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举教育的实施与教学反思 

/黄翠妮 

一、前言 

    尊孔独中公民教育于 2016年开始教授初三级有关马来西亚宪政体制的课程，

由于 2017年初三无公民教育课，因此 2018年公民教育第二次在课堂上教授相关课

程。初三级的公民教育课程内容包括：现代国家与民主政治、马来西亚宪法与中央

政党、州政府与地方政府、认识政党以及马来西亚选举过程。 

    虽然本次报告将聚焦在课程实施后期同学们所进行的“模拟选举”活动过程，

但深感之前知识基础也很重要，因此将做整体的反思与检讨。2018年上公民课的

班级为初三勤、初三朴、初三仁及初三爱。本次观察和研究对象为初三勤和初三朴

的学生，两班学生进行长达 4个星期的模拟选举活动，并在活动结束后填写课堂教

学回馈表。 

    适逢大选年，学生群对于政治和选举的关注度，比起以往来得高。配合大选氛

围，教师在讲解的过程可以随着政治局势做变化，学生也比较投入在活动中。2018

年模拟选举的进行方式，在检讨了 2016年的不足，做了部分调整也着重学生自主

学习的部分，将在报告做详细的说明。 

二、课程内容 

    初三级的课程纲要 2016年由古燕秋老师编写，2018年继续沿用，唯已简化内

容以及更新部分资料。初三级的公民教育课纲如下： 

序 主题 学习重点 

（一） 现在国家与民主政治 ·国家类型 
·国体与政体 

（二） 宪法与中央政府 ·三权分立 
·马来西亚宪法内容 
·中央政府的组成 

（三） 州政府与地方政府 ·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组成 
·民主第三票 

（四） 认识政党 ·我国各政党背景与成立宗旨 
·政党的重要性 

（五） 马来西亚选举过程 ·选举过程 
·投票过程 
·选举舞弊 



三、活动规划 

    在完成马来西亚选举过程的讲述和学习单后，公民老师进行了为期 5个星期的

体验活动。本次的活动规划在 2016年的活动基础做了局部的改进，2016年的检讨

和 2018年的改进如下： 

事项 2016年 2018年 

分组模式 2位候选人、2组竞选团队 
1组选委会、其余为选民（无
其他身份） 

4位候选人、4组竞选团队 
1组选委会、每位都是选民 

竞选范围 不限制 国     会：尊孔五楼州议
会：各班班级 

学生互动 设候选人发表竞选宣言环
节，比较单向。 

在候选人发表竞选宣言，增
加对手辩论和规定其他组提
问。 

学生自主 选委会打印选票、协调投票
过程竞选团队讨论竞选宣
言、制作海报。 

选委会打印选票、协调投票
过程竞选团队讨论竞选宣
言、制作海报。 

 

    2016年采取随机分组模式，而 2018年采取抽签的方式决定同学们在模拟选举

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分组后老师分派任务表给各组，任务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竞

选团队的版本，另一则为选委会版本。任务表已列明活动的流程和各自的任务，同

学们只需按部就班就能完成任务。2018年明确的分工，解决 2016年“普通选民”

无所事事的问题。 

    2016年我们让学生自由想象自己的选区范围，因此会出现天马行空的竞选宣

言，导致讨论出现困难。2018年则明确规定范围（参考图表）并细分为国会与州

议会选区，并把范围限制在学校。一来形式上比较贴近马来西亚选举，二来同学们

可以就贴近自己的学校事务展开讨论。 

在把选区划定学校的范围后，学生在讨论竞选宣言的过程，比较能生产自己的

论述，进而有利过后的提问与交流环节，让讨论和互动比较务实。学生在进行候选

人发表竞选宣言环境相较过去来得积极，毕竟学生对校园议题的感受比较深入。总

体而言，2018年的选举活动比起 2016年来得有系统、有效率。 

 

 



四、活动前准备 

(一)  知识准备： 

先预备学生马来西亚选举流程以及投票过程。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并附上学习单。 

学习单也是学生在进行活动时参考的资料，即选委会需参照学习单布置投票站。

（学习单见附件） 

（二）材料准备： 

需提供选委会墨汁、投票箱以及提名表格；提供竞选团队麻将纸、马克笔以及影印

任务表。 

五、学生学习回馈 

在完成模拟选举后，老师为学生进行总结，并要求同学们填写回馈表。研究的班级

为初三勤与初三朴共 88名学生。 

以下是结果分析： 

   （一）课程内容掌握 

序 课程内容 得分 

1 说明马来西亚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 298 

2 准确列出“三权分立”中的三项权力 292 

3 解释中央政府组成的过程 285 

4 分辨“内阁部长”与“国会议员” 289 

5 说明“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差别 289 

6 区别“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差别 312 

7 清楚选举的过程 354 

8 理解选举的重要性 346 

9 明白民主在马来西亚的重要性 346 

10 了解干净与公平选举的重要性 361 

 

  （二）整体学习回馈 

      a. 最有印象的课程 

序 课程内容 得分 

1 现代国家与民主政治 22 

2 宪法与中央政府 6 

3 州政府与地方政府 12 



4 认识政党 15 

5 马来西亚选举过程 65 

6 模拟选举 69 

 

     b.最喜欢的上课形式 

序 上课方式 得分 

1 教师 PPT讲课 19 

2 影片分享（《选我做班长》、各类短片） 55 

3 活动（辨识政党活动、模拟选举） 74 

4 学习单（选举过程、投票过程） 20 

 

     c.为什么公民教育要让同学认识我国选举与民主制度。大部分的回馈为： 

         1）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公民，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了解。 

         2）了解民主的重要性 

         3）认识公民权利 

     d.中学生与政治的关系： 

         1）中学生不会永远都是中学生，为未来的自己谋福利，做好自己的责任 

         2）中学生长大后必须接触选举政治，所以要互相了解。 

         3）增加政治体系的认识，为将来做好准备 

         4）为 21岁前投票做准备 

        e.整体回馈和建议： 

           1） 前面有关宪法的叙述有点沉闷 

           2）期待更多的活动、户外教学 

           3）公民教育有趣、很有意义 

           4） 希望公民教育能设为两节 

六、总结 
 

（一）教学收获 

    从学生的回馈分析来看学生最有印象和最感兴趣的课程为后期有关选举的课

程。相关课程进行期间，乃第 14届全国大选前后，整体社会的氛围让同学们对政

治的关注也相对高。另外，配合课程所进行的模拟选举活动也让同学们比较投入。

同学们在回馈表中强烈表达他们对于活动和户外教学的渴望，公民老师当然理解教



学活动的意义，唯在缺乏人力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在课堂完成活动。比较让了意外

的是，部分学生表达希望将公民课增加至两节，学生的回馈让老师备受鼓励。 

（二）检讨与反思 

    最后，政府推行 18岁公民投票在即，社会质疑 18岁的少年无法成熟投票时，

我们必须意识到缺乏公民教育的环境才是罪魁祸首。当国民教育还不完善时，身为

拥有自主权的民办学府，我们更应该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次研究对象初三勤与

初三朴，证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引导和平台，15岁的少年也能展现成熟的思辨能

力。教育学府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待此事，更需要投入资源去完善公民教育

课程，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 

 

  



附件：学生任务表【供选举委员会使用】 

模拟选举 三部曲 

国会选区： 尊孔五楼 

州选区：初三勤 

选民人数：42人 

选举流程： 

27.06（三）： 各组分工、抽签 

05.07（三）：9.20am-9.30am 提呈提名表格 

                             9.35am-9.40am 公布候选人名单 

                             9.45am-9.50am 国会候选人发表竞选宣言 

                             9.50am-9.55am 州议席候选人发表竞选宣言 

05至 11.07期间 ：竞选期 

12.07（三）：投票日 

                            9.20-9.40am 投票 

                            9.40-9.50pm 封箱 

19.07（三）：公布成绩 

                            9.20-9.40am 唱票、计票 

                            9.40-9.50pm  公布最终选举成绩 

序 选委会 名字 职责 

1 投票室主任   

2 选举官员 1   

3 选举官员 2   

4 选举官员 3   

5 选举官员 4   

6 警察   

 

任务： 投票日前 

               1. 接受国会/州议会提名表格。 

               2. 公布国会/州议会候选人名单,准备抽签决定候选人的编号。 

               3. 向候选人索取竞选标志、打印选票、确保选举日有足够的选

票。 

               4. 准备选民民册（班级名单） 

               5.公布投票日期 

          



              投票日当天 

               6. 确保公平与干净的选举。 

               7. 选举官员分工（检查选民名册、盖章*、不褪色墨汁*） 

                   * 老师准备，请跟老师索取。 

              8. 算票、填写 Borang 14* 

              9. 公布选举成绩。 

国会议席/州议席团队 

 

选举流程： 

27.06（三）： 各组分工、抽签 

05.07（三）：9.20am-9.30am 提呈提名表格 

                             9.35am-9.40am 公布候选人名单 

                             9.45am-9.50am 国会候选人发表竞选宣言 

                             9.50am-9.55am 州议席候选人发表竞选宣言 

05至 11.07期间 ：竞选期 

12.07（三）：投票日 

                            9.20-9.40am 投票 

                            9.40-9.50pm 封箱 

19.07（三）：公布成绩 

                            9.20-9.40am 唱票、计票 

                            9.40-9.50pm  公布最终选举成绩 

 

 

海报例子： 

 

 

 

 

 



 

 

 

 

 

 

 

 

 

 

 

 

 

 

序 候选人、助选团 名字 职责 

1 候选人  发表竞选宣言 

2 提名人  任务： 
1. 推选候选人 
2. 为候选人想 4项竞选宣言 
 （例：如果当选将为选区做什么改
变？） 
3.填写、呈交提名表格 
4.呈交竞选资料给选委会 
   （政党标志、候选人名字） 
5.制作一张竞选海报，海报需含有： 
    政党标志、竞选选区、候选人编
号 
    竞选宣言、候选人肖像。 
6.在竞选期间积极为候选人拉票 

3 附议人  

4 监票员  

5 算票员  

6 助选员  

7 助选员  

8 助选员  

9 助选员  



 

 

 

 

 

学生的成果： 

  

 



  

 

 

 

 

 

 

课后反思与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