料。除了
從當時的報章報導（主要以《星洲日報》及《南洋商報》為來源）以及相關的教
育政策及法令原文（如 1956 年拉薩報告書、1960 年拉曼達立報告書、1961 年教
育法令等）了解當時的事件發展，董總出版、編篡的刊物（例如《董總卅年》、
《董總 50 年特刊》、《獨中今昔》、《今日獨中》、《華教導報》、董總歷年工作報告
書等）由於收錄了許多一手資料，包括了獨中工委會歷年來的會議紀錄、歷屆獨
中董事/校長/行政人員交流會/研討會之紀錄、各獨中之校史、針對獨中教育做的
調查報告及統計、獨中教育工作者對獨中教育的評論等，因此也是研究者分析的
主要資料。
最後，在獨中教育改革時期（1990s 至今），由於此時期的教育改革論述最能
體現獨中教育認同及論述的變遷，因此將鎖定在從《獨中教改綱領》、《獨中教育
藍圖》、《獨中課程總綱》等文件中了解獨中的教育改革脈絡，並從董總網站內公
開瀏覽的歷年工作報告書、各獨中發布在社群網站、學校主頁或經媒體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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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態等進行資料搜尋。另外，這一時期的資料蒐集並不像前幾個時期一般，有
相關的歷史著作為資料蒐集的指引，因此將仰賴研究者自行蒐集與研究目的相關
的一手資料。
考量資料來源的多元性，研究者也蒐集了其他來源的資料，例如相關的博碩
士論文或著作（如曾榮華的碩士論文《新世紀馬來西亞美里廉律中學教育改革之
研究》，李寶鑽的博士論文《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研究(1957-2003)》，
楊佳佳的碩士論文《政府的教育政策對砂拉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1841-1989）》
，
Tan Liok Ee 的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Lee Ting Hui
的 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 Policies and Politics）。
上述各類資料可整理如表 3-1。

表 3-1
各時期蒐集及分析的文獻資料類型
文獻類型/
年代

馬來西亞
（華文）
教育發展
史著作

蒐集、分析之文獻舉例
以馬來亞半島為主體：
1.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
2.莫順生《馬來西亞教育史 1400-1999》
3.柯嘉遜《馬來西亞華教奮鬥史（第三版）》
以東馬（沙巴及砂拉越）為主體：
1. 張德來《沙巴的客家人：客家華人貢獻沙巴州現代化之探討》之
第五章＜教育＞（153-207 頁）
2. 黃招發《華教百年坎坷路──砂勞越華文中學奮鬥史》
英殖民政府相關的官方檔案文件：
年報、統計、立法會的會議紀錄、官員往來通信的檔案紀錄等

英國殖民
時期

清朝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的政府公報及其他出版品：
學部官報、教育公報、大學院公報、教育年鑑等
二戰前的新馬當地報刊：
《叻報》、《檳城新報》、《新國民日報》、《益羣報》、《總匯報》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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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類型/
年代

蒐集、分析之文獻舉例
早期的華校校刊：
1.鍾靈校刊（1926）、化南女中校刊（1934）、培風校刊（1935）、寬
柔校刊（1941）、吉華校刊（1941）、太平華聯校刊（1949）、安順
三 民 校 刊 （1949）、 檳 華 女 中 校 刊 （1950）、 吉 蘭 丹 中 華 校 刊
（1957）、金寶培元校刊（1957）等
2. 鄭良樹、魏維賢編《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題要（附校
史）》
其他來源的對當地華校的調查報告：
1.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南洋華僑學校之調查與統計》
2.《星洲十年》第四篇〈文化〉之第一章〈學校教育〉
1920 年的學校註冊條例抗爭運動史料：
莊希泉、余珮皋《南洋英屬華僑教育之危機》

獨中誕生
時期
（1950s1960s）
與獨中系
統建制時
期
（1970s1980s），
獨中教育
改革時期
（1990s
至今）

其他來源
的資料

改制事件與獨中復興運動的報章報導（主要參考《星洲日報》與
《南洋商報》
相關的教育政策及法令原文：
1956 年拉薩報告書、1960 年拉曼達立報告書、1961 年教育法令等
董總出版、編篡的刊物內收錄的一手資料：
《董總卅年》、《董總 50 年特刊》、《獨中今昔》、《今日獨中》、《華
教導報》、董總歷年工作報告書等
獨中工委會推動的教育改革相關文件：
《獨中教改綱領》、《獨中教育藍圖》、《獨中課程總綱》
各校改革動態：
學校社群網站、學校主頁、媒體的採訪報導等
相關的博碩士論文或著作：
1. 曾榮華《新世紀馬來西亞美里廉律中學教育改革之研究》
2. 李寶鑽《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研究(1957-2003)》
3. 楊佳佳《政府的教育政策對砂拉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18411989）》
4.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5. Lee Ting Hui 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 Policies and Politics

在前述資料蒐集的基礎上，本研究以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為理解獨中教
育認同的理論工具。按此理論，「中央化認同」的論述乃基於「過去」的特徵所
建構，因此研究者對獨中誕生前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歷史脈絡的考察，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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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的「僑民教育」想像（以中華民國政府的僑教政策為主）、英殖民政府的
「管制當地華校」的措施（以 1920 年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英殖民政府通過的
《學校註冊條例》及後續的一系列管制為主），在地華校在此二者之間的權衡、
因應等具體的實踐，定位出作為獨中前身的馬來西亞華文學校的教育認同、論述
及實踐。在「去中央化認同」方面，由於關注點著眼於當下，因此，研究者將從
前述資料中，尋找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當下，獨中／華校場域內是否存在變動時
序（隨市場環境而改變）之市場／工具性認同及關注「個人時間」的治療性認同，
並描繪其特徵。
最後，研究者將對這兩大類認同進行交互的討論，聚焦在前述兩部分互相衝
突時的各類爭議點（教學及考試媒介語之爭、政府考試／國際文憑考試與獨中統
考之爭等），整理這些爭議點中的各類論述。

第三節 研究的信實度
壹、不同文本間之交互比對
文件資料的優點在於可重複檢視，且包含在長時間範圍內的許多事件之細節。
然而，文件資料可能因爲個人隱私或其他的原因而不容易觸及，也可能隱含研究
者未察覺的偏見及錯誤，因此需要對文件資料進行進一步的檢核以確保其正確性
及可信度。研究者將尋找多元的資料（如補充媒體報導、報章評論文章等）進行
交互的對照和檢視，儘量減低單一資料來源可能引起的研究偏誤。

貳、同儕及專家檢核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為了避免落入研究者個人的主觀詮釋，研究者將邀請
同儕與專家學者共同檢核研究分析的結果，確保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具備一定的信
實度。

44

第四節 研究者的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就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本節將交代研究者本身
的經驗對研究背景可能的影響以及研究者對自身角色的反思，並說明研究者如何
處理相關問題。
研究者本身與獨中有非常深厚的關係。研究者爲獨中背景出身，在獨中完成
6 年的中學教育，並曾在獨中擔任 5 年的教職，全身投入在獨中的環境中共長達
11 年。
研究者自身的背景對於本研究的進行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研究者對獨中
的熟悉使得研究者得以對研究問題的情境脈絡與變項保持高度的敏感，在分析資
料時能擁有較佳的判斷力，掌握重要的議題；另一方面，這也可能爲本研究帶來
限制，因研究者可能會過多的在研究中涉入自身對獨中議題的主觀見解，使得研
究中出現過多研究者個人的主觀詮釋、評價及評論。
因此，研究者將在研究進行時不斷反思自身的主觀性，同時提醒自己保持
「學習者」的心態進行研究，在撰寫論文時，研究者會將個人的感受及想法記錄
在研究札記中，特別是當研究發現與研究者的預設不一致以至於引起內在的衝突
感受時，期望能藉此保持反思，並避免本研究淪爲只是研究者爲印證自身的主觀
偏見而蒐集證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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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中央化認同：獨中「守護華文教育」之認同建構
（1904-1973）
如第二章所述，獨中這一身份的建構，往往會回溯到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對
改制的抗拒，以「守護華文教育」為主要的敘事呈現對官方教育意識型態、政策、
制度的對抗。這樣的敘事從 1951 年《巴恩報告書》開始，論述在國民團結的名義
下，官方所想像的國民教育系統是以英語和馬來語為教學媒介的「馬來亞化」的
教育，「國民學校」的構想在此之後的一系列教育法令、政策、報告書之下，成
為國家的制度化所欲打造的集體基礎，華文學校從此面臨「改制的危機」，抗拒
改制者就成了獨中。
這樣的論述是主導馬來西亞華教論述的「西馬（馬來亞）華教史觀」，是與
英殖民時期在殖民政府（以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為主體）的治理下打造出的中
央化教育系統相伴而生的，主要表現為中國/中華認同對抗英殖民/國家霸權的管
制這一敘事主軸。馬來亞（西馬）於 1946 年組成統一的聯邦（Union），1948 年
改組為聯合邦（Federation），1957 年脫離英國獨立建國，1963 年沙巴和砂拉越
（以及後來於 1965 年退出的新加坡）加入組成馬來西亞，在這一系列的建國歷史
脈絡中，前述由英殖民所打造的（馬來亞）中央化教育系統，以及作為對抗論述
相伴而生的「西馬（馬來亞）華教史觀」，始終主導著華教史的論述直至今日。
因此，要分析獨中的中央化教育認同，必須回到建國以前，了解華文學校的存在
基礎及樣貌，這些學校與中國及英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此時期的華校所奠基的
教育認同、論述及實踐，會成為獨中誕生後所擁有的論述資源及遺產，並作為獨
中的「中央化論述」框架著獨中後來的教育發展。另一方面，在「西馬（馬來亞）
華教史觀」之外，獨中仍存在著非常多元異質的認同、論述及實踐，這些差異在
各校創校之初即已存在，構成獨中系統建制以及改革時，差異論述的基礎。因此，
本章一方面以起著重大影響的主流「西馬（馬來亞）華教史觀」為主體，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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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亦試圖在此之外補充與「西馬華教史觀」相異的視角（尤其是「沙巴華教史
觀」）
。
本章將以 1904 年馬來亞第一所新式華文學校──檳城中華學校為起點，並一
直敘述至 1973 年獨中建議書的提出、獨中完成系統建制為止的獨中／華教，在
「中央化教育認同」上的發展及演變。在這一長的時間跨度中，本章將以 1945 年
為斷點，分為兩個主要部分呈現。採 1945 年為斷點的主要考量是，英國政府在二
戰結束後於 1945 年重返馬來亞，並接管了東馬的砂拉越（原先由 Brooke 家族統
治）及沙巴（原先由英屬北婆羅洲渣打公司統治），現今馬來西亞的各部分從此
全部直屬在英國政府的管治之下，開始步入後來「國家化」的序幕，也是從 1945
年開始，當地原先為中國僑民開辦的華文學校即進入新的時代，開始面臨與本地
教育系統整合的問題。
本章第一節將追溯 1945 年以前的「前國家」時期，馬來（西）亞各地新式華
文學校的起源，此時期所奠定之「華文教育」認同，以及英殖民政府自 1920 年開
始對華文學校的管制；第二節則探討在 1945 年以後，直至 1960 年代馬來西亞建
國初期，國家整合及建置教育系統下，華文學校所面臨的改制抉擇，以及不受改
制的獨中在 1973 年《獨中建議書》提出、獨中系統建制過程中，圍繞「華文獨中
與民族教育理念」此一主題的相關論述及不同的立場，討論獨中的「華文教育」
認同相較前一時期的變與不變。在以上兩個小節中，將以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
論對相關論述及發展變化做進一步的分析，以對獨中的中央化認同做更深入的解
讀。

第一節 「華文教育」認同的奠基：1945 年以前的馬來亞華文教育
馬來（西）亞的華文學校做為一教育機制，自其誕生之初，就成為各方外部
的權力試圖掌握、控制、干預的載體，這些團體希望通過華文學校來傳遞或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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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認同，在這樣的權力競逐過程中，隨著歷史的向前推進，這一教育機制內的
認同及知識，在建構、流通、脈絡化、習得及變遷等方面亦不斷的在變化著。在
1973 年《獨中建議書》提出以前，這些獨中的前身已經在同一個歷史脈絡中共享
某些相似的屬於「華文教育」的教育認同與實踐，當中有來自中國的海外僑民教
育政策、英國的殖民統治管理模式的介入，亦面對著中國的各派改革思想的衝擊
以及本土化與中國化之間的論辯等。正是這樣不同層面差異紛呈的脈絡構成了孕
育出如今的華文獨中的環境。本節將分中國僑教的影響、英殖民對華校的管制兩
部分，分析 1945 年以前，在華文獨中誕生前的華校環境，以及此時期華校的認同
面貌。

壹、 中國的僑民教育：馬來亞新式華文學校的起源
要探討獨中在抗拒改制時所堅持的「華文學校特色」，則需要回溯到 20 世紀
初馬來亞華文學校的起源：中國新式學校制度的引進。獨中作為抗拒改制的華文
學校，其守護在地華人的民族教育的自我定位在此時期形成，這樣的形象相較於
接受改制的華文學校則更為鮮明。所謂「新式學校」，在馬來（西）亞華校發展
史的脈絡下，指的是與中國傳統的舊式教育（私塾、書院、官學等）相對的學校
教育，舊式教育以中國傳統經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
五經等）為主要學習內容，主要的學習活動是背誦及抄寫，學生的學習年齡跨度
也非常大，學校設置在家庭或社區內。「新式學校」則是有正式的學校建築、受
過訓練的教師、規律的學習時間表等現代化的學校（Tan, 1997: 8-15）。
然而，新式學校在中國邁向現代化，政局激烈變遷的時刻孕育成形，其展望
革新的中國所投射的未來蘊含著分裂的立場，對於不同立場的改革者來說，有不
同的改革中國的理念，並顯著的表現在康有為的維新派與孫中山的革命派之間的
分歧。這樣的分裂傾向也映射到馬來亞的新式華文學校中，使得新式華文學校在
此地的草創時期跟隨著中國國內的政治脈動，為兩派人士競爭著借以喚起當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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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民族意識的機制。
馬來亞最早的新式學校是 1904 年創立於檳城的中華學校19，在當時，海外華
僑是維新派與革命派爭相拉攏支持的對象，馬來亞地區的新式學校也是受這兩派
人士影響下的產物。因此，以下先簡要呈現維新派與革命派的分歧以及馬來亞華
僑社會對這兩派的態度，然後就獨中校史的分析，敘述一直到 1920 年以前，兩派
在馬來亞教育機制的勢力消長，以此了解在教育的競技場上，這兩個團體的競爭
情形，以及這時期的華校做為僑教在中華民國成立後與中國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
在此基礎上，討論這一時期所奠定，並大體而言延續至二戰前的華文學校學制、
課程等，解構其中的教育認同。

一、華僑社會對維新派與革命派的反應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步入近代化，許多舊有的制度與思想發生變革。
在改革中國的目標下，有兩大立場不同的派別：康有為所代表的維新／保皇派與
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維新派主張在既有的政權及傳統下進行改良，實行君主立
憲；革命派則主張推翻滿清帝制，徹底改革政體。這兩派人士在 20 世紀初積極拉
攏海外華僑的支持。1898 年的戊戌變法20失敗後，康有為逃至海外，在 1899 年陰

19

在此之前，除了傳統的私塾教育，提供給華人的教育尚有另外兩種類型。一種是由教會人士為
了向華人傳教而創辦的學校，例如由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牧師及米憐（William Milne）牧師在馬六甲創立的英華書院（Angle-Chinese College），
沙巴由巴色會（Basel Missionary，又名崇真會）建立的名為「樂育」的學校體系等。有關英華書
院，可參考 Morrison（1923）. To the Public, Concerning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The
Mission Press. 有關沙巴的樂育學校，可參考王康進（2016）的碩士論文《改變中的華文教育：沙
巴華小多元族群的歷史發展與現況》中的第二章第四節＜北婆華族教育的重要特色－樂育學校＞
（31-43 頁）。另一種則是由當地政府提供的華文教育，如雪蘭莪的華人甲必丹（由政府委任專門
管理華人事務的首領）葉亞來及葉觀勝分別於 1884 年及 1928 年成立過官辦的華文學校；1915 年
作為沙巴政府的北婆羅洲渣打公司在亞庇成立的津僑小學等。有關雪蘭莪的官辦學校，見 Tan Liok
Ee（1997）博士論文改寫的著作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5）；有關沙巴的官辦學校，見宋哲美（1959）《英屬婆羅洲華僑教育》
（台北：海外出版社）一書的第二章第一節＜僑地學校概貌＞（21-27 頁）。除了葉亞來 1884 年辦
的學校為循人中學的前身以外，其他學校與現今的獨中關係不大，因此本文僅聚焦在由當地華人
創設的新式華校。
20
戊戌變法為康有為上書光緒帝以改革中國的軍事、政治、教育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運動，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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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六月十三日於加拿大成立「保皇會」（初名「保商會」，因華僑大多為商人，因
此在成立之初的定位之一即「團結華僑以愛衛祖國之會」），以後即藉此拉攏海外
華僑支持，而康有為本人則於 1900 年受新加坡富商邱菽園的幫助至新加坡避難，
為其接觸南洋華僑的開端（康文佩編，1972：2-3）；至於革命派的活動則是始於
孫中山 1894 年在夏威夷檀香山所成立的興中會，在隔年的廣州起義失敗後，革命
派人士流亡海外，開始與海外華僑接觸，例如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輾轉流亡印
度、倫敦、菲律賓、新加坡等地，「所至皆向華僑為我們民族革命之鼓吹」（馮自
由，1981：11）。
當時馬來亞所在的南洋華人中各有支持者，較富有的商人階級一般擁戴維新
派，然而他們的支持卻是機會主義的，例如，一向強烈支持滿清政府的富商胡子
春，在武昌革命發生後，考量其在中國國內的經濟投資，轉而強力支持革命，在
一場華僑集會中帶頭捐助革命經費五千元（南洋華僑[??]踴躍，1911）；至於社會
的中下階層，則大多支持革命派（李恩涵譯，1982：179-192，291-323）。
1911 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維新派開始向革命靠攏。顏清湟（李思涵譯，
1982：291-307）曾通過研究新馬地區兩派人士的領袖人物的出身，嘗試解釋維新
派人士的這一轉向。經比較 1903-1912 新馬地區十大富商出身的革命派領袖，以
及 1898-1911 新馬地區十大維新派或擁滿保守派人士的出身後發現，支持革命派
者在中國並無政治與經濟的利益或獲得清政府的官銜虛職，維新派或保守派的富
商則大多具有清政府頒給的職銜／為清政府所任命，或是在中國有各類的經濟投
資。同時結合考量這兩派的領袖人物之世代因素（維新派領袖領袖平均年齡 48 歲，
革命派富商平均年齡 32 歲，兩派之間相差一個世代）、個別領袖的個人因素（生
命史中與革命派的接觸、家族反滿的傳統等），以及訪談與這些領袖有過直接接
觸的革命派人士後，顏清湟的結論是，除了一小部分年紀較輕的上層分子多參與

暫維持 103 天，史稱「百日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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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運動以外，華僑社會絕大多數的上層人士對革命，或持冷淡態度，或持反對
與機會主義的態度。因此，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就不難理解維新派人士轉向的
原因：機會主義者考量其在中國國內的經濟投資，態度將轉而支持革命，而在革
命成功，中華民國的成立成為既定事實以後，隨著世代更迭，且本來中下階層就
佔華僑社會的大多數，華僑社會中大部分接受華文教育者即轉變為認同中華民國
者了。

二、兩派在馬來（西）亞教育機制的勢力消長
中國的新式學校制度引入本地最先是從清廷的推動開始的。光緒三十年
（1904），曾任清朝首任駐檳城副領事的富商張弼士連同當地紳商在檳城創設中
華學校，教育華商子弟，並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以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太僕寺
卿的身份由商部代為奏請朝廷立案（清朝學部，1906），其時正是在中國的新式
學制剛誕生的時期。根據關楚璞主編（1940：1032-1034）的《星洲十年》第五篇
第三章收錄的＜張弼士傳＞，張弼士乃因「華僑子弟，非入英文學校，即就私塾
肄業」，因而「深不謂然，力主改良教育」。在為中華學校籌募經費的演說中，
張弼士說道：

眼見他西國之人，在各埠設立西文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裔之子弟；
而我華裔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不可設一中文學校，以自教其子弟
乎！（陳育崧，無日期：140）

循此先例，馬來亞地區在 1904-1911 年間創立的新式學校，大多都是做為華
僑領袖、親維新派的商人階層所創立的，例如尊孔學校（1906 年創）的創辦人陸
佑、坤成學校（1908 年創）的創辦人張郁才與鍾卓京（鍾同時也是尊孔校長）都
和保皇派有關聯（鄭良樹，1998：123），因此，可以認為，早期馬來亞地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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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新式華校，其立場較為傾向維新派。
在同一時期，革命派也在積極的拉攏海外華僑的支持，學校教育也是革命派
用以宣傳革命的機制。由於在 1911 年以前的新式學校大多屬於維新派的勢力範圍，
革命派轉而運用「夜校」的教育機制為其革命活動的機器。夜校屬於成人教育，
其主要目的是為社會人士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在一般大眾中促進知識。由於這些
成人學生屬於社會中下階層，多為革命派的支持者，且佔華僑社會的大多數，因
而夜校就成了革命派人士在群眾中傳佈革命思想的機制（李思涵譯，1982：
186）。於此同時，革命派也透過報紙、書刊、書報社、戲團活動等來進行革命
的宣傳工作與革命黨人的思想準備工作（李思涵譯，1982：123）。
在當時兩派人士積極爭取華僑支持的情勢下，1907 年創立的霹靂州公立育
才兩等學堂（怡保育才獨中的前身）為其中一所兩派人士正面交鋒的學校。根據
育才歷史文物與藝術中心學術研究部（2017）所撰述的育才校史，1908 年慈禧太
后、光緒帝去世時，育才學校的保皇派董事長胡子春與革命派副董事長姚德勝、
主幹董事兼同盟會21重要領袖鄭螺生就為此展開了角力。
跨入 1910 年代以後，由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形勢開始逐漸一面倒向革命派。
早年屬維新派創建的學校，可從其校史中發現新舊時代交替下的思想衝突。例如，
1913 年尊孔學堂（創辦人陸佑為維新派人士）就因「受辛亥革命影響，新舊派思
想衝突，學潮迭起，校務困頓，學生遞減」（董總出版小組編，1985：42）。就
1911-1919年間創辦的華文學校而言，若以現存獨中公開之校史敘述做考察，則僅
可見認同革命派的敘述，其創立者或者直接的是革命派人士，或者為親革命派人
士，占了 18 所中之 7 所（如表 4-1 所示），至於其餘 11 所，則無法就校史之敘述
判斷其創校背景是否與革命派有關。

21

同盟會是孫中山 1905 年在東京號召成立的革命組織，將興中會及其他革命組織統合起來，後改
組成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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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911-1917 年間由革命派人士創設之獨中
學校

霹靂江沙崇華

亞羅士打吉華

創校年份

1911

23

1911

柔佛麻坡中化

1912

霹靂金寶培元

1912

柔佛新山寬柔

1913

馬六甲培風

1913

校史敘述
1911 年創校，1913 年因學生人
數增至 78 人，借用覺民閱報社
22
為臨時教室
邱能言…在孫中山搞革命時
期，曾參與同盟會，並且…
是…江沙覺民閱書報社及崇華
學校創辦人
革命同盟份子先成立中華閱書
報社，稍後創設中華中學（研
究者註：應為中學校校）
先賢受孫中山提倡新思潮影
響，合併私塾，創立新式學堂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
國建立。金寶閩籍僑領大受鼓
舞，醞釀多時的「福建學堂」
於是在翌年 1912 年就馬上創辦
創校者：黃羲初24先生、駱雨
生先生，鄭亞吉先生及陳迎祥
先生等人
創辦人為陳齊賢、曾江水、沈
鴻柏25等人

資料來源
崇華官網
光華日報新聞
（江沙華裔 4 先
賢勞苦功高 建華
校推華教，201
6）
吉華官網
中化官網

培元官網

寬柔官網
培風官網
（續下頁）

22

新馬地區的閱報社（又名書報社）最早是由鄭聘廷與外籍人士閣約翰在 1903 年發起創立的星洲
書報社，閱報社成立前在《天南新報》募款時，宣稱其目的是為「展我國民之知識」，「購買各等
譯書報…任有志之士隨時到閱[?]無取分毫」（紀書報社，1903），然而根據新加坡同盟會會長張永
福的紀錄，閱報社的成立實為二人為傳教目的吸引「求學無門閱報無資者」設立的。張永福曾出
席閱報社的開幕，據他所述，另一新加坡革命派領袖陳楚楠因與鄭聘廷相識而得以透過閱報社舉
辦演講活動宣傳革命思想，從而吸納了不少人（包括鄭聘廷）加入同盟會，星洲書報社也轉而成
為革命派的宣傳機關。有此先例，並經孫中山的組織，其他地方如吉隆坡、檳城、霹靂、麻坡等
地亦紛紛組織書報社。（張永福，1933：91-93）。因此，表 4-1 凡在校史中提及書報社的獨中，皆
可認為其創校背景與革命派有關。
23
吉華原為 1935 年中華、南華及福建女校合併的「吉礁華僑學校」
，1963 年響應政府諭令，為了
培養效忠意識，將校名改為「吉華」
。
24
安煥然（2013）在〈糾葛與超越－關於寬柔創辦的爭議與聚焦〉一文中（載於安煥然主編《百
年寬柔：寬柔學村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41-61 頁），參考了吳
華、舒慶祥合著之《黃羲初事跡》，指出黃羲初在辛亥革命前已加入新加坡同盟會，並受委為同盟
會柔佛分部部長。
25
顏清湟所著《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
（李恩涵譯，1982：76）轉引了《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
獻》第一輯第十冊第 227 頁〈馬六甲之救國十八友〉的資料，當中提及「救國十八友」為華僑青
年在馬六甲附近的東甲所組織的愛國團體，直至 1908 年興中會馬六甲分會設立後被吸納入革命
運動的主流，其領袖即沈鴻柏。
54

學校

創校年份

檳城鍾靈

1917

大山腳日新

1918

校史敘述
檳城閱報書社同仁：陳新政、
許生理…等人醞釀發起創辦
「國民班」
閱書報社先賢因感華僑子弟就
學無門…將義學改制成新式學
校

資料來源
鍾靈官網

日新官網

總體而言，來自中國的維新派或革命派領袖，在經過了十幾年通過報紙、演
講活動、學校教育等機制向當地華僑宣揚愛（中）國的思想後，在整個 1910 年代，
可發現本區域此一時期的華僑社會熱切的關心著中國發生的事，參與到中國的政
治運動中。儘管這時期的中國政局複雜，許多不同的派系之間進行劇烈的權力鬥
爭，當地華僑也存在著不同的主張，但這些差異，在華僑的認知中都是屬於「國
內事務」框架內的分歧，當地的華校也在這樣的脈絡下，成為一個重要的機制，
使華僑藉以培育下一代，培養這些身處遙遠的南洋的華僑子女，使其在文化、思
想、語言等方面仍能保有與中國的聯繫。

三、馬來（西）亞華校與中國的關係
1910 年代的馬來（西）亞華僑社會將中國視為祖國，熱切關心中國事務，
這一時期的華校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藉著將學校向中國政府立案註冊，採用中
國的課程與教科書，聘請來自中國的教師等舉動，華校的認同緊扣中國，實踐上
追隨中國的僑教政策，成為中國的海外僑民教育，中國政府的僑教政策實為其中
的拉力。
中華民國政府的僑教政策開端於民國二年（1912）的〈領事經理華僑學務規
程〉26，賦於中國各地領事以註冊、輔導、考核、獎勵各地華校的權責，此後在
26

此規程發布的具體日期有二說，一為 2 月 22 日，另一為 11 月 22 日。採 2 月 22 日說者有：林
之光與朱化雨著（1936：65）《南洋華僑教育調查研究》、劉真主編（1973：33）《華僑教育》、郁
漢良著（2001：200）《華僑教育發展史》，三本著作所引用的一手資料皆為＜教育部令第五十七
號＞；採 11 月 22 日說者有丁致聘編（1935：50）《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中華民國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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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至 1919 年間，政府多次派員視察海外華校，並恢復在清末為僑民回國就學而
設置的暨南學校，鼓勵各地僑生回國升學（郁漢良，2001：199-203）。至民國十
六年（1927）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根據清悚（1941）的歸納整理，在 1927 年
一直到 1940 年間的南京政府時期，與僑民教育有關的法令總共有 41 項之多，顯
見中國政府在這一時期積極的通過立法，意圖將海外的華校納入中國的教育系統
中。南京政府時期的僑校立案註冊政策開始於 1928 年大學院公布的〈華僑學校立
案條例〉，後因大學院於 1929 年廢止而改為教育部公布的〈華僑學校立案規程〉。
1928 年以後，中華民國處於訓政時期，政府組織以國民黨為中心，這期間公布並
施行的一系列僑教法令即以國民黨為主要的論述者。民國十八年（1929）中國國
民黨中央訓練部召開了華僑教育會議，會議中發表的宣言指出：「海外僑民為發
展吾中華民族於世界之先驅，而僑民之子弟，更負有繼承此偉大任務之責……」
（華僑教育會議宣言，1930），同時，為統一及發展華僑教育，會議也議決了包
括確定華僑教育實施方針、設立華僑教育會、補助華僑教育經費、培植華僑教育
師資、規定華僑學校課程標準及編審教科用書等案（華僑教育會議經過及決議案，
1930）。依循此會議的各項議決，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隨後即頒布了近 40 項的
華僑教育相關法令，如 1930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華僑勸學委員
會組織章程＞、＜華僑教育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1931 年教育部公布＜華
僑中小學規程＞等（郁漢良，2001：269-294）。
透過上述舉措，中國當局欲將海外華校加以組織及系統化，並成為華僑教育
的中心。然而，這些華校位處中國領土之外，中國政府的拉力往往也力有未逮，
因此在地的華校在辦學上雖多借助來自中國的資源，卻同時也並不完全受制於中

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34：14）《第一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戊編：教育雜錄）》，二本著作
所引用的一手資料皆為《教育部行政紀要》
（丁引該書甲編 14 頁，乙編 49 頁；教育部僅引甲編 14
頁）
。2 月 22 日說稱此規程為＜領事管理華僑學務規程＞，11 月 22 日說則稱＜領事經理華僑學務
規程＞。然而，經考證，根據政府公報資訊網上收藏的政府公報（文海出版社重印本）第 592 號
（載於重印本＜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份＞第 317 頁）
，此規程正確名稱為＜領事經理華僑學務規程
＞，發布日期為 1913 年 12 月 22 日，二說皆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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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教育政策及制度。以下將從立案註冊、津貼補助、課程與教科書、教師聘用
四個面向，呈現此時期的華校做為「僑校」，與中國的國家教育系統及僑教政策
之間的關係。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政府積極展開僑教工作的同時，英殖
民政府也從 1920 年代起在馬來亞對華校展開一系列的管制，希望切斷華校和中國
過於緊密的關係，其中包括了規定華校需要向政府註冊、禁止華校使用中國的教
科書、提供津貼予華校以便取得管制華校的正當性、舉辦華校的會考、培訓華校
師資等，有關這一部份，將呈現在「貳、英殖民對華文學校的管制：華文教育體
制自 1920 年開始面對的衝擊」一節中。

（一）立案註冊
民國二年（1913 年）12 月 22 日，中國教育部發布〈領事經理華僑學務規
程〉，將海外華校納入中華民國教育部管轄的範圍內，透過駐各國的中國領事向
當地華校宣達教育法令、指導辦學、考核獎勵教職員等。隨後並在隔年 1 月訂定
了〈華僑學校簡明調查表〉，請駐各地的中國領事調查當地華校並報教育部備案，
其調查項目為：校名、地址、學級及人數、教科用書（須呈報所用之書是否經教
育部審定）、經費、設立及報部年月（中華民國教育部，1916）。通過這些舉措，
中國試圖建立起一個以其為中心的僑教系統。
然而，遙遠的中國權力中心畢竟鞭長莫及，前述的華僑學校調查工作難以做
到全面完整的普查。根據紀錄在教育部行政紀要的調查報告（以「專件」刊載於
第三年第八期之《教育公報》），許多地方雖然華校「幾已徧設」，但因為「遠
隔重洋，交通遲滯，故來報部立案者頗屬寥寥」，報告推測「其未報部立案者，
據各方面報告，較此數不止倍屣」。這一問題亦影響了對學校畢業人數的統計，
根據調查報告，華校的畢業與肄業人數為「百與二十五之比」，如此懸殊比例的
原因之一即在有些學校「以交通揆隔，竟不呈報，以故，雖有畢業者，部中亦無
案可稽也」（中華民國教育部，1916：專件 56，專件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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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散在各地的海外華校若要能有機的整合到中國的教育系統中，尚需一
個在海外各地串連在地華校的中介組織。華僑學務總會／華僑教育會即扮演了這
樣的角色。最早的學務總會在清朝末年就已經組織起來了。宣統三年（1911）五
月，根據《教育雜誌》的紀錄，南洋荷屬（即今印尼）華僑周炳喜與馬厥猷於三
寶壟組織爪哇學務總會（轉引自丁致聘編，1935：33），隔年新加坡華僑社會也
有意效仿（振興教育，1912），因而在 1912 年經當時的代理領事曹謙的推動下，
籌辦成立「南洋英屬中華學務總會」（以下簡稱「學務會」），1912 年的《叻報》
記載了其籌辦的過程27。8 月 18 日，中華學務總會籌辦處開會討論組織工作，決
議致函各校合力籌辦（中華學務總會籌辦處議案，1912）；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
日，《叻報》連載了學務會草章（南洋英屬中華學務總會草章，1912）；12 月 24
日至 28 日，《叻報》連載刊登了署名「惺噩生」在出席 12 月 22 日籌辦處會議後
發表的見聞與評論，據其所述，學務會的籌辦主席為當時的代理領事曹謙。曹謙
原為前清時期新加坡領事署的通譯官，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因原任領事 28調任，
因此由曹謙暫為代理。曹謙上任後，積極倡辦學務會的建立，借出領事館為學務
會籌辦處，然而在籌辦之際忽接北京外交部召回（南洋英屬學務總會議場所聞之
大怪事，1912），因此後續籌辦工作由接任領事胡惟賢繼續領導。及至 1913 年 2
月 10 日，籌辦處登報邀請各校、閱書報社、商會等各團體推派代表出席 2 月 16
日上午的選舉會議（南洋英屬中華學務總會籌辦處啟事，1913），此號召獲得熱
烈響應，當天出席者眾多，考慮有許多事務需要磋商，因而選舉延至 19 日舉行
（學務總會籌辦處會議錄，1913），在 17 日及 18 日的會議中議決將總會的「中

27

鄭良樹（1998：187）轉引許蘇吾所著《新加坡華僑教育全貌》（南洋書局，1950：122），提及
學務會民國二年（1913）設籌備處，民國三年（1914）正式成立，且根據許說，學務會的開幕在
1914 年 3 月 2 日。然而從當時《叻報》的報導中可見，籌備處在民國元年（1912）已組建中，開
幕日並非 1914 年 3 月 2 日，而是在 2 月 23 日即已開幕。現還原經研究者考證後，當時成立的實
際經過。
28
惺噩生文中僅提及該領事姓蘇，對照故宮博物館明清檔案部與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的《清
季中外使領年表》
（中華書局出版，1985：73）
，此蘇姓領事為蘇銳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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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二字改為「華僑」（學務總會十七十八兩日集議紀事，1913），並在 19 日的
選舉中選出周潤享為總理（學務總會舉定任事職員，1913）。1914 年 2 月 23 日，
學務會在道南學校舉行開幕禮（學務總會開幕紀略，1914）。
至於學務會報中國教育部註冊的過程，根據〈教育部行政紀要（乙編）〉的
紀錄，籌辦處在 1912 年 9 月籌畫之初時，已報部備案，1914 年 2 月開幕後，於 10
月報部，然而因教育部批示會章需要修改，因而直至 1915 年 3 月才准予立案（中
華民國教育部，1916）
同一時期，檳城的類似組織「華僑教育會」亦在 1913 年由駐檳榔嶼（檳城
的舊稱）領事戴培元創設，7 月報部29，經教育部批示修正會章後於 9 月准予立案
（中華民國教育部，1916）。
總的來說，馬來（西）亞地區新式華校的建立，是中國當局各派人士從清末
至民國初年的推動，加上在地華僑社會的響應下，從各地獨立分散創設出來的。
這些華校在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領事經理華僑學務規程〉以前，即已在當地領
事的推動下成立了學務會、教育會等「中央化」的組織，以後隨著中華民國政府
僑民教育系統的建立，這些學校逐漸整合進僑教系統中。然而，因為中國的統治
權不及於這些海外華校所在之處，因而華校並不受中國政府強制力的規範，其間
的關係僅靠華僑社會的認同來以及華僑教育會等區域性的「類中央化」組織為中
介維繫，以至在當時不在少數的華校並未向中國教育部立案。
華校至多是以「交通不便」等理由而在向中國教育部立案註冊時反應不積極。
相較之下，英殖民政府 1920 年的〈學校註冊法令〉同樣是以立案註冊的方式，將

29

有關檳城華僑教育會和英屬南洋華僑學務會的關係，一說教育會為學務會的屬會，例如黃賢強
的＜客家領袖與檳城的社會文化＞（載於周雪香主編《多學科視野中的客家文化》，福建人民出版
社，219 頁）
，然而《檳城新報》在 1913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了一則與教育會有關的軼聞，從中可見
教育會在 4 月時曾開會決議經費事宜，更早以前則已開了成立大會，其時新加坡的學務會則剛於
2 月開會選舉，一切事務尚在籌組中。若教育會為學務會的屬會，則不須再另議經費事宜，直接
依循學務會章程即可。查 1913 年 2 月 21 日《叻報》報導，戴培元亦為學務會名譽總理，因此較
為可能的是，戴培元將新加坡學務會的經驗帶到檳城教育會的籌組過程，但兩個組織獨立運作，
沒有隸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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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學校教育系統化，並試圖用「中央化」的組織模式來統一規範管理學校的辦
學，卻遭遇華社強烈的反彈。有關這一部份，詳見「貳、英殖民對華文學校的管
制：華文教育體制自 1920 年開始面對的衝擊」。

（二）津貼補助
就所蒐集到的資料看來，中國政府最早對海外華校的補助可上溯至清朝末年。
宣統二年（1910），清朝政府下令江海、閩海、粵海三海關每年撥兩千兩資助爪
哇華僑開辦中學（江督補助華僑學費，1910）。此項補助是在兩江總督端方因爪
哇華校過往辦學的經費「皆由捐助」，而開辦中學的常年經費「殊無著落」，特
意上奏請撥經費，才有了該補助項目（端方，無日期：1438-1440），並不包含爪
哇以外的華校，也並非清朝政府在政策上制度性的針對所有海外華校所提供的補
助。及至中華民國建立之初的幾年，亦未見相關制度性的海外華校補助方案。
中國教育部在 1914 年 1 月訂定的〈華僑學校簡明調查表〉調查了當時海外
華校辦學的經費來源，調查結果收錄在《教育部行政紀要（乙編）》中（該行政
紀要在 1916 年 8 月刊載在《教育公報》的「專件」版），根據該份調查報告，海
外華校的經費可分為三大項：工商常捐、學生學費、各項雜款（中華民國教育部，
1916），因此，可以認為，在海外的新式學校創立之初，其主要的經費來源，大
多源自當地的華人社會，中國政府給予的補助是非制度性、零散的。
暨南大學南洋文化部（錢鶴編，1930：1-172）在 1928-1929 年間對南洋地區
（包括英屬馬來亞、新加坡、北婆羅洲、砂拉越，荷屬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
等地）的一百零八所華校進行調查（收錄於《南洋華僑學校之調查與統計》一
書），檢閱其中六所華校（現已發展為獨中）在該調查中呈現的資料，其經費來
源亦無中國政府補助的項目，反倒是江沙崇華在調查中陳述其「不得已受居留政
府補助」，希望學校能在籌足基金以後得以免受補助。各校經費來源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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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華校經費來源（1928-1929）
學校
怡保育才中小學校
安順華僑公立學校（今安順三民）30
鍾靈中學

經費來源
校產年息、每年募捐所得、學宿費
學費、校董月捐、演劇籌款
校產年收、校董承擔開支
學費、校董捐、居留政府補助、特別
捐

江沙崇華學校
吉礁中華學校
（今亞羅士打吉華，參見註 23）
馬六甲培風學校

學費
校產房租收入、學費、公款、特別捐

資料來源：整理自錢鶴編（1930：21-23，43-44，58-59，90-92，130-131，166166）

直至 1920 年代末、1930 年代初，中國處於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南京政府時期
時，方可見中國政府對海外華校制度性、計畫性的補助。有關補助華校經費的政
策首見於 1928 年 5 月大學院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會上通過了〈發展華僑教育
案〉、〈請撥庚子賠款為華僑教育基金案〉、〈確定補助華僑教育經費案〉等議
案（中華民國大學院編，1928：170-181，291-292），確立了補助華僑教育的政
策方向。至 1930 年 4 月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始
末記〉，1930），會議修正並通過了〈改進全國教育方案〉，成為中國往後二十
年施行教育的具體計畫，此方案共分十章，第八章為「改進並發展華僑教育計畫」
（中華民國教育部，1930a），乃根據 1929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
所召集的華僑教育會議議決案，及訓政時期教育部訓政工作年表「發展華僑教育」
這兩種材料編輯而成的，該計畫在補助華僑教育上延續了 1928 年第一次全國教育

30

華僑公學於 1929 年與其他學校合併為安順三民學校，然而其他學校為何，不同文獻說法不一。
《星洲十年》（1940：738）謂華僑公學 1911 年先成立，後於 1914 年分為華僑、培華二校，1916
年另設中華，1926 年再成立安順女校，1929 年四校合併；三民校刊（1949：1）僅提及培華、安
順女校，未提及中華學校；《獨中今昔》（1985：82）僅提及培德（應為「培華」之誤）、中華，
未提及安順女校；三民獨中網頁上僅提及培華、中華，未提及安順女校。因《星洲十年》文獻出
版年代更為靠近合併創立三民學校的時期，且包含更為具體的細節，本研究從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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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通過的政策方向，列明自 1930 年起每年從國庫或庚子賠款中撥五十萬元作為
發展華僑教育之用，並設立華僑教育基金，由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福建省政
府於 1930 年一次性籌撥基金，並分六年向華僑方面募集基金，以基金所得利息為
發展華僑教育的經費（中華民國教育部，1930b）。根據僑務委員會僑務研究室
整理的資料，自民國二十三年（1934）三月起至抗戰發生為止，在〈補助僑民學
校辦法〉下所資助的僑校達 153 所（周勝皋，1969：34-35）。在當時，依據 1934
年海峽殖民地的社會及經濟年報，單是向海峽殖民地政府註冊的華校既已有 403
所（Caldecott, 1935: 43），中國補助的海外僑校散在世界各地，因此相較之下，
153 所的補助學校數目並不算多。
同一時期，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的英殖民政府也在 1923 年開始給予華校
津貼金，試圖以此控制華校（詳見「貳、英殖民對華文學校的管制：華文教育體
制自 1920 年開始面對的衝擊」）。在此脈絡下，才有了前述江沙崇華在 19281929 年間在暨南大學南洋文化部調查中所陳述的「不得已接受的居留政府補助」。
截至 1938 年，根據《星洲十年》（關楚璞主編，1940：643-672）的調查，向英
殖民政府領取津貼的學校遠較向中國政府領取補助者為多，且領取中國政府補助
者一般同時也領取英殖民政府的津貼，所領取的英殖民政府津貼數額也較中國政
府的補助為多，以現已發展為獨中的華校為例，在 1938 年接受津貼的情況如表
4-3 所示。

表 4-3
華校受英殖民政府及中國政府補助情形（1938 年）
學校

英殖民政府津貼

怡保育才中小學校

全年約 6,000 元

培南學校
南華中學
太平華聯公學
安順公立三民學校

全年 2,560 元
全年 3,000 元
全年 5,500 元
乙等津貼，數目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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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補助
領僑委會補助，數目不
詳
無
僑委會補助 1,000 元/年
無
（續下頁）
無

學校
鍾靈中學
福建女校（今檳華女中）
芙蓉中華
吉礁華僑學校
（今亞羅士打吉華，參見註
23）
寬柔學校
麻坡中華（1945 與化南女校
合併，1946 易名為中化）
化南女校（1945 與麻坡中華
合併，1946 易名為中化）
居鑾華僑（1946 與培英、中
華女校合併為中華學校）
吉蘭丹中華
馬六甲培風學校
尊孔中學
坤成女校

英殖民政府津貼
全年 11,340 元
無
無

中國政府補助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全年 5,000 元
全年 5,156.50 元
全年約 5,000 元

無
無
無
無

資料來源：整理自關楚璞主編（1940：696，701，709，720-722，732，735-739，
745，755，757-759）

對照〈改進並發展華僑教育計畫〉中所列明的，「華僑學校，非遇有特別情
形，經教育部許可的，不得接受外國政府的津貼」（中華民國教育部，1930b：
第八章 改進並發展華僑教育計畫 9），則可以發現，在政策方向上，雖然中國政
府欲建立一個以其為中心的華僑教育系統，然而馬來亞的華校向英殖民政府領取
津貼的學校遠較向中國政府領取補助者為多這一事實揭示了，中國的這一構想與
實際之間仍有落差。事實上，如表 4-2 所示，大部分華校都是當地華社自力經營，
不管是居留政府或中國政府提供的補助，都不是華校主要的經費來源。在〈改進
並發展華僑教育計畫〉中，中國政府也無意成為海外華校辦學的主要經費來源，
言明「海外華僑學校以華僑自辦為原則」，並且對華僑教育經費的籌集、支配、
保管等事項中，皆以抽收當地華僑的各種稅收或捐助為主要的經費籌集辦法（中
華民國教育部，1930b：第八章 改進並發展華僑教育計畫 5-6，8）。總的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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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校的經費問題上，政府的補助對華校而言只是一種附加的經費來源，其以當
地華社為主的現實造就了華校「自力更生」的教育實踐。
向中國政府申請補助的華校不多，可能也與英殖民政府的管制有關。南京政
府時期，中國政府的組織以國民黨為中心，其教育政策帶有明顯的「黨化教育」
色彩。1928 年的〈華僑小學暫行條例〉規範了華僑小學教育應該根據三民主義的
原則進行，並且明定「三民主義」及「黨童子軍」為華僑小學之教授科目；1931
年的〈華僑中小學規程〉也表明華僑中小學的校長和教員需要「服膺三民主義」。
中國政府補助華校的政策，其實也是其進一步規範華校辦學的手段。要成為有資
格申請補助的華校，自然需要符合前述帶有黨化教育色彩的規程、條例，然而，
英國的殖民地政府非常謹慎的防範中國的政治思想滲透到殖民地，對於政黨政治
化的學校及教科書均予以查封及禁止（詳見「貳、英殖民對華文學校的管制：華
文教育體制自 1920 年開始面對的衝擊」），因此，處於英殖民政府直接管制下的
華校，自是不便向中國政府申請補助。

（三）課程與教科書
在課程與教科書的選用上，由於華校的原型為中國的新式學校，因此可以推
想，在英國自 1920 年代起插手管制華校以前（詳見「貳、英殖民對華文學校的管
制：華文教育體制自 1920 年開始面對的衝擊」），華校的課程與教科書大多直接
複製自中國的體制，翻閱當時的報刊（如 1921 年 2 月 3 日的《新國民日報》）可
見商務印書館 31的教科書廣告，亦可間接佐證這一點。然而，可以想見的是，因
海外環境與中國多有不同，直接照搬中國的課程與教科書，則難免出現「水土不
服」的現象。1917 年黃炎培受中國教育部委託調查英、荷兩屬（即如今的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尼三地）華僑教育狀況，考察完畢後黃炎培寫下〈南洋華僑教育商

31

依據第一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為中國教育部審定的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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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書〉，《教育雜誌》第 9 卷第 11 期及 12 期的「專件」版連載了此文。文中黃
炎培（1917：專件 43-44）即指出，當時華校所使用的教科書由於缺乏「南洋特
別之材料」，因而並不適用於南洋。
觀察中國的僑教政策對此的回應，可以發現，在中華民國成立至二戰前，中
國政府在有關課程與教科書選用的僑教政策上，從以中國的教育政策及制度為核
心，到更多的考量及允許海外華校因應地方特殊情形而變通辦理。1928 年大學院
的〈華僑小學暫行條例〉，雖然對於華僑小學的教授科目，在條例第六條註明了
「如有特別情形，得呈經大學院之許可，酌量變更其教授科目」，然而在隨後的
第七條及第八條，論及華僑小學的教學實施、課程分配及教科書時，卻僅以相對
較為硬性的規定「須依大學院所定」；至 1931 年以教育部的＜華僑中小學規程＞
取代之後，除了保留原〈華僑小學暫行條例〉對教授科目可因特別情形呈請主管
機關變通的條文外，在教科書的規定上，亦採取更為彈性的規定，在第十五條中，
將選用教科書的權力交由當地組織的「中小學教科用書編選委員會」決定，此委
員會由領事或當地主管華僑教育人員，會同當地華僑教育會及華僑中小學教員代
表組成，為適合地方情形，委員會有權就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加以修改或另行編
輯，第十六條更規定華僑學校可採用外國教科書。
根據暨南大學南洋文化部（錢鶴編，1930：1-172）在 1928-1929 年間對南洋
華校的調查（收錄於《南洋華僑學校之調查與統計》一書），可見當時的華校大
多使用中國的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所編的教科書，課程設置也與同時期中國學
校的課程設置相類似。同時，這些學校也因應在地的情況而加以調整，如鍾靈的
教科書包含「原版西書」，江沙崇華（當時尚為小學）在高小 32 的課程中加授
「馬來半島地理」一科。以如今發展為獨中的六所學校為例，這些學校在調查中

32

當時中國的學制為 1928 年大學院公布的「戊辰學制」，與之前 1922 年的「壬戌學制」相比沒有
太大的變更，皆為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六三三制」
，其中小學再分初小四年、高小
二年，江沙崇華追隨中國學校制度，亦區分初小及高小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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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報告的「科目用書」（包括採用教科書版本與課程設置兩部分）可整理如表
4-4：

表 4-4
華校選用教科書版本與課程設置（1928-1929）
學校

教科書版本

課程設置
國文、英文、算術、理科、歷
史、地理、商業、圖畫、手工、
音樂、公民諸科
初小：國語、算術、珠算、英
文、常識、自然、音
樂、遊戲、圖畫
高小：加授公民、歷史、地理、
衛生 、簿記，無常識 、
遊戲科

怡保育才中小
學校

商務印書館

安順華僑公立
學校（今安順
三民，參見註
30）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
世界書局

鍾靈中學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
原版西書

（未有提及）

除三民主義外，概用商務
版本（註：僅有小學部）

初小：國語、算術、英文、常
識、三民主義、音樂 、
體育、圖畫、手工、 國
音
高小：加授地理、理科、歷史、
三民問答 、馬來半島 地
理

江沙崇華學校

吉礁中華學校
（今亞羅士打
吉華，參見註
23）
馬六甲培風學
校

商務印書館（新學制教
本）

（未有提及）

小學：中華書局
初中：商務印書館

（未有提及）

資料來源：整理自錢鶴編（1930：21-23，43-44，58-59，90-92，130-131，166166）

1926 年鍾靈中學校刊33詳列了學校的課程設置及選用的教科書，各級的課程

33

根據鍾靈獨中官網上的校史紀錄，校刊創刊號為 1927 年，然而因該份校刊在末尾的版權頁上明
確顯示此校刊於「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出版」
，因此在正文中將此校刊出版年定為 19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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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分配如表 4-5 所示，教科用書則如表 4-6 所示。

表 4-5
1926 年鍾靈中學各年級課程時數分配34

初
一
初
二
初
三
合
計

國
文

歷
史

地
理

英
文

數
學

自
然
科
學

6

2

2

11

6

1

1

1

3

-

-

-

6

2

2

10

6

1

1

1

3

1

-

-

6

2

3

11

6

-

1

-

-

-

2

2

18

6

7

32

18

2

3

2

6

1

2

2

圖
畫

公
民

體
育

商
業
常
識

簿
記

打
字

資料來源：整理自南洋檳榔嶼鍾靈中學校編（1926：附錄 28-33）

表 4-6
1926 年鍾靈中學各年級教科用書
科
目
初
一
初
國
二
文
初
三
歷 初
史 一

教科書

編者

出版社

初級古文讀本（一）

沈星一

中華書局

初級古文讀本（二）
中國文字學大綱
初級古文讀本（三）

沈星一
何中英35
沈星一
張之純
莊慶祥

文學源流36
初級本國史（上、下）

金兆梓

34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續下頁）
中華書局

有關 1926 年鍾靈中學的課程，鄭良樹（1999：328）引用的與本研究不同，其依據是周廷珍於
1931 年發表在《教育雜誌》23 卷 5 號的文章＜南洋英荷屬華僑教育實況＞（101-112 頁）
，據原文
所述，該課程表是「未經改革前之課程表」
，因此推測本研究引用的 1926 年校刊之課程為經改革
後的課程。
35
應為「何仲英」
，校刊資訊有誤。
36
應為「文字源流」
，校刊資訊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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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教科書

初
二
初
三
初
一
地 初
理 二
初
三
初
一

英
文

初
二

初
三

數
學

自
然
科
學
圖
畫

初
一
初
二
初
三
初
一
初
二

初
公 一
民 初
二
體
育
商 初

編者

出版社

初級本國史（下）

金兆梓

中華書局

Outlines of General History

Colby

American Book Company

初級本國地理（上、下）

丁詧盦

中華書局

初級本國地理（下）
Geography of British Malaya

丁詧盦
Cherry

中華書局
Methodist Pub. House

Geography of the World

Wolcott

Commercial Press

Royal Crown Reader, Bk. III.
Middle School English Grammar
Royal Crown Reader, Bk. IV.
Lee’s English Language Lessons
Eighteen Dramatic Dialogues
Middle School English Composition
Famous English Essays (Chung Hwa
Edition)
Gulliver’s Travels
Chang’s English Letter-Writing
Middle School English Grammar
Lee’s English Language Lessons

?
L.Tipping
?
?
?
L.Tipping

Thomas Nelsons and Sons
Macmillan & Co. Ltd.
Thomas Nelsons and Sons
?
?
Macmillan & Co. Ltd.

?

?

?
?
L.Tipping
?
張鵬飛
范作乘

?
?
Macmillan & Co. Ltd.
?

Wentworth

Ginn & Company

算術
Elementary Algebra

植物學
動物學

Hall &
Stevens
宋崇義
宋崇義

生理衛生學

顧壽白

Plane Geometry

中華書局

Macmillan & Co. Ltd.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無特定教科書）
初級公民讀本（一）

舒新城

中華書局

初級公民讀本（二）

舒新城

中華書局

（無特定教科書）
Business Practice

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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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

科
目
業
常
識
簿
記
打
字

教科書

編者

出版社

?

?

C. E.Smith

Issac Pitman and Sons

二

初
Davidson’s Elementary Bookkeeping
三
初
Practical Couse of Touch Typewriting37
三

資料來源：整理自南洋檳榔嶼鍾靈中學校（1926：附錄 28-33）（教科書出版社
為研究者另行考證，原文未列，無法考證者以?表示）

從表 4-6 可以發現，1926 年鍾靈中學選用的教科書中，「原版西書」的比例
相當高，佔了 34 本中的 19 本，高達 56%，且英文課的配置比國文課多出將近一
倍。這與鍾靈中學自 1923 年創校以來即在首任教務長顧祥麟（顧因明）的領導下
極為重視英文的辦學方針有關，可謂當時華校中相當特殊的例子。
儘管如此，將其他華校在校刊上可見的課程時數安排與同時期的中國課程標
準相對應，則仍可見變通的作法，以培風、寬柔二校為例，二校在二戰前的課程
與同時期中國的課程配置之對照如表 4-7 所示。

表 4-7
二戰前培風、寬柔二校課程與同時期中國課程配置對照表
學校

培風學校
（1935）

中國制度參照
初級中學各學期
每週各科教學及
自習時數表
（1932）

增刪情況

減少

備註

公民（－4）、體育（－12）、生 初 三 加 授
理衛生（－2）、歷史（－4）、 「 南 洋 史

地理（－4）、工作 38 （－10）、 地」一科，
圖畫（－4）、音樂（－2）
初二及初三
國語（＋12）、英語（＋18）、 加授商科
（續下頁）
增加
數學39（＋4）

37

應為 Practical Course in Touch Typewriting，校刊資訊有誤。
中國制度的「勞作」科。
39
中國制度的「算學」科。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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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中國制度參照

寬柔學校
（1941）

修正小學
課程標準
（1936）

增刪情況
備註
美術、勞作、音樂、體育等每
週合計共 270 分，比中國制度
減少
這些科目合計的 330 至 420 分減
加授英文
少 60 至 150 分
國文（＋6）、算術（＋11）、常
增加
識（＋5）

資料來源：整理自匡光照主編（1935：概況之部 3-4）；吳廷光編（1941：3）
（增刪情況以初中三個年級共六學期或小學六個學年每週總共減少或
增加的時數表示，－代表與中國制度相比減少的時數，＋代表與中國
制度相比增加的時數）

從表 4-7 可以發現，與中國同時期的課程配置相較，馬來亞地區華校的課程
配置最明顯的區別即非常重視英文。此時中國的學校制度在小學階段尚無設置英
文課，馬來亞地區的華校則已加授英文。另一方面，數學／算術及國文也是馬來
亞華校分配更多授課時間的學科，為此，社會科（公民、歷史、地理等）及美術、
勞作、音樂、體育等只能縮減時數以空出更多時數分配給國英算三科。1935 年的
培風校刊也在「圖表之部」中展示了 1933 年的各科用書，相較於 1926 年鍾靈中
學大量採用「原版西書」，培風學校僅在英文、算術二科採用本地書局出版的英
文本教科書，其他各科則採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及世界書局三大中國教科書
出版商編訂的教科書（具體為公民採商務版，歷史、地理、衛生採中華版，自然
採世界版，國語則同時採中華版和世界版）。另外，參看列在同一張表的高小教
科用書，雖然所有科目都採用中華版教科書，然而國語、歷史、地理三科已經是
中華書局特別為南洋華僑而編訂的教科書版本。另外，當時培風在高小階段的英
文科即已經採用中華書局的初中英文文法教科書，並搭配本地書局的英文教科書，
可見培風學校確實也相當重視英文，課程也較同階段的中國課程來的深。
另一個例子可見亞羅士打吉華的前身吉礁華僑學校，根據該校 1941 年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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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吉礁華僑中小學建校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1941：18-21），其課程大致與中
國相似，選用的課本除了英文科為本地的馬來亞書局出版外，其餘大多為中國的
中華書局所編訂之教科書。在時數分配上，該校上課的節次安排較為特殊，每天
上課共分七節，但各節的上課時數有所不同，每天第一節上課前有升旗禮及早操，
第一節課僅上課二十分鐘，第二節上課五十分鐘，第三節至第七節則上課四十五
分鐘，如表 4-8 所示。

表 4-8
1941 年吉礁華僑學校各節次時數安排
節次
上課時間
備註

第一節前
未知
升旗禮、
早操

一
20 分

二
50 分

三
45 分

四
45 分

五
45 分

六
45 分

七
45 分

資料來源：整理自吉礁華僑中小學建校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1941：20）

因此，難以直接從吉礁華僑學校各科的節數分配直接換算該科的上課時數，
並將之與中國課程標準做對照。若取七節課的平均時數 42 分鐘推估，參照 1936
年中國的修訂中學課程標準所規定的初中教學科目及時數（中華民國教育部，
1948：352），則三年的英文課上課時數每週比中國多出 6.8 小時，其他科的時數
則比中國為少，前述馬來亞地區華校重視英文的觀察仍然適用於吉礁華僑學校。
就這些學校所陳述的課程配置考量，則可以發現，學校在選用非中國的教科
書時，大多不脫「考量本地情況」一類的理由，然而，「與祖國保持聯繫」卻也
是華校明確表達的立場。例如，培風學校在 1935 年的二十週年紀念刊中，在論及
學校課程分配之設計時，即表明了，因目前暫難辦到特別編訂顧及南洋華僑社會
的特殊環境和需要的課程標準，所以其折衷的辦法為，「依據祖國教育部所頒行
的小學課程標準…稍加變更，略偏重於國、英、算三科」，其中，偏重國語是因
為「在社會使用國語的機會比較少」，所以需要在課程中加強國語以維繫和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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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及認同，偏重英文和算術則是因為考量社會上的主要用語為英語以及學生
在畢業後大多將投入商場中，所以出於務實的考量需要重視這兩科（匡光照主編，
1935：概況之部 2-3）。由此可見，學校的課程編排，為權衡「祖國」與「本地」
兩者情況下的結果，加強國語讓學生能維繫對祖國社會文化的認同是重要的，加
強英文、算術及商業讓學生能適應本地的環境也是重要的。
事實上，華校課程與教科書的本地化也有英殖民政府的影響。Lee Ting Hui
（2006: 107）引用了 1930 年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教育年報，說明由於三民主
義課程編入當時出版的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時代」系列教科書及世界
書局出版的「新主義」系列教科書被英殖民政府查禁。此外，自 1935 年起，英殖
民政府主辦了華校會考（Hunter, 1936: 55），到了 1940 年更是組織了課程審查委
員會，規定了小學應授科目及各科時間分配（小學應教授科目，1940）。英殖民
政府透過持續了 20 年對華校的各種管制政策，防範中國的政治思潮影響當地華社
反抗殖民政府，使得在二戰之前馬來亞地區（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華校逐
漸的「本地化」。此外，中國的僑教政策逐漸務實的看待僑校所在地政府對學校
的管理權力，並通過立法給予僑校更大的「變通辦理」的空間，也是馬來亞華校
得以走向「本地化」發展的背景因素。儘管如此，華校因為對中國在民族、文化
等方面的認同，且英殖民政府意在防範中國政治上的影響，在此界線以內，對於
華校辦華文教育並不多加阻攔。因此，總體而言，華校在這一時期，在課程與教
科書選用上，呈現「向祖國學習」及「適應在地環境」之間的平衡。有關英殖民
的管制對華校的影響，將在「貳、英殖民對華文學校的管制：華文教育體制自
1920 年開始面對的衝擊」有更詳盡的討論。

（四）教師聘用
由於統計資料的缺乏，難以確知 1920 年英殖民政府開始管制華校以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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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師資來源的總體面貌。按照當時的脈絡加以推想，華校既然是依據中國的新式
學校為原型創辦，則在創辦之初必然仰賴來自中國的師資。根據＜教育部行政紀
要（乙編）＞中＜華僑學務事項＞一節的紀錄，前述在 1910 年代成立的學務會、
教育會等聯絡海外同一區域華校的組織，自成立以來，即成了代理各校向中國教
育部招聘良師的中介（中華民國教育部，1916：專件 64），可間接證實 1920 年
以前，海外華校的師資多仰賴中國。此外，1920 年《叻報》的一篇報導亦可側面
證實此一推想，當時海峽殖民地政府正準備立法通過《學校註冊條例》，華民政
務司（殖民政府管理華人事務的官員）傳召了領導當地華僑反對註冊條例運動的
英屬華僑學務維持處（以下簡稱「維持處」）代表莊希泉等人，《叻報》於 7 月
14 日及 15 日連載了雙方會談紀錄，其中在論及註冊將影響華校的師資時，維持處
代表即提到「這裏沒有師範學校，所以教員統通是中國聘來的」（英屬華僑學務
維持處，1920）。雖然實際上在當時的新加坡，已有南洋女校在設立的師範講習
科及南華女校開辦的師範班（詳見下文），然而畢竟開辦不久，能供應的師資有
限，所以維持處代表「教員統通是中國聘來的」一語雖有誇大之嫌，但離當時的
實際情形應該也相距不遠。（有關《學校註冊條例》的細節，詳見本節貳之一
「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對華校的管制」。）
其他間接的證據可見於 1930 年左右從中國到南洋旅行者所寫下的見聞錄。
例如中華書局的職員鄭健盧奉書局總經理陸費伯鴻之命，到南洋各地視察業務，
視察結束後，鄭健盧將其旅行期間的日記加以編輯成《南洋三月記》一書，於
1933 年出版。接待他參觀新加坡各所華校者為民國八年（1919）由中國南來馬六
甲培風任教的「采明君」，因此，有采明君為「報導人」，鄭健盧在書中對當地
華校的觀察紀錄頗可反映當時的一般狀況。書中＜星洲華校教員生活＞一文提及，
當地的「華僑教育初興時，國內名流，南來漸眾……所聘校長教員，以江、浙、
湘、鄂等省為多，厚其薪金，供其旅費」（鄭健盧，1933：57-58），可見得，在
20 世紀初，新式華校在此地各處初創，英殖民政府尚未管制華校以前，當地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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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確實多來自中國。
然而，在 1920 年以後，中國南來的師資開始逐漸減少，其中原因有許多。
首先，由於英殖民政府開始管制華校，對學校聘用來自中國的教員施以較嚴格的
規定（詳見本節貳之一）。其次，此時已有許多在當地學校畢業者成為華校教師，
且當地一些華校也開始開辦師範班為華校提供師資，例如前述南洋女校的首屆師
範講習科學生在民國八年（1919）八月畢業（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編，1936：
1），南華女校也在 1918 年開辦師範班（鄭良樹、魏維賢編，1975：221）。馬來
亞方面，則有如化南女中（麻坡中化中學前身）在 1923 年，吉隆坡尊孔、坤成及
怡保育才在 1936 年開辦的簡易師範班等（鄭良樹、魏維賢編，1975：20，87，97，
115）。另外，在 1926-1932 年間，殖民政府亦開辦了師範班培養華校的師資
（Tan, 1997: 31）。
分析 1920 年以後至二次大戰前的部分華校校刊所紀錄的教師（含校長、教
務主任、訓育主任，不包括學校職員如圖書館員、會計員、秘書等）最高學歷，
亦可印證 1920 年代以後華校師資來源逐漸「本地化」的現象，如表 4-9 所示。

表 4-9
部分華校教師取得最高學歷所在地區（1920-1941）
學校（年）
檳城鍾靈
（1926）
化南女中
（1934）
馬六甲培風
（1935）

中國

本地

其他

備註

5（50%）

4（40%）

1（10%）

9（53%）

8（47%）

0

5（35.7%）

5（35.7%）

4（28.6%）

未紀錄學歷、
畢業自其他國
家如菲律賓及
美國等統計在
「其他」項

資料來源：整理自匡光照主編（1935：圖表之部）；南洋麻坡化南女子中學校畢
業班編輯委員會編（1934：52-56）；南洋檳榔嶼鍾靈中學校編（1926：
附錄 14-15）
事實上，用同樣的方式，考察二次大戰後至馬來亞聯邦獨立前（1957 年）
的華校校刊，亦可發現此現象依然持續，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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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部分華校教師取得最高學歷所在地區（1946-1957）
學校（年）
檳城鍾靈
（1946）
太平華聯
（1949）
安順三民
（1949）
檳城福建女校
（1950）
吉蘭丹中華
（1957）
金寶培元
（1957）

中國

本地

其他

21（37.5%）

31（55.4%）

4（7.1%）

30（39.5%）

42（55.3%）

4（5.3%）

29（64.4%）

16（35.6%）

0

18（35.3%）

33（64.7%）

0

15（31.3%）

32（66.7%）

1（2.1%）

19（36.5%）

30（57.7%）

3（5.8%）

備註
未紀錄學歷、
畢業自函授學
校、香港地
區、台灣或其
他國家如菲律
賓、美國、日
本等，或同時
具有兩個不同
地區的最高學
歷者，統計在
「其他」項

資料來源：整理自太平華聯中學紀念刊編委會編（1949：7-12）；吉蘭丹中華中
小學校增建校舍落成紀念特刊編委會編（1957：38-41）；金寶培元中
小學校編（1957：57-60）；福建女校校刊編輯委員會編（1950：5054）；鍾靈中學編輯委員會編（1946：25-29）；霹靂安順公立三民中
小學校出版委員會編（1949：圖表舉隅 3-6）

總的來說，雖然自 1920 年以後，可觀察到華校師資逐漸本地化的現象，但畢
業自中國的師資（包括在地華校畢業後赴中國深造者）佔華校師資的比例仍舊不
低。Tan（1997: 31）曾引述戰後英殖民教育總監（Director of Education）H. R.
Cheeseman 致霹靂高級督學（Senior Inspector of Schools in Perak）的信件，指出截
至 1948 年，仍有 50%的華校教師來自中國。時至今日，根據董總教師教育局整理
的〈2019 年全國華文獨中教師基本資料調查分析報告〉，最高學歷畢業自中國及
台灣大專院校的獨中教師仍佔了全國獨中教師的 35.17%，但這些教師絕大部分為
馬來西亞本國籍者，中國及台灣的外籍教師佔比相較於華校創立之初已十分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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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佔 0.91%（董總，2020：535-538）。

以上從立案註冊、津貼補助、課程與教科書、教師聘用四個面向考察了
1945 年以前馬來亞地區華文學校的「中國因素」，可以發現到，雖然新式華文學
校的創立與中國有很大的關係，然而自 1920 年開始，由於英殖民政府介入管制華
校，防範中國的政治思想借華校為機制在當地華人之間傳播，造成英殖民政府在
當地的利益受損，從而削弱了華校與中國的關聯，使得華校逐漸的本地化。然而，
與此同時，華校在抗拒英殖民政府管制的過程中，一套「華教論述」也逐漸成形，
成為在建國時代華校抗拒國家化的體制建置並誕生「獨立中學」這一存在至今的
特殊類型學校之論述基礎。本節的下一部分將聚焦在討論英殖民政府對華文學校
的管制。

貳、英殖民對華文學校的管制：華文教育體制自 1920 年開始面對的衝擊
現今的「馬來西亞」這一政治實體要一直到 1963 年才組成，在此之前分屬不
同政治權力中心管轄下的華文學校，所面對的來自外部的教育政策等的環境也不
盡相同。
20 世紀初中國的新式學校制度傳入本地時，馬來西亞分為五個部分：完全由
英國政府控制的海峽殖民地（為統一的行政體系，包括檳城、馬六甲、新加坡三
部分，為英國的皇家殖民地，最高行政長官為總督 Governer，受英國殖民部
Colonial Office 管轄）、馬來聯邦（由霹靂、彭亨、雪蘭莪、森美蘭四個馬來土邦
的統治者讓出大部分權力予英國後組成的統一行政體系，最高長官為欽差大臣
High Commissioner，由海峽殖民地總督兼任，其下設一總參政司 Resident General
為四邦的行政首長，各邦另有一英國的參政司 Resident 為各邦首長，欽差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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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參政司、各邦參政司組成聯邦議會40，為馬來聯邦的權力中心）、馬來屬邦（為
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柔佛五個接受英國保護的馬來土邦的統稱，自
治程度較高，土邦之間互相獨立，並非統一的行政體系）、砂拉越（為英國人
James Brooke 家族所統治）、北婆羅洲（現今的沙巴地區，由英屬北婆渣打公司管
轄），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20 世紀初馬來西亞各組成部分及其權力中心

西
馬

海峽殖民
地
馬來聯邦
馬來屬邦

東
馬

組成

權力中心

檳城、馬六甲、新加坡

海峽殖民地總督

霹靂、彭亨、雪蘭莪、森美蘭
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柔
佛

聯邦議會

砂拉越

砂拉越

北婆羅洲

沙巴

各屬邦獨立運作
James Brooke
家族所設立的最高議
會
北婆渣打公司人員組
成的諮詢理事會

由於處於不同的權力結構底下，1920 年代的馬來（西）亞華文學校會因其
所處區域的不同而接受來自官方不同的管理模式。這一時期的官方文件資料以海
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為最多，相關研究也相對豐富，並且由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
邦的英殖民政府奠基的教育系統、法規、行政管理模式等也主導了馬來西亞在建
國後的國家教育建制，以下將以英殖民政府通過〈1920 年學校註冊條例〉開啟了
對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華校的管制為詳細敘述的事件，並聚焦在華校在此事
件中的反應及各類論述，以及華校自此以後開啟的本地化發展路徑，然後簡要描
述及比較其他地區在同一時期的概況。
40

最初聯邦議會在 1909 年組建時，尚包括了四邦的馬來統治者，1927 年起馬來統治者另組統治
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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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對華校的管制
在馬來西亞建國以前，來自英國的不同行政權力中心（如馬來聯邦的聯邦議
會、砂拉越的 James Brooke 家族等）最初對存在當地的華校皆採取自由放任的態
度。直至 1919 年五四運動41引發的愛（中）國主義熱情感染了各地華人，以致在
新加坡、吉隆坡與檳城等地皆發生騷亂事件以後 42，因騷亂事件與華校有所關聯，
英殖民政府始插手干預華校。管制最先從英殖民政府有最直接的管制權力的海峽
殖民地開始，馬來聯邦隨後也緊跟海峽殖民地的腳步立法管制華校。英殖民政府
先從立法規定所有華校需要向政府註冊開始將華校納入管制中，一旦發現當地華
人被鼓動起來的反殖民思想即採取強烈的壓制，查禁受到中國政黨政治影響的學
校及教科書，此外亦通過給予華校津貼、設置華校督學官監督華校、培育華校師
資、舉辦會考、規定各年級各科目課程授課時數等，意圖讓華校和中國脫鉤，形
塑一個弱化與中國之間的連結的華校生涯，減少華僑教育的色彩，使華校成為本
地教育系統的一部分。其中，1920 年的學校註冊法令為這一系列政策的開端，華
社在反對學校註冊法令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華僑教育須保存其國性」的論述，
對此事件的詳細分析將有助於深入了解本地華文教育的認同及論述。

（一）《學校教育條例》的立法過程
英殖民政權對華校的干預首先從海峽殖民地開始。1920 年，海峽殖民地立
法會通過了《學校註冊條例》，規定海峽殖民地的所有學校、學校管理者及教師
皆須註冊，且殖民地政府在察知學校的行為「對地方上或公眾或學校等利益有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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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是 1919 年 5 月 4 日由北京的學生發起的示威運動，導因是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決
議戰敗國德國須將其在中國山東膠州灣地區的租借權轉讓予日本，而非歸還戰勝國之一的中國，
此事引起中國學生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
42
有關這些騷亂事件的細節，可參見 Stephen Leong Mun Yoon 的博士論文 Leong, S. M. Y. (1976).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pp. 63-72).
( Doctoral dissertation). Available from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 (7620204). Retrieved
from http://ddc.elib.com.tw/doc/76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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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以後，可宣布該校為「非法學校」。根據海峽殖民地立法會的會議紀錄，此
條例在 5 月 31 日一讀時名為《教育條例》（Education Bill），於 7 月 5 日二讀時
則修正為《學校註冊條例》（Registration of School Bill），其中的若干條文也進
行了修正，原定在 7 月 30 日的三讀則因為仍需進行修正的關係而展延至 10 月 13
日三讀通過（Trewin, 1921: A31, A37, A40, A60）。
根據會議紀錄，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為政府的法律顧問）提呈《教育
條例》一讀時，表明此條例的立法理由為：（一）確保學校確實執行學校的功能；
（二）確保學校教師皆經受充分的教學培訓；（三）確保教學活動不會違反殖民
政府的利益（Trewin, 1921: B78）。考量當時的脈絡，可以認為管制華校為此項
立法的主要目的，雖然這一點並未明白紀錄在會議紀錄中。
當時的學校可分為「方言學校」（vernacular schools）以及「英文學校」
（ English schools ） 兩 大 類 。 方 言 學 校 指 馬 來 教 育 、 華 文 教 育 、 印 度 淡 米 爾
（Tamil）文教育三種以不同族群的母語教學的學校，面向各自的族群提供教育。
英文學校則大多為傳教士或教會建立的，開放給各族，有些英文學校會附設各族
的母語班，提供雙語教學。在現代化的正規教育（formal education）方面，馬來
教育及淡米爾文教育絕大多數都是由教會組織（領有殖民政府的津貼）或殖民政
府提供的，相較之下，華社的「新式學校」則絕大多數都是族群自主創建的，經
費由華社自理。（莫順生，2000：6-31）。1870 年，伍萊報告書（The Woolley
Report）建議海峽殖民地政府建設完善的監管體系管理原先已接受政府津貼的學
校（Wong & Gwee, 1980: 11-17），到了 19 世紀末，除了華校，絕大部分的學校
都已納入英殖民政府的管理系統中。由此可以合理推斷，英殖民政府推動《學校
註冊條例》立法的動機之一即為將華校納入管制。考慮當時因五四運動引發當地
華人的騷亂事件剛發生不久，且騷亂事件與華校有關，夾帶著來自中國的反日民
族主義情緒，因此立法很可能就是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此外，在條例二
讀通過後，華民政務司（殖民政府負責華人事務的官員，下稱政務司）曾在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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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傳見代表華社請願取消學校註冊條例的代表，亦明白表示了「政府所以現在
要收回教育權，也因為是有人說中國的教員，常常要教學生罷課罷市的事情」，
可見得管制華校確實為殖民政府的立法動機。

（二）立法通過前：華社凝聚反對力量
《學校註冊條例》的立法之初，當地華人社會的不同集團有不同的態度。一
般的華人社會大眾大多反對，希望取消註冊條例；商人階級及政府的華人代表則
認為殖民政府管制學校有其必要，他們並不積極的反對註冊條例，至多主張針對
若干條文細節進行修改。最終，主張取消註冊條例成為當地華人主流的立場。詳
細呈現當年帶領抗爭的華教團體的論述，以及抗爭的過程和結果，將有助於理解
華教論述的內涵，並進一步分析其教育認同。1921 年莊希泉與余珮皋所著《南洋
英屬華僑教育之危機》收錄了許多當時二人領導抗爭的一手資料（包括請願書、
政府傳票、會議記錄、向民眾派發的傳單等），當時的當地華人報刊如《叻報》、
《新國民日報》等對此事也刊有許多報導，鄭良樹（1999）亦詳細整理了這些資
料。以下將綜合這些資料，呈現事件的經過及其中的論述。
最早帶頭領導華社集體表達反對意見的組織有二：由鍾樂臣所領導的「檳榔
嶼華僑學校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以及新加坡的莊希泉與余珮皋籌組
的「英屬華僑學務維持處」（以下簡稱「維持處」）。聯合會為檳城華校聯合成
立的組織，組織成員限制在華校人士；維持處則擴大範圍，以全體華僑社會工商
學各界人士為號召對象，其宗旨為「聯絡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全體華僑，堅持
以同一態度向居留政府請願，達到不受一九二〇年教育條例取締為目的」（莊希
泉、余珮皋，1921：英屬華僑學務維持處議事速記 3）。
檳榔嶼華僑學校聯合會最早提出反對。在《學校註冊條例》（一讀時名稱為
《教育條例》）於 5 月 31 日一讀通過後，聯合會於六月期間即派員到新加坡提交
了一份請願書給立法院的代表林文慶博士，希望在《教育條例》二讀時撤回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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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然而，由於林文慶並未積極代表聯合會反對《教育條例》，因此聯合會的訴
求並未取得成果。
在 7 月 5 日《教育條例》進行二讀時，林文慶代聯合會呈上請願書，以條例
給學校的管理者「帶來許多不便及困難」表達反對意見，希望華校能夠「繼續享
有迄今為止所享有的辦學自由」（Trewin, 1921: B88）。然而，林文慶在提呈請
願書進行宣讀前，即已表明他個人並不太贊同請願書的意見，及至條例進行二讀
投票表決時，林文慶再次發言表示他贊同此條例的立法，認同政府立法的動機，
即確保學校教育能恰當的進行，因此，他並不會執行請願書的請求，反對此條例
的立法。此條例隨後經林文慶提議修改條例名稱為《學校註冊條例》（因條文大
多只是關於學校註冊而非學校教育），並經過逐條的細項討論及修正以後通過二
讀（Trewin, 1921: B95-B100）。
在二讀通過後，接續聯合會繼續表達反對意見的，則是在新加坡成立的「英
屬華僑學務維持處」。維持處在 7 月 2 日（《教育條例》交付二讀的前三天）籌
組起來，7 月 4 日擬出組織簡章，為專門抗議註冊條例而成立的機關，其運作直至
當年的 8 月 30 日為止，以後的抗爭工作則轉由華僑教育總會及回到中國向中國政
府求救的余珮皋所負責（莊希泉、余珮皋，1921：英屬華僑學務維持處詳誌 1）。
不像檳城的聯合會只侷限在檳城的華校人士，維持處成功集結了華僑社會工商學
各界人士，且帶動了其他各地的華人社會也紛紛向政府提出請願書抗議政府對華
校註冊，凝聚起一股強烈的反對力量。因此，在後續反對《學校註冊條例》的運
動中，維持處扮演了更主要的角色，為核心的推動者。
反對《學校註冊條例》運動的範圍從華僑學界擴大，納入工商界集體表達反
對意見，最早可以追溯到 7 月 3 日，當時維持處剛籌組一天，即《教育條例》交
付二讀的前兩天，華僑工商學各界在星洲書報社開會討論此事，決議向政府提呈
請願書，請政府收回成命。當時華僑教育會會長林耀翔向眾人表明，教育會已於
昨日開會表決由教育會名義提出請願書，隨後黃肖巖回道「此事不止學界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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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並且主張「快快提出請願書，表示吾們僑民堅持同一的態度，不然人
家怕要恥笑吾們中國人易欺呢」（莊希泉、余珮皋，1921：英屬華僑學務維持處
議事速記 1）。在這之後，7 月 15 日下午在中華總商會又有一次針對教育條例
「邀集本坡商學界鉅子」的會議，會議上討論邀請僑民提呈反對註冊條例的理由
書，並從中華總商會、華僑教育會、維持處三個機關中，最終決定以維持處為收
受民眾理由書的機關（華僑中學開會議案，1920）。此後，反對學校註冊條例即
成為華僑工商學各界的群眾運動，且維持處成為主導這場運動的核心組織。
除了召集大會討論向政府請願取消對華校的註冊，維持處自成立之初也積極
影響華社的輿論，廣為派發傳單，向華社宣傳此事為僑民「生死的關頭」，告知
民眾華僑學校不能受教育條例支配的理由。據維持處創立者之一莊希泉所述，維
持處最早為喚起華僑社會注意教育條例的第一號印刷品就「刊發了數萬張，分寄
南洋群島，影響頗大」，又因傳單中出現華校來到了「生死的關頭」等語句，使
得殖民政府警惕維持處將藉機煽動華社暴動，以至於引起華民政務司（負責華人
事務的政府官員）在 7 月 13 日傳見維持處代表問話，並在 7 月 24 日及 25 日逮捕
了當時會見華民政務司的代表莊希泉及陳壽民（詳見下）（莊希泉、余珮皋，
1921：教育條例說明書 2-4）。
最終，在維持處的領導下，成功凝聚起了華社的反對力量，於 7 月 30 日將
集合了華僑民眾反對學校註冊條例意見的理由書遞交議政局，「各團體舖戶署名
者約有六千左右，署名表分作五大冊」（星洲華僑請願書遞了，1920），在這段
期間，報章上也刊登了許多評論陳述反對學校註冊條例的意見。就在新加坡的華
僑展開熱烈的反對運動的同時，馬來聯邦（今雪蘭莪、彭亨、霹靂、森美蘭四州）
也緊跟海峽殖民地的腳步，準備於 7 月 28 日進行學校註冊條例的一讀43，此時馬

43

根據益羣報 1920 年 7 月 30 日的報導，因余東旋於立法會上的提議，馬來聯邦學校註冊條例的
一讀延期進行。（展期開議教育條例，1920），在 9 月 15 日的會議中此案又被提出（議政局開議
中之教育條例談，1920），後於 11 月 30 日通過（四州維持學務會議之見聞，1920）
。
82

來聯邦的華社眼看海峽殖民地學校註冊條例之事有「兔死狐悲之慨」，也以當地
的華僑教育會為中心號召學校及各社團多次召開會議因應，亦加以效仿提呈了請
願書（對於華僑註冊事之忙碌，1920；〈雪蘭莪華僑教育會議表決詳情〉，1920；
莊希泉、余珮皋，1921：抗議理由 8-10）。
無論是各團體提呈給英殖民政府的請願書，還是為喚起當地華僑的危機意識
而通過報章、傳單散布的論述，綜觀這些文件所提出的各類反對學校註冊條例的
理由，可歸納為兩大類：第一類理由立基於自由、平等、憲政精神、民主等價值，
陳訴註冊條例對華校帶來的各種不便與對華僑所造成的影響，並且強調「華僑教
育須保存其國性」（海峽殖民地（新嘉坡）華僑請願豁免一九二〇年教育條例支
配理由書44，1920），指出華校在辦學上依從中國教育部，因而不應受英殖民政
府的拘束；第二類理由則從殖民政府的角度進行論述，認為無論是殖民政府為促
進學校教育，抑或是為了維護殖民政府的利益，為防止學校成為密謀顛覆政府造
成社會動亂的機關，都不需要立法強迫所有學校註冊，若是為促進學校教育，應
採津貼獎勵等辦法（且華校不受政府津貼，推動此項立法則更是失去了權利義務
的平衡），若是為防範不法份子顛覆及造成社會動亂，則已有現成的法律可以對
付，不必再加以立法。
總的來說，在抗拒學校註冊條例的運動中，最早的華教抗爭論述開始成形，
來自中國的僑民藉由以族群為明確的身分認同界線，不願所辦的華文學校受到僑
居地英殖民政府的管制，希望維持原先自由辦學的狀態，因而積極採取行動，匯
集廣大華人的意見向英殖民政府請願，希望華校能不受學校註冊條例的支配。

（三）立法通過後：赴英國請命與回中國求援
雖然華社積極的反對學校註冊條例，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學校註冊條例

44

理由書連載於 1920 年 7 月 29 日至 31 日的《叻報》，29 日的標題為「海峽殖民地…理由書」，30
及 31「海峽殖民地」更改為「新嘉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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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仍然在 1920 年底三讀通過。向當地政府提呈請願書的努力無法取得讓華校不
受條例支配的成果之下，華社唯有將行動進一步升級，遠赴英國請命與回到祖國
中國求援。
1920 年 12 月 7 日，檳城的各華校共同開會，決議向英國的理藩部45（即殖民
地部，為海峽殖民地總督府的上級部門）請願豁免華校註冊或修改其中的苛刻條
例，同時也決議向中國求援，請求新加坡總領事及中國外交部就學校註冊條例一
事（對英國）提出國際交涉（僑學之與教育條例，1920；僑學與教育條例（二），
1920）。在馬來聯邦方面，根據 1920 年 12 月 21 日益羣報的報導，當地華社此時
也正在積極宣傳聯絡，一方面托付當時正在赴英途中經過新加坡的蔡元培，幫忙
向英國殖民部請願，另一方面也正籌畫選出回祖國中國求援之代表（學校註冊通
過後之應聲，1920）。
在回中國求援方面，維持處的發起人之一余佩皋於 1920 年 12 月 6 日離開新
加坡，13 日到廈門，24 日到上海，1921 年 1 月 4 日到北京，在所到之處積極通過
集會、演講、報章媒體等方式引發輿論。在余佩皋的奔走影響之下，廈門、上海、
北京各團體（如廈門教育會、總商會、律師公會、青年會等，上海的學生聯合會
總會，留日學生救國團等，北京各社團甚至特意為此組織了「北京英屬華僑抗議
學校註冊條例後援會」）皆響應聲援，連署發電報至北京政府總統、國務院、外
交部、教育部等，請求中央政府向英國交涉（莊希泉、余珮皋，1921：國際交涉
1-44，附錄 1-10）。至於馬來聯邦，則有吉隆坡中國學校校長廖衡酌為代表，於
1921 年 3 月回國（廖衡酌留別辭，1921）。
向英國殖民部的上訴請願方面，據董大本46的記述，上訴「久久沒接到覆信」
（董大本，1963）。在同時期的報章中亦未見相關報導。因此，可以認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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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檳城新報 12 月 9 日的新聞〈僑學之與教育條例〉中，誤將理藩部寫作居留政府，並在隔日的
〈僑學與教育條例（二）
〉中做出更正。
46
董大本為當年尊孔的文史教師，在反對學校註冊條例運動中負責文書工作，經手各州往來函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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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底、1921 年初，華社決定分英國、中國兩條路線繼續反對運動時，實際上
僅有中國的求援行動取得進展。
無論如何，不難想見，無論是赴英國請命或回中國求援，反對學校註冊條例
的努力終將失敗。在中國方面，就如外交部的徐秘書接見北京學生聯合會 47時所
言，中國對英國並無治外法權，無法干涉英國在其殖民地的內政事務，因此華僑
在英國的殖民地內只能遵守英國制定的法律（華僑教育問題兩面觀，1921）；在
英國方面，為了防範來自中國的政治思想通過華校滲透到馬來亞地區，妨礙英國
在殖民地的利益，因此英殖民政府已決意要全面的將境內學校註冊，納入管制中，
所以無論華僑多麼懇切的提出請願皆不會被受理。

（四）外部壓力：英殖民政府為壓制反對立法者所採取的強硬手段
雖然註冊條例使得華社擔憂華人將無法經由華校的教育「保其固有之特性」，
然而，由於英殖民政府立法目的主要是為防範政治上的影響，對於華校教授中國
的語言、文字、文化等，英殖民政府並不會多加干預。以海峽殖民地 1920 年 10
月 13 日三讀通過的學校註冊條例而論，僅在第十九條指出，學校若存在有損殖民
政府的或公共的利益的政治議程，則視為非法學校，並在第二十一條規定註冊的
學校不允許使用「不可取（undesirable）的書籍」，結合第十九條，所謂「不可
取」當指政治上而非文化上的考慮。在註冊條例一讀通過後，政府亦曾於 1920 年
7 月 20 日及 7 月 28 日在報章上發出通告，明白表示政府「不欲干涉華人文化及教
授華文」，「無論用何國文字，教授正當歷史，政府亦不欲干涉」（請看政府設
立教育法律之真意，1920；政府通告，1920）。同樣的，馬來聯邦方面，在 1920
年 9 月 15 日的立法會議上，律政司提出討論學校註冊條例時，亦表示政府「斷非
干涉學校之教授法，或阻止兒童之學習本國文字，不過欲免去革命分子之從中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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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學生聯合會是為學校註冊條例事求見外交部總長，然而當時因總長正接見外賓，於是命徐
姓秘書接見。此前二日，余佩皋已到訪過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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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及不欲此地之人民，有受不正當之教育耳」（議政局開議中之教育條例談，
1920）。
因此，維持會積極散發傳單，宣傳註冊條例對華校的威脅、號召群眾對政府
請願等行為，看在英殖民政府眼裡，即為懷有政治目的的煽動行為，本意在防範
政治煽動及影響的英殖民政府必將強力壓制領導反對運動的人。1920 年 7 月 25 日，
維持處召開緊急會議，會議中黃肖岩 48報告，莊希泉及陳壽民忽然在昨晚及今早
被逮捕了（莊希泉、余珮皋，1921：英屬華僑學務維持處議事速記 27）。兩人在
8 月 23 日將他們在監獄中接受盤問的報告寄出，根據該份報告，華民政務司表示，
自 7 月 13 日傳見他們問話以後，維持處印發的傳單「一天多了一天……最後就是
到第八號印刷，話更激烈了」，而後因發現有許多匿名信辱罵不贊成取消註冊條
例的林文慶與林義順，以及「有人寫信去香港，叫救國團的人來相幫反對」，因
此認定維持處煽動群眾反對註冊條例。此後，陳壽民於 1920 年 10 月 21 日、莊希
泉於 1921 年 1 月 11 日被英殖民政府驅逐出境（莊希泉、余珮皋，1921：抗議代
表莊希泉陳壽民被逮捕後二十九天由獄中寄出的報告書 1-14，莊希泉陳壽民關係
之記載 1-12）。
在學校註冊條例通過後，華社將行動進一步升級，回中國求救及赴英國請願
的舉動，更是冒犯了英殖民政府。海峽殖民地總督 Guillemard 曾在 1921 年 4 月 25
日寄了一封信給英國殖民部政務次長（Colonial Secretary）Winston Churchill，信
件附上兩篇翻譯成英文的報章新聞，第二份文件49譯自 1921 年 4 月 7 日的新國民
日報，該新聞刊登了檳城領事戴培基致電北京外交部長的函件，內容是關於余佩
皋因註冊條例事回國請願，領事懇請外交部交涉以圖挽救。Guillemard 認為，將
領事致外交部的電文刊登在報章上並非必要且並不可取，因此認定這篇報導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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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述黃肖巖當為同一人。
Guillemard 宣稱第一份文件譯自 1921 年 3 月 27 日的叻報，然而研究者無法查證。因當日為星
期日，且當時的報章星期日停刊，鄰近幾天的報章也未見相關報導的原文，因此本研究不引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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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地華人拒絕註冊。Guillemard 隨後向殖民部請求讓他以通常的外交管道向中
國政府反映這個不恰當的干預英殖民政府內政的行為（Guillemard, 1921；梹榔嶼
領事致北外交部電照錄，1921）。由此可見，英殖民政府對當地華人與中國政府
之間的聯繫所象徵的政治意義非常敏感，華社希望透過中國政府向英殖民政府交
涉學校註冊條例，自是緣木求魚。
1921 年 5 月 19 日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政府發出了通告，所有學校自 1921
年 6 月 1 日起必須註冊（七州府提學司，1921），此時反對學校註冊條例的運動
已經陷入困局：向殖民政府請願無效，學校註冊條例三讀通過，領導反對運動的
莊希泉及陳壽民被捕並驅逐出境，上書英國殖民部久久沒收到回信，余佩皋、廖
衡酌等人回中國求援也沒能取得讓華校免受條例支配的成果。因此，華社將最後
希望寄託在選派鍾樂臣、吳源和兩位代表直接赴英國請願，並在請願未完以前，
一致不註冊，以圖做最後的努力（董大本，1963）。據檳城新報 1921 年 12 月 29
日刊登的〈鍾樂臣報告〉，兩人於 1921 年 7 月 29 日在檳城啟程，9 月 6 日抵達英
國，「居英五十餘日，往復於理藩部之衙署者凡四五次」，才在 10 月 20 日獲殖
民部次長芝其麟接見（鍾樂臣報告，1921）。然而，在這期間，海峽殖民地政府
已經挾英國殖民部的公文，在 8 月 19 日發出通告，命令將學校註冊條例「切實施
行，勿再延緩」（三州府華民政務司夏，1921），時任中國駐英國的顧公使也發
來電報稱「交涉無效，代表可勿前來」（陳新政，1921：239），因此，待到英
國殖民部次長芝其麟於 10 月 20 日接見鍾樂臣與吳源和兩位代表時，此事已無任
何轉圜餘地，次長在覆函中稱「此事經由查君（殖民部長）切實研究後，於八月
四日電令星嘉坡總督，將條例作速實行，不必再延，此項命令，業經照行」（鍾
樂臣報告（三續）50，1922）。
在嚴防外來政治影響、維護殖民政府的利益、防範動亂等思維底下，華社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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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法取得檳城新報的原報導，研究者參閱的為 1922 年 1 月 11 日叻報轉錄自檳城新報的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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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註冊條例的運動被英殖民政府定性為一小撮人煽動的反對行為，並採取強
硬行動壓制領導反對者。除了前述拘禁及驅逐莊希泉與陳壽民的事件，另一個案
例為英殖民政府在 1921 年 9 月 21 日解散了帶領海峽殖民地華人反對註冊條例運
動的總機關：新加坡華僑教育總會。根據華民政務司 P. T. Allen 在 1921 年 10 月 3
日海峽殖民地立法院會議中對議員宋旺相（Song Ong Siang）的答覆，新加坡華僑
教育總會之所以會被解散，是由於煽動華社反對學校註冊條例，證據之一為下令
解散教育總會的當日，於會所中查出當時赴英請願的鍾樂臣寄來的煽動信件，信
中鍾樂臣對於如何動員華社表達反對意見有非常詳細的部署建議，並出現「為了
使權力當局有所忌憚及獲得對我們有利的結果，在表達反對意見時，需要向路透
社補充這樣的言論，即若政府不願妥協則將引發人民暴動」、「若各地都和平則
請願將會失敗」等話語，因而坐實了煽動的罪名（J. E. Tyler, 1922: B152-B154）。
站在英殖民政府的角度，反對學校註冊條例的運動被認為是華社受到一小撮
人的煽動所做出的行為，因而予以強力的壓制。然而，若從維持處、教育總會等
帶領反對運動者的角度看來，這些「煽動」舉動卻只是他們將華校視作中國的教
育，欲在英殖民的土地上守護其教育認同，所採取的抗爭策略。這兩個團體在教
育的競技場上互相競爭，然而，由於雙方權力差距懸殊，最終英殖民政府主宰了
競技場。

（五）內部分裂：陸續註冊的華校
除了英殖民政府從外部壓制華社的反對學校註冊條例運動，華社內部從最一
開始在面對政府提出的此項立法時即已有不同的立場。如前所述，在英殖民政府
最初提出立法時，議員林文慶即對於反對運動不表認同，因此並未阻止立法的通
過。除了林文慶，在最一開始被維持處認為不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的組織，還有
中華總商會。根據維持處的議事速記，1920 年 7 月 13 日，莊希曾在會議上重述麻
坡學界代表沈職民曾說過的話：「……要是任憑商會呀、林議員（林文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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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裏糊塗去同居留政府交涉，吾想將來怕要弄到『直接華僑沒有教育，間接南洋
沒有華僑』的慘象」。7 月 20 日，在討論答覆商會公函有關借用商會開會的事項
時，徐統雄發言表示「不要借商會的，因為他好像是外國的，不是中國的……毫
無意識」（莊希泉、余珮皋，1921：英屬華僑學務維持處議事速記：15，23）。
另外，早在維持處於 1920 年 7 月 2 日成立以前，華僑中學董事會已經在 6 月
8 日及 28 日開會討論教育條例，當時的討論結果為「請願修改」，直到 7 月 20 日
的第 17 次董事會，因為維持處積極帶動華社反對學校註冊條例，因此「到會董事
多數主張本校應從僑眾，請願取消」（中學定期董事會，1920）。會議主席林義
順「以事情重大，為慎重起見，特定廿三日，再開第三次會議」（華僑中學反對
教育條例詳情，1920），對此，莊希泉認為，「既開會表決了，又要開會，他
（指林義順）的意思，想運動翻案」（莊希泉、余珮皋，1921：七州府請願經過
記載：11）。陳壽民也曾記述，在華僑請願取消學校註冊條例成為「一時轟轟烈
烈的氣象」以後，「林文慶、林義順、殷雪村、邱繼顯等，去運動一百餘人，先
上書請願說教育條例甚好，請政府切切頒行」（莊希泉、余珮皋，1921：陳壽民
先生對於抗議條例之報告 6-7）。由此可見，除了由維持處帶動起的廣大反對學
校註冊條例的當地華僑外，仍有一小部分人其實願意接納此條例。
當學校註冊法令最終三讀通過後，華社在政府發出通告要求所有學校自
1921 年 6 月 1 日起必須註冊的壓力下，仍想做出最後的努力，選派代表赴英國請
願，議決在請願未完以前，所有學校一致不註冊。然而，華社團結一致不註冊的
決議卻被英殖民政府個別擊破了。6 月 17 日，叻報刊登了一封馬來聯邦總參政司
麥思華致華僑議員朱嘉炳的信件，信中麥思華稱他已於某日下午與朱嘉炳及辛伯
卉、葉大池51二人，並馬來聯邦的華民政務司會商，希望華校能儘快註冊（督促

51

根據董大本，此二人為雪蘭莪華僑教育會會長，其中一人為尊孔學校總理，另一人為循人學校
總理，參見董大本（1963），
〈南洋華僑反對英帝摧殘華僑教育的鬥爭〉
，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34 卷 第 100 輯》，169 頁，北京
市：中國文史出版社。另，辛伯卉疑為辛百卉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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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註冊公函，1921）。7 月 16 日及 18 日，叻報連載刊登了雪蘭莪吉隆坡的尊
孔、坤成、循人、柏榮、柏屏五校寄來的誌期 1921 年 7 月 10 日的函件，稱雪蘭
莪華僑教育會迫於期限將至，各種交涉仍無進展，為解脫難關，已表決「保留註
冊」之辦法，並經朱嘉炳、辛伯卉、葉大池三人與政府協商，取得政府正式的書
面承認為法律上有效的做法。所謂「保留註冊」，指的是「以保留為條件而註冊，
所註之冊，非現時當地政府頒布之冊，實將來倫敦交涉結果之冊」（請看關于教
育之要函（續），1921）。這一決定違背了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華社有關「請
願未完以前，所有學校一致不註冊」的共識，除了雪蘭莪內部分裂引發激烈舌戰，
教員、學生群起反對甚至準備發動罷課抗議，霹靂、檳城等地也發電文至五校斥
責，甚至有署名「鋤奸團」者措辭激烈的致書尊孔及坤成兩校校董，以及謠傳當
地的私會黨「三星黨」將以激烈手段對付主張註冊的人（董大本，1963：164176）。
於此同時，雪蘭莪保留註冊的決定則影響了新加坡的一些華校如養正、愛同
等校註冊。1921 年 10 月 3 日海峽殖民地立法院會議中，華民政務司 P. T. Allen 報
告新加坡已有 24 所學校註冊，馬六甲與檳城則仍無任何學校註冊，且除了華校以
外的其他學校，註冊都進行得很順利（J. E. Tyler, 1922: B152）。這樣的情況，加
上華民政務司亦留意到一些願意註冊的學校會受到恐嚇，以及前述在新加坡華僑
教育總會搜查出的鍾樂臣密函，使得英殖民政府認定反對運動僅是一部分華人煽
動下的行為，加上對於中國政治影響的防範以及對干預內政的反感，最終反對運
動被強力壓制而以失敗告終。
站在維持處和教育總會等組織的角度，所謂「煽動」的部署，其實是為了採
取集體行動擬定的策略。然而，各校相對獨立運作的組織結構使得這樣的一致行
動往往難以達成，特別是在權力當局逐個施壓之下，往往會有一些學校先行妥協，
而這又給了權力當局主導論述，削弱反對力量的代表性的機會。就當年的情況而
論，根據董大本的記述，霹靂及檳城的抵制最為堅決，雪蘭莪則是情況最惡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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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大本，1963：169）。現今各所獨中在官方網站上記錄的校史可驗證董大本
的這一觀察。前述提議保留註冊的吉隆坡（當時屬於雪蘭莪）尊孔學校就在其校
史中記錄該校 1921 年因「董事會接受《1920 年學校註冊條例》，掀起軒然大波」，
至於霹靂的育才以及檳城的鍾靈與日新則直到 1922 年才向政府註冊，且育才及日
新都在其校史中稱 1921 年的停課為抗議學校註冊條例而採取的行動。
回顧華校抗議學校註冊條例的經過，這樣的「希望採取一致行動→被權力當
局逐個擊破」的劇情到了 1950 及 1960 年代的華文學校改制時期重複上演，有關
這部分的詳情，參見本章第二節。

（六）反註冊條例後的隱微抗拒：檳城自治學校與英殖民政府的津貼補助華校政策

在前述對於反對學校註冊條例運動的強力鎮壓下，華社已經不再能夠凝聚集
體的力量進行對抗。然而，華校強烈的希望保持高度的辦學自主，不願意受英殖
民政府的管制或牽制，因此對抗轉為較隱微的形式。根據海峽殖民地 1920 年 10
月 13 日三讀通過的學校註冊條例，第二條將「學校」定義為「十五人或以上被教
導的場所」於是就有檳城華社發起創辦「自治學校」，規避學校註冊條例的監管，
根據其刊登在 1921 年 11 月 11 日及 12 日叻報上的學校章程，自治學校的學員「至
多以十四人為限，第十五人報名為候補，額滿十人，即由十人中推舉職員，分組
第二所」，明顯是為了不被學校註冊條例支配而採取的組織辦法，學校在標題中
更是以「維持教育現狀，保存學界人格」挑明了其意圖（檳榔嶼第一自治學校
（維持教育現狀保存學界人格）之唯一機關，1921）。因此，在英殖民政府發現
到這一情況以後，只好在 1925 年提出修訂學校註冊條例。在 1925 年 3 月 16 日海
峽殖民地的立法會議上，律政司提出修訂時，明白指出這項修正是由於一些華校
刻意的將學生人數保持在 16 人以下，以規避政府的監管（J. E. Tyler, 1926: B30B31），因此，法案在經過 1925 年的修訂後，「任何進行教學的場所，無論所教
的人數是多少，都視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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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華校隱微抗拒英殖民政府管制的例子則可見於英殖民政府的津貼補助
華校政策。1923 年，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英殖民政府都開始提供津貼給向當
局申請的華校，檢視當時授予津貼的原則，可以發現英殖民政府鼓勵華人以學生
的方言作為教學媒介，使用國語（普通話）及英語教學的科目則不予津貼，海峽
殖民地政府也特別指出，受津貼的華校的課程應盡可能地為英語教育做預備，特
別是在算術和地理方面（Winstedt, 1924a: 14-15, 1924b: 16-17 ）。可見在當時，英
殖民政府對於打破華人方言群界線的國語保持高度的警戒，也意圖通過津貼，將
華校轉變為附屬在英文教育系統下的一環，給予華校津貼實為英殖民政府在強迫
所有學校必須向其註冊以後，藉以更進一步的介入管制華校的手段。
然而，實際上，在 1936 年以前，向英殖民政府申請津貼的華校非常少，特
別是在海峽殖民地。以 1925、1927、1928 三年海峽殖民地政府發表在政府憲報上
的資料為例（由於資料蒐集的限制，研究者未能取得 1926 年的報告），新加坡、
檳城及馬六甲在這三年獲得政府津貼的華校數目、華校總數 52及獲津貼華校的佔
比如表 4-1253。

表 4-12
1925，1927，1928 年海峽殖民地華校接受政府津貼統計
年份
1925
1927

統計項目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新加坡

檳城

馬六甲

2
66
3.03%
1
78

3
42
7.14%
4
51

0
14
0.00%
0
24

（續下頁）
52

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在統計華校數目時，都將華校分為現代（Modern）及舊式（Old Style）
兩個類別，現代學校即為本研究所指的新式學校，又再細分為公立（Public）、教會（Mission）、
夜學（Night）及私立（Private）幾個次類別。參考 1924 年馬來聯邦的教育年報（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for the Year 1924）
，有資格獲得津貼的華校為現代的公立及
教會類別的華校，因此，在處理二戰前其它年份華校領取津貼的統計數據時，將以該年度此二類
的華校數目作為華校總數。
53
由於行政區劃的變更，此數據分析僅為粗略的，各地區無法完全對應現今馬來西亞的地區，
如：新加坡的數據包含了當時同屬海峽殖民地的東馬的納閩（Labuan）
，檳城的數據則包含現已歸
為霹靂州的曼戎縣（Dindings，舊稱天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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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28

統計項目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新加坡

檳城

馬六甲

1.28%
1
73
1.37%

7.84%
8
54
14.81%

0.00%
1
26
3.85%

資料來源：整理自 Shelley（1926: 38, 39）; Winstedt（1928: 42-43, 1929: 43-44）

由表 4-12 可見，除了檳城接受津貼的華校比例稍高之外，新加坡及馬六甲
接受津貼的華校都非常少，僅 1 至 2 所，馬六甲在 1925 及 1927 年更是完全沒有
任何學校接受政府津貼。馬來聯邦相較之下，接受政府津貼的華校比例較高，且
主要分布在霹靂及雪蘭莪兩邦。依據 1924 年馬來聯邦教育年報，霹靂、雪蘭莪、
森美蘭及彭亨四邦的華校「受津貼校數/學校總數」分別為 27/52、10/48、0/17 及
1/9，換算成百分比則分別為 51.92%、20.83%、0%及 11.11%（Winstedt, 1925: 3334）。
在英殖民政府給予華校津貼補助之前，華校已經是靠當地華社自力創辦和維
持的，因此，推測不多華校向政府申請津貼的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或許是想保有
更大的辦學自主性，不願意受到政府更多的監管（接受津貼的學校每年需要接受
政府官員視察兩次，並且視察結果會對學校使用津貼的方式提出建議，以幫助學
校改善），若非經費困難難以支撐，一般上華校不會主動向政府提出申請津貼。
例如在 1927 年，曾領取政府津貼的新加坡南華女校撤銷了津貼申請，理由是學校
的財務狀況已獲得改善（Winstedt, 1928: 21）。而領有政府補助的江沙崇華，在
暨南大學南洋文化部 1928-1929 年間的調查中，形容其接受政府補助的行為是
「不得已」的，並準備在籌足基金後，可以免受補助 54（錢鶴編，1930：52）。
即便是較多華校申請津貼的霹靂及雪蘭莪，佔比至多也僅是如霹靂華校那般略微

54

江沙崇華還在調查中對於居留政府有意編訂華校課本一事感到擔憂，稱「此與華校興替，大有
關係」，並詢問中國政府將如何「挽救」，明白顯示了向著中國的認同。另外，崇華在報告中稱其
教授語言「初二以下，讀音照國語，講解用粵閩方言，其餘各級，咸用國語」，可見得此時，英殖
民政府前述限定使用方言教學的學校才能領有津貼的政策已經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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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而已，並非絕大部分的學校都申請津貼。
1930 年上任的海峽殖民地總督兼馬來聯邦欽差大臣 Cecil Clementi 採取了以
馬來語及英語教育為主的政策，在 1933 年 10 月 25 日海峽殖民地的立法會議上，
Clementi 講述了他對於整個馬來亞地區的教育政策，其主要目標是提供免費的馬
來語小學教育給所有居住在馬來半島的父母，並且政府將不再建立或支持任何不
以馬來語或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小學或中學，這一類學校若先前已經領有政府的
補助，補助將會持續，但新的申請將不再受理（Cherry, 1934: B164）。因此，此
前受政府補助的華校本就為數不多，自此之後更是完全停滯， 直至 1934 年
Clementi 卸任以後，自 1936 年獲得政府補助的華校才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如表
4-13 及圖 4-1 所示。

表 4-13
1931-1938 年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華校接受政府津貼統計
年份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統計項目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學校總數

新加坡
7
87
8.05%
10
101
9.90%
10
107
9.35%
10
119
8.40%
10
120
8.33%
28
140
20.00%
38
163

檳城
馬六甲 雪蘭莪 霹靂
森美蘭 彭亨
25
3
40
69
6
3
55
28
78
108
41
24
45.45% 10.71% 51.28% 63.89% 14.63% 12.50%
24
3
32
69
6
2
57
29
81
109
41
22
42.11% 10.34% 39.51% 63.30% 14.63% 9.09%
23
3
32
68
4
2
68
35
83
110
44
24
33.82% 8.57% 38.55% 61.82% 9.09% 8.33%
23
3
31
69
4
2
67
38
88
125
49
27
34.33% 7.89% 35.23% 55.20% 8.16% 7.41%
22
3
31
70
4
2
66
45
94
132
56
31
33.33% 6.67% 32.98% 53.03% 7.14% 6.45%
22
5
55
96
15
10
70
54
93
137
64
35
31.43% 9.26% 59.14% 70.07% 23.44% 28.57%
30
7
62
111
25
14
75
59
104
150
73
35
94

（續下頁）

年份

統計項目
百分比
接受津貼數
1938 學校總數
百分比

新加坡 檳城
馬六甲 雪蘭莪 霹靂
森美蘭 彭亨
23.31% 40.00% 11.86% 59.62% 74.00% 34.25% 40.00%
37
32
9
69
121
30
18
175
78
70
119
156
83
36
21.14% 41.03% 12.86% 57.98% 77.56% 36.14% 5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關楚璞主編（1940：656-659，692-695，705-708，716-720，
729-732，744-745）；Caldecott（1935: 42-43）; Ham（1934: 43-44）;
Haynes（1933: 36-37）; Hunter（1936: 54-55）; Scott（1932: 60-61）;
Small（1937: 45-46, 1938: 47-48, 1939: 51-52）
（註：所有資料以關楚璞主編的星洲十年為主，同時根據 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上提及的華校接
受津貼數目對新加坡、檳城、馬六甲的數據進行檢核，發現 1936-1938 年的數據
與星洲十年不一致，三地在這三年的數據採用 Annual Report 的數據，以斜體表示。
馬來聯邦方面則無法取得相關文獻進行進一步檢核，不確定是否存在類似的狀況）

圖 4-1
1931-1938 年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華校接受政府津貼百分比
新加坡

檳城

馬六甲

霹靂

森美蘭

彭亨

雪蘭莪

100%
80%
60%
40%
20%
0%
1931

1932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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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資料來源：整理自關楚璞主編（1940：656-659，692-695，705-708，716-720，
729-732，744-745）；Caldecott（1935: 42-43）; Ham（1934: 43-44）;
Haynes（1933: 36-37）; Hunter（1936: 54-55）; Scott（1932: 60-61）;
Small（1937: 45-46, 1938: 47-48, 1939: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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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中明顯可見，自 1936 年起，申請補助的學校佔比有明顯的增加。此
外，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霹靂、雪蘭莪及檳城三地申請補助的學校佔比一
直都相對較高，特別是霹靂的華校，即便在 1936 年以前，都有約半數的華校申請
補助。相較於反對學校教育條例時期，檳城及雪蘭莪華僑的抵制最為堅決，兩地
在英殖民政府開放華校申請補助後，卻有較高的比例的華校申請，此一現象值得
做更深入的探究。
總的來說，從前述檳城自治學校和英殖民政府給予華校的津貼補助這兩個例
子中可見，華校普遍上來說，相當重視維持其獨立自主，對於英殖民政府的管制
相當抗拒，然而，為了維持學校的運作，部分面對經費困難的學校也會向政府申
請補助，並且在 1930 年代後期，隨著政府政策的鬆綁，可以觀察到申請補助的華
校變多，這樣的結構或許也是造成建國時期，許多華校受到政府補助的牽制而紛
紛接受改制的原因之一，有關這一部分，詳見第二節。

以上詳細描述了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英殖民政府在 1945 年以前對華校
的管制，由於此時奠基的教育系統、法規、行政管理模式等也主導了馬來西亞在
建國後的國家教育建制，因此必須做比較詳細的考察。下一部分則將簡要描述及
比較同一時期其他地區的概況。

二、同時期馬來西亞其他區域的情況
1945 年以前，英殖民政府對各馬來屬邦以及北婆羅洲（沙巴）華校所實施
的管制政策的相關資料非常缺乏，本研究蒐集的資料未見如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
邦那樣的學校註冊條例。至於 Brooke 家族在砂拉越的政權，則可見與海峽殖民地
及馬來聯邦相仿的政策。
與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相似，砂拉越的 Brooke 政府原先對當地華校採取
自 由 放 任 的 態 度 ， 直 至 1920 年 代 才 開 始 管 制 華 校 。 根 據 砂 拉 越 政 府 憲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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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wak Government Gazette）上的紀錄，砂拉越的 Brooke 政府先是在 1924 年 1
月 16 日的憲報上頒布政策給予學校津貼，獲得津貼的學校必須是「提供英語或馬
來語教育為學校課程一部分」的學校，後又在同年 10 月 1 日的憲報上頒布了學校
註冊條例，規定「所有的學校、學校管理者及教師都必須註冊」，且禁止註冊的
學校使用「不可取的教科書」（轉引自 Ooi，1994）。可見此項立法與海峽殖民
地及馬來聯邦的學校註冊條例有相同的動機，乃為了防範政治的影響而設，並同
時通過津貼學校達到進一步控制的目的，砂拉越的學校自此納入 Brooke 政府的管
理及控制之下。此外，不同於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對華校的教學並不做過多干
涉，Brooke 政府在防範中國政治的影響上更為謹慎，華校使用國語（華語）教學
就被認為與「對政府有害的政治議程高度相關」，因此，1924 年 10 月 1 日的憲報
同時也頒布了一套法令，規定從 1925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砂拉越的任何學校或班
級以國語（華語）教授任何的科目（轉引自 Ooi，1994）。
然而，相較於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對《1920 年學校註冊條例》的強烈反
抗，在砂拉越則並未發現任何的文獻紀錄顯示當地華人曾反抗上述這些管制學校
的政策，或許正因為如此，砂拉越政府也漸漸放下戒心，認為華校教授國語（華
語）「與其政治無所衝突，且亦非地方之害」，在禁令頒布一年之後便取消了
（取消國語教授條例，1926）。
總的來說，在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之外，同一時期僅發現砂拉越的 Brooke
政權對華校有所管制，然而相較之下，砂拉越的華校管制在當地並未引起太多的
反抗。因此，在華教面對管制而發展出的「抗爭論述」上，以海峽殖民地及馬來
聯邦為源頭，成為後來建國時期馬來西亞華教論述的雛形。

參、小結：1945 年以前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認同面貌
在中國的鼓吹下，海外華僑紛紛在僑居地興辦新式華文學校，為子女提供華
文教育，維繫華人的中國認同。受到中國僑教政策的影響，以及最初英殖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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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校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早期的華校帶有強烈的「中國因素」，課程及教科
書的主體架構來自中國，師資及校長也大多來自中國。然而，儘管中國意圖建立
起一個以其為中心的僑教系統，但由於海外的華文學校不在其領土範圍內，中國
對這些學校並沒有實質的權力進行管理，因此中國官方實際上對這些學校的影響
有限，向中國立案註冊及申請經費補助的學校並不多。
自 1920 年代開始，受到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及愛國
主義熱情高漲，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英殖民政府開始意識到有必要管制當地
的華校，避免中國的政治思潮及運動通過學校這一機制影響當地華人，導致殖民
政府的利益受損。因此從《1920 年學校註冊條例》開始，英殖民政府規定當地所
有的學校都需要向政府註冊。從此，華校不再享有完全的辦學自由，需要因應政
府的管制作出調整及適應。雖然英殖民政府確實沒有阻止華校辦華文教育，然而
卻非常謹慎的看待華社和中國在政治上的聯繫，一旦發現當地華人被鼓動起來的
反殖民思想即採取強烈的壓制，查禁受到中國政黨政治影響的學校及教科書。通
過給予華校津貼、設置華校督學官監督華校、培育華校師資、舉辦會考、規定各
年級各科目課程授課時數等，英殖民政府意圖讓華校和中國脫鉤，形塑一個弱化
與中國之間的連結的華校生涯，減少華僑教育的色彩，成為本地教育系統的一部
分。
英殖民政府對華校的管制迫使華社組織起來加以對抗，對抗的過程中，華校
通過華僑教育會、學務維持會等「類中央化」的組織，其與中國之間的聯繫被選
擇性的挪用並加以強調，構成了以後「華教論述」的基礎。但是，一方面由於遙
遠的中國「中央化」當地華校的力量薄弱，且中國在後來也在法規上給予僑校更
大的「變通辦理」空間；另一方面，英殖民政府雖然嚴加管制及防範中國政治思
想在華校的滲透，卻也並未阻止華校辦華文教育，因而華教場域就在這樣的形勢
下，成為一個夾在中、英之間，相對自主的「第三空間」。面對中國，可以因在
地特殊情況而「變通辦理」，面對英殖民政府，也可在不踩到政治的底線時，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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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華文教育的辦學。儘管如此，當馬來西亞建國以後，成為一個主權國家時，華
校發展出來的這一獨特的存在方式，在面臨「馬來亞化」的議題上，卻出現了尖
銳的矛盾。有關此一部分的詳細討論，詳見下一節。
若再對華教場域中這一伴隨抗拒英殖民管制而生的「華教論述」做仔細的考
察，則可更細緻的發現其複雜面貌。以 Bernstein 教育認同理論的視角觀之，此一
認同及其論述，符合「展望性」立場的特徵，通過對來自中國的元素選擇性的再
脈絡化，參與其所處的社會變遷以求穩定未來，其認同建構由社會運動所發起，
並以族群這一社會類別作為其認同敘事。也因此，正如 Bernstein 對展望性認同的
描述，華教的認同論述自其誕生之初就具有「強烈的分裂傾向」，如在萌芽時期，
內部有維新派與革命派的立場之爭，到學校註冊條例打開管制華校的第一步時，
也有要選擇全面反對主張取消條例（維持處的立場），還是接納條例但建議做局
部的修改（林文慶等人的立場）等不同的立場，再到條例通過後，是要堅持不註
冊（華社當時的共識）還是先「保留註冊」（雪蘭莪華僑教育會的決定），再再顯
示了分裂的立場。Bernstein 認為，由於展望性認同所展望的未來是尚未被言明的
事物，對於投射未來的途徑有不同的想像，不同的立場會掙扎著主導論述資源，
因此會出現「誰才有資格論述」的爭議，即 Bernstein 所描述的「只有有資格提供
和接受同理心和同情心的人才有辦法提供和接受同理心和同情心」這樣的情況，
在華教的論述中，這意味著掌握「華」的道德想像者才擁有發聲的位置，這一特
徵到了建國時代面臨改制的抉擇時有更為顯著的表現，甚至在後來為華教的認同
論述帶來如 Bernstein 所言「道德想像的萎縮（shrinking）」，不遵從最堅持抵抗、
界線最明確的「道德想像」者往往被描繪為反叛者，所以在當時佔據華社的道德
高位的維持處和教育總會等組織才會出現英殖民政府眼中的「煽動」部署。及至
華校改制、獨中誕生時，也充滿這樣的道德呼喚，而即便到了獨中系統建制、穩
定發展以後，獨中場域內掌控「中央化論述」的主體所推動的獨中教育改革，也
仍然存在這樣以「守護及發揚中華文化」為最高原則及底線的認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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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華文教育」認同的調適：建國時代整合步伐下的華文教育
（1945-1963）與獨中的系統建制（1963-1973）
第一節呈現了 1941 年以前所奠基的馬來亞「華教論述」的基本面貌及其特
徵，1941 年底至 1945 年中，因為太平洋戰爭的關係，馬來亞、北婆羅洲（沙巴）
及砂拉越均被日本侵占，本地的華文教育發展陷入停頓，絕大多數的華校在這期
間都被迫停辦。日軍投降後，英國重返馬來亞、北婆羅洲及砂拉越，紛紛復辦的
華文學校邁入新的發展階段。
本節所關注的時間範圍主要從 1945 年起，直至 1970 年代，這一時間範圍內
可分兩個時期：從 1945 年起一直到 1960 年代為獨中誕生的時期，關鍵事件為華
校改制事件，而後一直到 1970 年代則是獨中路線的確立以及系統建制時期，關鍵
事件為華文獨中復興運動及《獨中建議書》的提出，自此之後，獨中的中央化認
同及論述已經成形，往後便沒有太多的改變。
有關獨中誕生（華文學校改制）及獨中系統建制（1973 年獨中復興運動）
的歷史發展脈絡，已在第二章做了基本的梳理。本節將鎖定前述的幾個關鍵事件，
對於當中的各方立場及論述做較為詳細的分析，了解其中的認同及論述如何形成，
有哪些爭議點等。必須留意的是，獨中從拒絕改制起直至系統建制時期，是一個
所涵蓋的華校區域範圍不斷擴大的歷程，承襲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自 1920 年學
校註冊法令以來的對抗論述，在改制時期的反抗運動則擴大到馬來亞聯合邦，納
入了馬來屬邦的華校，及至系統建制時期則再擴大到整個馬來西亞，納入了東馬
沙巴及砂拉越的華校。如同反對 1920 年學校註冊法令的運動那般，在往後獨中教
育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外部環境的作用以及內在的分裂立場，牽涉到「誰
有資格論述」，以及對於華文教育的道德想像等。本節將分改制事件及獨中系統
建制兩部分，呈現及討論前述的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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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改制事件：發生在西馬的華社內部各方博弈
1945 年 9 月英殖民政府在二戰日本投降後重返馬來亞，在戰時校務停頓的華
校紛紛開始復辦重建。此時，雖然華校仍舊保存著對祖國中國的認同，然而一個
相對自主性更高的華教場域卻已然成形。當時為協助馬來亞地區的華校復校，在
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的籌畫下，組織了「馬來亞復校輔導委員會」，並在 1946
年 6 月 29 日於新加坡南華女校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主席在會議中致詞時提到「吾
人復須與當地政府通力合作，至僑教範疇之間，請莫參入政黨問題」（復校輔導
委員會議決，1946），可見此時華校教育界領導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有相對更強的
主體意識，願意敞開胸懷與居留地政府合作復校，同時也不希望中國的政黨政治
影響當地華校發展。當時的新加坡南洋女中校長劉韻仙也曾感嘆「可憐的窮苦教
師們，在黨志士黨老爺威迫之下實在是啼笑皆非，動輒得咎，左右做人難啊！」
（劉韻仙，1946），明白表現出當時的華教工作者已經有意識的希望在華教場域
排除中國政黨政治的影響。
同時，為了防範當時熱烈號召人民起義進行反英殖民鬥爭的馬來亞共產黨滲
透到學校中，英殖民政府在 1950 年將學校註冊條例的權力擴大，對學校實施更嚴
格的管制，並在隔年宣布〈緊急（學校管制）條例〉（鄭良樹，2001：70-77）。
因此，可以認為，在二戰後的最初幾年，英殖民政府防範政治影響的意志更為堅
定，在這些排除外來政治影響的措施下，華校繼續往本地化的方向前進，然而，
其發展進程卻在「國家化」的整合步伐下，需要面臨新的抉擇。
在二戰正進行時的 1943 年，英國成立了一個「馬來亞計劃小組」（Malayan
Planning Unit）（Turnbull, 1974），戰後英國重返馬來亞以後，便著手執行馬來
亞聯邦（Malayan Union）計畫，將原先的海峽殖民地（僅包含馬六甲及檳城，不
包括新加坡及納閩）、馬來聯邦及馬來屬邦統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
在馬來亞聯邦計畫下，馬來各邦統治者的主權將移交給馬來亞聯邦總督，且定居
在此地的非馬來人將與馬來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因此引起馬來民族主義者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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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不滿和抗議。在反對運動下，馬來人的民族意識高漲，1946 年 5 月 11 日，一個
團結及凝聚全體馬來人的「馬來民族全國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簡稱巫統）成立。最終英國作出退讓，與馬來人進行協商，
1947 年 7 月，馬來亞聯邦計畫代之以保障馬來統治者傳統權力及馬來人特權的馬
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憲制，馬來亞從此走上建立「馬來人的國家」
的國家化道路，非馬來人在這樣的建制中被視為一般的公民而非國民，且取得公
民權的條件相較於馬來亞聯邦是更為嚴苛的。儘管當時有左翼馬來人以及非馬來
人所組織的反聯合邦運動（主要由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 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簡稱 PMCJA 與人民力量中心 Pusat Tenaga Ra’ayat 所領導），要求
讓所有永久居留並效忠此地者享有平等的公民權（Yeo, 1973），但馬來亞聯合邦
的建制一直到 1963 年組成馬來西亞以前，都未再出現重大及根本的改變。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1 年巴恩報告書（Barnes Report）建構一個各族共同採
用英語及馬來語為教學媒介的「國民學校」構想獲得接納，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及
法令相繼推出，並延續到 1957 年馬來亞聯合邦脫離英國殖民，成為獨立的國家以
後。當「國民學校」成為國家的制度化所欲打造的集體基礎以後，華文中學就面
臨兩個選擇：改變華校的體制進入國家教育體制中，或是不接受政府津貼，成為
獨立中學。
與華社在 1920 年為了反對學校註冊條例而組織起來的「英屬華僑學務維持
處」類似（見第一節），為了爭取華人平等的權利以及反對「國民學校」方案的
國家教育體制化進程給華校帶來的威脅，一些全國性的華人團體在這時候組織起
來。1951 年 12 月 25 日，馬來亞聯合邦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成立；1954 年 8
月 22 日馬來亞聯合邦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成立。另外，由前海峽殖民地
立法議員陳禎祿所構想的馬來亞華人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
簡稱馬華）在 1952 年 2 月成為政黨，與巫統組成聯盟參加吉隆坡市議會選舉
（Roff, 1965）。這些團體站在維護華文教育體制的立場，積極的提出反對「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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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方案的論述。
然而，就如同學校註冊條例下，反對運動因華社立場的不一致（如贊成註冊
條例立法的議員林文慶，條例通過後主張「保留註冊」的雪蘭莪華僑教育會等，
詳見第一節）而最終以失敗收場，面對「國民學校」方案，馬華內部也有不同立
場。當時的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立場堅定的支持華文教育的存在。在 1951 年的
《巴恩報告書》之後，政府為了全面性的教育政策立法，委任了以律政司 M. J.
Hogan 為主席的特別委員會，委員會所提呈的《荷根報告書》及附上待立法通過
的《1952 年教育法令》，基本上接納了《巴恩報告書》的「國民學校」方案。因
此，在 1952 年教育法令準備於 11 月 21 日立法通過之前，11 月 9 日，全馬華文學
校的董事及教師代表在吉隆坡中華大會堂舉行了第一次聯席會議，與會者熱烈關
注此事，馬華公會也派代表參與了該次會議，陳禎祿在會議中致詞時說道：

馬來亞的華人，尤其是在家庭裡說中國話的華人必須受母語教育，因為
這樣才能使他們依照他們的文化和傳統充分地發展及樹立根基（馬華公
會會長陳禎祿氏致詞，1952）

然而，在 11 月 21 日的立法會議上，馬華公會的議員不但並未反對教育法令，
相反的還對報告書高度讚揚。據南洋商報的報導，馬華議員葉松綱盛讚該報告書
是希望促成統一的馬來亞國家之人士「互相妥協之一件傑作」，擬定報告書的特
別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李孝式也持相同看法，稱報告書「在目前之制度下乃一件偉
大互相妥協之作品」（教育政策遴選委員會報告書 立法會通過三讀，1952）。
馬華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立場轉變引起華教陣營中的董、教雙方對馬華的不
信任。因此，在三方於隔年 4 月 19 日召開第二次聯席會議時，董教雙方紛紛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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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公會，對於擬成立的集合三方代表的統一機構是否應該隸屬於馬華公會 55也
有所疑慮。最終時任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成功贏得董教雙方人士的信任，三方統
一的機構附屬在馬華公會之下，組成「馬華公會教育中央委員會」，簡稱「三機
構」。有關第二次聯席會議的經過、馬華教育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始末及組織章程，
見時任教總主席林連玉在《風雨十八年》上冊的回憶文章〈馬華教育中央委員會
的真相〉，以及《教總 33 年》所保存的會議紀錄。
三機構成立之初，華社立場重新統一，口徑一致的反對「國民學校」方案，
並代表全體華校與政府進行相關的協商和談判。然而，就如同 1920 年學校註冊條
例時，集體統一的步伐卻因為個別學校的單方面行動而被打亂了。1955 年 7 月 6
日，檳城鍾靈中學校長王永年在該校禮堂向同學解釋，學校一向力爭在政府津貼
金方面可以與英校有平等的待遇，而由於政府議決同意給予此種特別津貼，因此
在不影響董事部職權及行政的原則下，學校認為可以接受政府的獻議（鍾中校長
向學生解釋，1955）。鍾靈中學這一單方面的行動打亂了三機構代表全體華校向
政府要求無條件增加津貼金的統一步伐，引起了廣泛的爭議。1956 年 6 月 22 日，
第一屆民選的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決定，由於鍾靈中學的學制符合 1956 年教育報告
書的建議，因此決定增加該校之津貼（梹政府宣布，1955），鍾靈中學因此獲得
了政府的接納，成為國家在「國民學校」方案的構想下的體制內學校。
此後，政府即採逐個擊破的策略，於 1956 年 12 月 29 日致函全馬華文中學，
徵詢是否願意在接納當局所列出的條件下，改制為「準國民中學」（教育司昨函
詢全馬各華文中學，1956），然而，在三機構的呼籲下，所有學校都步伐一致，
等待三機構的談判結果，而不單獨接受改制。直到 1957 年 10 月 5 日傳出芙蓉振
華中學接受改制的消息，統一行動的步伐才再次被打亂（森美蘭振華中學 已通過

55

據當時的教總主席林連玉的回憶，馬華公會的溫典光曾對他說，統一機構附屬於馬華公會可讓
組織立刻活動，免去向社團註冊局申請註冊的程序，同時也可借助馬華公會的財力與會長陳禎祿
在政府中的聲望而讓華教問題更容易解決。見林連玉《風雨十八年》上冊，第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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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改制，1957）。隨後，10 月 27 日，昔加末昔華中學也決議接受改制（繼芙蓉
振華中學之後 昔加末華僑中學又通過接受改制，1957）。
雖然至 1957 年末，已有 3 所華人主辦的華文中學接受改制（即鍾靈、振華、
昔華，在同時期政府宣佈的改制華文中學數據中，尚包含教會主辦的華文中學，
然而這一類華文中學並不在華教運動團結抗爭的主要範圍內），然而由於改制事
件引發全國性的學潮，以及在三機構的努力之下，華文中學總體而言尚能繼續穩
住步伐。此外，寬柔中學 1957 年 12 月 17 日的董事會議議決自明年起不接受政府
津貼，並通過報章報導此消息於華社（新山寬柔中學董部議決 拒絕接受政府津貼，
1957），亦對其他華文中學起了表率作用。
同時，雖然「國民學校」的國家教育系統建制方向一直沒變，但此時的馬來
亞已經脫離英殖民統治，成為獨立的民主制國家，在華社強烈表達希望維持既有
的華校體制，並平等的參與到國家的教育系統建制中的時候，此時的教育政策出
現些許的鬆動，為華文中學換來在體制內相對較多的生存空間。為了在獨立後建
制國家教育系統而準備的 1956 年《拉薩報告書》，雖然還是強調了馬來語作為國
語在國家教育系統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時也明確表達了「保存及持續性的助長非
馬來人的語言與文化」（第 10 條）的立場，強調的政策方向為所有語言的學校使
用共同的課程（第 11 條），而非消除其他語文源流的學校，對於中學教育則考慮
到在教學媒介語上可以有一定的彈性，只要採行共同的國家課程，並且學生完成
學業後參加國家共同的畢業考試，則這樣的華文學校即可視為「國民型」
（national type）的學校而使用華語教學（第 70 及 72 條）。至於報告書中引起華社
巨大的不安和擔憂的「本國教育的最終目標」，意即報告書第 12 條關於「各族兒
童應該要在一個以國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國家教育系統下受教育」的表述，也
在三機構的爭取之下，不列入隨後依據報告書而訂定的 1957 年教育法令中（鄭良
樹，2001：320；Abdul Razak, 1956: 2-3, 12; Tan, 1997: 201）。
然而，進入 1960 年，馬來亞剛經歷過 1959 年的第二次全國大選以後，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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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在國家教育系統中相對寬容的生存空間再度被縮緊。政府在 1960 年成立一個
以教育部長拉曼達立（Abdul Rahman bin Haji Talib）為首的教育政策檢討委員會，
以檢討 1956 年拉薩報告書的實施情形，並對未來的教育政策提出建議，一般稱這
份報告書為《拉曼達立報告書》。儘管 1957 年教育法令已經沒有將拉薩報告書的
「最終目標」列入，拉曼達立報告書卻重又以「最終目標」作為未來教育政策的
建議方向。報告書認為，為了創造國家意識的同時也保存國家的不同文化，小學
階段的教育可使用家庭語言，但隨後語言及族群的差別應該減少，因此，族群性
的中學（communal secondary schools）應該從國家教育系統中排除出去，以確保
任何族群都能夠就讀國民學校和國民型學校，現存的華文媒介中學在未來應允許
非華人就讀（第 175 條）。同時，中學階段的國家公共考試也將只以國家的官方語
言（即馬來語和英語）進行（第 174 條），而領受政府津貼的中學必須成為國民型
中學，學生也必須參與國家公共考試（第 159 至 164 條），原先專門為華文中學舉
辦的華校會考將會取消（第 187(b)條）。顯而易見的，在拉曼達立報告書的建議下，
華文中學若接受政府津貼成為國民型學校，則將不再能以現有體制存在在國家教
育體制內，而對於不接受政府津貼的「獨立中學」，雖然可以使用任何的語言作
為教學媒介，學生也並非一定要參加國家的公共考試（第 186 條），但報告書對獨
立中學的定位卻是較為次等的學校，報告書認為，這些獨立中學在國家教育系統
中扮演的角色是「收容無法進入政府津貼學校的超齡生與會考落第生」（第 166 條）
（Abdul Rahman, 1960: 28-33）。隔年，政府依據報告書的建議，制訂了《1961 年
教育法令》。
從 1960 年 8 月拉曼達立報告書發布至 1961 年 10 月教育法令通過的一年間，
三機構中的馬華公會與董教總正式決裂。馬華公會完全支持報告書及法令的政策，
透過報章、廣播及公開演講，馬華公會不斷向華社表達支持拉曼達立報告書的立
場並勸說華文中學接受改制（Tan, 1997: 270）；董教總一方則是在教總主席林連玉
的帶領下繼續表達反對改制的立場。然而，1961 年 8 月 12 日，公民註冊官以林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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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的言詞與行動對聯合邦不忠，刻意錯誤詮釋政府的教育政策及煽動極端的族群
情感為由，要求林連玉進行解釋，否則褫奪其公民權。一周後，8 月 19 日，雪蘭
莪的教師註冊官也吊銷了林連玉的教師註冊56（轉引自 Tan, 1997: 273）。反對運動
自此受到壓制，及至 1961 年教育法令於 10 月通過以後，華文中學開始紛紛接受
改制，到了 1962 年 5 月 15 日，具有指標性的尊孔中學（林連玉執教的學校）也
接受改制以後，全馬一共有 55 所華文中學接受改制（聯合邦教育部宣布 尊孔改
制為國民型中學，1962），僅 16 所華文中學不接受改制（鄭良樹，2003：86）。
綜觀這一段馬來亞聯合邦華文中學改制的歷史，其實是已經逐漸本土化的華
文中學，在國家教育體制建制的中央化認同競技場上，以既有的學校體制建制參
與其中，與「國民學校」方案相競爭，其抗爭論述強調華語教學，且保有強烈的
華人族群與文化認同，並以此定位自身辦校的使命。這樣的論述在在地華人之中
建立起一定的道德合法性，成為後來在獨中系統建制時期的主流論述。若將華文
中學改制時期的抗爭運動與維持處所領導的反對 1920 年學校註冊條例抗爭運動
（見本章第一節）相比較，可以發現，學校註冊條例時期，抗爭論述更強調「中
國人」的身分，當時的學校體制是參照中國的新式學校體制而設立，與舊式私塾
相對，投射更多展望未來、進步的認同；到了改制時期，展望性認同所投射的內
涵改變成對馬來亞聯合邦「多元文化共存」的國家化建制想像，「中國人」的認
同論述已經相對弱化，轉化成以華人的文化及族群身分爭取平等的公民權，參與
到國家建制中，在這樣的運動過程中，其論述就變得更加強調過去的「燦爛輝煌
的中華文化傳統」，換言之，強邊界（strongly bounded）的回溯性認同的特徵已嵌
入展望性認同之中，成為這時期的華文中學抗拒改制的認同論述。
然而，這樣的認同在面對以馬來族群為主體的國民教育系統建制中，是處於
弱勢地位的，當國家權力以強硬姿態堅持落實國民學校方案，將反對者描繪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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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林連玉公民權案，可參閱李亞遨主編（1989）
《林連玉公民權案》
，林連玉基金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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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狂熱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並以妨礙國家和諧及團結等理由強力鎮壓反對運動的
領導人，採取褫奪公民權、禁止入境等手段時，華教運動者毫無抵抗能力。相較
之下，不那麼堅持既有體制與族群認同的華人代表在國家教育系統建制的協商中
則更有優勢，例如馬華公會中參與到「國民學校」方案中的委員會代表，但相對
的，這種協商妥協的立場也讓馬華公會在華教場域失去了華社的道德地位。對於
華教運動而言，「誰才有資格論述」始終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非
常明確的表現出展望性認同的「強烈的分裂傾向」，與 1920 年學校註冊條例時期
的華教運動類似，唯有掌握「華」的道德想像者才能在反對運動內部擁有更大的
發聲位置。例如，在 1951 年《巴恩報告書》建議以英文及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的
國民學校取代各語文源流的學校時，吉隆坡華校教師公會發表了一份研究《巫文
教育報告書57》的建議書（鍾偉前主編，2004：714-716），在緒言中明言「研究
的原則是站在華僑教育的立場」，並在建議書第六節「我們的建議」中，肯定了
中華文化的「偉大」（第四點批評《巴恩報告書》「不明瞭中印文化的偉
大……」），且極力主張中華文化對馬來亞之貢獻，為馬來亞文化之一部份（第
五點批評《巴恩報告書》「抹殺方言學校58 對於馬來亞現在與過去的貢獻」；第
十一點主張「中華文化早已成為馬來亞文化之一部份」；第十四點主張「中華文
化的優點，對於馬來亞的貢獻很大」）。又如，在 1961 年教育法令通過後，華文
學校的改制已然成勢，為呼籲華人子女就讀華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暨註冊社團、
學校代表大會在 1963 年發表了一份宣言（鍾偉前主編，2004：847-848），開頭
言明「吾華人文化，歷史悠久，輝煌燦爛……」，而後在文中批評將子女送到其
他語文學校的華人家長有「主觀上認識的的錯誤…只看到眼前的情景，未及從遠
處著想，為了遷就環境，人云亦云」，並且在宣言結尾處認為「華裔應讀母語」

57

即《巴恩報告書》
。
方言學校為 vernacular school 的中文翻譯，指使用地方上的語言的學校，當時國民教育體系尚
未建立，華文及淡米爾文學校統稱為方言學校。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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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華人的「正義呼喚」。
此外，相較於 1920 年學校註冊條例時期，華校爭取不受註冊條例支配的努
力完全失敗，在改制時期，華文中學堅持維護既有體制的抗爭則最終仍然贏得了
一點微弱的生存空間，只不過這一點空間在國家教育系統建制中僅僅定位在「收
容超齡生及落第生」這樣的次要地位。因此，不接受改制的這些獨立中學唯有充
分運用「華」的道德想像，才能在極為有限的生存空間中，再創足以和國家教育
體制競爭的獨中教育體制。這就是在下一個獨中教育發展階段：獨中系統建制時
期時，在獨中場域內的華教運動主要的任務。

貳、 獨中系統建制：中央化的難題
一、獨中系統建制的過程
本節的上一個部分提到，在尊孔中學接受改制以後，全馬一共有 55 所華文
中學接受改制，僅 16 所華文中學不接受改制。在拉曼達立報告書的建議中， 獨
中的定位在於「收容超齡生及落第生」，這樣的定位不僅使得原先提供完整普通
教育的華文中學，降格為附屬及補救性質的學校，而且在往後隨著國家教育系統
的建制更為完善，資源更為充足以後，超齡生及落第生的人數也大為減少，獨中
即面臨生源斷絕的困境。
根據陳玉清（2003）的歸納，超齡生現象的成因主要有：(1)二戰時許多學
校停辦，造成戰時的適齡學生失學；(2)馬來亞聯合邦成立以後，許多華人不清楚
申請公民權以及為孩子辦理出生登記等程序，以致延誤了孩子的就學；（3）當時
教育普及率不高，也無強迫入學的規定，貧困家庭不依一般年齡入學。根據 1956
年《拉薩報告書》的數據，當時的華文學校有 80%的學生在其班級中是超齡的，
25%甚至已經超過了學校的最高年齡限制（Abdul Razak, 1956: 16-17），到了 1961
年教育法令建立起更為完善的國家教育體制以後，超齡生將嚴格的被排除在一般
的學校體制之外而只能到獨中就讀。至於會考落第生，則是由於 1960 年《拉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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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告書》建立小學升中學會考成績在前 30%的學生將錄取到中學繼續學業，並
另外設立無須考初中會考的技職（vocational）性質的「後期小學」（post-primary
schools）供其他 70%的落第生繼續三年的學業以提高離校年齡至 15 歲（Abdul
Rahman, 1960: 19），而如前所述，報告書也認可不受國家津貼的獨立中學收容這
70%會考落第生。為著收容上述的超齡生及落第生，除了 16 所不改制的獨中之外，
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有許多同時開辦獨立中學或獨中班，為這些超齡生及落第生
準備國家會考，成為幫助學生備考的補習班性制的學校，輔導的落第生一旦重考
通過，往往即轉入國民中學，致使獨中經營艱難。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超齡生將逐漸減少，最終所有學生都將是適齡的；落
第生方面，小學升中學會考在 1964 年廢除，自 1965 年起，小學畢業生即可自動
升入免費的國民中學或改制的國民型中學繼續學業（檢討本邦中學深造制度 內閣
會議決今年起廢除中學入學考試，1964）。因此，許多本就經營艱難、依靠超齡
生及落第生「續命」的獨中更是因斷絕生源而被迫關閉，倖存下來的這類獨中也
多苟延殘喘幾近關閉，例如安順三民獨中 1968 年「學生所剩無幾……友族為多，
華校不成華校」，南華獨中 1971 年「學生只剩幾十位」，怡保培南獨中 1970 年
「全校學生只剩 85 人」（董總出版小組，1985）。同時，生存的壓力也迫使獨中調
整當初為了維持既有的華文學校體制而拒絕改制的初衷，例如吉蘭丹中華獨中在
1966 年也「為求生存……逐年將課本轉換成英文本」（吳建成主編，2014）。 其中，
相較於未曾改制的 16 所獨中，改制後兼辦獨立中學或獨中班者，在這樣「一校兩
制」的結構中，獨中成為國家教育體制下邊緣的次等學校的現象更為明顯，因此
也面臨更大的生存危機。以州屬而論，霹靂州的情況最為嚴峻，一共 14 所華文中
學改制，僅 2 所在當時新成立的華文中學怡保深齋中學（1960 年開課）及班台育
青中學（1962 年開課）為獨立中學，因此可以認為，霹靂州在改制前已經存在的
華文中學無一例外的全數接受了改制，是故在霹靂州由改制學校兼辦的獨中，受
到的衝擊也最強烈（董總出版小組編，1985：120，134；鄭良樹，2003：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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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討論「如何維護及振興獨立中學，使獨中在國家教育體系裡扮演積極的
角色」，1972 年 7 月 2 日「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董教代表座談會」在教總大廈召開，
會議決定在董總、教總及馬華公會三機構 59下，附設一個「獨立中學小組」，讓
全馬獨中董教代表共謀發展及解決獨中面對的困難，這項提議由柔佛董教聯合會
中學小組、砂拉越古晉一、二、三、四中學校董事會及霹靂州的江沙崇華、太平
華聯、班台育青獨中聯合提出（獨中董教代表會一致通過在三大機構設獨立中學
小組，1972）。這項議決開啟了全國獨中共同商討獨中議題的契機，並且啟發了
改制「災情」最嚴重的霹靂州獨中，尋求將州內的獨中「更緊密的團結在一起」
共謀出路，在 1972 年 11 月 25 日至 1973 年 4 月 15 日之間經過數次會議後成立了
一個為霹靂州獨中籌募百萬元基金的委員會，開啟了獨中復興運動的序幕。運動
獲得董教總的支持，籌款工作迅速達標，帶動了全國華社支持獨中的熱情。順著
這股勢頭，董教總在 1973 年 12 月 16 日召開了全國發展華文獨中運動大會，獨中
運動推到了全國各角落，會中通過了《獨中建議書》，確立了全國獨中統一的辦
學使命、準則、方針等，「獨中路線」就此成形（沈亭，1975；鄭良樹，2003）。
隨著《獨中建議書》的提出，獨中工委會也隨之成立，獨中的統一課程、統
一考試等系統建制工作亦從此展開，1975 年第一屆獨中統一考試在東、西馬 42 個
考場同時舉行，一個統一的獨中辦學模式就此確定。在此之後，前述經營受困的
的獨中也有了可加以追隨之模式。例如吉蘭丹中華獨中在 1983 年學生僅剩 49 人，
董教總因而介入商討復興事宜，後於 1985 年成立復興委員會，決議遵循「獨中路
線」（吳建成主編，2014）；砂拉越的華文獨中在 1970 年代政府取消小學升中學

59

馬華公會在 1969 年全國大選失利後，進行了內部改革，其中一項改革為「支持華團運動」，因
此在 60 年代馬華公會與董教總因改制事件而分道揚鑣以後，到了 70 年代初雙方關係又再度修復。
然而，到了 1974 年，雙方又因提呈備忘錄至教育政策檢討委員會時，因理念不合而再次決裂，因
此在獨中復興運動以後，獨中工委會成立時，僅剩下董教總在背後推動，馬華公會已不再參與。
有關 70 年代初馬華在全國大選後展開的內部改革，見謝詩堅《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
，第
178 至 199 頁，友達企業出版（轉引自鄭良樹，2003：214）；有關 1974 年以後雙方再次決裂的細
節，見鄭良樹（2003：23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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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後陷入「掙扎求存的困難階段」，也隨後在 1988 年成立砂拉越華文獨中董聯
會「追隨全國董總的領導，群策群力，以振興和發展華文獨中」（董教總全國華
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編，1991）。
這一段獨中復興與系統建制的歷程，其實展現了各地方的獨中如何聯合起來
創造一個「再中央化」的獨中論述，突破 1960 年《拉曼達立報告書》對於獨中
「收容超齡生及落第生」的定位，另外開創一個可與國民學校體制內的一般中學
並立的學校系統。作為一種選擇性再脈絡化過去，以面向未來的展望性認同，獨
中所開創的這一中央化論述，因為承襲了改制時期「維護華校體制」的論述，因
此自然帶著濃重的「華」的道德想像，也嵌入了更多擁抱中華文化傳統的回溯性
認同。例如《獨中建議書》的使命(2)及辦學方針(1)，以「維護及發揚中華文化」
爲核心論述，並堅持「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皆明確的含有回溯性認同的元
素，以華人的語言及文化傳統為「範例、標準、歸屬感和一致性」的構成要素。

二、沙巴獨中統考媒介語文事件給獨中系統建制帶來的難題
獨中的上述「中央化」論述建構，源於對國家單元化的國民學校建制方案的
抵抗運動。如本節開端所述，其涵蓋的華校區域範圍不斷擴大，從 1920 年代的
「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到 1960 年代的整個馬來亞聯合邦（擴大納入馬來屬
邦），再到 1970 年代的整個馬來西亞（擴大納入東馬的沙巴及砂拉越）。也正因
為如此，各地因地方脈絡上的差異，在抗爭運動所共享的集體記憶及敘事將有所
不同，此外，面對類似事件時或許會出現不一樣的發展而不一定會進行「抗爭」。
以沙巴為例，在 1961 年，北婆羅洲政府制定了教育條例，加強了對境內學校的管
理和補助，所有境內的華校都接受了政府的津貼，並且根據該年的政府年報，當
地的華文中學都非常渴望能掌握流利的英語，並已計劃好轉換數理科的教學媒介
語為英文，同時調整學校的教學以加強英文基礎能力幫助學生在 1963 年英文媒介
的劍橋文憑考試（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應考，此外，這些華
112

文學校所追求的目標是讓所有學生都能在 1963 年考劍橋文憑考試（Spradbrow,
1962: 79-81, 87, 107）。由此可見，面對政府的管制、津貼以及英文媒介考試，沙
巴華文中學的反應和馬來亞迥然不同，沒有因堅持守護華文媒介的華校體制而出
現激烈的反抗，亦沒有出現訴諸強烈的民族情感與文化認同的論述，相反的還主
動尋求改變體制，注重英文的教學。隨後，與馬來亞聯合邦政府類似，由於北婆
羅洲政府規定入學年齡以及使用會考制度來限定一定百分比的小學畢業生到中學
升學，造成沙巴大量的華小畢業生無法繼續升學。沙巴的 9 所獨中正是為了因應
這樣的狀況，而在 1960 年代創建的。然而，因為沙巴重視英文的環境，據沙巴董
總主席曹德安（1980）所述，這些獨中一開始就是為了幫助學生準備政府會考而
創辦的，完全遵循國民中學的課程與辦法，課本亦採英文本，並不似馬來亞的獨
中那般因改制的歷史而背負著「華校傳統」。
1970 年代，沙巴政府追隨馬來亞的腳步，取消小學會考，沙巴獨中開始面臨
與 1960 年代的馬來亞獨中類似的生源減少問題。為此，沙巴獨中才加以變革，積
極與董教總及西馬獨中保持聯繫，加入獨中的隊伍（曹德安，1980）。雖同為獨
中，但由於歷史脈絡的不同，面對西馬所發展出來的這一套「中央化論述」，沙
巴獨中有不同的主張，因此，在事關獨中的公共事務上，如獨中統一考試，雙方
就容易出現衝突。在 1979 年全國華文獨中第二屆行政人員研討會上，曾對獨中統
考之媒介語問題進行討論。會議中雪隆華校董聯會理事劉明淵認為，為貫徹獨中
建議書之精神，在獨中統一課本自 1978 年為各校所採用以後，1980 年起的統考媒
介語應採用華文，然而，沙巴獨中董聯會曹德安反對這項提議，認為以沙巴的情
況並不適宜在統一考試中採華文單一媒介語作答，隨後因未達成共識而暫時維持
現狀。以後統考媒介語問題又經 1981 年的討論，最終仍決議遵循《獨中建議書》
的精神和方向，初中統考媒介語統一以華文出題（除沙巴獨中因為「情況特殊」，
得以「暫時通融」使用華、英兩種語文出題）（董總，1987；黃集初，2015）。
上述沙巴獨中的例子，顯現了在獨中的系統建制上，「中央化」認同及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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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難題。由守護華教的抗爭運動發展起來的「中央化認同」論述是強架構的，意
即傳遞者擁有較強的控制權力，對所傳遞的知識可以有所選擇、組織，決定學習
時間及調整學習步伐等，由董教總所領導的獨中工委會，正是在獨中系統的結構
中，具有較大的選擇、組織的權力者，統一課程的編訂調控了獨中教育的「輸
入」，統一考試則實現了控制獨中教育的「輸出」。此外，由於「維護及發揚中華
文化」的定位，回溯性認同亦嵌入獨中的中央化論述中，因此在內容上也偏向
「強分類」，亦即是邊界較為明確、界線較為分明的。這樣的論述較為排他且不
具彈性。因此，當獨中的場域所涵蓋的範圍不斷擴大時，新進包容入場域內的學
校，就有可能與這樣的論述相左，進而出現衝突，也就是從前述沙巴獨中的例子
中所看到的情況。
另一方面，獨立中學在本質上就是各自擁有辦學自主權的學校，因此，獨中
工委會實際上並沒有權力強制各獨中遵從獨中路線，嚴格的說，其定位只在於提
供各獨中在辦學上的指引與諮詢。然而，獨中為著對抗國家單元化教育的系統建
制，因此也需要基於其「華」的道德想像發展出一套相抗衡的中央化教育論述，
構成一個「類國家」的教育結構，否則這些獨中就只有改變體制被國家教育體制
吸納或是因為學生生涯無法嵌入國家制度化所建立的集體基礎中而被淘汰，因此，
獨中工委會又需要承擔起這樣的角色。
職是之故，獨中的中央化論述一方面幫助許多陷入經營困難的獨中明確自身
定位、特色及發展方向，擺脫困境；另一方面卻也限制或排除了許多不符合其道
德想像的論述、認同或實踐。除了沙巴獨中在獨中統考的議題，許多其他獨中個
別的辦學模式亦可看出獨中的系統建制所面對的難題。由於這些個別獨中的實踐，
背後往往以「市場」或「學生」為論述焦點，屬於去中央化認同的範圍，因此將
留待下一章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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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章小結：以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分析獨中「守護華文教育」之認同建構

Bernstein（2000）為了說明不同團體使其偏見（和焦點）成爲政策和實踐所
產生的競爭，提出了四種教育認同（pedagogic identities）。要解析某一特定的教
育認同，則需要分析學生的生涯鑲嵌在怎樣的集體基礎中，國家制度化而學校傳
送的社會秩序原則是什麼。
本章著眼於從 20 世紀初新式學校出現以來，一直到獨中系統建制的這大半
個世紀的歷史脈絡變遷，通過對這些變遷的回顧，試圖了解現今馬來西亞獨中的
中央化教育認同是如何建構的，其隸屬的或區分的「意識」（sense）為何，這一
套論述如何轉化外在的時間、空間、脈絡關係等作為其論述資源。
從所回顧、整理、分析的文獻中，本研究發現，獨中的中央化認同建構在
「中華民族」的意識上，其所在的馬來西亞社會，原為英國殖民地，後又建構成
以馬來民族為主體的國家，因此，「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在其所處的社會脈絡
中，不具有國家制度化的合法性。這一現實使得其需要不斷的通過抗爭運動來爭
取存在空間，也需要不斷的對其認同加以選擇及再脈絡化，以便與既定的社會秩
序現實進行協商及調整。1920 年學校註冊條例以後，「華僑教育」需要不斷的調
整並本地化，與中國的政治運動切割；馬來亞聯合邦成立以後，「中國人」的認
同也需要重塑；最後，強調各族融合的「國民學校」方案成為本地教育的最終目
標以後，論述的焦點也需要從「中華文化」調整到「多元文化共存」的論述。
顯而易見的，展望性認同為獨中／華教在中央化認同方面最鮮明的認同模式，
其特徵為不斷的通過參與當代的變遷以求穩定未來。然而，由於可能有多種途徑
投射其所展望的新的未來，因此在這個場域內部也存在強烈的分裂傾向。在最早
的「華僑教育」時期，就已經有維新派及革命派的分野；在面對 1920 年學校註冊
條例的立法時，，則有主張完全取消或是請願修改兩大派；當「國民學校」方案
擺在華文中學面前時，則又有是否接受改制的抉擇；在獨中建立起自己的課程、
考試系統時，又發生考試媒介語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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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每一個時間點上的分裂立場及追蹤其演變歷程，則在經過了歷次的分裂
以後，堅定守護既存的華校體制者即構成了獨中場域的主要論述者，也掌握了最
高的有關「華」的道德想像。雖為展望性認同，這樣的想像及論述卻帶有回溯性
認同的色彩，並且成形於 1950-1960 的改制時期，強調「中華文化傳統」。在此之
前，新式學校的體制相對於舊式的私塾教育，注重的是革新與進步，特點是引進
西方的教育體制而並不特別重視「傳統」。1920 年的學校註冊條例除了嚴格防範
中國的政治影響滲透到華校中以外，英殖民政府對於華校教授中國的語言、文字、
文化等並不會多加干預，然而，及至 1951 年巴恩報告書提出「國民學校」方案以
後，華文學校作為傳承中國語言、文字、文化的機制即受到強烈衝擊，因此回溯
性認同的投射也更為鮮明的在此時表現出來，並成為後來的獨中論述的精神、使
命與最高指引，而這樣的發展也造成獨中的中央化論述面臨「道德想像的萎縮」，
意即「只有有資格論述華教的人才能夠論述華教」。而董總也以這樣的角色自居。
根據 2017 年第 3 期的《華教導報》，董總主席劉利民在尋訪各州華文獨中與華小
時提到，董總雖然不是權力機構，但對於屬下的教育組織有「精神力量」及「道
義力量」的約束力，體現在「維護與發展民族教育的使命與承諾」，董總不會容
忍母語教育淪為可有可無的教育制度（葉晌榮，2017）。
因此，在獨中場域內，立基於「華」的道德想像，「中華文化傳統」以「中
央化論述」的形式規範著「獨中路線」，當在地化的論述及實踐與之有所不同時
（例如沙巴獨中的情況），「中央化論述」仍扮演「最終目標」的指引，堅持不
遵從這一路線經營的獨中，將面對「變質」的指控。然而，這樣的認同與想像將
越來越難以回應當代獨中所處的現實。一方面，獨中的組成本就多元而異質，存
在各地方脈絡的差異，並非所有的獨中皆因改制的抗爭而誕生，即便同是經過改
制抗爭的獨中，或許也有其他不同於「守護中華文化」的考量而繼續經營辦理在
地的獨中教育；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現代化等當代的變遷下，社會關係的組成
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遷，社會的連帶關係已經不同於傳統的社會連帶，出現「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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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基化（disembedding）」，強調文化傳統的認同論述在當代已成為較為微弱
的主張。正是由於認識到這樣的侷限，1990 年代起，獨中即已嘗試通過教育改革
回應這些課題，當中可見許多屬於「去中央化認同」的論述被提出。有關這一部
分，將留待下一章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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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去中央化認同：面對市場競爭與教育改革下的
獨中（1991 至今）
相較於中央化的認同，去中央化認同不重視由「過去」所建構的認同敘事，
其時序是變動的或個人的。因此，在第四章所回顧的歷史之中，凡是關注在當下，
以市場需求、「可消費性」或是個人內在意義作為認同敘事的，都可歸類為本研
究所關注的去中央化認同。
獨中的去中央化認同不如其中央化認同的華教敘事那麼明顯可見。然而，若
仔細留意，則仍可發現，來自英文場域的就業競爭優勢以及馬來西亞國家化下的
教育體制環境、學生生涯建構，一再對獨中的中央化認同提出挑戰。1915 年中國
的〈教育部行政紀要（乙篇）〉就已經紀錄「英、荷政府常設法獎誘華僑入其所
設之學校」（中華民國教育部，1916：專件 56）。鄭良樹（1998：34-37）也曾考
察過在 1886 至 1910 年間的私塾教育，從清朝人士赴新加坡的見聞紀錄以及刊載
於當地報刊《叻報》的評論文章 60中，發現相較於華文的私塾教育，當地華人多
偏向接受英文教育，如其引文中可見，「子弟聰俊者皆入西塾」、「本坡之人，
每喜其子弟誦習英文」、「我國僑居習慣…文字則首英而次巫」、「南洋子弟多
不欲講究華書，而好攻西文」、「以商業應用或學英語，或學英文不願歸國」。
在改制事件後，由於華校的會考已經取消，堅持華文教學的華校，也因為無法提
供畢業的學生一紙具有「商品價值」的會考文憑，而失去了在教育市場中的競爭
力。
因此，獨中復興運動以後的的系統建制，特別是獨中統一考試的舉辦，其實
也是為了應對上述的市場現實，提升獨中教育的「商品價值」。雖然如此，重視

60

所引史料有：1886 年鄒代鈞《西征紀程》
、《叻報》1889 年元月 19 日社論、李瑞清 1908 年在
＜條陳扶植華僑學務擴充招待僑民學堂文＞一文中所追憶的 1889 年赴新加坡所見所聞、1894 年
陳省堂發表於《星報》的＜祀其非鬼＞及薩君陸 1910 年刊登在《福建教育官報》的＜調查南洋
學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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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的獨中中央化論述，並無法接納完全的市場認同，因為市場
認同重視的是，知識需要如金錢一般無障礙的流向有需求的地方，這就消解了個
人的承諾和奉獻的價值（因為這被視為知識在自由流通上的阻力）。是以，在獨
中場域內，一切市場考量的教育實踐，都需要受限於「華文教育」的框架及邊界
內，就如《獨中建議書》所表明的，獨中教育的辦學方針需要「堅持以華文為主
要教學媒介」（第一條），唯有在「不妨礙母語教育的原則下」，方可為了「配合
國內外客觀條件的需求」而「加強對國文和英文的教學」（第二條）（董教總，
1973）。
儘管獨中的中央化論述就形式上看來是強分類強架構的，然而一方面個別的
獨中有其辦學自主權，董總所聲稱的「精神力量」及「道義力量」的約束力，未
必能對各獨中有確實的約束力道；另一方面，正如上一章末尾所述，強調文化傳
統的認同論述在當代已成為較為微弱的主張，因此獨中的中央化認同論述有其侷
限。
為了突破上述侷限以及應對時代變遷，從 1990 年代開始，以董教總獨中工
委會為論述主體的獨中論述，開始使用「教育改革」的語言，在中央化認同論述
之外，提出更多元的其他論述。然而，由於中央化華教論述始終是論述主體做出
一切論述的背後秉持的最高原則，因此，這些改革的論述並無法真正的包容一切
獨中的在地實踐。本章的第一部份將解析董教總獨中工委會從「母語教育原則」
到「獨中教育改革」中，去中央化的論述內涵；第二部分則將以高中統考的數理
及商業科目考試媒介語、個別獨中開設的國際文憑班以及美里廉律中學獨樹一格
的學校體制，探討被獨中的中央化認同所排除或邊緣化的其他獨中場域內存在的
教育現實，並呈現獨中的論述如何在其間「求同存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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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華文教育邊界內的去中央化論述

在獨中場域，以華語為主要的教學媒介語的學校體制同時也被描述為一種有
利於學生升學就業的工具，以及符合學生認知發展的教學原則。1951 年《巴恩報
告書》建議廢除各語文源流學校時，吉隆坡華校教師公會批評報告書「忘記了母
語對於兒童學習的重要性」（鍾偉前主編，2004：714-716）。1963 年，面對「國
民學校」的國家教育體制化對華校的衝擊，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暨註冊社團、學校
代表大會在呼籲華人子女就讀華校的宣言中，也表明在華校讀書「升學固然可以
匯合中西優點，獲取卓越的成就，就業方面亦較僅諳英文或巫文的容易的多」
（鍾偉前主編，2004：847-848）。1973 年的《獨中建議書》也特別在論及出路問
題時，指出獨中學生「在學術界取得很大成就的比比皆是，比其他源流學生一點
也不遜色」，在就業方面「更具有競爭性……適合馬來西亞的華族工商界」（董教
總，1973）。
這一類支持華文教育的論述，著眼點不在宏大的文化、族群敘事，而是放在
學習者個人身上，構成支持華文教育的「去中央化論述」。然而，這一類論述卻
是鑲嵌在「維護華文教育」這一中央化認同的框架內的。因此，當基於同樣的理
由往相反的方向改變時，例如為了方便學生的升學就業而使用英文為教學媒介語，
則不見得能獲得華教人士的認同（詳見下一節）。
「華文教育」的框架及邊界是獨中的教育論述及認同非常顯著的特徵，唯有
在不牴觸「維護及發揚中華文化」的使命與「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方針時，
去中央化的認同及論述才有可能被納入獨中教育改革的藍圖中。追溯獨中／華教
場域內的去中央化教育認同，在「邊界之內」，較為系統性的論述首先出現在自
1991 年以來的獨中教育改革中。
獨中課程改革的呼聲首見於 1991 年華文獨中校長交流會，該次交流會確立
了獨中在 90 年代需要作出重大的戰略調整，「將工作重點由原先的維護母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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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中華文化的特殊使命，轉移到為民族經濟的發展培訓人力資源，充分發揮中
等教育功能這個一般使命」（鍾偉前主編，2004：1026）。這樣的戰略調整標誌
著獨中開始嘗試更多的轉向為經濟市場培養人力資源這樣的市場導向的認同。在
這樣的發展方向上，隔年，統一課程委員會於福隆港舉辦了「面向 21 世紀華文獨
中課程規畫工作營」，工作營的總結報告提出「獨中有必要發展技職教育」的主
張（吳建成，1992）。
到了 1996 年的全國獨中校長研討會，則提出了要減少「應試教育」，發展
學生的個性特長，重視學生人格及潛能發展，全面培養身心品質，走向「素質教
育」的理念（鄧日才，1999）。自此之後，在董總所出版的期刊上（如《華教導
報》、《馬來西亞華文獨中教育專刊》、《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馬來西亞教育評論》
等）就經常刊登相關的文章，試圖將這類論述傳播給關心在地獨中／華教的人。
2004 年底至 2005 年初61，董教總獨中工委會發布了《獨中教育改革綱領》。
上述「技職教育」及「素質教育」的改革列入了獨中工委會所規劃的教改綱領中。
《獨中教育改革綱領》是在 1973 年獨中系統建制以後，第一份對獨中教育提出系
統性改革的文件。除了「技職教育」及「素質教育」，這份文件所提出的其他重
要的教改內容尚有：(1)打破傳統的學科分科方式，注重學科之間的關聯性和整合
性，學科知識與實際生活的連結；(2)重視發展人文學科及藝能、體育、聯課活動
等非學術性或非考試科目課程；(3)以「預防勝於治療」的策略展開德育；(4)統一
考試制度的改革，減少考科數量，並將權力下放到學校，增加「校內標準化考試」
以及口試、實驗考試、專題報告等多元評量；(5)建立本土師培體系，改革教師專
業成長課程內容，提倡教師自主學習及開展教學研究；(6)發展學校特色，善用社
區資源；(7)強化獨中工委會與各州華校董事聯合會以建立獨中教改的支持體系

本研究參考的〈獨中教育改革綱領〉收錄於《董總 60 年會慶特刊 1954-2014》
，註明這份文件的
日期為 2004 年 12 月 15 日，然而在董總網頁上的 「華教 60 年大事記要（1954 年-2014 年）
」
，則將
發布綱領的日期紀錄為 2005 年 1 月 9 日（https://resource.dongzong.my/historical-figure/60yearimportant）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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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壽漢主編，2014：779-790）。
在《獨中教育改革綱領》的基礎上，2018 年董總進一步提出了《獨中教育
藍圖》對《獨中教育改革綱領》所提出的改革方向進行了更為細緻的規劃，並且
加入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改革規劃。在《獨中教育藍圖》所規劃的課程改
革下，2020 年獨中工委會再提出了《獨中課程總綱（試行版）》，用於指導未來
三年（2020-2022）獨中課程的調整和深化，在先導獨中試行以後，為長期和全面
的落實鋪墊（孔婉瑩，2018；獨中工委會統一課程委員會，2020）。
總的來說，自 1991 年以來的獨中教育改革論述，圍繞著「培育市場所需要
的人才」以及「以學生為主體」兩個方向，學科界線弱化並更加重視校本脈絡，
且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的彈性調整及重新架構。就改革所描繪的圖景而言，是分
類及架構都弱化的去中央化認同。
然而，雖然經過將近 30 年的改革倡議，這些改革在獨中的落實情形仍有待
加強。根據《2016 年全國華文獨中調查報告》，對 61 所獨中的課程設置問卷調查
中，回收 56 份有效問卷，按學校特色設置校本課程的學校僅有 12 所，佔有效問
卷的 21.4%；在技職教育方面，則有 45 所（80.4%）即使情況許可也不願意開辦
技職科，且這 45 所獨中之中有高達 37 所（82.2%）沒有透露不開辦的原因（鍾偉
前主編，2017b）。在教師問卷中，對於獨中全體教學人員共 4637 人所做的問卷
普查中，回收了 3758 份有效問卷（2 所獨中未將問卷交回），從問卷的回答情形
可以發現，在課程與教學觀上受到應試教育影響以及持有教師／學科知識為中心
的觀點的教師仍佔多數，在表 5-1 所列的題目中，勾選「同意」及「非常同意」
（四點量表）的比例佔了半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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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2016 全國華文獨中調查教師問卷部分題目的回答情況
題目
我的教學工作受到考試的牽制。
我設計的教案就是要幫助學生應付考試。
我覺得有必要向學生講授許多的知識，這樣他們才清楚
學習內容。
我會集中教導教科書裡／課程要求的所有資料。
我覺得我需要知道學生向我提問的每一道問題的答案。

回答「同意」及「非
常同意」的比例
72.9%
60.1%
88.5%
81.8%
71.5%

資料來源：整理自鍾偉前主編（2017a）

獨中工委會與各獨中之間，並沒有法律規定上的支配關係，因此，獨中工委
會在調查獨中或推動獨中教育改革時，會面對獨中並不一定會全體配合的狀況。
以上述的 2016 年全國華文獨中調查為例，原定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回收的問卷，
「為確保問卷反映獨中整體面貌」，展延到了 2016 年 10 月 20 日，即便如此，依
然有小部分華文獨中「因個別問題」無法將問卷回收交回（鍾偉前主編，2017a；
2017b）。雖然調查報告以非常含蓄的方式陳述了這一情況，但不難推斷，調查
小組面對的是少部分獨中不願配合調查的狀況。而當獨中的教育改革提倡的是重
視校本脈絡的去中央化理念時，獨中工委會作為獨中的中央化組織，在推動上必
然遭遇困難。從獨中工委會所推動的教改論述看來，其中關於弱化學科界線、重
視與學生生活經驗的連結、發展非學術性或非考試科目的課程等，都是屬於重視
學習者個人內在意義生成的治療性認同，對於各獨中而言，要在這樣的認同底下
開展相應的教育實踐，其資源的投入將是耗費巨大的，且並不容易測量其輸出。
這就使得這類改革難以獲得強力的支持，特別是面對招生壓力的獨中，「讓學生
具備升學就業的競爭力」會是這些學校更重視的認同。因此，當獨中已不再如
1960、70 年代一般，面對國家教育體制給學校帶來的「生存危機」時，對各獨中
而言，董總在號召及領導獨中教育發展方面，其影響力也將逐漸減弱，在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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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如何使治療性認同的焦點落實為獨中教育改革的政策和實踐，將是獨中
工委會面臨的一大挑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董總對其在推動獨中教育發展上的角色轉變已有所意
識。董總自 2009 年起引進了上海的「成功教育」教改模式以推動華文獨中教育改
革與發展，先是以霹靂州怡保的三所獨中為試點學校，後來擴展到 24 所獨中，至
2014 年，董總成功教育推展工作小組開始計劃將其過去主導的角色逐步調整到主
催（即主要的從旁推動者）的角色，讓各校自行引導校內落實成功教育理念，將
教學模式本土化（陳燕萍，2018）。這樣的角色轉變，相信也是董總在推動去中
央化取向的獨中教育改革時，較適宜的定位。
本節簡要回顧了 1991 年以來以獨中工委會為主體的教育改革論述，發現在
不涉及教學媒介語、政府考試等紅線時，獨中工委會所推動的教育改革較具彈性，
知識、學科、領域等界線較為模糊，且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將隨時做出調整改變
其內容。在這樣的去中央化認同論述下，個別獨中被鼓勵發展校本課程，且獨中
統一考試未來也將朝向校本評估的方向做改革。然而，在獨中工委會所規範的獨
中教育框架底下，原先各自辦學的地方獨中就已經因為這樣的「體制化」而受到
框限，就如上一章所討論的 1980 年代沙巴獨中統考媒介語爭議。本章下一節將接
著討論其他踩在「獨中路線」邊界上的去中央化教育實踐。

第二節

華文教育邊界的跨界游移：在地獨中的去中央化實踐

《獨中建議書》所確立的「獨中路線」中，一個明確的界線是以華文為主要
教學媒介語。在這個界線內，獨中工委會建立起了獨中的統一課程，並且依據統
一課程建立起對應的統一考試制度，獨中學生在完成獨中統一課程的修習以後，
需要參加統一考試，方可獲得一紙證書作為完成獨中教育的證明。
由於不認同國家教育體制所打造的「國民學校」方案，這一套對應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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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中教育系統，也明確的把「政府考試」置於獨中教育的對立面，《獨中建議
書》明確指出獨中「不能以政府考試為主要辦學目標，若某部分學生主動要求參
加，可以補習方式進行輔導」（董教總，1973）。
由統一課程與統一考試所架構起來的這個「獨中方案」，在應然面上規範了
獨中應該以怎樣的教育作為辦學方向。即便到了 1990 年代，獨中工委會開始推動
獨中教育朝去中央化的方向改革，所有的獨中教改相關文件都未摒棄《獨中建議
書》所建立起來的框架，對「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不以政府考試為主要辦
學目標」的表述進行修正，獨中教育作為馬來西亞華人的「民族教育」的定位始
終不變。2005 年《獨中教改綱領》言明改革是在「延續《獨中建議書》的基礎上」
進行的（鄒壽漢主編，2014：779-790）；《獨中教育藍圖》則是在「既定的使命
（《獨中建議書》）」及「已有的基礎（《獨中教改綱領》）」下所做的未來規
劃（孔婉瑩，2018）；至於 2020 年的《獨中課程總綱（試行版）》，由於是依循
《獨中教育藍圖》訂製的文件，其遵循《獨中建議書》的使命自是不必言明。
儘管如此，對個別獨中的辦學實踐而言，「獨中方案」就如同「國民學校方
案」一樣，僅僅是個別學校可以選擇的辦學方案之一。由於獨中在辦學上享有相
當大的自主權，「獨中方案」並非學校唯一可選擇的方案，因此「市場價值」就
容易成為主導個別學校選擇辦學方向和路線的一個重要考量，當作此考量時，關
注焦點就將放在短期的、外在的以及對職業應用的探索上，在學校行政上則通過
獎懲等績效做資源分配，監督單位執行的有效性，主要目的在於滿足及創造地方
市場。因此相對的，對於獨中教育理念的承諾和奉獻，則將會被視為知識在自由
流通上的阻力。
是以，儘管「獨中路線」描繪出一個「理想型」的獨中教育，然而獨中在實
踐上往往同時融入市場考量。以「不以政府考試為主要辦學目標」為例，根據
2016 全國華文獨中調查，56 份有效問卷中，一共 37 所獨中（66.1%）提供政府的
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ijil Pelajaran Malaysia，SPM）課程，其中的 25 所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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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將 SPM 課程安排在學校正式課程內（鍾偉前主編，2017b），這樣的現
實與《獨中建議書》的建議相去甚遠，按照《獨中建議書》，政府考試應在學生
主動要求時，方由學校以補習班的方式對學生進行輔導。
除了政府考試，一些獨中也開辦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國際課程，例如國
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IGCSE）。怡保培南獨中的學生分為兩種班級：統考班及 IGCSE 班，前者為「獨
中路線」的 6 年學制，主要以中文教學；後者為 5 年學制，主要以英文教學。無
論是統考班還是 IGCSE 班，學生皆需要參加政府考試。在兩種班級的學生占比方
面，IGCSE 班佔了培南獨中 80%的班級，因此可以認為，培南獨中主要的開辦的
課程並非獨中的統一課程，而是 IGCSE 課程（蒙慧賢，2019b）。
像培南獨中這樣的辦學模式僅僅是與獨中工委會的「獨中路線」不一致，砂
拉越美里廉律中學則是直接站在「獨中路線」的對立面。根據曾榮華（2013）在
其碩士論文中的研究，廉律中學在經過 1999 年的課程改革之後，全校已不再以華
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而改以英語及馬來語為主，華文媒介的課程只佔了一週總
節數的大約 20%。學校在高中階段也以政府的 SPM 考試為主。廉律中學的學生會
在高二考取 SPM 文憑，之後大約三分之二的學生會離校升學或就業，只有約三分
之一的學生會銜接到和廉律中學同一個體系下的高教機構：廉律理工學院修讀英
國劍橋的 A-level 課程（普通教育高級程度證書，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 Level，相當於大學預科班水平的證書）或是該學院的其他專業文憑課程。
這些銜接到廉律理工學院升學的學生可以選擇向學校註冊報考高三統考，然而當
中又有高達三分之二的學生會因為考試壓力或華文程度有限而放棄報考高三統考，
對於其他三分之一選擇報考統考的學生，學校則僅以「課業輔導」的方式協助學
生備考，因此實際上在廉律中學就讀的學生，最終只有少數學生將考取獨中高三
統考證書，而高三統考也非引導學校辦學的主要考試。從課程、考試、教學媒介
語等角度考察，廉律中學的學校體制都直接違背了獨中工委會「以華文為主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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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媒介語，不以政府考試為主要辦學目標」的辦學方向。
顯然，對於這些不以獨中統一考試為學校辦學的主要指引的獨中而言，「獨
中方案」僅僅是這些學校可以選擇的辦學方案之一。驅動學校做選擇和決策的，
往往是學生在升學就業上的考量。就如怡保培南獨中教務主任林柔清所言，這樣
的模式能夠給學生「多一個選擇，多一條出路」（蒙慧賢，2019b）。若學校評
估「獨中方案」無法幫助學校取得卓越的辦學績效，則學校將另尋他路。換言之，
相對於獨中教育理念的承諾和奉獻（這被視為學校辦學上的阻礙），學校更關注
的是能不能「滿足及創造地方市場」。
因此，就個別獨中的教育實踐而言，市場認同是較為顯著的「地方論述」。
由於面向市場且彈性的因應環境的變化而做出調整，在教學媒介語以及政府考試
的議題上就容易與立場堅定、界線明確的獨中工委會「中央化論述」相衝突。其
中，獨中統一考試是兩種論述交互衝突的激烈戰場。上一章已討論過沙巴獨中統
考媒介語爭議，沙巴的 9 所獨中在創立之初，獨中統一課程尚未建立以前，即已
全數採用英文課本教學，因此強烈反對董總在獨中統一課程建置完成後就將統考
媒介語改為全以華文出題的決定。最終這項爭議就初中統考而言，仍然在 1981 年
做出的決議中，決定基於獨中的辦學理念和方針，統一規定所有非語文科目只以
華文出題，取消英文試卷（除沙巴獨中因為「情況特殊」，得以「暫時通融」使
用華、英兩種語文出題）。然而，高中統考的爭議則一直持續至今。
統考所發出的證書具有「市場價值」（尤其是畢業後將直接面向就業或高教
市場的高中統考），可作為獨中學生升學就業的學力證明文件，又因為英語是數
理及商業領域通用的「工具語言」，因此，從市場角度考量，許多獨中皆使用英
文為媒介語在高中階段教授上述科目，繼續維持高中統考的數理及商業科目可以
選擇英文作為考試媒介語，遂成為許多獨中熱切的訴求。在這樣的形勢下，統考
委員會自是無法強硬的統一規定高中統考以華文為考試媒介語，1981 年做出初中
統考所有科目統一以華文出題的決議時，高中統考是以「暫緩決定」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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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85 年，統考委員會決定再次推進這項議程，提出了一個將沙巴州初中統考
及全國高中統考各科目統一以華文出題、華文作答的時間表，然而這項決定掀起
巨大的爭論，最終在「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大原則之下，決定維持現狀直至
特定科目無考生選考英文媒介時才廢除該科的英文媒介試卷。在這項決定之後，
1986 年全國高中歷史及沙巴初中歷史、1996 年沙巴初中地理、1997 年全國高中地
理科廢除了英文試卷，數理科目及商業類科目則仍然是鐵板一塊，在沙巴初中統
考及全國高中統考中年復一年的直到今天，依然有考生選擇英文試卷作答，可見
英語作為這些領域通用的工具語言的「市場地位」並不容易受到動搖（李華聯，
2004）。
儘管就統考媒介語問題獨中工委會最終做出了妥協和通融，然而這樣的「求
同存異」或許意味著，在地化的「異」是要在認同「維護華人優良文化傳統」的
「同」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說，獨中工委會仍然掌握了獨中論述中道德想像的話
語權，只是作為一種暫時性和權宜的做法，這些不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在
地實踐才獲得包容。誠然，受限於僅有檔案文件資料供分析，因此在有關「華」
的道德想像上，獨中工委會可見的論述顯得過於單一，使得這一推論或許有侷限，
未來可藉由訪談獨中工委會內部人員，做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從更多方面了解
獨中工委會的論述更細緻的面貌。
就可見的資料看來，對於像廉律中學那樣，在 1999 年課程改革之後以英文
及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獨中，董總在公開的論述上，是強烈的不認同其改
革的，廉律中學的教育改革顯然踩到了董總所設下的邊界。是以，做為「控制輸
出」的獨中統考，董總在「求同存異」的特別允許沙巴獨中以英文媒介語應考後，
其實並不願意再接納廉律中學以英文媒介語應考，只是在廉律中學的「堅持及懇
求」下，才「通融允准」改革後的廉律中學在初中統考的科學及數學試卷可選用
英文作答，為此，當廉律中學在接受報章媒體訪談時提到其學校的「改革獲得董
總批准」時，當時的董總主席郭全強還特別登報澄清及重申立場，反駁「批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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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別強調僅為「通融允准」（郭全強，1999）。饒是如此，這樣的「通融允准」
在不到十年以後即被撤回。董總內部經過反覆討論，覺得有「反賓為主」的現象，
因此在 2006 年做出取消這項特別通融的決定（〈華教 60 年大事記要〉，無日
期）。董總在面對廉律中學的改革時以強勢的姿態應對，這也造成廉律中學走上
「自立自強」的道路，開始自編課本，並自創英文媒介的初級數理考試（Juni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xaminations, JSME），邀請外國著名大學教授核鑑及親
臨批改考卷，確保 JSME 證書獲得國際承認，以取代初中統考數理科（曾榮華，
2013），2019 年廉中自創的 JSME 考試更是獲得劍橋國際考評部同意納入劍橋初
中課程中，使得 JSME 升級增值為 JSME 2.0 版本（何寶玲：三合一課程升級 廉
中推出 JSME2.0 版本，2019）。廉律中學從此也常在報章上公開批評董總處理教
育課題的作法，認為董總並沒有公平對待各地獨中（房按民：處理一些教育課題
董總沒比國陣好，2012）。
總的來說，像培南獨中、廉律中學等辦學方向與獨中工委會「獨中路線」不
同的學校，其論述與實踐已經較多的基於「市場／工具性認同」，因此當獨中論
述基於「道德要求」，在教學媒介語、考試制度等課題上框限了這些學校面向市
場的辦學方針時，就會被這些學校視為是守舊、僵化的表現。例如另一所開辦
IGCSE 課程的北馬區某獨中負責人，在接受星洲日報記者訪問時，就提及學校在
辦學上的信念是「我們看到問題，我們就做改變。不是以前做了什麼，就什麼都
要跟以前一樣。」（梁慧穎，2019）；曾榮華（2013）在其碩士論文中，也摘錄
了他訪談廉律中學執行員房按民62的語料：

…（華文獨中）必須與時俱進，不要總是在鑽牛角尖，什麼民族精神、
民族教育而已，教育不是這麼簡單的，也不是這麼狹窄的，不能夠在

62

在廉律中學的行政組織中，學校與廉律理工學院同屬一個體系，最高行政首長為兩校共同的首
席執行員，首席執行員之下，才設有副首席執行員、校長、副校長等其他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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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框框裡面打轉。
從中可以發現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在獨中論述控訴國家的教育體制框架限
制甚至消滅了華文學校的體制時，對個別獨中來說，這一個中央化的獨中論述同
樣的也反過來成為一種限制學校辦學的框架。儘管如此，這些地方上的獨中雖然
對獨中工委會的獨中論述頗有微詞，但「華文教育」仍然在這些學校的論述中有
一定的道德位置。廉律中學的辦學模式雖然與「獨中路線」相去甚遠，但執行員
房按民在受訪時卻仍然認同華教的使命，發出「我們是華校，宣揚華教是每個華
文獨中應該要做的」這樣的言論。而即便同是融入了「市場／工具性認同」的在
地獨中論述，其「獨中框架」在實踐中也有程度的不同。星洲日報在 2019 年刊登
了獨中辦國際學校課程的專題報導，報導中訪談了 2 所開設 IGCSE 班的獨中負責
人及 1 位資深獨中校長，根據報導，培南獨中是完全的「自由市場」，學生在入
學時可以選擇 IGCSE 班或統考班，而最終學校 80%的班級為 IGCSE 班，學校的
「獨中框架」已經很不明顯；北馬的某獨中則是「計劃經濟市場」，校方會「設
下底線」，把修讀 IGCSE 課程的學生比例限定在 20%，且規定 IGCSE 的學生必
修中文，「不能把根拔起」；資深獨中校長吳建成對獨中的國際化改革則是在
「獨中框架」內持開放態度，他不贊成把整套 IGCSE 課程引進學校，而主張把國
際課程中有利於人才培養的關鍵要素（教育觀和教學法）引進學校原有的體系中
尋求改變，而在這個過程中「必須確保獨中的人文價值不會遭到破壞，切勿忘了
對中華文化底蘊的堅持」（蒙慧賢，2019a；2019b；梁慧穎，2019）。
就如上一章的討論，展望性認同具有「分裂的傾向」，同是認同獨中「守護
華文教育」的理念，投射到具體的實踐時卻有不同的主張，從最保守的保持原有
華文教學與考試的體制不變（回溯性認同）到最大程度的迎合市場、創造市場價
值（市場／工具性認同），在地的獨中分別處於光譜中的不同位置，而「治療性
認同」雖然經常見諸於獨中的教改論述，在具體的實踐上卻是相對不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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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試圖描述獨中在經過 1973 年的系統建制以後，經獨中工委會所推動的
獨中教育改革與各地方獨中的教育實踐中，去中央化的認同與論述，結果發現，
這些去中央化的認同與論述，仍然是圍繞在獨中「守護華文教育」這樣的中央化
認同框架下的討論。由於獨中這個場域有很強的邊界，框架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自主創立的民族教育中，而國家對這些學校的歸類與劃分，對照於國家所制度化
的教育系統以及在華教抗爭運動中所捍衛的相對自主空間，更是使得這個場域形
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自治區」，因此，在這樣的範圍內討論去中央化的教育認
同，自然無法跳脫其「守護華文教育」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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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結論、反思及建議
本研究認為，獨中之教育論述有其內在的產生規則，並非只是被動的反映及
呈現外部社會團體之權力關係並忠實傳遞優勢文本之信息的中性載體。為此，本
研究以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為分析工具嘗試理解其間關係，將獨中看作教育
論述的「競技場」（arena），其中有各種不同的認同模式在競逐，來自官方的、獨
中作爲一共同體的、各獨中在地化的教育論述彼此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
經第四章及第五章的研究發現與討論後，本章將提出研究的結論，並對獨中教育
認同的發展變化做出反思，再提出研究者對獨中教育的期待以及指出未來可繼續
延伸探究之處。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獨中教育認同的論述核心：傳統華教論述
本研究發現，原先散在馬來西亞各地、擁有獨立運作的學校行政系統的各所
獨中，因歷史的因素萌發於夾在中、英之間相對自主的華教「第三空間」，後因
改制事件成為獨立中學，為應對繼之而起的學校存續危機，經獨中復興運動串聯
成一個共同體。在上述獨中逐步邁向「中央化」的過程中，其教育認同的論述核
心為傳統的華教論述，以「展望性認同」為優勢，強調「中華文化為馬來亞文化
的一部分」，對教育的輸入及輸出都採取嚴密的控制，以社會運動抗爭的形式，
選擇性的挪用族群身分、文化傳承等保留傳統或既存體制的權利論述與當權者抗
爭，不斷的在不同的時期參與當時的時代變遷，以求穩定的未來。
這一模式的奠定開始於受英殖民政府直接管制的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華
社因反抗 1920 年學校註冊法令而起的抗爭運動，在馬來亞聯合邦成立以後則再納
入原先馬來屬邦的華校，及至馬來西亞成立後，再加入東馬沙巴和砂拉越的華文
獨中。然而，因為有多種途徑投射其所展望的新的未來，以及各地脈絡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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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認同在實踐上具有「強烈的分裂傾向」。
自 1920 年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的學校註冊條例起，當地的華校就受到殖
民政府的管制。然而，雖然英殖民政府嚴格防範來自中國的政治思想在當地的影
響，卻不干預華校的華文教育，還設法透過師資培育、課程、會考等對華校加以
本地化，且中國方面也無強大的權力機制對這些海外華校加以中央化的管理，因
而造就了一個夾在中、英之間，相對自主的當地華教「第三空間」。面對中國，
可以因在地特殊情況而「變通辦理」，面對英殖民政府，也可在不踩到政治的底
線時，繼續華文教育的辦學。
1945 年二戰後，在馬來亞聯邦、馬來亞聯合邦再到馬來西亞的建國步伐下，
華文學校面對整合到國家教育體制的衝擊，即「馬來亞化」的議題給當地華校這
一相對自主的「第三空間」之存續構成的挑戰。在馬來亞（西馬）的脈絡下，堅
持華校體制的獨立中學在對抗國家教育體制建置中誕生，成為獨立於體制外的學
校。與英殖民時期的華文學校作為相對於舊式私塾的「進步的」、引進西方教育
體制而並不特別重視「傳統」的展望性認同論述不同，這時期的華教對抗論述更
為強調「中華文化傳統」，摻入了回溯性認同的色彩。
在馬來亞聯邦通過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及報告書落實「國民學校」的構想後，
國家的官方論述將不接受改制的獨中定位在「收容超齡生及落第生」，使得這些
原先提供完整普通教育的華文中學，降格為附屬及補救性質的學校。隨著時間推
移，超齡生將逐漸減少，小六直升中一的教育政策也使得小六會考落第生走入歷
史，獨中因而在生源斷絕之下面臨生存危機。直到 1973 年的獨中復興運動以後，
《獨中建議書》提出，獨中明確了其以「傳統華教論述」為基石的定位、辦學使
命及方針。獨中工委會隨之成立，獨中的統一課程、統一考試等「中央化」的系
統建制工作亦從此展開。這些系統建制的工作使得獨中得以對教育的輸入及輸出
採取嚴密的控制以實現其教育認同，統一課程的編訂調控了獨中教育的「輸入」，
統一考試則實現了控制獨中教育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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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990 年代以後獨中教育認同的演變：去中心化的教改論述與在地實踐
由於獨中本質上是地方性的，且獨中論述中的「展望性認同」具有分裂傾向，
因而在傳統華教論述有關「捍衛華文教育」的道德想像底下，仍可發現地方上存
在多種不同的實踐。同是面對 1920 年代當地政府要求學校註冊的管制措施，在東
馬的砂拉越並未發現文獻紀錄顯示當地華人如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華社那般進
行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沙巴的華文學校在 1960 年代面對政府的管制、津貼以及英
文媒介考試時，也沒有出現訴諸強烈的民族情感與文化認同的論述，相反的還主
動尋求改變體制，注重英文的教學。即便在奠定、發展並引領「傳統華教論述」
的西馬，在面對是否向當地政府註冊（1920 年代）、是否接受改制成為國家教育
體制的一環（1950-60年代）等攸關華文教育「生死存亡」的關頭時，也存在許多
不同的立場。
進入 1990 年代以後，獨中熬過了「風雨飄搖」的 1960、70 年代，獨中系統
建制起來，各獨中的辦學也逐漸穩定發展，度過了「生死存亡」的危機後，上述
「分裂立場」的差異逐漸較為顯著的呈現出來。為了因應當代的變遷對 21 世紀教
育提出的挑戰，「獨中路線」在「傳統華教論述」的框架下，透過「教育改革」
的語言，納入了更多與「市場競爭力」及「學生主體的全面發展」有關的「去中
央化論述」，結合原先的「傳統華教論述」，呈現出「拼貼」的樣貌。獨中的在
地實踐方面，則可以發現一些獨中融入了「獨中路線」之外的其他課程系統，甚
至不以「獨中路線」為主要的辦學方向，其中又以「市場競爭力」的認同相對較
顯著及為學校所重視。至於「學生主體的全面發展」則是做為中央化組織的獨中
工委會在獨中教改脈絡中經常使用的語言，然而仍然缺乏足夠的證據顯示這已轉
化為獨中的教育實踐。換言之，在 1990 年代以後，獨中的教育認同朝向更多元的、
在地化的及去中心化的方向演變，然而，原來的「傳統華教論述」仍然佔據「華」
的道德想像的高位，「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以及「不以政府考試為主要辦
學目標」仍然是以獨中工委會為主體的論述中的道德紅線，觸碰底線的獨中會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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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與董總的論爭，也會面對「變質」的質疑。未來這樣的邊界是否會出現變化或
調整是在研究獨中教育認同的發展變化時值得繼續觀察的。

總的來說，可以將獨中的教育認同樣貌，簡要的呈現如圖 6-1。
在圖 6-1 中，獨中的教育認同處於「傳統華教論述」、「獨中教改論述」及
「在地獨中實踐」三點所構成的框架內，其中「傳統華教論述」位於三角形框架
的頂點，佔據獨中認同論述的制高點，形成於 1904-1973 年期間，主要表現為回
溯性認同與展望性認同；自 1991 年以來，去中央化的獨中教改論述及在地獨中實
踐逐漸變得更為顯著，當中又以市場認同為主要的教育認同模式，此外，前一時
期的傳統華教論述也並未在此時消失，因此在圖 6-1 中，此二時期的分隔以虛線
表示。

圖 6-1
獨中的教育認同

必須指出的是，獨中的教育認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本研究從回顧過往
獨中教育發展史既有的發現出發，採「回溯追尋」法追溯相關的一手文件進行分
析，其侷限在於或許會受到前人研究的觀點所限制，且在大範圍的時間、空間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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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難以對個別事件或個別獨中做深入細緻的分析，因此所獲得的研究發現與
理解，仍有必要留待日後進行更細緻的考證。無論如何，就目前所掌握及分析的
證據，至少可以下一個暫時的結論：獨中對於華文教育的想像並非只有一種單一
的面貌，這一認同處於一個持續的建構過程，是華人爭取族群教育平等以及辦學
自主的理念在面對外在的國家教育制度、經濟及社會變遷等現實環境下調適的結
果。

第二節

研究反思

獨中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教育案例。獨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教育系統，提出了與
國家的國民學校方案相抗衡的中央化論述，這些建制完全來自以董教總為主的民
間組織，但卻取得了和國家（state）力量所打造的教育系統建制相當的成果。儘
管獨中內部的異質性以及外部國家教育政策的壓力使得這一中央化的系統建制在
實踐中存在難題與分歧的見解，然而獨中教育卻始終得以保持其生命力至今，並
且仍不斷嘗試回應時代變遷做出調整，其活力與韌性讓人欽佩。然而，在此之餘，
獨中的教育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問題。以本研究考察的獨中華教認同的演
變而言，獨中的華教論述在根本上存在以下兩大疑問：

壹、有關「母語教育」的疑問
打從新式學校在本地誕生之初，在地的華文學校對華人而言，就有著打破原
先華人內部不同方言集團之間的隔閡與畛域之見的「進步」形象。然而，這樣一
種去除方言界線的「華語共同體」想像之下，就是原來以方言教學的學校的消失。
因此，當獨中反對「國民學校」方案的「團結」想像，提出以「同一課綱，不同
語言」的論述來維護既有的華語教學制度時，要如何對自身使用華語來團結各方
言群的「團結」論述提出一個自洽的說法？如果華人的方言群認同被認為是會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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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華人團結的，那麼當華文教育被質疑會阻礙馬來西亞各族群之間的團結時，獨
中的論述又該如何反駁？

貳、有關「獨立自主」的疑問
在改制事件發生時，不接受改制的獨中即無法領取政府的津貼金。儘管在改
制以前，津貼金並不是華文中學辦學的主要經費來源，這仍然被獨中視為一種
「打壓」。時至今日，獨中已經自成一個可以自立自強的教育體系，但多年來向
政府要求制度化的對獨中撥款卻仍然是其中一個獨中努力爭取的目標。這就形成
一個矛盾的狀況，一方面，獨中不認同既存的在「國民學校」方案下所打造的國
家教育體制，因此才不受津貼獨立自主辦學；另一方面，獨中卻希望能獲得政府
的「公平對待」，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情況下能享有政府津貼。爭取津貼在這
個脈絡下，更像是獨中教育獲得國家體制接納的符號，意即在國家教育制度的層
次上，獨中希望華文學校的體制可以完整的平等存在於國家教育體制中，因此獲
得國家的津貼對這一理想圖景而言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誠然，津貼金或許也並
不只是有關認同與象徵的問題，或許也在實質上攸關獨中的經濟基礎，然而，在
既存的國家教育體制沒有根本的改變的現實中，將爭取津貼的舉動與獨中的教育
認同相對照之下，則仍然難免讓人困惑。

第三節

研究建議

壹、對獨中教育的建議
上一節末尾反思的兩大疑問，指向的是獨中展望性認同的核心問題：在整個
國家教育的層次上，獨中教育所展望的是怎樣的未來？這個問題將隨著時空背景
的不同而需要不斷的重新思考。獨中在過去的拒絕改制以及復興運動以後的系統
建制，迴避掉的是國家教育層次上中心化的未來，不尋求融入國家教育體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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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一個相對自主狀態，在國家層次的團結問題上，則僅僅停留在華人的民族、
文化等層次提出論述。這樣的相對自主狀態是較為封閉的，因而往往較難有效回
應時代的變遷。研究者認為，在國家獨立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國族建構」議題仍
然需要持續的對話溝通，否則獨中教育將永遠處於國家教育體制的邊緣，如同英
殖民時期猜忌華校是中國政治思想輸出的機制那樣的受到猜忌。
在國家教育體制的大框架並未改變的當下，獨中目前的去中心化狀態應是較
適合獨中的，因此，研究者認為，獨中在繼續以華人的「文化權利」捍衛學校自
主辦學的空間時，應維持目前的自給自足狀態，停止向國家要求津貼，以其辦學
的品質來贏取社會大眾對獨中教育的支持。
就目前的發展看來，獨中教育似乎也希望維持去中心化的存在狀態，獨中工
委會推動的教育改革也朝向這一方向，重視校本脈絡的教育改革，董總也從過往
站在前方領導獨中教育的角色逐步調整和轉型。這樣的改革和轉變應該繼續貫徹，
獨中教育才能真正的在去中央化之下各自精采。為此，一方面董總應該持續加強
其教育方面的專業，在課程、教學、師資培育、教師專業發展等方面厚植專業能
量，從社會運動的抗爭領導者專業的教育組織，以教育上的專業權威取得各地方
獨中的信賴，在獨中的教育專業發展上給予專業的輔助；另一方面，原來強架構
強分類的「堅持華文教學，不以政府考試為主要辦學方向」的論述應該加以調整，
面對展望性認同之下分裂的立場，董總應該持開放的態度，深入的去了解對獨中
教育的不同想像及論述，達致真正的對話，避免陷入「誰才有資格論述」的爭論
之中，導致 Bernstein 所謂「道德想像的萎縮」，將「華文教學媒介，不以政府考
試為主」變為不可質疑的教條，走向回溯性認同中的原教旨主義。不跟隨獨中工
委會「獨中路線」的學校，未必真的沒有華文教育的認同，唯有在一個開放的且
良性競爭的環境下，才能發現最適合生存，又同時能延續中華文化理念的辦學模
式。獨中已從過去的抗爭運動中開拓出一定的生存空間，因此，在既存的格局之
下，一個就「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命題百家爭鳴的獨中場域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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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最後，就後續的研究可繼續延伸的方向，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Bernstein 理論方面
本文的特色在於引入 Bernstein 教育論述及認同的理論觀點，認為獨中之教育
論述有其內在的產生規則，並非只是被動的反映及呈現外部社會團體之權力關係
並忠實傳遞優勢文本之信息的中性載體，這是過往獨中研究較少見的取徑，在這
一取向上，尚有許多值得加以應用在獨中研究中的理論工具，建議可作為未來研
究的指引，對獨中教育內在的規則和動力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討。例如
Bernstein 教育機制理論中的分配規則、再脈絡化規則、評鑑規則如何在獨中的場
域中作用？獨中教育中的規約性論述（regulative discourse，RD）和教學性論述
（instructional discourse，ID）如何運作？獨中課程改革中能力模式（competence
mode）與表現模式（performance mode）兩種教學模式的分析等。此外，當代的
獨中教育認同，是否驗證了 Bernstein 所謂「展望性認同與市場／工具性認同互補」
的模式？也是研究當今獨中的教育發展時，具有理論價值，值得關注的議題。
此外，在 Bernstein 的教育認同理論中，對於各類認同的描述舉例等以歐洲
社會為主，本研究通過對馬來西亞華文獨中這一特殊場域的探究，發現這一場域
有其獨特的、不同於歐洲社會的脈絡，具體而言，如前所述，獨中教育的中央化
建制由民間團體而非國家（state）所發動，因此，在國家的教育再脈絡化場域內，
獨中所建制的教育系統可謂「邊緣化的中央」，這一獨特的型態在 Bernstein 的理
論模型中缺乏描述，因此，未來若針對此一場域深入研究，累積更多的實證資料
後，相信將能提出不同於 Bernstein 的理論洞見（特別是在有關當代認同的建構、
變遷與轉化等理論描述上），進一步在理論層次上發展 Bernstein 所遺留下來的這
一「尚在醞釀的藍圖、綱領」。研究者期望，藉著回答「獨中工委會如何成為如
今的獨中工委會」這樣的問題，能達成前述理論建構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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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中教育方面
本研究在大範圍的時間、空間跨度中考察獨中的教育認同，難以對個別事件
或個別獨中做深入細緻的分析。然而，特別是對於去中央化認同而言，未來仍需
要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做更為深入的研究，並透過訪談更深入的了解個別學校的歷
史，突破文件資料的限制，以獲取更豐厚的研究資料。在個案獨中的選取上，東
馬（沙巴及砂拉越）以及馬來屬邦（吉打、吉蘭丹、玻璃市、登嘉樓及柔佛）的
獨中，由於沒有留下太多「抗爭」的紀錄，這些地區的獨中更為細緻的教育認同
樣貌為何，和典型的傳統獨中敘事有何差異，非常值得繼續延伸探究。
過往的華文教育研究，經常將獨立以前的整個西馬（馬來亞）視為一個整體，
然而，馬來屬邦在當時相較於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是更為自治的實體，因此
可以推想當地華校在當時所處的脈絡是與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不太相同的。舉
例而言，其中一個差異就在於，馬來屬邦的政府並沒有提供津貼補助給這些地方
的華校申請。這些差異為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指引。以在地理位置上被馬來聯
邦及海峽殖民地「夾擊」的柔佛州為例，是什麼樣的條件使得柔佛州得以成為獨
中的堡壘區？是否在長期缺乏政府津貼的情況下，柔佛州的華文學校已靠著比例
較高的華人人口，更有能力自給自足，因此才更有條件在華文學校改制時期拒絕
改制，進而發展成為華文獨中的堡壘區？這樣的推想值得在未來加以探究。
最後，一個在近期已經逐漸受到關注的課題是，獨中的非華裔學生。這一群
體只佔獨中生很小的比例，但一向以民族教育自居的獨中，非華裔學生是否會對
獨中的教育認同有所衝擊？深入探討這一現象，相信對於理解獨中的教育認同以
及為未來的獨中教育發展提出建議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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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獨中（華教）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18 世紀末至 1990 年代）

時代劃分

開闢的時代
（18 世紀末-1920）
鞏固的時代
（1920-1945）

與馬來西亞建國有關的
獨中（華教）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簡述）
重大歷史發展背景
1941 年以前
華人的私塾教育自 18 世紀末出現，20 世紀初，新式華文學校出現。
西馬分馬來聯邦、馬來屬邦、
海峽殖民地三部分，皆受英殖 各地的殖民政府在 1920 年代以註冊法令管制華校，馬來聯邦及海峽殖民地的華社在反
民 控 制 ， 唯 自 治 程 度 有 所 不 抗學校註冊法令的運動中達成大團結，凝聚起守護華教的意識。
同。
華校因學校註冊法令取得辦學的合法地位，進入全面建設的階段，許多華校的初中、
東 馬 分 爲 北 婆 羅 洲 （ 今 沙 巴 高中在這個時期建設完成。
州）及砂拉越王國，前者受英
國的特許公司所控制，後者是 日治時期，華校發展中斷，導致二戰後華校復辦時，面臨爲數衆多在二戰時失學的超
由英國探險家所開創的王朝。 齡生的問題。
1941/1942-1945
日治時期，東西馬各部分先後
受日本統治。
1945
英國在二戰後重返

攻堅的時代
（1945-1957）

1946
西馬的馬來聯邦、馬來屬邦及

華社的抗議
馬來亞聯合邦確立了建立馬來民族的國家，以馬來文化爲主軸的建國方向，在教育上
通過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法令達到馬來亞化，各民族教育採用以馬來亞爲主軸的課綱及
課本，統一以英文及馬來文爲共同的教學媒介語。
東馬的北婆羅洲及砂拉越在接受英國政府的管理後，亦通過各教育政策和法令介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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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峽 殖 民 地 1 組 成 馬 來 亞 聯 校的管理2。
邦，馬來各邦的統治者將主權
對上述的各種教育政策和法令，華社基於擔憂華族的母語教育消失或變質而強烈反
移交馬來亞聯邦總督
對。
東馬的北婆羅洲及砂拉越王國
西馬
交由英國政府管理
1955 年，檳城鍾靈中學率先宣佈接受改制，震驚華社，引來排山倒海的批評聲浪，鍾
1948
靈爆發學潮，隨後波及至檳城的另兩所華文學校（韓江及中華）也爆發學潮。
馬來亞聯合邦取代馬來亞聯
邦，馬來統治者擁有各州的主 1957 年馬來亞聯合邦獨立後，10 月傳出森美蘭芙蓉振華中學及柔佛昔加末華僑中學先
權，馬來人特權獲憲法明文保 後追隨鍾靈中學的腳步接受改制的消息，隨後反對的聲浪演變爲全馬來亞華文中學總
障
罷課。
砂拉越實施憲政

1957 年 12 月，柔佛新山寬柔中學宣佈拒絕改制，隨後森美蘭芙蓉中華中學也宣佈絕不
申請改制。

1950：北婆羅洲頒佈憲制
1957：馬來亞聯合邦獨立

發展的時代
（1957-1996）

1
2

東馬
1954 年，英國肯特郡 Kent 總教育官吳德海（Woodhead）前來調查婆羅洲三邦的教
育，所發表的調查報告書對砂拉越和北婆羅洲兩地的教育發展模式和方向起了很大的
影響。兩地都依據此份報告書提出了相應的教育政策或法令，但由於會影響兩地華校
董事會的辦學自主權而招致華社反對。

1963：馬來亞聯合邦、北婆羅
西馬
洲、砂拉越、新加坡組成馬來 馬來亞獨立後，延續獨立前的教育政策及方向，繼續通過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法令統合

僅指海峽殖民地的馬六甲和檳城，不包括新加坡。新加坡維持殖民地地位直至 1963 年組成馬來西亞，後又於 1965 年脫離。
包括了 1955 年 Woodhead 報告書及 1956 年砂拉越華文中學十年改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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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新加坡後於 1965 年脫離 教育體系，在官方當局採用各種不同的手段之下，大部分的華校開始紛紛接受改制，
至 1962 年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的華文中學——吉隆坡尊孔中學接受改制爲止，華教失
掉最大的堡壘。最終，西馬 71%的華文中學接受改制，其中有些改制中學兼辦獨立中
學。
60 年代初，獨中的生源主要是超齡生、小六會考落第生、初中畢業會考落第生。1965
年政府宣佈廢除小學升中學考試後，獨中失去一大部分生源，許多獨中瀕臨被關閉的
命運。
東馬
砂拉越及北婆羅洲兩地的殖民政府皆試圖改制華文中學，至 1963 年與西馬及新加坡組
成馬來西亞前夕，砂拉越大部分華文中學都接受改制，僅 6 所拒絕改制成爲獨中，沙
巴（北婆羅洲）的華文中學則全數改制。
1960 年代，爲收容小六會考及初中畢業會考落第生，兩地華社紛紛創設獨中，今砂拉
越境內的 8 所獨中、沙巴境內全數 9 所獨中都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隨後東馬在 70 年
代追隨西馬的腳步，廢除小學升中學考試以後，亦影響了兩地獨中的生源。
獨中辦學路線的整合
1973 年，改制「災情」最嚴重的霹靂州獨中聯合起來，發起獨中復興運動以挽救獨
中，隨後全國性的發展華文獨中運動大會亦展開，會後提出了《獨中建議書》，獨中
自此有了一個總的、可以依循參考的準則和方針，獨中工委會也因此成立，進行規劃
統一課程、統一考試、籌募發展基金等工作。
資料來源：整理自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編）（1999）；鄭良樹（1999，20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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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重要的教育報告書、教育法令中英對照表

中文通稱

英文名稱

備註

1920 年
學校註冊條例

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 1920（Council Paper No.
21 of 1920）

1951 年
巴恩報告書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因資料取得的限制，研究者
Malay Education（ 通 常 稱 未能獲得報告書原文。此乃
為 Barnes Report）（Council 依據 Tan （1997: 324）的引
Paper No. 23 of 1951）

註 ； 另 ， 柯 嘉 遜 （1999：
140）、莫順生（2000：45）、
鄭 良 樹 （2001：86）皆 引 為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an Education， 考 量 報
告書目的在於調查馬來
（Malay） 教 育 而 非 馬 來 亞
（Malayan）教育，因此判斷
Tan 的引註更為可信。

1951 年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invi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芬（方）吳報告書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Malaya
（通常稱為 Fenn-Wu Report）

1951 年
中央教育諮詢
委員會報告書

Report on The Barnes Report on Malay Education and the
Fenn-Wu Report on Chinese Education

1952 年
荷根報告書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on the 20th day of
September, 1951 to recommend legislation to cover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al policy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通常稱為
Hogan Report）

1952 年教育法令

Education Ordinance, 1952（Council Paper No. 70 of 1952）

1956 年
拉薩報告書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通常稱為 Razak
Report）

1957 年教育法令
1960 年
拉曼達立報告書

Education Ordinance, 1957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 1960（通常稱為
Talib Report）

1961 年教育法令

Education Act, 1961（No. 43 of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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