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世纪至 20 世纪，英国占领马来亚之教学经验分享 

——以初二级为例 

林连振 

壹、序言 

         根据董总的《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初中统一历史考试纲要》的资料中，试卷结构

做出以下分类： 

试卷一：作业报告（20%） 
试卷二：统一考试（80%）（甲部及乙部） 
 
甲部：选择题（40%） 

（a） 马来西亚史 16 题（16%） 
（b） 世界史 24 题（24%） 

乙部：作答题（40%） 
           A 组：综合题（10%） 

（a） 填充题     3% 
（b） 配对题     3% 
（c） 看图简答 4% [比例分配：马来西亚史 6 %，世界史 4 %] 

           B 组：问答题（30%） 
（a） 马来西亚史     2 题选 1 题（10%） 
（b） 世界史             3 题选 2 题（20%） 

          

         由上述“试卷结构”可以发现，董总将历史试卷分为“马来西亚史”与“世界史”。其分数

比例为马来西亚史（32%），世界史（48%）。由此可知，董总相当重视当今学生对本国

历史的掌握程度。 

        我本身执教历史只有 4 年的经验，对于教导有关马来西亚历史，会面对下列的困境： 

        一、学生对马来西亚史兴趣不高 

         学生通常对历史的吸收是来自于社交媒体（网络游戏、连续剧）的影响，而我国与

历史相关的社交媒体少之又少，这对学生来说，虽然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但对我国的历

史却相对陌生。 

       

         二、教材上缺乏合适多媒体教材（影片）支持 

         根据董总的《初中历史教师用书》中提供的多媒体资料来看，关于马来西亚历史的

多媒体资料少之又少，而且原文的历史影片往往缺乏字幕补充。 



        三、国内历史的敏感课题 

        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世界三大宗教都充分体现在我国，往往许多历史都会涉及

政治敏感课题（例如：五一三事件），授课老师往往会陷入两难的立场。因此，拿捏课

题、教学内容成为老师需要学习的地方。 

        四、语言问题 

        在三语当中，学生普遍对马来文的兴趣最低，而马来西亚史的原文大部分是马来文。

如果给学生原文资料会让他们对历史的探索造成阻碍。 

         五、小结 

         教育界有一句名言“老师就是要有无可救药的乐观”，纵使困难重重，也会尽自己的

方法传授教学知识及做人道理给学生，达到教育育人的教学成效。 

       我挑选初二级的马来亚历史做为教学分享，是因为英国作为马来西亚最后一个殖民国

家，对我国的历史影响深远。 

贰、目录简介 

       以下是初二历史课本的目录章节： 

单元 标题 学习目标 
单元 1 17 世纪至 19 世纪欧

美的变革 
 

单元 2 新帝国主义威胁下的
亚洲国家 

 

单元 3 英国势力入侵马来半
岛 

1.知道英国势力入侵马来半岛的过程。 
2.认识英国势力入侵后马来半岛的政治发展。 
3.知道《英荷条约》和《邦咯协定》的内容和影响。 
4.认识华人和马来人合作开发锡矿的情况。 
5.知道华人移居马来半岛的过程。 

单元 4 我国全面受英国的殖
民统治 

1.知道英国全面控制马来半岛的过程。 
2.认识马来属邦的形成及其成员。 
3.认识首相王朝之后柔佛历史的发展。 
4.知道白人拉惹统治砂拉越的过程及其发展。 
5.知道沙巴落入北婆渣打公司统治的过程与发展。 
6.认识各族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行动，并学习他们 
   反抗强权的精神。 

单元 5 我国在英国统治下的
经济、社会与教育发

展 

1.了解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2.知道我国多元民族社会形成的因素。 
3.能说出华印两族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4.知道英殖民时期各源流教育的发展概况。 



 

从上表来看，将会讲述英国逐渐占领马来亚各州的顺序如下： 

 

 

 

 

 

 

 

       上述的表已清楚列明了我国各州被英国占领的顺序，授课的第一章节时会配合地图来

讲解，以便让学生对马来亚各州的地理位置有个基本概念。 

 

叁、我的教学方法 

       本校是大型独中，平均每个班级有 50 名左右（特辅班则是 30 名左右）的学生，而且

每星期只有 3 节课的时间来进行授课，所以历史老师的授课方式是要与时间进行赛跑。庆

幸的是本校有提供多媒体教学的硬体设备（如电脑、投影机、音响等等）的支援，所以我

的教学方法会配合多媒体设备来进行教学，也希望能让吸收能力比较弱的学生也会清楚老

师所传达的信息。 

        根据《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初中统一历史考试纲要》一书中，将历史的认知要求

分为“记忆”与“理解”。所以我会用故事叙述的方式来让学生了解“理解”的认知要求，使用

“复习”、“谐音背诵法”等来达到“记忆”的认知要求。 

 

      一、叙述马来亚历史的重要性 

        我会以考试导向来向学生说明，在初中统考历史的试卷二中（试卷一是历史作业报

告，占 20%），马来亚历史占了 32%。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公民，自然需要去了解自己

国家的历史。 

       二、引起动机 

        新纪元吴启铭老师曾告诉我：“一堂课的前 10 分钟是关键，若无法引起学生想学习的

动机，那么这堂课的教学是没意义的。”所以引起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引起动机的方

式，每个章节都各不相同，主要是引用图片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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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1：我会放两张图，分别是双威水上乐园（Sunway Lagoon）及绿野仙踪（The 
Mines）的图片，会问问同学：“你们有发现这两个地方的共同点是什么吗？”借此引导学

生说出这两个地方与锡矿开采有关的历史故事。 

        例子 2：这是在《初中历史第二册》第 118 页中“历史放大镜”里的关系图。 

时间 苏丹 二王 三王 四王 
1851 年 阿都拉 惹化 阿里 尤索夫 
1857 年 惹化 阿里 伊斯迈 

(尤索夫被排挤) 
 

阿都拉 

1865 年 阿里 阿都拉 
(尤索夫被排挤) 

 
伊斯迈 

 

1871 年 伊斯迈 
（阿都拉被排挤） 

   

霹雳王位继承纠纷关系图 

        上表是霹雳王位继承纠纷关系图，按照霹雳王位继承法，每一位苏丹登基前必须成为

四王→三王→二王，以培训行政能力。 

         从上表来看，你觉得谁被夺取了苏丹的王位？如果你被夺取了王位，你会怎么做？

你觉得接下来霹雳会发生什么事件？借此来引导学生发言、思考，也可以引起学生学习动

机。 

       三、解释历史专用名词 

         历史课本里会出现有不少的专用字眼，我都会在事前解释给学生知道，比如帝国主

义、共产主义、殖民地、税收等等，也可以借此以生活中来做个连结。 

        例子：我会询问学生“你们觉得造成战争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经过学生的

一轮发言后，会引导学生发现万恶之源——钱。钱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称号，比如国家向

人民征收的金钱就是称之为“税”。所以可以请学生留意，每一场战争，都会与“税收”有
关，也可以跟学生谈谈生活经验。如： 

 
站在历史的角度 

 成功（新制度产生） 
重税→民不聊生→人民起义→战争发生 
 失败（更重的税收） 
 

站在人际关系角度 借钱→生活拮据→产生争执/关系破裂 
（借此呼吁勿借钱给他人） 

 

 

        



       四、谐音背诵法 

          这是方便让学生能处理记忆题的背诵方法，比如 

事项 马来联邦 马来属邦 
邦属成员 彭亨、霹雳、森美兰、雪兰莪 吉打、吉兰丹、玻璃市、登嘉楼 

英国派驻的官员职衔 参政司 顾问官 
 

         上述是马来亚历史中，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的比较，属于记忆题，非常重要。为了

应对这种题型，我想出了一种背诵法。 

                 马来联邦 

 

 

  

                马来属邦 

  

 

  

        五、课后复习，默写 

        课后复习是最好的开场白，我都会挪 3～5 分钟的时间给他们复习上一堂课的重点，

是通过抢答的形式来复习，这可以让他们热身，也可以对课文有更深刻的印象。 

        至于默写的部分，则是要看考试前若有时间便可以让学生针对统考的考点来做默写。

在默写之前会画出 mind map 给他们，给他们加深了解内容的意思，之后就是当场给学生

10 分钟读，之后叫他们默写出来，之后同学交换改。这种默写的的方式一来可以让学生

加深印象，二来也可以让他们明白老师的批改作答题的方式。 

        例子：连结“引起动机”中例子 2 的部分，不甘心被夺走苏丹王位的拉惹阿都拉，为了

夺回权力，便会寻找靠山（英国），英殖民总督便干涉此事，导致签署了《邦咯协定》，

内容如下： 

《邦咯协定》内容 备注 
1.马来酋长承认拉惹阿都拉为霹雳苏丹。 属于拉惹阿都拉的利益 
2.苏丹伊斯迈退位，但获得津贴和土地作为补偿。 
3.苏丹阿都拉同意接受一名参政司作为行政顾问。 属于英殖民政府的利益 
4.参政司拥有在霹雳抽税的决定权 

联：代表“连”在一起的情侣，分别是亨利跟美雪。其
实指的是（亨：彭亨、利：霹雳、美：森美兰、雪：
雪兰莪） 

属：代表“鼠”。老鼠怎么叫？吉吉叫，所以就是吉吉
玻登楼，指的是（吉：吉打、吉：吉兰丹、玻：玻璃
市、登：登嘉楼、柔：柔佛） 

亨利 美雪 

吉吉玻登柔 



 

        六、正向、鼓励、肯定学生的发言 

        在课堂上，我最害怕学生停止思考，因为这会让他们的生命在我的课堂里过得毫无意

义，所以我都会鼓励学生多发言，多提出疑问，这样他们才会投入在课堂里。有时候学生

不敢发言是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会被取笑，这时候他们更需要被肯定，而且我的“谐音背

诵法”，其实是有赖于学生们给予的建议才能产生的。 

          

肆、面对的困境 

       在实施上述教学的过程中，常遇到下列的几个困难： 

       一、教学时间的不足 

       复习的时间会过长，往往导致无法在一节课的时间里教导预订的章节，导致时间不足

的现象，往往需要向其他老师借节来处理。 

       二、课堂秩序面临失控的危机 

             因为我在复习上一堂课的时候，通常会采取抢答的方式，虽然引起学生激烈的回

应，但多少会出现失控的现象出现。所以往往要耗费心力来让他们“冷静”下来。 

 

伍、建议 

        一、需做好时间管理 

        我在实施的过程中，为了让学生可以得以吸收、消化每一堂课的内容，往往为了复习

没有顾及到时间，另外也有挪出一节课给学生做作业，经过学生反映，作业部分可以让他

们回家做，那么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就用来做教学或复习。 

       二、多元评量化 

       在有一次的教学里，我问了学生一道问题“我们身在吉隆坡的市中心，茨厂街就在我

们学校的附近，请问你们对茨厂街的印象是什么？”当时学生对茨厂街的印象只停留在“外
劳”、“翻版货集中地”等刻板知识，更有将近 10 来位学生表示从没去过茨厂街。这会让我

重新思考历史教学的意义，我希望历史教学能让学生不仅仅了解课本上的知识，也能多点

体验式的评量。 

 

 

 



陸、总结 

        以上是我教学 4 年来所常使用的教学方法，但是“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方法往往

会因不同人使用会有不同的效果，影响教学成效的因素有很多，而我认为其中最能影响教

学成效的因素就是对教育的热忱。一位教师，若对自己的授课没抱持着教学的热情，其教

学成效就会相对死板，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是一项专业的职业。新纪元的马梅真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过：“所谓的专业，就

是用别人听得懂的话，来告诉他不明白的事”，而马老师所教的内容，总会让我印象深

刻，她的一言一行至今仍成为我心中学习的榜样。对于教学，我仍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

所以希望通过这次教学分享，能与每位教育工作者做个简单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