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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學科中，歷史教科書可說是與國族認同息息相關，其編寫不僅僅是一個技

術性的作業，而是與政治及權力有關。在許多國家分裂或是政權轉移的國家例子

當中，國家之間就算是經歷同一段歷史，歷史教科書所呈現的敘述內容卻會顯示

出不同國家想建構出不同的「歷史敘述」，形成不同的國族認同。馬來西亞和新

加坡這兩個國家與 1965 年完全分開，在建國經歷中經歷過分分合合的過程，這也

意味著兩國雖然如今雖已經分道揚鑣，但過去有共同經歷的歷史，而且是有很深

的淵源。本研究以比較的方式對兩國教科書的國族認同進行分析，以九個面向逐

步檢視，發現兩個國家雖然曾經有共同的歷史，但是歷史敘述卻形塑出不一樣的

國族認同。得到的結論是 

1）從多元文化的角度而言，馬來西亞國族認同是巨石式的多元文化模式，而

新加坡則是沙拉碗式的多元文化模式。 

2）時間性而言，馬來西亞國族認同強調過去王國的輝煌文明，而新加坡國族

認同看重獨立前後的建設發展， 

3）從歷史敘述的角度而言，馬來西亞國族認同傾向於在地馬來人角度，而新

加坡國族認同則是傾向於外來移民角度 

總結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所形塑的國族認同由「馬來」、「君王」以及「伊斯

蘭教」三者交匯而成，而新加坡教科書所形塑的國族認同以悲情方式建構出其小

國的起始點，運用國家發展建設建構出其國族認同。 

 

關鍵詞：歷史教科書、國族認同、新加坡、馬來西亞、教科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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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History Textbooks 

 

Abstract 

 

One of the common subjects at school that is closely linked to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history subject. Countries that experience split and separation before could carry a 

different national narrative and probably shapes into two distinctiv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study, the countries that are under examination is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eparated 

in 1965, they shared a common history in the past. This study analyzes Malaysia and 

Singapore history textbooks under a comparative lens. The finding shows that even though 

both countries have a long-standing common history, they chose to narrate their history 

differently.  The findings are,   

1. In terms of the multicultural model, Malaysia chose to shape its national identity 

as a gigantic rock model, which uses a single culture, with Malay-ness and Islamic 

elements to portray its national identity. Singapore chose to shape its national identity as 

a salad bowl model,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e into its national identity. 

2. Malaysia chose to focus on the glorious Malay kingdom while Singapore chose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untry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Malaysia text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Malay, while the Singapore text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migrant.   

In short, comparing two sets of history textbooks, Malaysia choose to use Malay-ness and 

Kingship element, together with Islamic values to shape into its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Singapore chose to focus on its survival state, narrating the state which 

experience a difficult state at first while progress and developed in the first ten years, 

portray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as a small yet developed nation.   

Keywords: history textbook， national identity， Singapore， Malaysia， textboo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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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都是多元種族構成的國家，兩國的種族構成相似，

都是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在這樣的多元社會當中，這兩個建國不到 70 年的國家在

面對國族認同上，都面對相似的問題，國族認同的「族」指涉的是誰？作為前殖民

地，兩國繼承了英國在當地分而治之所形成社群分類，種族之間具有強烈的分隔，兩

個國家因此在建國初期要形塑自己的國族認同時所要處理的都免不了會和種族議題有

關係，尤其各自獨立以後的政治立場也會左右兩國在種族上的利益分配與地位。 

2018 年，馬來西亞的選舉經歷建國以來第一次的政黨交替，由希望聯盟（簡稱

希盟）取代執政超過半個世紀的國民陣線（簡稱國陣）成為執政政府，這個政權的交

替除了代表的是民主進程的里程碑，過去一黨獨大的時期過去了，也意味著過去由國

陣主導的政策與其國家價值在政權交替後會產生變化，其中一個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

就是官方的國族定義。過去的國民陣線政府是以種族政黨掛帥聯合成為的聯盟，秉持

社群主義（communal）理念，延續了英國殖民所帶來的種族生活方式。國民陣線政府

是由代表主要 馬來人的巫統（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代

表華人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簡稱馬華）、代

表印度人的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國大黨）主要三大黨組

成，當然也包括其他東馬1的小黨，這個以種族政黨掛帥聯合成為的聯盟，過去拉票的

方式是分別向馬來人、華人、印度人拉票，以種族政黨代表種族聲音的方式競逐選

舉。馬來西亞建國初期爭議性的議題如馬來特權也正是國陣內部領袖的意思

（Fernando， 2002），馬來族代表、華族與印度族代表在「協議」之下，讓馬來族能

享有特權，非馬來族作為「外來者」能享有公民權，這樣互相禮讓之下方能「團

結」。公民權也意味著有份參與在這個國家之內，但在這個權利中仍然有一個以保護

在地人之名的馬來特權，日後國族認同的發展強調「協議」與「團結」，與建國初期

的協商撇不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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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個種族區分鮮明的脈絡下，人民對於國族認同的表述各有詮釋，最常見的

是民間的電訊公司與石油公司在每一年的國慶日期間所推出的微電影式廣告，故事離

不開三個種族不分種族一起長大一起生活的敘述，表達出不論是哪一個種族，「我們

都是馬來西亞人」，一語雙關的帶出了理想中馬來西亞各種族的相處之道，也帶出了

三個種族一起建國的意涵，表達出「馬來西亞性」（Malaysian-ness）。但在這種圖像

以外，人民當中也有不同群體對國族有不同的訴求，華人團體尤其是董教總是以保護

「多元文化」的旗幟來捍衛華人的文化權，追求和土著2同等權利，而土著團體當中有

的是追求伊斯蘭化，也有來自東馬非穆斯林土著，追求其他宗教和伊斯蘭教平起平坐

（Shamsul， 2007：324）。 

在官方論述上，國族認同的論述是以土著為主的論述，在憲法的框架下，許多

政策是以土著為中心，也因此造就了土著為「中心」文化，其他種族為「邊陲」的文

化（Shamsul， 2007）。從 1971 年的國家文化政策就可看到，雖說馬來西亞可包含不

同文化，但是仍然是以本地文化為首，其三個原則是： 

1）國家文化應以本地土著（本土）文化為主， 

2）其他種族文化可以不斷的被吸納進入國家文化，但以不違背憲法和國家法則

為準， 

3）伊斯蘭教是國家文化重要元素。 

本地文化又是土著文化，而「馬來族」就是馬來西亞本地的種族，也就是說，

雖然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家，但以本土之名，馬來人文化始終還是在眾多文化

中屬於強勢的文化。 

現任首相，也是過去曾當首相 30 多年的馬哈迪，在 90 年代當首相之時曾提及

建立一個團結國族的馬來西亞，也就是「馬來西亞國族」（Bangsa Malaysia）的概

念，這個概念被提出來，是在 2020 年馬來西亞成為先進國宏願之下的一個理念

（Ishak， 2006）。這樣的理念被提出來是因為馬哈迪認為要成為先進國，不只是要在

經濟上的進步，更要克服當下不同社群對於國族的不同想像，因此需要以一個「馬來

西亞國族」的概念來統一。但是馬哈迪也曾經說到，馬來種族處於經濟弱勢地位，他

比對馬來種族為美國的印第安人，認為馬來人就如印第安人屬於土地的原住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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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後來移民的影響，因此需要有特別權利保障他們（馬哈迪，1970）。其實他所提

出的「馬來西亞國族」並不是各種族平等的「馬來西亞國族」，也就是和新加坡李光

耀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Malaysian Malaysia）不一樣的，馬哈迪訴求的是一

個有馬來特權的「馬來西亞國族」（Shamsul， 2007），與馬哈迪理念不一樣的李光

耀曾經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個概念在新加坡於 1965 年獨立以後，由俗

稱火箭黨的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繼續持守（Shamsul， 

2007）。 

而在 2018 年政黨交替以後，現有參與希盟的政黨中大多數都不以種族掛帥，政黨

成員可包含不同種族。新政府來自民主行動黨的財政部長林冠英在 2018 年 5 月一上位

就發表「我不以華人自居，我是馬來西亞人」的言論，這樣的論述與過去國陣政府強

烈的種族意識產生抵抗，但此言論引發出兩極的聲音，有者批評他不承認自己華人的

身份，也有人讚賞他不以種族為焦點，這樣的討論又打開了詮釋「馬來西亞性」的序

幕。 

 同樣是華族、馬來族與印度族組成的新加坡，在種族議題上在獨立之時特別與

馬來西亞劃清界限。這可從李光耀在獨立不久後的1965年8月9日的一篇演講稿明顯看

到，他把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差別一語道出，“we could not achieve multi-racialism and 

integration in Malaysia. But we will achieve it in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1965：33）。他想要把他未能完成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落實在新

加坡，想要打造新加坡成為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做給馬來西亞看，他說他要建立的

是“a multi-racial nation in Singapore. We will set the example. This is not a Malay nation; 

this is not a Chinese nation; this is not an Indian nation. Everybody will have his place: 

equal; language， culture， religion”（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1965：32）。可

見新加坡立國之基礎之一，是延續當時李光耀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理念，與

當時馬來西亞中央政權的「馬來至上」分庭抗禮。在新加坡，並沒有像馬來西亞一樣

有種族掛帥的政黨，新加坡主要的政黨是人民行動黨，他們秉持的是「無社群」(non-

communal)意識，與馬來西亞的國陣秉持的社群主義（communal）理念是衝突的，成

了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兩年以後又在1965年分裂的其中原因之一（王麗婷，

2007）。兩國的起始代表了不同意識形態的分立。新加坡不分種族與跨社群的意識不

單是政黨的理念，也因為是建國時期的政黨，這樣的理念也滲透到國家理念當中，這

可從《新加坡的國家信約》看出，「我們是新加坡公民，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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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並為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

努力」（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14） ，「種族、言語、宗教」也正是回應了新加

坡多元種族社會中的差異，新加坡想要在國家信約就打造出能夠凝聚不同種族的國族

想像，這個國家是公正平等的社會，與馬來西亞的「馬來至上」承載不同的價值觀。 

 但自新加坡1965年建國至今，國族認同的形塑是隨著國家發展進入不同的階

段，從建國初期那種膽戰心驚的日子專注於自身國家存亡的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開

始經濟成長逐漸穩定，新加坡開始揮別了只專注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時代。進入了90年

代，國族認同形塑的工程開始得到更高的關注，1997年實施的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 NE）開始培養人民對國家向心力，尤其期望能夠提升新加坡年輕人的國

族認同，具體內容包括每天在學校進行升旗與宣言儀式以及舉辦造訪政府機構活動，

也組織學生參加國定紀念日的系列活動，這包括國防日（Total Defence Day）、國際友

誼日（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Day）、種族和平日（Racial Harmony Day）以及國慶日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4）。此時新加坡政府開始意識到過去建國歷史需要一

再的被強調，李光耀認為新加坡人應該有危機意識，尤其是與馬來西亞的緊張關係，

如果情況惡劣甚至有可能又重新回歸馬來西亞（Boon & Gopinathan，2013）。國族認

同的形塑因此成為國家重要之事，除了課程改革，日後也有多種政策形塑「新加坡

性」。近幾年，新加坡文化社區與青年部也推出一系列的活動如Resilience trails、

Pioneer Generation Tribute、Jubilee Walk來紀念過去新加坡先輩的貢獻，以精神領袖與

過去的艱苦抗爭獨立歷程去形塑新加坡人的認同，文化社區與青年部門可說是非同小

可，他們所作的事就像是發展國族認同的形塑途徑，現有的做法不單運用危機意識來

激發人民來為國家貢獻，也促使學生能夠跨越種族藩籬以形塑出團結一致的國族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4）。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這兩個國家從建國至今都在處理國族認同的議題，兩國在建

國初期可說是以意識形態分歧的情況下想要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在國族認同

上，兩國在一開始可說是明顯以對立的立場形塑自己的認同(identity)，但在時間的往

前推移之下，兩國面對國家發展不同的歷程與挑戰以後，現有的國族認同形塑出現複

雜性，也會反映出當代國家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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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族認同的議題是一個在我心中多年的問題，從長大至今，我發現身邊的人在

不同的社群當中在國族想像有些差異，以一個華人的背景而言，自己家庭內成員的國

族想像不但出現了世代差異，也因為教育背景而產生區別。外祖父母與舅舅阿姨從中

國福建省遷移至當時的馬來亞，他們是住在馬來亞的「華僑」，中國當時的政治發展

與他們仍有牽連，或許他們心中還是在想望著有一天他們可以回到「唐山」生活，也

或許他們仍無「國家」的概念，但他們心繫「唐山」，家族中不時流傳「唐山」的記

憶。而外祖父也落力參與華教事業，想必與中國五四運動有關聯，而他子孫中多半也

受獨中教育，少數有機會升大學的就到台灣升學，有者也深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影

響。但在這個大環境當中，經歷過獨立以後的本地華人，因為華人在馬來亞建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加上中國當時政治局勢的影響之下，認同開始有了轉變，家鄉對大家

而言已經不再是「唐山」，大多數華人開始覺得居住本地的馬來亞是自己的家。在認

同土地方面，我與長輩們的認同都一樣，都認同於這塊土地，但是對於國族的想像，

或許不同時代的我們經歷了不同時代社會的發展，長輩們華人本位的想法較為強烈，

關注的議題多半與華人權利有關，雖然說認同這片土地，但是對於這片土地上居住的

其他種族，以及馬來西亞這個國族並沒有一個具體明朗的想像。然而在我這一輩的子

子孫孫，以我而言，當我聽他們捍衛華人權利和捍衛華教的故事，我雖然覺得敬佩，

但我覺得自己和長輩們國族想像開始有了距離，或許是因為我出生的時代背景已經與

長輩們不一樣，也或許因為在政府的國民型中學及馬來西亞的國立大學就讀，後來任

教於馬來西亞的國民中學，我與在這個土地上一起生活的其他種族有了更深的接觸，

基於不斷的以其他種族觀點去看事情，國族的想像不再是考慮於自身文化而已。但是

對長輩而言，也許我在他們眼中就是個被國家形塑國族認同下的一個產物。 

國族到底是什麼，在 2011-2016 年，我在馬來西亞的政府中學任教時期，那是

一所各個種族分佈相當平均的學校，那是我繼續思考國族的場域。任教期間最深刻的

場景就是適逢國慶日或是其他種族或宗教的節慶，種族文化變得是個櫥窗展覽，每逢

國慶日，為表現馬來西亞是什麼，各個種族都會身穿民族服裝，或是有文化表演，藉

以表現自己的民族性。也有的學生或老師會和其他種族互換民族服飾，似乎有文化交

融的意味。大家似乎覺得國族就是文化混雜，百花齊放的意思。過去看起來沉悶的民

族服裝，因為國慶日而需要互換，學生反而覺得是個新鮮的體驗，紛紛在國慶日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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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留念，許多學生也會把照片分享在臉書或 IG，似乎對學生而言，國族就是大家在

差異中融合而成的一個共同體。而那所國中的老師當中也有與學生想法相近的老師，

欣賞馬來西亞各個種族多元與平等的美，認為馬來西亞是大家的國家，但是在學校仍

有些教職員對於平等地位仍無法接受，認為馬來特權是必要的，並刻板印象的認為華

人都是有錢人，不需要政策上的協助，隱約中把華人排除在外。在印度人當中，也聽

聞了他們對於自己地位的不安全感，以至於他們普遍上致力於孩子的教育，期望孩子

能夠成為專業人士，在社會中爭取到穩定的地位。那對他們而言，國族又是怎麼樣的

一個想像？ 

2016 年，我成為台灣媳婦，也就來到了台灣求學，雖然說我是一個外籍研究

生，但我更是台灣的家人，因爲婚姻的關係，臺灣對我而言並不只是一個外國，而是

成了我的家。在研究所上課的日子，我對卯靜儒老師所授的「論述分析」特別有感，

課堂中卯老師帶給我們很多對論述的啟發，我發現了事物的陳述，或是事物其論述的

組成，會形成我們對事物的理解。這在我跨越國家的經驗當中特別容易感受得到，譬

如說「本土化」在台灣時常是有關於如何從中國區別出來，但在馬來西亞的「本土

化」聽起來就是與馬來特權有關，一個同樣的詞，在不同的國家會和當地的政治與社

會脈絡連結，因而產生不同的意義，因為這樣的啟發，這堂課開始讓我對於許多事物

再次重新思考，其中一個就是國族認同。 

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這又讓我回想起另一堂課，也是在那

一堂課我開始把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國族認同的比較產生了興趣。那堂「教育中的認同

與他者」的授課老師 Edward Vickers 當時帶領我們探討東亞國家如何再現日本，課的

其中一個環節是關於東南亞如何再現日本。作為唯一馬來西亞學生，Vickers 老師讓我

回想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是如何呈現日本的？新加坡歷史教科書裡面所談的「肅

清」，在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裏面是如何被討論的（肅清就是當時日本在新加坡和馬

來亞的種族大屠殺行動）？我當時回答不出，因為記憶中依稀記得那是一篇關於民族

主義高漲的篇幅，果然下課以後核對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後，發現原來教科書的確少

了很多日本佔領的敘述，而我記憶中對「肅清」的空白是因爲教科書根本沒有提過這

個事情。不單是我不了解「肅清」，Vickers老師在課堂上講述了很多關於新加坡的歷

史敘述，其發生年代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仍未分家的年代，但是我竟然對此感到陌

生，原來我對新加坡的理解仍是隔了一層紗。上了這一堂課後，我剛好要去新加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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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於是我順勢走訪新加坡各個博物院與文化遺產中心（Heritage Center），除了讚歎

新加坡精心設計了許多新興的文化遺產中心，我開始跳脫過去理所當然的心態去認識

新加坡的觀點，到底這個似是和馬來西亞很親近，又很遙遠的新加坡在形塑的國族認

同是什麼。 

回想過去，國族認同的發想是發自於在家族中察覺到世代之間國族想像的差

異，後來在任教期間因體驗到不同群體而感受到國族認同的多元性，爾後移民體驗到

「國族認同」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構成，過去在馬來西亞聽到的國族認同在別的環

境下可能會有不同的想像，我開始把自己的研究鎖定在國族認同的層面，並聚焦於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的比較。其原因是我覺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兩個有歷史淵

源的國家有許多共同經歷的歷史，但兩個國家的觀點會因為處於不同的位置，有自己

想要形塑的國族認同，在歷史敘述上多少會有差異，這是可以繼續往深探究的研究問

題，而能夠回答我研究問題的就是兩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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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的編寫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作業，誠如 Lawton(1975)所言，課程是學

校選擇文化的過程，其中就會決定出哪一種知識是學生應該接觸的教育知識。Apple 

（1991）亦曾說過課程不可能是中立的知識，它是一種權力鬥爭之結果。哪一類的知

識是重要的知識？何為「真理」？「真理」的知識又是如何被建構的？在眾多學科

中，歷史教科書可說是爭議性頗大的學科，尤其在許多國家分裂或是政權轉移的國家

例子當中，國家之間就算是經歷同一段歷史，歷史教科書所呈現的敘述內容卻會顯示

出不同國家想建構出不同的「歷史敘述」，在兩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歷史教科書中

可以發現「合法」的歷史敘述知識有別，一國的「英雄」可能是另一國的「匪徒」。

在台灣，過去就出現了許多兩岸歷史教科書的比較研究，分析兩岸因為意識形態的影

響之下如何形塑不同的歷史（盛蕙珍，1997；王如茵，2002；李睿哲，2011；顏慶

祥，1995）。除了橫軸面切入比較分析，也出現時間軸上演進而出現「歷史敘述」的

轉化（張期玲，2004；王麗蘭，2010），如香港在 1997 年回歸中國以後，在其中小學

社會教科書當中的國家認同也出現了認同的轉移，並強化了文化的中國認同（陳麗

華、吳雯婷，2011）。除此，如在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歷史教科書中，兩國雖然在英國

殖民時期沒有現在的國境疆界，但在 1947 年分裂為兩國，至今仍然處於撕裂的狀態。

兩方歷史教科書因此各有說辭，以伊斯蘭意識形態建國的巴基斯坦歷史教科書把印度

塑造為興都教國，把兩國的流血衝突歸罪為印度與興都教徒的攻擊，Muhammad Ali 

Jinnah 是解救巴基斯坦的建國英雄。但印度歷史教科書中卻把自己定位為世俗國，訴

求宗教平等，把兩國分裂的事歸罪為罪魁禍首 Muhammad Ali Jinnah，同一個人在不同

的國家的視角下以不同的濾鏡被形塑成對立的形象(Dorschner & Sherlock， 2007)。誠

然，坐落在不同的國家脈絡其視角所形塑的「歷史敘述」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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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在建國經歷中也經歷過分分合合的過程，這也意

味著兩國雖然如今雖已經分道揚鑣，但過去有共同經歷的歷史，而且是有很深的淵

源。曾經，新加坡、馬來亞（1963 年前的馬來西亞被稱為「馬來亞」）的檳城和馬六

甲三個經商港口被英國集中管轄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作為同一個政治單

位，在超過一個世紀的管轄之下共同經歷同一個殖民政府的統治（National Library 

Board，2014）。而在現今，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可看到的趨同性之一就反映在種族3的

構成上，馬來西亞的主要人口構成以人數最多的種族排序為馬來族、華族、印度族及

其他種族（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8）；而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構成是華

族、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種族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8)，雖然種族

人數最多的不一樣，馬來西亞最大的種族是馬來族，新加坡則是華族，但從種族的構

成可看到兩國是相似的，多數學者都把這樣的多元文化社會構成看作是殖民政府的遺

緒（Gudeman， 2002；Khader， 2012）。若從與各種族相關的文化器物相比，兩國如

今所看到的相似性包括了飲食習慣、傳統服裝與藝術、語言應用及建築風格等。可見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並不是完全兩個不相干的國家。 

回溯兩國的過去，其分分合合的根源與殖民政府撇不開關係。以前在還沒有現

在的國家界限劃分以前，新加坡與馬來亞的檳城和馬六甲在 1826 年是其實是英國集中

管轄的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是一個政治單位（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4）。但英國的百年殖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落敗了，形成馬來亞與新加坡換主，

落入日本手中，成為日本佔領東南亞的區域之一。在日本投降而英國 1946 年再次接管

以後，英國殖民手法開始有了改變，一方面他們解除了海峽殖民地的劃分區，把檳

城、馬六甲與馬來亞其他州屬合併成為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於 1946-

1948 年為馬來亞聯盟 Malayan Union），另一方面英國把新加坡規劃為英國皇家殖民

地（Crown Colony），刻意把新加坡與馬來亞分而治之，兩地從此不再是同一個政治

單位（National Library Board，2014）。在此殖民政策下，兩地的政黨有空間可說是在

這個時候萌芽發展，開展出不同的意識形態及訴求，並在後來兩國爭取獨立的過程中

形成了兩股勢力的角力。 

                                                
3
 ‘ethnicity’--  ‘race’   
(Fanton  2003; Le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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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開的幾年以後，這兩地又出現轉折，在 1963 年，馬來亞聯邦4、新加坡、

沙巴及砂拉越因著各種內外因素而共同組成馬來西亞這個國家，而現今我們所看到的

兩個國家就在當時 1963 至 1965 長達兩年共同實屬一個國家—「馬來西亞」 。這短暫

的結合是基於各種看似對新加坡與馬來亞皆有好處的條件之下，雙方認為可達到雙贏

的局面而「合併」成為馬來西亞(王麗婷，2007)。但在短短兩年的「合併」，馬來西

亞中央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兩方強勢政黨一直以來潛藏的意識形態相左終浮上檯面，雙

方因為在很多議題上都有根本性的差異，互不相容（Boon & Gopinathan， 2013），其

中張力最為強大的是新加坡主張「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講求權力平等，而馬來

西亞中央政府則主張捍衛「馬來主權」或稱「馬來至上」，雙方無法達成協議。除

此，兩地在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上也產生衝突（Boon & Gopinathan， 2013），而同時

草根層級也發生了一連串的種族衝突事件，兩地關係逐漸惡化，最終在 1965 年新加坡

脫離馬來西亞獨立為一個國家。 

 

圖 1-1.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獨立歷史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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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所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因為歷史的淵源，出現許多相似性，但是爾後

所發展出來的國家在根本上的觀點呈現出國族想像的歧異，令人好奇的是兩國的共同

歷史在兩國的歷史教科書中又會是如何的呈現。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可反映官方所認可

的歷史（Vickers， 2005），在兩個國家不同的位置上，所呈現的國族認同以及其「歷

史敘述」又會呈現出什麼異同？  

盤點過去教科書研究亦發現許多的研究把重心放在教科書中認同的塑造

（Dorschner & Sherlock， 2007; Vickers， 2003），尤其是探究教科書如何建構國族認

同（Fuchs， 2011），其中歷史教科書更是認同塑造的其中一個重要途徑。檢閱歷史

教科書，讓人好奇的是教科書要形塑的國族認同其內涵是什麼？國族認同在教科書中

又是如何被想像的？學生經由教科書可探尋到自己的根源，也可從中理解自身的土地

與國族起源、誰是這個土地的英雄、誰為國家帶來正負面的影響，也從中被告知哪一

類事件是「重要」的歷史事件。也就是說，歷史教科書中的內容選取會因為編寫的觀

點帶來歷史教科書中歷史敘述內容的差異，被收錄在教科書中的事會經由篩選和納入

的機制，建構出不同的國族認同。 

「國族」誠如 Anderson（1991）所說，就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

也是享有主權的共同體」，也可說「我們與其他國民的連接—共同體本質上並不是原

本就存在，而是被想像和建構而來」（Anderson，1991:5-6）。這也意味着這共同體使

得我們作為最小的國族成員，在不可能可以認識所有在國族內的所有成員之下，仍可

透過國族想像形成被連接的的認同，在眼睛可見的國土疆界內又有一個眼睛無法看見

又具有凝聚性，與他人相連在一起的國族認同存在，而令人好奇的是這個國族認同又

是如何在歷史教科書中呈現？ 

過去研究當中有關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國族認同相關的教科書研究已有前人在開

拓前路。馬來西亞的研究者多數會以多元文化的層面探究歷史教科書中的「馬來西亞

性」（Cheah，2003; Manickam，2004; Ting，2014），也有探討歷史教科書中的「馬

來至上」主義的（Ting，2009），或是馬來西亞教科書如何呈現鄰國新加坡或是殖民

政府（Rajandran， 2012； Yoong， D.， Rajandran， K.， & Suppiramaniam， R. D.， 

2018）以及馬來西亞獨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性」轉折（葉玉賢，2008）。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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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的研究者有的以政治社會化概念進行教科書的探討（許明純，2008），也有的是

梳理 1945-2000 新加坡歷史教育如何回應國家發展脈絡（Goh & Gopinathan，

2005;Chia， 2012， Lee， 2015），有者發現雖然現有的新加坡歷史教科書看似有不同

的歷史敘述讓學生能夠自行分析及批判史料，運用「史料證據」為教學根本以啟發學

生批判及分析的能力，但是新加坡政府仍然手握「官方歷史」，史料的選擇範圍還是

由當權者決定，歷史受限於當權者的觀點（Goh & Gopinathan，2005）。從過去的研

究發現，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本身的歷史教科書都有其深入探究的潛力，還有往深

研究的空間，可進一步釐清及統整到底這兩國歷史教科書中的國族認同的內涵及如何

被形塑。 

再者，兩國因為過去分分合合的歷史，有其相似的歷史又有其分裂的因素，歷

史教科書當中的敘述有比較的價值，在兩個現在看來不一樣的國家，他們是如何講述

自己的歷史故事，如何形塑自己的國族認同，若能夠以兩國國家單位進行比較，歷史

教科書當中的歷史所呈現的角度也會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因此本研究期盼能夠以兩國

國民教育體制內中學歷史教科書為研究的重點，探究兩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窺探兩

國在敘述歷史是如何進行選擇的，並以國族認同作為探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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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研究將根據國族認同的內涵，探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兩個國家在現在的教科書當中的內涵，以下為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一、釐清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歷史教科書中國族認同的内涵 

二、分析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歷史教科書中國族認同論述的建構方式 

三、比較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中國族認同的異同 

 

貳、研究問題 

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歷史教科書的國族認同內涵由什麼要素組成？ 

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歷史教科書的國族認同論述建構的方式為何？ 

三、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在敘述其共同的歷史有什麼共同之處？ 

四、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在敘述其共同的歷史有什麼差異？ 

五、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敘述其共同歷史所形塑的國族認同有什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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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族認同 

國族認同中的「國族」，其英文是“nation”，也有人稱之為民族，指的是要生活

在同一個國家的一群人，這群人並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是文化，

他們所組成的共同體，由不同的要素形成凝聚性，構成一個共同體的認同。雖然有的

研究會稱此為民族認同，但本研究因為要強調「國族認同」的「國」的向度，且「民

族」一詞很容易被認為是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馬來族、華族、印度族有關，因此以

「國族認同」一詞比較能夠清楚討論國家層級的國族認同。 

 

二、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領土範圍現在包括了西部馬來西亞（簡稱西馬，或也被稱馬來

西亞半島）、沙巴和砂拉越。新加坡在 1963 年也是屬於馬來西亞的領土範圍內，當時

的馬來西亞領土除了新加坡，也包括西馬、沙巴和砂拉越。但在 1965 年後，新加坡自

成一國，馬來西亞的領土就變成現在的西馬、沙巴和砂拉越。現在的馬來西亞其簡稱

是「大馬」，不是「馬來」。 

三、馬來亞 

馬來亞指涉的是一個地理範圍，在 1946 年其名為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

1948 年名為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新加坡並不在範圍內。馬來亞聯邦

在 1957 年獨立。但在平日的用法當中，人們運用馬來亞的稱呼通常指的是 1957 年前

的這個地理範圍，現今時代並不常用馬來亞的命名，通常人們會稱這 11 個州屬的地理

範圍爲「西馬」。 

四、中學 

        中學係指中等教育學校。馬來西亞的政府體制內的中學年級為中學一年級至五年

級；新加坡的政府體制內的中學也是五年普通中學制，但也可採用四年快捷中學制完

成中學，也就是五年制“Normal Course”以及四年快捷制“Express Course”，兩國中學畢

業時會參與和英國“O” level 相同等級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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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的中學馬來文名為“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中文的官方名為國

民中學，是五年制中學，並不等同於臺灣的三年制國民中學;新加坡的中學則英文名為

“Secondary School”，學生可用四到五年完成中學階段。兩國的中學都是給中學一年級

至五年級的學生就讀。 

 

本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本研究的範圍，第二部分則說明研究限制。 

本研究分析的範圍是馬來西亞政府體制內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與新加坡中學歷史

教科書，小學教科書並不在範圍內。新加坡中學歷史教科書指的是新加坡政府體制內

的中學教育所採用的教科書，包括五年普通中學制“Normal Course”以及四年快捷中學

制“Express Course”都是運用同一類的教科書(MOE， 2018)。馬來西亞政府體制內的中

學則指的是馬來文的“Sekolah Menengah”，直譯就是中等學校，政府體制內的中學有三

種，分別是“sekolah akademik”（直譯為學術型學校）、“sekolah teknik dan vokasional” 

（直譯為技職學校）及“sekolah kebangsaan agama”（直譯為國民宗教學校）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馬來西亞教育部， N.D.)。這三種學校都是政府體制

內的中學，運用同一種歷史教科書，也是本研究選用的文本。政府體制外的教科書，

如馬來西亞的獨立中學教科書並不在研究範圍內。 

新加坡中學教科書通常會由不同出版社發行，其初中與高中歷史教科書各只有

一個版本，其階段分為初級中等教育（Lower Secondary）及高級中等教育(Upper 

Secondary) (MOE， 2018)。初中的教科書由 Star Publishing Pte Ltd 出版，而高中則由

Hodder Education 出版。本研究所採用的教科書為最新 2016-2017 出版的版本。除了歷

史教科書以外，其他學科有關歷史的內容並不在此研究範圍內。 

馬來西亞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也只有一個版本，由教育部與國家語文及出版局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出版。在考量教科書的文本選擇上，教科書坐落在國家

脈絡中的不同時代其國族認同可能會隨之變化，因此在選擇教科書文本的比對時，兩

國的教科書宜採用同一個時間定點，或是相近的時代產出的教科書文本進行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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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當中採用新加坡的教科書文本是 2016-2017 出版的版本，與其相近的馬來西亞

教科書文本也應是在相近的時代，在這樣的考量之下，本研究採用的馬來西亞歷史教

科書版本為 2016-2018 的教科書版本。 

 

表 3-1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文本比對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新加坡 

年級 初中和高中 初中 高中 

版本 單一版本 

出版社 教育部與國家語文及

出版局 

Star Publishing Pte 

Ltd 

Hodder Education 

語文 馬來文 英文 英文 

出版年份 2016 至 2018 2016 至 2017 2016 至 2017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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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之間國族認同的異同，但因爲研究者出

身於馬來西亞，雖然對新加坡並不陌生，但是對新加坡的理解無法與自小長大的馬來

西亞相比，無論進行多少的閱讀補充，對新加坡的熟悉度仍然無法比對馬來西亞的熟

悉度，因此在進行比較會時刻意識到自身的限制，除了補充閱讀新加坡的政治與社會

背景知識，也時時帶有自省的態度進行研究。 

教科書是本研究的研究資料，與論文研究書寫語文不一樣。馬來西亞歷史教科

書是以馬來文書寫，新加坡歷史教科書是以英文書寫，但論文書寫語言爲中文，語文

處在不同的處境與國界其意義的翻譯特別需要斟酌，因為其字詞的運用需極力追求精

準地表達原本字詞的意義。 

 本研究範圍為教科書，因此所研究的國族認同形塑只限於教科書文本所呈現的

內容，無法完全代表該國家的國族認同，因為國族認同也有其他的途徑形塑之。另，

因為研究的教科書為體制內學校所採用的教科書，已排除其他學制所產出的教科書，

所呈現的國族認同因此是官方體制所認可的國族認同，雖然國家內部有其他國族認同

的可能性，但文本的選擇已把其他非官方國族認同排除在外，研究者進行國族認同形

塑的分析過程與書寫過程中都有時時意識文本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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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都是英國過去的殖民地，殖民時期的英國人把總數量超過於

馬來人的華人與印度人引進馬來亞（齐顺利 ，2008)，帶來社會結構上的多元文化

種族，許多學者都稱這樣的種族文化多元是英國殖民時代的社會結構產物

（Gudeman， 2002；Khader， 2012；Noor & Leong，2013； Raihanah，2009）。 

就種族構成而言，現在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種族的構成是相似的，馬來西亞的

主要人口構成為土著5（包含馬來族）（69.1%）、華族（23%）、印度族（6.9%）

及其他種族（1%）（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8）；而新加坡的主要

人口構成是華族（76.1%）、馬來族(15%)、印度族(7.5%)及其他種族(1.5%)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8)。獨立以後的兩個國家，種族的藩籬仍

然存在。尤其是馬來西亞的各個種族在自身的國族認同以外，會特別強調自身的身

份文化認同，可說同時具有種群與國家兩種身份認同，即馬來西亞-馬來人、馬來

西亞-華人(蔡源林，2004)。這也是因為英國的統治手法是採用分而治之去建構出

「三個文化」模式的種群本質化類別的統治方式（Gudeman， 2002），在這樣的

統治方式下，種族之間的共同性屈指可數，在殖民政府統治時代更是不相往來，發

展出對於種族認同非常強烈的社會形態，種族特色表徵非常明顯。 

就宗教而言，馬來西亞是個以伊斯蘭教為官方宗教的國家，宗教並不完全處在

私人領域內，部分也在公領域，因此在政策與制度的設計上會看到宗教的「影

子」，如國家唯一承認的宗教教育是伊斯蘭教育，且列爲高中的必考科（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課程發展中心”， 1992;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課

程發展中心”， 1997）。另一方面，伊斯蘭教和馬來族兩者的關係非常密切，伊斯

蘭教並不只是馬來族的個人信仰，而是與馬來民族精神有關，是馬來族的文化支柱

（遊雅雯，2016）。而新加坡則並沒有官方宗教，是個政教分離的國家，整體而言

信仰佛教的人口最多，其次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居第三（謝國斌，20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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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語言政策而言，馬來西亞各種族會運用自己的族語溝通，在初等教育階段有

不同語言源流的學校，但根據馬來西亞憲法只有馬來文才是唯一的官方語，也是馬

來西亞的國語（Malaysia Const.， Art. 153）；而新加坡根據憲法第 153A 條規定，

國語同樣也是馬來語，以羅馬字母書寫， 官方語言則有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

(Tamil)6和英語，國會中被運用的語言也是這四個語言(Singapore Const.， Art. 

153A)。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實行在公立學校一律以英語授課，其雙語政策的實施再

根據學生家庭種族背景讓學生修讀馬來語、華語或淡米爾語作為母語（謝國斌，

2013；葉玉賢，1999）。 

就國家價值而言，馬來西亞擁有「馬來至上」的意識形態，而新加坡的訴求則

是「亞洲價值」的建構。馬來西亞的「馬來至上」源自英國殖民時代，是個從殖民

政府的角度看待被殖民土地的遺留物，馬來族被視為是本地人，反之其他種族就是

外來者，種族之間的強烈區分以及「馬來至上」的價值觀在獨立以後仍然仍被馬來

民族主義所推動（Ting， 2009）。也有說法提到三大種族一起共同建國時，其中

的協議就是馬來族爭取馬來特權，而華族與印度族的讓步妥協就是能夠得到公民

權，達到各有所取的局面(Ibrahim，2004)。現任首相馬哈迪早期曾說，早期馬來7

族處於經濟弱勢地位，希望得到政治上承認及受到特別的權益保障，他比對馬來人

為美國的印第安人，認為馬來人就如印第安人屬於土地的原住民，權益受到後來移

民的影響，因此需要有特別權利保障他們（馬哈迪，1970）。新加坡的「亞洲價

值」是統治階級所建構的一個價值觀，為要整合新加坡內部不同種族，同時也要把

自己定位為一個不是西化的國家，其中一個做法就是納入儒家價值進入宗教知識課

程，以對抗西方的文化（Boon， G. C.， & Gopinathan， S. ，2013)。 

從以上各層面顯示這本來同屬一個政治單位的區域在如今卻是發展成兩個截然

不同的國家，如今所展開的意識形態已經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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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介紹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學校制度與教育目標，學校制度方面的介紹可

進一步解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的脈絡，也可了解教科書生成的場域，制度的

差異也會影響歷史教科書內容上的不一樣。除了學校制度，教育目標的列表可顯示出

這兩個國家理想中學生的標準，成為教科書分析的背景。 

馬來西亞的學校制度爲 6-5-2 制，意即六年小學教育，五年中學教育，一至兩

年的後中學教育（Post Secondary），或稱大學先修班，以銜接大專教育。 

小學教育提供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的教育，當中大部分的小學屬公立學校，小

部分的爲國際學校或是私立學校，國際學校。公立學校(Sekolah Awam)當中又有國民

小學(Sekolah Kebangsaan)、華文國民型小學(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簡稱爲華

文小學或華小)、淡米爾國民型小學(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簡稱淡小)、宗教

小學(Sekolah Agama)等(馬來西亞教育部，N.d.)。華文國民型小學的教學媒介語爲華

語，而淡米爾國民型小學的教學媒介語則是淡米爾語，課程由教育部所訂定，課程內

容與國民小學相似，唯教學媒介語不一樣。每位小學六年級學生都要在畢業之前參加

小六檢定考試（Ujian Pencapaian Sekolah Rendah）(馬來西亞教育部，N.d.)。 

體制內的中學教育爲五年制教育，畢業等同於英國”O” level。體制內公立學校

有國民中學（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技職中學（Sekolah Menengah 

Teknik)、寄宿中學（Sekolah Berasrama Penuh）、宗教中學（SMK Agama）、體育中

學（Sekolah Sukan）、藝術中學（Sekolah Seni）、Mara 中學。部分公立學校是半津貼

學校，包括部分宗教中學（Sekolah Menengah Agama Bantuan Kerajaan）、國民型中學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SMJK）以及教會學校（Sekolah Mubaligh，英

文爲 mission school），所有中學五年級的學生需要在畢業之前參加馬來西亞教育文憑

考試（Sijil Persekolahan Malaysia， SPM）（馬來西亞教育部，N.d. ）。馬來西亞的大

專的錄取需要等同於英國”A”level 水平，因此公立學校的中五畢業學生需要就讀後中

學教育（Post Secondary），或稱大學先修班(Pre University)一至兩年方可申請大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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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體制外中學教育的私立學校則有獨立中學（簡稱獨中）、Sekolah Pondok（伊斯蘭

教的小型學校）、國際學校等(馬來西亞教育部，N.d.)，其學制則未必五年制，以獨中

爲例則是分爲初中三年及高中三年，總共六年的中學體制，畢業後可直接申請大學。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體制並非完全在政府體制外，華教體制的學校包括的是華

文小學、國民型中學以及獨立中學。體制內的有華文小學與國民型中學，兩者皆沿用

教育部的課程與教科書，兩者的差別是華文小學的教學媒介語爲華語，而國民型中學

的教學媒介語爲馬來語。獨立中學則是在體制外中學，目前有 61 所遍布各州屬，是華

社的民營中學，主要目的為傳承與發揚中華文化，有別於國民中學的五年制，獨中沿

用六年的學年制，高中三學生必须参与獨中統一考试（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簡稱統考），可申請到多個國家的大學就讀，也受到部分馬來西亞的私立大學

承認，唯不被馬來西亞政府接受而未能申請就讀馬來西亞的國立大學。獨立中學的教

學語言爲華語，課程由華文獨中工作委員會（簡稱“獨中工委會”）所制定。華教的國

民型中學仍在本研究脈絡當中，因爲教科書與課程是屬於國定課程，但獨中與華小都

不在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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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小學制度爲六年制，會依照語言能力進行分流，分爲 EM1， EM2， 

EM3。EM1 爲成績特優者就讀，學習英語與高級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普通能力

的學生則就讀 EM2， 語言與數學能力較弱者則就讀 EM3(葉玉賢，2000 ：137)。無

論是哪一個源流，學生都需要在小學六年級參加小學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 PSLE）。 

依據考試的結果，小學畢業生分別進入中學的特別班(Special Course)、快捷班

(Express Course)、普通學術班(Normal (Academic) Course)以及普通工藝班

(Normal(Technical) Course)。中學的特別班(Special Course)是給學習以及語言能力最

佳學生，快捷班(Express Course)則是給學習以及語言能力次佳學生，特別班和快捷

班都能夠讓學生在四年中學畢業後參加“新加坡-劍橋普通水準教育證書(GCE O-

level)”的考試。普通學術班與普通工藝班則在畢業後參加“新加坡-劍橋初級水準教育

證書(GCE N-level)”考試，如修讀第五年可參加 GCE O-level 考試（許明純，2008：

106-107）。也因此，新加坡的中學沒有統一的學年制，因爲學生會因爲不同的途徑

而形成有的學生採用四年就完成中學課程，也有的學生是採用五年完成課程。 

就學校而言，新加坡教育部表明自己的教育系統具有靈活性與多元性（教育

部，2015），因此其中學有不同的類型，如政府中學（Government Schools）、獨立

學校（Independent Schools）、特殊學校（Specialized Schools）以及自治學校

（Autonomous Schools）。政府中學沿用國家課程，獨立學校則未必，有的獨立學校

會沿用國家課程，也有的獨立學校採用 IB 課程。自治學校仍屬政府中學體系內，課

程採用國家的課程，除此之外，學校有自主的空間可以發揮，不完全受到教育部的

管制。 

總體而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學校體制其原型是發展自英國殖民時期的學校體

制，雖然爾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分流制有差異，但是兩國的中學階段其共同點

是教學上沿用國定課程，而歷史課程更是沿用統一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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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的書寫其背後的意義可從課綱及其目標了解之，因此以下為這兩國的教

育目標及歷史課程目標。 

馬來西亞的國民教育目標爲（1）培養出忠誠及有團結精神的馬來西亞國族

（2）培養出一個有信仰、有美德、有知識、有能力及生活幸福的人（3）爲國家的進

步及發展培養人力（4）爲所有馬來西亞國民提供教育機會（馬來西亞教育部，

2012）。這個教育目標藉由國家教育哲學 

在每一份學科的課綱的一開始，都是以《國家原則》與《國家教育哲學》爲起

始，因爲馬來西亞的學校課程必須符合這兩者《國家原則》與《國家教育哲學》，其

成型的背景是與馬來西亞 1969 年 5 月 13 日種族衝突事件有關，也是在 1970 年，《國

家原則》在事件發生以後被擬定（新聞局，N.d. ）。《國家原則》是在每個學校週會

例行要背誦的信條，其原則有五，就是「信奉上蒼、忠於君國、維護憲法、遵從法

治、培養德行」8。而從《國家原則》擬定出的《國家教育哲學》(Nati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是馬來西亞教育政策與課程制定的基石，主張國民教育是個全人的發展

(holistic education)，奠基於對神的信仰，在認知(intellectual)、靈性(spiritual)、情緒

(emotion)和體格(physical)各層面整體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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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的歷史課綱當中，「愛國」是相當被看重的，可從課綱的介紹明顯

看到，「愛國精神可以型塑出團結的馬來西亞人民」（教育部，2000）。國家的歷史

與知識因此也是以愛國做爲出發點，課綱內說到，「藉着國家歷史的知識和理解，學

生從而能夠在協助之下，理性地分析及評估歷史的事實，學生因此能夠激發出強烈的

愛國精神」（教育部，2000）。在歷史教育的目標上，課綱內說到， 

 

（Sukatan Pelajaran Sejarah 歷史課綱 2000:3 ） 

新加坡的國民教育目標，或被稱爲教育預期的結果 DOE (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 是新加坡教育工作者的準則，也是新加坡政策的基準。DOE 指出教育是要

讓學生能夠有良好的自我意識、良好的道德規準、具備應對未來挑戰的必要技能和知

識。 他會對他的家庭、社區和國家負起責任，會珍惜與欣賞周圍環境，擁有健康的身

心，對生活充滿熱情（新加坡教育部，2018）。總而言之，新加坡教育部所要培養的

學生是個： 

 

; 

 

 

 

; 

 

       （新加坡教育部，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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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歷史課程分爲初中與高中的階段，初中爲整套的新加坡歷史，是爲要

「 」（教育部，2014），讓學生能夠從

歷史的發展理解新加坡當下在全球勢力下如何被影響與型塑，也讓學生瞭解新加坡的

危機。高中的歷史則是要讓學生理解國際世界的系統，明白不同勢力之間的關係（教

育部，2016）。就課程目標而言，歷史課程是要發展學生成為一個歷史的學習者，透

過以下所述達到歷史教育的目的： 

 

 

  

  

 

 

  

 

 

（History Syllabus Lower Secondary 2013:4; History Syllabus Upper Secondary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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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因為把重點放在歷史教科書中的國族認同，需要特別處理國族認同的內涵

與要素，以成為研究的基礎。 

  要處理「國族認同」的意涵，首先就要先理解「國族」的定義。「國族認同」英

文為“national identity”，在英文文獻當中，“national”的字根“nation”有時指的是「國

家」，但有時也指涉「民族」（江宜樺，1998），或是「國族」。在中文世界中，多

數學者指“nation”為「民族」，如吳叡人在翻譯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時就用

“nation”，他是為了凸顯“nation” 是人民群體，因為他認為“nation” 的原意是一種理想

化的「人民全體」和「公民全體」概念（吳叡人，2011）。施正鋒對“nation”的詮釋與

吳叡人也有其相似性，他翻譯“nation”為「民族」，也就是「一群人相信彼此休戚與

共、而且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民族的成員並不一定要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宗

教、或是文化，關鍵是在大家對於未來有沒有共同的想像」 (施正鋒，2015)。從這裡

可發現學者在運用「民族」這一詞不是一般人通用的認為一定會有共同血緣的意思。 

        也有學者在命名上運用「國族」一詞，郭承天（2014）就是其中一個代表，他

對“nation”的定義與其他學者相似，“nation”就是一個透過想像共同的歷史、傳承與文

化、宗教、語言、政府、自主性及疆界而成的想像政治共同體。他在形容這個概念多

採用「國族」，而非運用「民族」一詞，因爲他認爲“nation”其實就是與國家有關的，

這其實和施正鋒所指的是一樣的，只是在命名上一人用了「民族」，另一個則是「國

族」。其實施正鋒不運用「國族」的命名是因為他認為會形成“nation-state”的循環定

義，意即“state”的屬性（國家）來自於“nation”，但「國族」(nation)卻會由「國」

（state）來定義  (施正鋒，2015)，所以他採用了「民族」一詞。另一位學者江宜樺

（1998）也曾經指出，當一個「民族」在追求自治以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為政治

目標時，這種時候才是「國族」的概念。但在政治學上，江宜樺認為「國族」的用法

很容易被限制為單一民族國家的討論，因此江宜樺在中文文獻的“national identity”運用

了「國家認同」的命名。  

本研究採用「國族」一詞因爲要特別凸顯「國」的向度，顯示出兩國之間的差異，

又因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場域提及「民族」一詞會比較容易讓當地人以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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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ity”的意思，就是指涉華裔、馬來裔、印度裔等，所以運用「國族」會更能夠與

“national identity”產生連結，較符合本研究的重點。 

 

國族認同的核心概念的理解在於什麼是「國族」（或稱民族）(nation)，而國族又

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 及「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有關。「國族主義是當代世

界最為複雜的概念，在使用上也是最為混亂的概念」（郭洪紀，1997），在過去在學

界當中，理論化不足正是這個領域研究的最大問題（Lawrence， 2005 引自於 施正

鋒）。在於定義什麼是國族、什麼是民族國家、國族如何形成等課題因此也有各種說

法，在每個派別當中都可窺探國族的其中一種的面貌。現代主義學者Gellner（1983）

與Hobsbawm（1990）都認為國族(nation)的產生來自於國族主義，國族不是天生一成

不變的社會實體，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是一項相當晚近的人類發明，而國族主義所

產生的國族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 

  除了現代主義以外，國族與國族主義尚有其他理論典範，而在眾多理論當中，多

數學者會把國族與國族主義的典範分類為現代論（modernism）與原生論或永恆主義

（primordialism / perennialism）兩類（Gellner，1983； Smith，1998  ）。現代主義主

張國族的概念源自現代社會，並不是偶然發生的意外，是個現代化的產物，國族是個

主動的認同；而相對地，原生主義，或稱為本質論，則認為國族是源自人類古老的依

序與傳統，是個自然的存在，是個客觀的文化特徵認同，他們主張國族的歷史悠久

性，對此現代主義的看法是認為歷史悠久性是個幻想，是無關緊要的（Gellner，

1983； 施正鋒，2015）。 

 

  Hobsbawm（1990）又把國族分為兩類型，一種是法國大革命的國族模型，是大眾

公民的政治性國族，在1830-70年出現於歐洲，而另一種則是看重族裔與與語言(ethno-

linguistic)的國族模型，在1870-1914年出現於東歐國家，在1970及80年代又重現在反殖

民的亞洲與非洲國家，可見國族主義的解釋隨著時間與所在地也會有不同的面貌，正

如現代化理論學者所說，國族的定義是出自於特定的社會狀況所帶來的關聯性發展。

更早期的Meinecke（1970）把民族（或國族）分為政治民族與文化民族，主張政治民

族是根據共同的政治歷史、或是憲法來凝聚，而文化民族則是依據共同受到的文化傳

承而結合（施正鋒，2015：5)。Smith （1991）早期則曾經把國族分為兩型，一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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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公民的模式」，強調具歷史意義的領土，並也是法律政治共同體，擁有共同的

公民文化，二是「非西方的、族群的模式」，看重宗譜與族裔聯繫、強調民眾動員及

地方性的語言及文化。Gellner （1983）提出的是國族建構和國族主義成立的條件是國

家的政治權力與文化兩者相互依賴與支持，而他說的文化則是指涉國家內部的高級文

化，那是來自於西方農業社會轉型工商社會過程所產生並成為政治正當性的依附所

在，從上至下建構國族。從這裡發現國族的建構不能夠以一個單一的模式去解釋，除

了要避免以西方或西歐的國族建構模型作為唯一的國族建構模型依據，也提醒了人們

國族的複雜性，而從不同的地域和時代，不同的理論派別有各自對國族的詮釋及分

類，都提供了理解國族的不同面向，產生不同的解釋進路。大體來說，學者們所提出

的政治與文化兩個角度，是理解與分析國族建構的一個框架（Koning， 2011）。為了

易於分析，本研究依循過去大多數學者的分類把國族認同的要素分為兩大層面進行較

深入的探究，一是政治層面，二則是文化層面。 

 

國族的重要意涵在於其政治上的意義，Anderson（1991）就提出了國族是想像的政

治共同體，他認為國族的特徵包含了：1、它是被想像的；2、有疆域的限制；3、獨立

自決、擁有主權的；4、傳達了某種平等的同胞手足之情誼。而早期的國族主義打的旗

幟是促進國族或民族的解放及統一，國家是個全體國民集合而成的主權獨立政治實

體，是國族獨立自決精神的體現，公民權和大眾參與都是國族不可或缺的要素

（Gellner，1983；Hobsbawm，1990）。 

在革命民主派看來，享有主權的全體公民都是國族的一份子。國族整體就是國家權

力的主體，並不是世襲繼承或延續傳統政治的，其基礎就是全體公民或族群所構成及

認同的政治社會（郭洪紀，1993）。在這大型社會結構、族群組合以及國家制度中，

國族主義就充當了自我認同的融合媒介，在1870-1918年間，人們開始要求掌握國家行

政大權，追求政治的自決權（Hobsbawm，1990），當代國族的形成是透過中央集權和

行政的擴張。Gellner（1983）曾經提及，他認為「不許外國人來統治我們」的觀念早

已隱含在國族主義的定義之中。在以地緣作為導向的解放運動當中，多數都是建立在

殖民政權創造的基礎上，殖民政府所造就的一致性管理，有時反而會促使當地人民產

生民族感，進而去擺脫殖民統治（Hobsbawm，1990）。學者就定義民族國家就像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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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疆域的權力實體，只要任何一群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就有權在他們居住的領

土上，就是既定的領土疆界範圍，能劃清哪一部分是屬於自己的，哪一個是屬於別人

的土地上享有國家主權，可以獨立自決，意即擁有自己的政府，可全權治理國家。有

一派的說法看重憲政認同，認為國族之所以能夠有凝聚力，只有共同的利益並不足

夠，具有歷史文化的共同性也是不夠的，基本人權、民主憲政能夠凝聚國民的向心力

（Habermas， 1996:131， 引自 江宜樺，1998）。這裡可看到幾個國族認同的要素，就

是「特定的國家領土」、「國族獨立自決」及「憲政體制」。而憲政的內涵包括政府

根據憲法執政、權力分離、 人民主權和民主政府、憲法審查機制、司法獨立、人權保

障、警軍行使權力的機制、憲法主權，主要就是分為治理架構與公民權利（Henkin， 

1998）。 

Smith（2008）則提出了精神性的元素，他運用象徵符號的層面形容國族的塑造，

他認為發展公共所擁有共同的文化，包含了儀式精神，如升旗儀式、唱國歌以及國慶

日的慶祝，這類象徵性的精神可形塑出國族認同。Renan所提出的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認為國家有國魂，而這個國魂是由兩項層面組成，一個是與過去，另一個是現在與

未來，也就是「今時今日的共識，大家一致同意共同生活，同心協力，堅定意志」，

在這個情操之下大家一起「共同制定實踐未來的方略」（李紀舍譯，1995：15-16）。

意即，「國家的未來發展」也是一個組成國族認同的要素。 

另外，「與他者的區別」也是一個重要的要素，既然認同是「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

己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存在」，自我認識與肯定的過程也會和他人對這個主體存在的認

識有關，與他者的「認同追求」一起證立（江宜樺，1998）。一方面國族需要自我的

定義，這包括如何被國族自己以及他人命名，也就是國族集體上認為自己是誰。另一

方面一個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為何，與他者的區別在哪裡也會與這個國家的認同

（identity）有關。其中具有比較價值的他者當中以「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

能與國族作為區別，這裡的他者所指的是其他的國家，與本國國族區分出來，這樣

「重要的他者」有三種情形，一是建國以前的統治者或是與前朝的強勢族群；二是鄰

近的國家，因為在領土上有利益的衝突，本國與鄰國要凸顯領土切割後的認同區別而

產生；最後也是鄰近國家，但區別的原因在於地域相近之下擁有相近的文化傳承，通

常會引發本國對自己的文化重新定義以塑造出與他者區別出來的文化遺產

（Triandafyllidou，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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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所述顯示，國族認同的政治層面要素包括了具有「特定的國家領土」、「國

族獨立自決」、「憲政體制」、「國家的未來發展」以及「與他者的區別」。 

 

Smith（2013）認為除了政治層面之外，需要考量文化層面，因為政治的層面仍無

法解釋為何國族會為了國家犧牲自己，甚至為國家擺上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說國族

是被建構的以及被創造的，那也是建構在原本已經在當地的社會與文化網絡，如當地

原本的語言、族裔和宗教的遺產都必須考慮在內，這都是建構文化共同體的重要元

素。 

台灣學者江宜樺（1998）提出，當一群人在一塊固定範圍土地的居住，共享歷史、

習俗、道德規範與集體記憶，進而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心理歸屬，就會展開文化認同。

而蕭高彥（2003）則認為國家認同中就蘊含了文化民族主義，代表的是文化社群傳統

所激發的情感凝聚力。Smith （2013）認為文化共同體讓本來的國族認同更為日趨持

久和穩固。 

江宜樺（1997）主張的文化認同是一群人因為共同分享歷史傳統、習俗規範以及集

體記憶，進而形成有歸屬感的共同體，這類型的文化認同出現在如日本、中國、英

國、埃及等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那是一種依附於範圍固定的土地開展而來，因為先

祖開墾居息，後代子子孫孫延續以後自然形成各種禮俗、慶典、文學、歌謠等的一種

文化記憶（江宜樺，1997：101）。 從這裡可以看到幾個要素，有「土地」、「輝煌

時代」、「先祖」及「傳統習俗文化」。 

Smith（2013）也列出了與江宜樺相似的文化元素，這包括了具有神聖目標的象

徵、食物、服裝和徽章、解放和選民地位，以及傳統和習俗，禮儀和宗譜等元素。

Smith 主張像這類土地的語言、習俗、藝術及風景，來自於人民的文化可讓人民激起

感情上的熱愛，會把本來私有的「傳統習俗文化」轉換為公共形式，形塑出國族的文

化認同（Smith，2010）。 

另外，Smith （2013）也有提到對「當地英雄和偉人」輝煌成就的集體記憶，強調

榮譽和信義的價值觀，崇拜光榮的犧牲者的自我英勇獻身精神。這樣的紀念表達了國

族的某種特質，形塑一種像是幽靈般的國族想像(ghostly national imagi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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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土地」，Smith（2013）也有提到這是文化層面的其中一塊重要因素，他認

為「土地」是根源，是國族自己最原始的起源，因為祖地是先祖居住的土地，也是他

們最後安息的地方，更是歷史上先祖們重大事件發生的地方。這樣的連結再加上先祖

們過去的豐功偉績及神聖化，國族會依戀於這樣的祖土，宣稱與先祖有深刻的文化傳

承（Smith，2013）。這裡顯示土地與政治層面要素中的領土疆域並不是完全一樣的，

土地可與先祖及文化傳承形成連結，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領土」。 

江宜樺（1997）提出了族群認同，他說族群認同是一群人由於客觀的血緣連帶或主

觀認定的族裔身份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江宜樺，1997：101），這種看重血緣

關係的認同看似原生論。而江宜樺也認為這樣的客觀基礎有時是相當薄弱的，這樣的

族群一體感可以是被想像出來的，所以有時會借助文化認同的支持。本研究當中就因

此把族群認同放入文化層面要素，雖然江宜樺會把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分為兩類，但

是他的歸類當中也看得出這兩類認同具有重疊性，在本研究中歸類為文化層面的族群

認同要素，稱之為「國族根源與先祖」。綜合以上學者所說的國族文化層面的要素，

可歸類為「具有歷史意義的領土」、「傳統習俗文化」、「當地英雄和偉人」、「國

族根源與先祖」以及「輝煌時代」。 

總括來說，各個學者所說的國族認同要素的兩大層面有政治層面，包含「特定的國

家領土」、「國族獨立自決」、「憲政體制」、「國家的未來發展」以及「與他者的

區別」；文化層面則有「具有歷史意義的領土」、「傳統習俗文化」、「當地英雄和

偉人」、「國族根源與先祖」以及「輝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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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國族認同的兩大層面要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上所述，學者們不同的取徑詮釋國族認同的內涵，研究中雖然因此也順著學者們

的分類找出政治層面要素與文化層面要素（整理如圖1-2），了解到國族認同可以由政

治層面與文化層面構成，但是探究過程亦發現到有的要素會有重疊性，如「領土」，

有的學者認為那是公民一起自治的領土，但有的學者認為那片領土是要被賦予歷史意

義的，「傳統習俗文化」要素也有相似的情形，其在公共化以後也可以成為「國家共

同的文化」，同時帶出政治及文化的意義，而且國家共同文化亦同時可以透過國家儀

式精神及符號如國旗、國歌 與國家信條凝聚國民，依此類推其他的要素也或多或少無

法清楚切割屬於政治與文化層面，因此最後仍會進行要素的統整，以便讓研究不會被

政治與文化層面的思考模式限制框架。另外，本研究所運用的取向爲建構論的取向，

認爲國族認同是被建構及想象出來的，以上所說的要素就算是出自於本質論，但本研

究是以建構論的視角探究這些要素如何建構出國族認同，了解國族認同在教科書中的

呈現，並分析這些要素形塑國族認同的機制。以下為統整政治與文化層面的要素（如

圖1-3），為更貼近本研究的重點「國族認同」及書寫邏輯，會以「國族」或「國家」

命名下列要素，分別為「國家領土疆域」、「國族根源與先祖」、「國家輝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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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國族獨立自決」、「國族的他者」、「國家憲政體制」、「國族英雄與偉

人」、「國族共同文化」、「國家未來發展」。 

 

 

圖 1-3.  國族認同的要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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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運用國族認同的概念或內涵來進行研究的教科書研究在過去有相當豐厚的成

果，有的是以國中小社會科為研究重點（王前龍，2001；余剛式，2005；蕭文淵，

2008），也有的關注道德科（王前龍，2001）、公民科（李怡樺，2006；廖容辰，

2006；陳敏華，2007；謝婷妮，2013；曾露瑤，2014）以及歷史科（張期玲，2004；

林偉民，2006；王麗蘭，2010；陳采億，2010）。從比較的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有兩

種類型，一個是比較不同國家的教科書，如兩岸教科書比較（余剛式，2005）或是港

台教科書比較（曾露瑤，2014），另一個角度則是以年份演變作為研究主軸（張期

玲，2004；王麗蘭，2010）。在研究方法上，多數過去的研究都是以質量並行，只有

張期玲（2004）與謝婷妮（2013）的是完全以質性的方式進行。 

從2004年開始，國族認同為研究重點的相關論文陸續出現沿用相似的國家認同分析

類目表，以質量並行的方式進行研究。余剛式（2005）研究兩岸小學社會科教科書的

論文，可說是國家認同分析類目表的起源，他主要沿用了江宜樺的國家認同分類，主

要類目是種族/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次分類則有「共同血緣」、「生存疆

域」、「民族偉人」、「古代傳說」、「政經成就」、「歷史事件」、「鄉土認

同」、「節日慶典」、「生活形態」、「科技成就」、「傳統倫理道德」、「溝通符

碼宗教信仰」、「個人權利」、「自由經濟」、「立憲政府」、「法治社會」、「公

民德性」、「多元歧異」。爾後的林偉民（2006）、陳敏華（2007）、蕭文淵

（2008）都與余剛式的類目相似。謝婷妮（2013）所撰寫的《馬來西亞公立小學公民

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之批判論述分析》因為研究的教科書國家脈絡與本研究有關，可

對照找出共通性。這篇論文主要大分類也是依據江宜樺的分類--種族/族群認同、文化

認同與制度認同。次分類則是「共同血緣」、「歷史事件」、「古代傳說」、「民族

偉人」、「民族意識」、「鄉土認同」、「節日慶典」、「生活形態」、「溝通符

碼」、「宗教信仰」、「個人權利」、「立憲政府」、「公民德性」、「多元價

值」、「國家情感」。可見無論是台灣或是馬來西亞，教科書中的國族認同要素是共

通的。 

仔細盤點發現上述論文中缺乏了國族認同要素中的「與他國的區別」或是國際

關係的層面。台灣的論文中就有廖容辰（2005）的論文有包含此項要素，其所建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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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認同內涵主題類目其主要類目包括了國家知識、文化認同、制度認同、國際關

係四項。國家知識包含「建國史」、「國家符號」、「領土」、「民族與國民」、

「重要人物」；文化認同包含「歷史文化」、「傳統習俗」、「語言」；制度認同包

含「法治制度」、「政治制度」、「人民權利與義務」、「經濟制度」；國際關係包

含「國際地位」、「國際參與」、「兩岸關係」。除了涵蓋國際關係是其他論文沒有

進行分析的，廖容辰的論文還包含了「建國史」及「國家符號」這兩個要素。 

以上的論文大多數是以質量並行的方式進行研究，以量化操作的分類要素比較

細緻，有的在分析架構上會較符合當地脈絡，如廖容辰（2005）的分類就會強調在台

灣教科書中相當重要的「兩岸關係」要素。因此在對照的同時，因為研究脈絡不一

樣，在採用的同時，需要尋找較為通則性的要素。從以上的研究可盤點歸納教科書中

較常見的國族認同要素，其中多數是社會科教科書，再與學者們的國族認同要素進行

對照及歸納。統整以上的各個要素歸納出具通則性的國族認同要素包含了「國家領土

與生存疆域」、「國家符號與象徵」、「國族獨立自決」、「憲政體制」、「法治社

會」、「個人權利」、「溝通符碼」、「多元價值」、「國族與他國的區別」、「國

族根源與先祖」、「國家輝煌時代」、「國族英雄與偉人」、「國家共同文化」與

「道德與價值觀」。 

本研究聚焦於歷史教科書，故將對比過去以國族認同為重點的歷史科教科書研

究，並以過去論文的分類作為研究架構的參考依據。 

過去的歷史教科書國族認同的研究有的是以台灣的國中為焦點，這包括張期玲

的《國家認同的塑造：以國中的歷史教科書為焦點》以及陳采億的《國民中學社會學

習領域教科書國家認同內涵之分析-以 歷史教材為焦點》，高中端則有林偉民的《95

暫綱 台灣史之國家認同內涵分析》；馬來西亞的有王麗蘭（2010）的碩士學位論文

《馬來西亞中學歷史教育中的國族建構》。在這四篇論文當中，王麗蘭的論文與本研

究在教科書國家脈絡上最為相近，而在比較的架構上張期玲的《國家認同的塑造：以

國中的歷史教科書為焦點》以質性方式進行內容分析，可帶來研究架構的啟發。 

王麗蘭的論文比較了馬來西亞 1957 獨立以後至 2009 年四個時期的國民中學教

科書，她運用量化與質性兩者的內容分析方式探究歷史教科書中的國族建構。從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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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論文的量化分析發現，當時最新的教科書出現本國史比率佔 65.64%，而本國史當中

有關「建立國家」的內容在第四個時期呈現增加，如獨立過程史與經濟教育發展史，

這隱約顯示出教科書中國族認同的篇幅偏高，可繼續探尋「建立國家」或是國族認同

塑造的內容。除此，王麗蘭發現當時最新版教科書中的馬來王朝、殖民史與政黨政治

發展史比率也比其他內容還多，顯示出教科書中有國族認同要素如「國族根源與祖

地」、「國族獨立自決」以及「國族與他國的區別」，可進行內容深度的探究與比

較。另外，王麗蘭也藉由質性的方式分析出歷史教科書（一）缺乏原住民的歷史、

（二）把華人視為礦工與私會黨的代名詞、（三）內容被單一政黨與宗教歷史壟斷。

她最後總結當時最新版的歷史教科書中所顯示的國族建構是由掌握政權的馬來人之根

本賦與的情感轉化為對馬來西亞這個國家政體的認同，教科書中隱含馬來種族觀點和

執政黨觀點（王麗蘭，2010）。王麗蘭的觀點是以批判的角度去探討國族建構中的不

平等因素，就如她的前言顯示，為什麼總是要在讀「別人」馬來族與伊斯蘭教的歷

史，因此論文中的走向比較趨向於揭露與抵抗主流論述的歷史。她的論文前大半段以

量化的方式分析不同時期的歷史內容分佈，若對照國族要素表，從王麗蘭論文量化分

析可看到比率佔多數的有「國族根源與先祖」、「國家的輝煌時代」、「國族的英雄

與偉人」、「國族獨立自決」以及「國族與他國的區別」，這都是可繼續往深進行質

性研究的部分。另外，她的質性分析當中並沒有看到「國族與他國的區別」這個要素

的探究，雖然在論文的量化分析當中其實顯示了當時最新版的教科書以外國史當中歐

美史佔 100%，這提供了本研究的其中一個重要線索，可延續探究教科書如何敘述歐美

的歷史，尤其是可討論「與他國的區別」—殖民政府英國作為馬來西亞的他者是如何

敘述的，可惜論文中並沒有再進一步討論。另一方面，關於「國族與他國的區別」的

另一個馬來西亞重要的他者--新加坡也沒有出現在王麗蘭的論文當中，這都是對於國

族認同而言是重要要素之一。無論如何，王麗蘭的論文提供了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研

究的起頭，讓本研究能進一步探究，如「國族根源與先祖」、「國家的輝煌時代」、

「國族英雄與偉人」、「國族獨立自決」以及「國族與他國的區別」，這可成為本研

究依據 的方向。 

張期玲的論文討論的是臺灣解嚴前後教科書的國家認同，她是以比較的研究取

向進行，融合了 Smith 和 Renan 的指標發展出六個指標作為質性內容分析的依據，分

別是「特殊的集體名稱」、「共同的世系起源」、「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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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共同的領土」與「國家未來發展」。這六個指標加上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

族主義的內涵成了張期玲分析解嚴前後教科書的內容的框架。對照從理論中梳理的國

族認同要素，張期玲的論文想要處理的「共同的世系起源」、「共同的歷史記憶」、

「共同的文化」比較沒有討論到政治層面，如國族自決的層面，但她處理了解嚴前後

極有比對性的主題，運用質性方法可讓讀者整全地理解台灣歷史教科書解嚴前後的差

別，相較於其他量化的論文更能夠凸顯教科書中內容本身的差異。 

從過去的與國族認同相關的歷史教科書研究當中發現，教科書中常見的國族認

同要素多元，多數過去的研究者沿用類目表進行分析，以質量並行的方式進行研究，

只有兩篇論文是完全以質性方式進行。從類目表及論文中的研究發現可看到雖然國族

認同的要素有多種層面，統整張期玲及王麗蘭的國族認同要素發現，他們所列出的國

族認同要素包括「特殊的集體名稱」、「根源與祖先」、「共同的世系起源」、「共

同的文化」、「共同的歷史記憶」、「輝煌時代與成就」、「國家未來發展」、「共

同的領土」、「偉人英雄」、「國族自決」以及「與他國的區別」。從理論的要素對

照，發現「特殊的集體名稱」和「共同的領土」也可被歸納在「國家的領土疆域」要

素中，而「共同的世系起源」的討論是關於國族的祖先，這也涵蓋在「根源與祖先」

的要素中。另外，張期玲所引用的「共同的文化」是來自於 Smith 的定義，是指涉

「傳統習俗文化」的公共化及國家化（Smith， 2010），可被歸類為「國族的共同文

化」。 

總結來說，歷史教科書常見的國族認同要素有「國家的領土疆域」、「國族獨

立自決」、「國族與他國的區別」、「國族根源與先祖」、「國族英雄與偉人」、

「國家的輝煌時代」、「國族的共同文化」以及「國家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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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論，講述本研究所採用的論述分析視角，第

二節則是國族認同比較分析架構的形成；第三節為教科書文本選擇與對應；第四節為

教科書文本的分析方法；第五節則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 

本研究要釐清的是教科書中的國族認同論述是什麼，其論述的運作機制又是如

何，將透過運用 Foucault 論述分析方法進行研究。 

系譜學是傅柯的一個研究方法取向，就如他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理

解權力如何在性的知識與論述發展中操作，這樣的研究取向可研究論述且揭示其中的

權力/知識網絡（Carabine， 2011）。Foucault（1971/1972） 在他的《知識考掘學》中

就提出論述分析的方法，他指出我們需要質疑我們所看到那些被組裝，被理所當然的

事物，檢驗我們慣用接收的類別，這些陳述的組成。當某一事物需要在一個知識領域

中被陳述，其間把事物說出來的過程存有複雜的機制運作，要揭開這當中的機制，就

可採用論述分析（倪炎元，2000）。與其說傅柯論述分析是一個方法，傅柯論述分析

更是一個方法論，本研究所參考的都是 Carabine（2011）提出的系譜學實際操作，可

採用論述/權力/知識網絡的概念形成一種「鏡片」（lens）來分析論述。 

以下討論幾個有關傅柯論述分析的主要概念： 

1. 論述 

「Foucault（1971/1972）認為我們的歷史文化，是由各式各樣的論述所組

成，論述是一個社會團體根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系統傳播、確立於社會當

中，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交會的過程」（卯靜儒、張建成，2005：6）。也

可說，論述是由一組相關陳述相互搭架所形成的，對真實世界產生意義與效

應，（Carabine， 2011：268）。 這意味著論述是具有力量與生產性的 ，它

描繪出事物的圖像，建構出某種「真理」。論述是具有邊緣性的，具有納入

與排除的機制，在本研究當中，這個「真理」就是國族認同，在龐雜的歷史

敘述當中，有什麼陳述是被納入歷史教科書當中形成某種的論述，互相搭架

中產生意義，形成國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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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述形構 

「一旦我們可以描述一批『陳述』之間的離散體系，一旦我們可以定義事物

之間、陳述類型之間、觀念之間、或主題選擇之間的規律性（秩序、相互關

係、地位和功能、轉化），我們就可以說我們在研究論述的形構。」

（Foucault 1971/1972: 38）。本研究當中的國族認同又是如何在教科書當中

如何被形構的，其中陳述的相互關係，秩序等所形成論述的機制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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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比較教育研究法進行研究，比較法可根據一定的標準對國家間教育制

度或實務進行比較（吳文侃& 楊漢清，1992）。在本研究當中，國家的單位就是馬來

西亞和新加坡，比較的研究是針對教科書中的相近議題。在梳理問題意識、研究背

景、文獻探討以後，研究者因為運用本研究運用比較法來進行研究，需要具有比較性

的「比較點」（吳文侃& 楊漢清，1992），將理論的要素稱之為「主題」，如「教科

書如何描述土地的根源」此類的主題。 

 

議題訂定的基礎是以國族認同的理論作為開始，理論提供了國族認同要素的根

本，接下來與過去國族認同相關的教科書研究進行對話，從中得知相關歷史教科書中

常見的國族認同要素有哪些，以便能夠發展出可進行探究的議題。同時，在釐清理論

與過去研究的過程當中，研究者也對課程進行初步分析，從兩國的歷史教科書中對照

理論與過去的研究以形成最後可比較的議題。 

（一）國族認同理論統整 

文獻探討的國族認同要素整理出的要素，分別為「國家領土疆域」、「國族根

源與先祖」、「國家輝煌時代」、「國族獨立自決」、「國族的他者」、「國家憲政

體制」、「國族英雄與偉人」、「國族共同文化」、「國家未來發展」。 

（二）過去歷史教科書研究出現的國族認同要素 

從過去有關國族認同的歷史教科書研究發現，通常出現在歷史教科書的國族認

同的要素有「國家領土疆域」、「國族獨立自決」、「國家未來發展」、「國族與他

者的區別」、「國族共同文化」、「國族英雄與偉人」、「國族根源與先祖」以及

「國族輝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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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出現的國族認同要素 

 分析架構還是要以研究對象為主，因此需要知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

教科書有哪些國族認同要素可以進一步分析，以下為梳理以後發現可分析各個國族認

同要素的單元， 可從表 1 看到各個對應的教科書單元。 

就「國家領土疆域」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可分析的是中二單元五「馬來群島

王朝」、單元六「現代國家的原型--馬六甲蘇丹王國」、中二單元七「西方勢力的介

入與殖民」及中五單元四「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建立」。新加坡則是初中單元一「追

溯新加坡的起源：新加坡幾歲了？」及初中單元四「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

1975：生活有什麼改變？」。 

就「國族根源與先祖」而言，誰是先祖，他們來自哪裡？這可分析馬來西亞教

科書中一單元三「史前時代」、中四單元三「東南亞早期文明」、中三單元七「西方

統治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影響」，新加坡教科書則可分析單元一「為什麼二戰以前人

們來到新加坡？」以及單元二當中的「殖民時代的新加坡：對每個人是否都是一

樣？」的「為什麼二戰以前人們來到新加坡？」。 

就「國家輝煌時代」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以輝煌來形容的時代是在中二單元

五「馬來群島王朝」、單元六「現代國家的原型--馬六甲蘇丹王國」。新加坡並沒有

輝煌時代，在這個部分留白。 

就「國族獨立自決」而言，可分三個時期，英國殖民以及追求獨立的歷程。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在獨立以前共同經歷了英國殖民與與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教科書在中

二單元八「在地社會對英國殖民的回應」、中五單元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馬來西

亞的國族主義」、單元三「國家與國族建構的覺醒」、單元四「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

建立」、單元五「邁向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大篇幅談到獨立前的抗爭精神。而新加

坡則是在初中單元三「新加坡是否是個意外產生的國家？」、高中單元三「去殖民化

與民族國家的興起」談到國族的自決精神。 

就「國族的他者」而言，可分析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如何描述彼此為「重要

的他者」，分別在馬來西亞中五單元 6 的「民族國家走向穩定」以及新加坡的初中單

元三「新加坡是否是個意外產生的國家？」中的第六課「1945 以後人們對新加坡的願

景」以及第七課「獨立對新加坡的意義」。另一個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重要的他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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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統治他們歷史相當久遠的英國殖民政府，兩國教科書都有相當的篇幅討論英國在當

地的統治與殖民，分別在馬來西亞教科書中三單元七「西方勢力的介入與殖民」當中

的「西方統治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影響」以及中四的單元十「英國對國家經濟的政策

與其影響」。新加坡談及英國的是出現在初中單元二「殖民時代的新加坡：對每個人

是否都是一樣？」、高中單元一「十九世紀歐洲霸權與擴展」中的「1-1 歐洲勢力在東

南亞的殖民」及「1-2 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課。 

就「國家憲政體制」而言，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可分析高中單元「馬來西亞國

家的治理與行政系統」；新加坡歷史教科書缺乏憲政體制的內容，只有一張圖符合這

層面內容，出現在單元「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1975：生活有什麼改變？」。 

就「國族英雄與偉人」而言，較針對的是人物個體，可包括政治領袖與國族英

雄，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可分析中二單元五「馬來群島王朝」、單元六「現代國家的

原型--馬六甲蘇丹王國」、中三單元八「 當地社會的抵抗」、「馬來拉惹與大臣對抗

西方勢力的智慧」以及中五單元四「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建立」。新加坡的則可檢視

初中單元三「新加坡是否是個意外產生的國家？」、單元四「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

1965-1975：生活有什麼改變？」、高中單元一「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以及單元四

「馬來亞的去殖民化」。 

就「國族共同文化」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根據王麗蘭的研究發現馬來族與伊

斯蘭教的文化構成了共同文化，於中四單元三「東南亞早期文明」及單元八「西方殖

民前在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新加坡教科書的則可分析初中單元一「追溯新加坡的

起源：新加坡幾歲了？」及單元四「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1975：生活有什麼改

變？」檢視共同文化的內涵。 

就「國家未來發展」而言，所要分析的是現有的政策與未來的展望，馬來西亞

教科書在高中單元十一「馬來西亞國家與國族的發展」有兩課「邁向繁榮的經濟發展

與民族團結」及「邁向先進國的馬來西亞」特別討論國家未來的期許。但新加坡教科

書並沒有特別傳達了對未來發展的期許，但是近代的歷史也帶有對未來的期許，在初

中單元四「第一個十年，1965-1975：生活有什麼改變？」中的 「人們的生活在獨立以

後會什麼改變？」都描述了新加坡一開始建國以後的政策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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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新馬歷史教科書出現的國族認同要素 

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 國族 
認同 
要素 

新加坡歷史教科書 

年級 單元 國家 
領土 
疆域 

年級 單元 

中二 馬來群島王朝 初中 
 

追溯新加坡的起源：新加坡幾歲

了？ 
中二 
 

現代國家的原型--馬六甲蘇

丹王國 
初中 
 

新加坡是否是個意外產生的國家？ 

中二 西方勢力的介入與殖民 初中 
 

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1975：
生活有什麼改變？ 中五 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建立 

中一 史前時代  國族 
根源與

先祖 

初中 
 

追溯新加坡的起源： 
新加坡幾歲了？  中四 東南亞早期文明  

中三 
 

西方統治所帶來的經濟與社

會影響（7.6） 
 
 

初中 
 

殖民時代的新加坡： 
對每個人是否都是一樣？ 

中二 
 

馬來群島王朝 國家 
輝煌 
時代 

初中 
 

追溯新加坡的起源：新加坡幾歲

了？ 
中二 
 

現代國家的原型--馬六甲蘇

丹王國 

中二 當地社會的回應 國族 
獨立 
自決 

初中 新加坡是否是個意外產生的國家？ 
中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馬來西

亞的國族主義 
高中 
 

去殖民化與民族國家的興起 
 

中五 國家與國族建構的覺醒 
中五 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建立 
中五 邁向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 

中三 
 

西方勢力的介入與殖民 國族的

他者 
初中 
 

殖民時代的新加坡：對每個人是否

都是一樣？ 
中四 
 

英國對國家經濟的政策與其

影響 
高中 
 

十九世紀歐洲霸權與擴展 
 

中五 
 

民族國家走向穩定 
 

初中 
 

新加坡是否是個意外產生的國家？ 

中五 馬來西亞國家的治理與行政

系統 
國家 
憲政 
體制 

初中 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1975：
生活有什麼改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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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 國族 
認同 
要素 

新加坡歷史教科書 

年級 單元  
國族 
英雄 
偉人 

年級 單元 

中二 
 

馬來群島王朝 初中 
 

新加坡是否是個意外產生的國家？ 

中二 
 

現代國家的原型--馬六甲蘇

丹王國 
初中 
 

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1975：
生活有什麼改變？ 

中三 
 

當地社會的抵抗 高中 
 

東南亞的去殖民化與民族國家的崛

起 
中三 
 

馬來拉惹與大臣對抗西方勢

力的智慧 
中五 
 

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建立 

中四 
 

東南亞早期文明 國族 
共同 
文化 

初中 
 

追溯新加坡的起源： 
新加坡幾歲了？ 

中四 
 

西方殖民前在馬來西亞的伊

斯蘭教 
初中 
 

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1975：
生活有什麼改變？ 

中五 邁向繁榮的發展與團結 國家 
未來 
發展 

初中 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1975：
生活有什麼改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四）對應理論、過去研究、新馬教科書的國族認同要素 

理論與過去出現在歷史教科書要素的對應可統整成九個要素，其在對應馬來西

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各個單元章節內容後， 發現有些要素如「國家輝煌時代」沒有

出現在新加坡教科書中，但是要素消失不見也代表一種表態，可以讓我們更了解其國

族認同的內涵。而其他主題如「國家領土疆域」、「國族獨立自決」、「國家憲政體

制」、「國家未來發展」、「國族與他者的區別」、「國族共同文化」、「國族英雄

與偉人」、「國族根源與先祖」各在教科書中都有內容可以進一步探討及分析。 因此

最後產出九個國族認同要素的比較分析架構，其要素包括「國家領土疆域」、「國族

根源與先祖」、「國家輝煌時代」、「國族獨立自決」、「國族的他者」、「國家憲

政體制」、「國族英雄與偉人」、「國族共同文化」、「國家未來發展」，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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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國族認同要素的對應 

國族認同理論統整 過去歷史教科書研究 

出現的國族認同要素 

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

出現的國族認同要素 

新加坡歷史教科書 

出現的國族認同要素 

國家領土疆域 V V V 

國族根源與先祖 V V V 

國家輝煌時代 V V  

國族獨立自決 V V V 

國族的他者 V V V 

國家憲政體制  V  

國族英雄與偉人 V V V 

國族共同文化 V V V 

國家未來發展 V V V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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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根據九個國族認同要素訂定的類目表，要素為主類目，據各要素發展次

類目及說明。次類目的發展是參考自過去相關研究者的主次類目，依據馬來西亞和新

加坡歷史教科書出現的內容進行比對，統整以後而形成。 

表 3-4 

新馬歷史教科書的國族認同分析類目表 

主類目 次類目 說明 

國家領土疆域 領土根源 領土根源的想象，如：海港、古王國 

領土範圍 國家領土疆域範圍的描述 

國族根源與先祖 世系起源 指涉這個國家人民的祖先起源是誰 
移民社會 如何描述移民 

國族輝煌時代 文物遺址 表示某時代文明或具歷史意義的文物遺址 
政經發展 如：硬體建設、經濟成長、政治穩定的發展 

國族獨立自決 英殖時期 英國殖民時期的抗爭 
日佔時期 日本佔領時期的抗爭 
獨立歷程 爭取獨立建國的歷程 

國族的他者 殖民政權 殖民過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政權，如：英國與日本 
新馬兩家 新加坡如何描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如何描述新加坡 
鄰近國家 鄰近國家的描述，如：汶萊、印尼、菲律賓 

國家憲政體制 治理架構 指共和國制或是君主立憲制的架構與憲法等 
公民權利 人民基本權利與義務，如平等權、自由權、參政權、

納稅、兵役、國民教育等 

國族英雄與偉人 政治領袖 值得被提的政治領袖，如李光耀、阿都拉曼 
國族英雄 抗戰或古時的英雄，與國族抗爭有關 

國族共同文化 價值信念 宣導的價值觀與信念，如亞洲價值、抵抗西方 
宗教信仰 各種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 
節日慶典 各種族的傳統文化節慶與現代節日慶典 
儀式象徵 國旗、國歌、國家信條、升旗儀式等 

國家未來發展 政策實施 正在實施的重要政策 
國家願景 未來各個層面發展的願景 

資料來源：參考自余剛式，2004；廖容辰，2005；張期玲，2004；林偉民，2006；蕭

文淵，2008；王麗蘭，2010；謝婷妮，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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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Bereday（1966）所建構的比較教育研究法架構，比較教育研究主要分為區域

研究（area studies）和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兩個階段，首先在區域研究需要先

就被比較的單一國家進行逐一「描述」或「解釋」，再來是藉由比較研究階段進行多

個國家的對比，分別是「並列階段」與「比較階段」，也就是說比較研究的流程為

「描述—解釋—並列—比較」（Bereday， 1966:10-28）。 

就本研究而言，研究的進行會運用Bereday的研究要素「描述」、「解釋」、「並

列」、「比較」 ，研究與書寫上會依據流暢度而把這些要素融入在論文當中，以下為

這些要素的運用。 

一、描述 

描述的階段就是進行描述性資料的陳列。在本研究當中，資料就是歷史教科

書，因此會依照第三節的類目表在研究中陳列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歷史教科書

相關研究議題的資料。  

二、解釋 

Bereday（1966）認為這個階段需要把研究資料與社會的相干性加以檢驗，意即

從政治、社會、歷史、經濟等層面的觀點探究教育的問題。在本研究當中，解釋將

加上論述分析的方法論與方法進行探究，以探詢歷史教科書中國族認同的各個議題

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了解論述與論述的建構方式。此部分將會參照Carabine

（2011）論述分析單親媽媽所提出的論述分析步驟做出調整，因此在研究教科書時

的過程會帶著以下的問題進行研究： 

（一）該議題有什麼特定的中心主題？ 

（二）該議題的論述策略與技巧為何？ 

（三）該議題有哪些缺席者與沉默者？ 

（四）議題是否帶有抵抗論述與反論述？ 

（五）議題的論述有何效應／影響？ 

（六）該議題的背景脈絡與權力／知識網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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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並列 

當個別國家的議題已經進行了描述與解釋，兩個國家的議題將進行並列，以文字式

並列的方式列出兩個國家的資料，找出兩個國家相同的地方與差異之處，會出現比較

點，但此步驟依據仍未進入結論，只是初步的比較與假設。 

 

四、比較 

比較是經歷過描述、解釋、並列以後得到出來的小結論，用於比較議題上新加坡和

馬來西亞兩國歷史教科書中的分析，可找出其相似性及差異性。 

 

本研究在論文中的教科書資料引用依循以下的編號形式，包括圖及文字，都是以

「國家碼-單元碼-頁號碼」的方式編號。 

1. 國家碼：馬來西亞的歷史教科書版本為「M」;新加坡的歷史教科書版本為

「S」 

2. 單元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歷史教科書都分為初中與高中，初中的以Lower 

Secondary 的「L」 為代碼，高中則以Higher Secondary的「H」 為代碼，號碼代

表第幾單元，如「L1」代表初中單元一。 

3. 頁號碼：根據教科書的頁號碼為「p00」 

運用在研究上則會呈現「M-L2-p56」的編號，指的是馬來西亞初中單元二教科書

的第五十六頁，如是「S-H1-p69」指的是新加坡初中單元一教科書的第六十九頁，以

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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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也是人民全體，要在同一片土地上一起生活，其與國家有關。而國族認

同就是這群人的認同，由不同要素組成，本研究經由整理以後，分別從九個面向分析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如何形塑出國族認同，分別是「國家領土疆域」、「國

族根源與先祖」、「國家輝煌時代」、「國族獨立自決」、「國族的他者」、「國家

憲政體制」、「國族英雄與偉人」、「國族共同文化」、「國家未來發展」。 

 國族，就如 Anderson 所說，是個想像的共同體，在一個特定的領土疆域的範圍

內一起生活。而這片土地是如何被想像的，其歷史又是如何被編寫的，都與國族認同

分不開關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地理位置相近，共同經歷悠久的歷史，但是其領土根

源想像卻出現差異。 

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從中二開始講述這片土地的根源，一學年的中二課程都在

描述在英國殖民時代前的國族，而其中心主題就是「王國（Kerajaan）」。 

中二的歷史教科書首四個章節是與「馬來世界的王朝（Kerajaan Alam 

Melayu）」相關。Kerajaan 所隱含的 raja 指的是王，而 Kerajaan 指的是王國或王朝。

如圖 4.1 馬來世界古王國，地圖的主標題以王國來命名，也包含王國的地理位置與國

都的名稱，由此來看，其領土根源想像顯然是以君主制度的「王國」及「王朝」作為

中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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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馬來世界的古王國 

（M-F2-p8） 

 

除了圖 4.1，中二的課程是以年代演進的王國敘述來編排，包括從第一世紀開始

的馬來世界古王國、1400 年開始的馬來西亞境內馬六甲馬來蘇丹王朝、柔佛廖內蘇丹

王朝、四州蘇丹王朝（彭亨、霹靂、登嘉樓、雪蘭莪）以及四州王朝（吉打、吉蘭

丹、森美蘭、玻璃市）。 

雖然有些王國並不是馬來西亞境內，但是都在「馬來世界」（Alam Melayu）

內。這些古王國包括扶南 Funan、占婆 Champa、三佛齊 Srivijaya、吳哥 Angkor、滿者

伯夷 Majapahit、老吉打 Kedah Tua、刚迦王国 Gangga Nagara，都在教科書的王國敘述

當中，在本研究中統稱他們為七古國。 

教科書接下來便探討馬來亞半島的各個王朝，首先以 1400 年出現的馬六甲王朝

作爲討論的開端，而這時期的王朝名字由原本王朝（Kerajaan）的命名轉換成為蘇丹

王朝(Kesultanan)。蘇丹一詞與伊斯蘭有極大的關係，這樣命名方式的轉變也代表一個

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朝代之開始。但，蘇丹王朝(Kesultanan)的討論並不限於馬六甲（滿

剌加）蘇丹王朝，教科書接下來還有繼續討論柔佛-廖內蘇丹王朝，彭亨蘇丹王朝、霹

靂蘇丹王朝、登嘉樓蘇丹王朝、雪蘭莪蘇丹王朝、以及吉打王朝、吉蘭丹王朝、森美

蘭王朝與玻璃市王朝，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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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中二課程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馬來西亞中二歷史（2018） 

 

這些王國在英國殖民時期也是以王國或王朝的方式統治，發展到現在則成為州

屬的形式，每個州屬的首領是蘇丹或拉惹（raja），共有九個州屬（柔佛、彭亨、霹

靂、登嘉樓、雪蘭莪、吉打、吉蘭丹、森美蘭、玻璃市）在不同時代開始出現。除了

馬六甲的王國已經銷聲匿跡，其他的州屬仍是以王室世襲至今，領土的想像則是開始

從王國演變為州屬。 

 

圖 4.3. 馬來聯邦的四個王國（Malay Federated States） 

(M-F2-p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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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圖 4.3，可以看到的是教科書呈現出過去王國與現有州屬的關係如霹靂

（Perak）王國與現在的霹靂州。古代王國時代領土界限並不明顯，因此以前的霹靂蘇

丹王朝未必會和現在的霹靂州界限一樣，並不能以現在界限明顯的國家想像相提並

論，但是教科書已經把這兩種時代的想像混雜在一起，這樣的呈現就是要進一步把以

前的王國和現在的州屬產生緊密的連結。 

在現在的馬來西亞，這些王國延續下來的州屬已在 1948 年聯合成為馬來亞聯邦

（Federation of Malaya），並在 1957 年獨立。聯邦也就是各個州屬合併成為一個國

家，各州屬的馬來統治者包括蘇丹和拉惹也反映出聯邦的精神，以馬來統治者會議

（majlis raja-raja） 的方式組織在一起，每五年輪流成爲馬來西亞的最高元首，從王國

發展成州屬在教科書中的敘述說到這是保留王國的傳統，是源自於馬六甲馬來蘇丹王

國，到現在成為了國家體制一部分。 

 

「M-F2-p123」 

在中二的歷史教科書中，各州蘇丹體制延續了王國的領土想象，出現一種傳統

在地領土想像的連續性。簡言之歷史教科書所彰顯的王國領土想像其實在捍衛蘇丹體

制，讓實施君主立憲體制的馬來西亞持續供養九個王與王族世家，在論述上鞏固他們

的合法性。 

 

 新加坡起源的故事主軸是一個海港與貿易中心的發展，在這個故事的起始，教

科書先引用許多過去的史料來描繪出新加坡一開始未發展前的面貌。其中一個史料是

汪大渊（Wang Dayuan）於 1330 到訪新加坡的記錄，當時的新加坡名為「龍牙門」

（Long Ya Men），或是淡馬錫（Temasek），淡馬錫馬來文的意思也是海城的意思(S-

L1-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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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1-p30 ) 

另一個史料則是與現代新加坡的發現者萊佛士爵士(Sirt Stamford Raffles)有關的

記錄，那是 1882 年的記載， 

 Temenggong

(S-L1-p27) 

史料的編排都是與新加坡河有關，無論是 1330或是 1819，新加坡的起源就是沿

著河邊沿岸的居住地，人們依賴這條河維繫生活。另一個與萊佛士有關的記錄則是一

個在新加坡河岸的紀念碑，這個紀念萊佛士發現新加坡的紀念碑所描繪的新加坡一開

始是一個「 」。（S-L2-p8） 

 

 在新加坡的歷史教科書，新加坡的故事主要是從貿易的主軸綫發展。新加坡從

一個小漁村，或是一個默默無名的屯墾區(settlements)發展成為 一個經商貿易的中心。

中一歷史教科書在探究新加坡的歷史以前，先從“Trade Across Time and Cultures”做背

景的介紹，說明當時代貿易是人們常見的活動，所以新加坡在這個貿易時代就是一個

貿易商業的中心。從圖 4.4 可看到自 1299 到現在，新加坡頻頻被形容爲一個與貿易有

關的海港，它是貨品進口與出口的中心，年代演進的描述是以一個貿易商業中心的發

展為故事的軸線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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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海港演進圖 

(S-S1-p49) 

 

從軸線可以發現，新加坡的舊名是淡馬錫（Temasek），教科書說淡馬錫在十

四世紀已經是繁忙的貿易海港，爾後 1400-1819 的描述也是圍繞在這個海港，說到

1400-1819 的海港已經大不如前。到了英國來到新加坡的時期，敘述的中心則是說這個

海港再次繁忙起來，成為區域的貿易中心，而到了新加坡獨立以後，這個海港如今在

世界的地位已經成為世界中繁忙的海港之一。從古代到現今，新加坡運用海港的領土

想像把現在國家在世界的經商貿易的地位與過去的歷史進行連結(S-S1-p49)。 

新加坡歷史教科書也有提及馬來世界，就如下圖所示，在描述不同地區時，教

科書中的地圖標示是以馬來世界的海港作為主標題，王國為副標題。海港才是新加坡

的故事發展主軸，王國的產生只是因為海港的發展，「

」 (S-S1-p57)，海港顯而易見是比王國還要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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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馬來群島中的海港分佈  

(S-S1-p57) 

 

比較兩國領土疆域的根源想象，雖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過去曾經有共同的歷

史，但是在敘述國族古時的歷史卻有不同的軸線發展。 

馬來西亞選擇了運用王國的領土想像去描述國族過去的歷史，與現有的各州蘇

丹體制產生連續性，馬來西亞因為到現在各州仍然有王室傳承王位，馬來統治者輪流

成為馬來西亞的最高元首，這個蘇丹制度在獨立以後仍然延續至今，從君主制度演變

成為君主立憲的制度，形成國族的其中一個建構，馬來西亞的國族與他人不一樣的地

方就是在於這個國族是和王國與君主有關係的。 

而新加坡選擇了海港的領土想像，排除王國的論述，選用貿易中心與海港的角

色形容新加坡的過去歷史。這樣也可以和現有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與大都會的身份做

個連結。 

同樣是在馬來世界的地域，在過去經歷同一個時代，無論是海港或是王國，都

曾經能夠在這兩個國家留下足跡，但這兩國教科書的歷史敘述呈現的是不同的主軸。

同樣是三佛齊（王國）的巨港（海港），馬來西亞教科書敘述的是三佛齊王國的過

去，而新加坡教科書敘述的是巨港的過去，兩國描述同一段的歷史，乍看雖然像是不

同的歷史，但實則在以不同的主軸講述同一個地方，描繪出兩種不同的領土根源想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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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族既然是人民全體，「人」的根源也會是歷史教科書會討論的議題之一。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社會都經歷了相似的歷史，因此出現相似的種族構成，兩國歷史教

科書均有討論多元種族社會的起源，但卻是兩種不同的敘述方式。 

在編排順序上，教科書先以馬來世界（Alam Melayu）的概念來引介國族的根源

與祖先。引用地理區域的概念詮釋「馬來」，而不是用人種的概念解釋。可從教科書

的編排順序上看到「馬來世界」概念出現的位置出現在中二，而中一主要是介紹世界

不同的文明，中二的學年則目的是要介紹馬來西亞不同州屬的蘇丹王國時期，如馬六

甲蘇丹王朝、柔佛蘇丹王朝等，這些州屬都被歸類為馬來王朝。從這兩個學年的課程

安排看到教科書在介紹了世界文明以後，教科書開始聚焦討論和本地有關的種族與文

化，於是就出現了馬來世界。 

教科書一開始先說明馬來世界的概念，先打破現有的國家和種族分界的概念，

說明馬來世界並不只是現在窄化的馬來人概念，因為馬來西亞的馬來種族被固定的認

為是馬來西亞的某個種族，與華族和印度族區分開來，現在的馬來人被認為是有固定

的文化和語言，馬來世界很容易讓人誤認為是馬來人來自的世界，這個世界住的居民

都是和現在的馬來人有關。教科書要說明馬來世界是一個更大的區域性概念。 

(M-F2-p04) 

(Pentas sunda)

(M-F2-p04) 

教科書在一開始介紹馬來世界就 Serumpun 的概念做詮釋指到這個文化圈擁有

相似的語文，並排了不同地區語文運用上的相似度，如馬來文的數字「四」為

“empat”，在爪哇話是“papat”，菲律賓 Tagalog 為“Apat”，砂拉越 Melanau 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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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等（馬來西亞教科書第 6 頁），這樣的做法是要顯示馬來文本來就是屬於這個

地域的產物，與在這個地域的其他語文本是同根生，這就正正當當的說明了馬來文與

這個地域-馬來世界的強大連結。 

(M-F2-p06) 

在文化上，教科書中也顯示馬來世界 Serumpun 的概念，說馬來世界不同的地區

是有共同文化產物的。其中馬來武術 Silat、皮影戲，以及其他藝術創作，這都是現有

屬於馬來人文化表徵的文化器物，是產自於馬來世界的，並不是外來產物，相對及現

有多元社會的非馬來人，或非土著，馬來世界的文化與語文是道道地地的在地產物。 

 

  (M-F2-p07) 

在地理區域上，教科書引用學者們的說法，一致都認為馬來世界並不只是包含

現今的馬來西亞而已。有的學者認為馬來世界地理範圍可包含越南、柬埔寨、緬甸南

部、馬來西亞、印尼、汶萊和菲律賓。也有的學者認為馬來世界也可以是包括紐西

蘭、馬達加斯加、台灣等地。 

 

圖 4.6. Nik Hassan Shuhaimi Nik Abdul Rahman 馬來世界的範圍 

 (M-F2-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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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Ismail Hussein 馬來世界的範圍 

 (M-F2-p05) 

 

圖 4.8. Alfred Russel Wallace 馬來世界的範圍  

(M-F2-p05) 

 

也就是說，馬來世界這個概念說明馬來西亞現有州屬蘇丹王國是立足於更大的

一個馬來文化圈，在這個馬來世界當中，自遠古以來有許多王國起起落落，在這樣輝

煌時代的堆疊之下是個有深厚歷史且有共享文化與語言的區域。這個以地理、語文與

文化所構成的馬來世界，教科書中說明這並不單純只是地理上的相近而已，在語文及

文化上也相通，是個“Serumpun”的概念，中文意思就是「本是同根生」。 

Serumpun (M-

F2-p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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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馬來世界的概念，教科書除了可以說馬來文化與語文是在地產物，也可運

用語文和文化這兩個層面與現有的馬來人產生連結，因為現有的馬來西亞馬來人就是

口說馬來語，實踐馬來文化的種族。但是，教科書並沒有明明白白的說出馬來人這個

種族的由來，在這龐大的馬來世界當中，是不是在這個世界出現的人都是叫做馬來

人？還是馬來人是源自於這個馬來世界當中某些特定區域？教科書對於「馬來人」是

誰反而是沒有太著墨，其實運用這樣的馬來世界地域範圍，就可以避免那些在獨立以

前不在現有馬來西亞國界居住的「馬來人」歸類為外來者，在這個比較模糊的馬來世

界範圍當中，所有來自於馬來世界的「馬來人」都是在地人。 

 

從馬來世界的在地性論述，可看到對立的是馬來世界以外的外來移民，而現有

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的先民都是來自於其他世界的當代移民。他們構成了現有馬來西亞

社會的 30.9% ，華族（23%）、印度族（6.9%）及其他種族（1%）。其餘的 69.1%是

土著（包含馬來族）（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8）。  

相較於對馬來世界大量的定義和語言文化上的解釋，教科書中對「外來移民」

的來歷並沒有太多的敘述，唯一的說法就外來者是英國殖民時期所帶來的「社會結構

影響」，可見移民的敘述在教科書中是相當弱小的，在國族的故事當中地位不平等。 

移民的來歷在中三教科書是勞工，相較於馬來世界敘述多個輝煌的文明，地位上呈

現高低差別，勞工隨着錫礦和橡膠工業的發展到馬來亞，是在英國殖民的權力之下

「被」引進來的，因為經濟的機會而到馬來亞。 

(M-

F3-p156) 

除了把「外來移民」的原因歸因為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手法，在中五的教科書中更

是把這些外來移民描繪爲從這個土地獲取利益的一羣人，剝奪了在地人的利益，導致

馬來人成爲經濟弱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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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5-p46) 

英國在教科書中本就被型塑爲一個外來勢力，欲剝奪馬來亞的好處，削減在地人的

利益，而在外來移民的來歷敘述中，外來移民又與英國牽在一起，無疑就是把反殖民

的情結與外來移民掛鉤，成爲在地人的共同敵人，這種分化至今仍成爲種族之間的嫌

隙。 

事實上，外來移民並非只有英國殖民時期才出現的。教科書刻意只講述英國殖民時

代的移民，但是早在 1400 馬六甲王朝開始，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到馬來亞定

居，也有來自當時明朝時期的漢人，與當地人通婚定居，形成土生華人（Chinese 

Peranakan）。後來葡萄牙佔領馬六甲的時期也有「外來文化」引入在地，部分的葡萄

牙人繼續留在馬六甲與在地人通婚，形成現有馬來西亞社會當中的歐亞人後代。在西

方殖民時期，來到馬來亞的其他種族也包括了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他們與在地人通婚

定居後，就形成土生爪夷人（Jawi Peranakan）以及土生印度人（Chitty，或是土生印度

人），雖然以上所述的族群後代他們人數不多，不如英國殖民時期所引進的「外來移

民」數量，但也是促成馬來西亞現有的多元種族社會因素之一，卻是在教科書的內容

敘述中消失的，因為教科書並沒有想要肯認多元文化的社會，凸顯出其國族的建構實

則包含馬來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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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歷史教科書凸顯出新加坡人民的先祖大多數是由移民構成的。教科書內足足

有一整個章節描寫移民的歷史，可追溯的根源是來自於世界各地，並特別強調他們的

移動性，說明他們移動的原因，以及在移居新加坡以後的居住地及工作。這顯示出移

民的故事在整個新加坡的故事當中是相當重要的。 

新加坡作為海港帶來了不同的文化，形成文化多元性。移民的故事也強調來自世界

各地的多元性，就如教科書中的地圖所示，新加坡的移民並不限於源自於某個地區疆

域，「 」(S-S2-p102)，如

歐洲、阿拉伯、印度和中國等，新加坡和世界接軌。 

 

圖 4.9. 新加坡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S-S2-p103) 

仔細看新加坡如何描述不同的地區移民後發現，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也就是馬來世界的另一個名稱，這個區域的人民也是被歸類為移民，這

個討論是個值得注意的要點，也是和馬來西亞不同的地方。在地圖上和教科書內容的

擺放上，馬來群島或稱馬來世界是和阿拉伯、歐洲、印度、中國是相提並論的。新加

坡教科書並不是以同心圓的方式擴散，一圈圈向外解釋，以「新加坡-馬來世界-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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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逐漸擴大的方式呈現移民來自的地方，從相近文化圈逐漸擴大。阿拉伯、歐洲、

印度、中國等地算是比馬來群島還要遙遠的地區，在文化上和人種上會和新加坡當時

的在地人有很大的差異，但教科書並不想呈現出新加坡和馬來群島相近群島的人民當

時的文化習性的相近性。教科書並不想讓新加坡與馬來世界有任何的連結，雖然古時

候還沒有現有國界的時候，新加坡也受到馬來世界文化的影響。所以，藉由現有新加

坡的國界來劃分本地人和外來移民一方面不會凸顯出曾經一時的馬來群島文化，另一

方面這樣的劃分可以把所有不是當時居住在新加坡島上的原本居民視為移民，就如以

上地圖所顯示的馬來人也是屬於移民的其中一類，他們「

」(S-S2-p103) 

教科書在述說的過程也把混血族群包括歐亞人(Eurasians)、海峽華人，或稱為土

生華人，土生爪夷人（Jawi Peranakan）、土生印度人（Peranakan Indians）放在移民的

敘述當中。這群混血的族群後代其實很難區分到底是外來者還是在地人，若以海峽華

人或稱本土化人（Chinese Peranakan）做例子，他們多半是明朝時期漢人到馬來亞群

島與在地人通婚生下的子嗣，雖然有的可能是從馬六甲來，但也很有可能在地人是新

加坡的在地人，因此很難一言斷定他們完全是移民的後代。但在新加坡歷史教科書當

中，他們所有與在地人通婚的後代都在移民的大傘下表述，可從圖中的敘述看得到。 

在這種以移民作為標題大傘之下的敘述，這群在東南亞區域久居的歐亞人

(Eurasians)、海峽華人，或稱為土生華人，土生爪夷人（Jawi Peranakan）、土生印度

人（Peranakan Indians），與遙遠的中國、印度、阿拉伯人、歐洲人全都歸類為移民，

教科書所呈現的是顯示出新加坡人民的先輩大多數都是移居者。 

而新加坡在移民移居進來之前，原本的在地居民有誰？新加坡教科書並沒有太

多的描述。比較可以看到新加坡早期的居民就是在萊佛士發現新加坡的時候，也就是

1819 年，那是一個英國來到新加坡前後的分界嶺，1819 年前的新加坡被呈現的是個人

口稀少的地方，「 500 30 30

(gambir)」 (S-S1-p83)，「

. 」 (S-S1-p27)，教科書形容新加坡在萊佛士到達時有水上人家、華人和馬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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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被描述為原本居住的居民的就只有海上人家（The Orang Laut， 英文直譯

是 sea people），「 」(S-S2-p63)，但他們的居

住地也不只是新加坡而已，「 (Riau-Lingga Archipelago)

(S-S2-p63)  

教科書所敘述的海上人家和土地比較沒有關係，他們除了居住地不定以外，他

們忠誠的對象也不只是新加坡土地，除了忠誠於淡馬錫（新加坡舊名）的馬來蘇丹王

朝以外，他們也忠誠於「外國」王朝，「

(S-S2-p63) 

 也可說，海上人家和新加坡的土地連結相當薄弱，對新加坡貢獻不多。但除了

他們以外，新加坡再也沒有其他關於在地人的敘述了，也沒有把馬來人歸類為在地

人。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科書的「本地人」和「外來者」的定義並不一樣，其界限

範圍的劃分之差異產生出本地和外來者的不同定義。 

馬來西亞教科書以馬來世界作為區分本地人與外來者的界限範圍，其說法是馬

來世界是個本是同根生的地域概念，這一區域的人民語言和文化上相似，出現在馬來

西亞的就可以是本地人。而在來自這個區域以外的人，特別是華人和印度人有自己的

母國，他們就是外來者，這樣的區分隱含權力關係，成為馬來西亞馬來-非馬來的利益

分配基礎，本地人擁有利益的優先權，外來者因為是來自於另一個母國，就應該讓本

地人先享有資源，區分出不同的政治身份。 

新加坡教科書則是以遷移的概念講述出現在新加坡現有社會的國族先祖多數是

移民，無論是哪一個時代出現的人民，都是立足在大家都是移民的基礎上，因此多數

人都是外來者，在此論述當中，本地人是被淡化的，或是說很難在教科書內可發現本

地人的踪跡。在此論述當中，權利和地位並沒有高低之分，少了本地人和外來者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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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區分，新加坡因此是新加坡現有人民共同的歸屬。但因為淡化了本地人的歷史淵

源，國族就顯得和地理上的馬來世界脫節，形成一個以移民構成的新加坡國族。 

 

 輝煌時代在歷史中多數是描述在地的古文明時代，不同的國家在講述自己的輝

煌時代可能會用不同的元素組成，但是多數都會提到先進的建築科技、精緻的文藝作

品、蓬勃的經濟發展、歷史悠久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的發展等。馬來西亞的輝煌時

代都是在講述過去王國時代的文明，而新加坡的輝煌時代並不採用王國，而是描述其

身為海港的輝煌時代。 

 

馬來西亞教科書所呈現的輝煌時代是過去王國時代的文明，運用下列幾個面向

構成，包括王國的治理架構、經濟發展、語言文字與宗教發展。  

王國的治理架構有七古國時代的扶南、占婆、三佛齊、吳哥、滿者伯夷、老吉

打、刚迦王国的治理架構，講述君主制度的治理架構會有君王，也會在地區治理上分

為王國與中心（M-L5- p26），之所以被認為是輝煌時代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

M-L5-p27 。除了君主制度，治理架構也有敘述關於法律制度，教科書說法制

的引介讓馬六甲王朝的輝煌更進一步（M-L5- p78），所說的法規包括馬六甲大法

（Hukum Kanun Melaka）及馬六甲海峽法（Undang-undang Laut Melaka）。其他王國

時代也有法規，包括彭亨大法（Hukum Kanun Pahang）以及霹靂 99 條法（Undang-

undang 99 Perak）（M-L5- p127），吉打建國法（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Kedah Darulaman）、玻璃市建國法（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Kerajaan Perlis ）

以及吉蘭丹建國憲（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Kelanatan）（M-L5- p162），這些

法規多數是與君臣權責、君王主權、宮廷禮儀、海上經商關係、買賣關係、家庭關

係、刑事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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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所敘述的包含七古國時代及其他馬來王國時代的經濟貿易關係以及農

曠業的發展，而海港就附屬為王國的經濟貿易中心。為凸顯當代經濟貿易的輝煌，教

課書敘述不同海港進行貿易的「珍品」，如香料、黃金白銀珍珠、象牙、沉香、樹

脂、絲綢、有價值的農作物等等，也會提到商人的國際性，其來自的國家包括暹羅、

阿拉伯、中國、印度古吉拉特邦、苏木都剌巴塞國、爪哇、帕西、土耳其、埃及、英

國、荷蘭等地。除此，海港的發展也會提到海港的基礎設施、錢幣制度以及造船修船

的技術，教科書以這幾個敘述面向組成當代經商海港的輝煌時期。 

Bidor … piti …

.. （M-L5- p131  

…

.. M-L5- 

p107  

文字一向來也是與文明有關，馬來西亞教科書的敘述是以兩個面向組成，一是

文字古蹟的出現，以呈現出文字的歷史悠久，另一個則是敘述文學作品的出現，呈現

出文學深厚的文化底蘊。文字古蹟多是七古國時代的古碑以及在牆上的文字記錄痕

跡。 

 

192 …  

Karang Brahi Palas Pasemah 

Sdok Kok Thom …  

1358 Trowulan  

…  

M-L5- p44-45  

文字古蹟記錄的方式有的運用 Palava 和 Kawi 字母記錄，是東南亞區域的古文

系統，也有阿拉伯符號經過調試轉成流傳至今的爪夷文（M-L5- p63）。而文學作品方

面多是在其他馬來蘇丹王國時代被呈現出來，有大紀事如柔佛的君王紀事（Salal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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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tin）及漢都亞紀事（Hikayat Hang Tuah），這兩個文學作品被歸類為大紀事因為

「 … …

」（M-L5- p108），顯示文學作品與輝煌時代的連結。除此，也有其他

種類的文學作品出現在教科書當中，這些出品出自於其他王國如彭亨、霹靂、登嘉

樓、雪蘭莪、吉打、吉蘭丹、森美蘭及玻璃市，在種類上有歷史文學、醫藥文學、民

間故事、王宮紀事、開國史及戰爭紀事等。從以上所述可歸納出，在不同的古王國時

代與馬來蘇丹王國時代，文字的發展歷史悠久，而文學也已經蓬勃發展，不但是各個

王國都有自己的文學作品，其文學類別也各從其類。 

 宗教發展也是輝煌時代的其中一個層面，特別是在馬六甲王國時代的馬六甲同

時扮演馬來世界的伊斯蘭教傳播中心，伊斯蘭教不只是宗教，也意味著是個伊斯蘭文

明，因為與伊斯蘭教成對比的是蒙昧時代（Zaman Jahiliah），「

」（M-H2- 

p114），所以伊斯蘭的引入也代表了一個文明的引入，以下為教科書的敘述。 

  M-H2- p187  

  M-H2- p188  

， …

M-H2- p191  

教科書頻頻強調伊斯蘭教文明在馬六甲的影響，而馬六甲不單是在多方面受到

伊斯蘭文明的影響而輝煌程度提高，其文明的影響力超越了馬六甲王國本身，是馬來

世界的一個傳播中心。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時代主要是以馬來世界與馬來王國為背景，可見教科書在敘

述輝煌時代之際還是看重馬來性的形塑。綜合以上所述，馬來西亞教科書敘述過去的

時代已經有王國治理架構系統，是個國際的經濟中心與宗教傳播中心，而這個區域的

文字具有悠久歷史，也出產許多文學作品，總總的面向組成馬來西亞的輝煌時代，是

個馬來輝煌時代。 

 

 

 



 

67 
 

新加坡教科書以海港的想像來描述古新加坡，因此輝煌時代的敘述並不是王國

的輝煌時代，而是海港的巔峰時代，而且海港與王國的連結並不深，教科書並沒有把

新加坡海港與任何一個王國產生連結，而是單獨出現的海港。課文的內容圍繞在這個

海港與各國商人的貿易關係，也敘述海港在不同的殖民勢力與王國勢力之間的輾轉，

而關於海港的輝煌時代其敘述面向就有兩個面向組成，一是海港商人的國際性，二是

海港交易的奇珍異品。 

到新加坡進行商業交易的商人早期 14 世紀以前多半來自中東、中國、印度以及

東南亞國家，這顯示這個海港的國際性有悠久的歷史。而在 14 世紀以後就開始有西方

勢力如葡萄牙、荷蘭、英國殖民者到新加坡。 

 

S-L1- p50  

 

S-L1- p51  

 

S-L1- p52  

 

       

S-L1- p53  

就如馬來西亞教科書有提到海港交易的貨品有哪些，新加坡教科書所呈現的海

港其「奇珍異品」就有金器、黃金、瓷器、錢幣、錫礦、拉卡木、犀角等，其呈現方

式不但是運用文字的呈現，更是用許多不小的圖片呈現這些「奇珍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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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a. 海港貿易文物 奇珍異品 

（S-L1-p59） 

圖 4.10b. 海港貿易文物黃金 

（S-L1-p66） 

  

圖 4.10c. 海港貿易文物 錢幣 

（S-L1-p69） 

圖 4.10d. 海港貿易文物 瓷器 

（S-L1-p69） 

 

無論如何，輝煌時代的敘述並不多，新加坡描述海港的輝煌時代凸顯出這個海

港過去已經具備文化多元的交流，與世界接軌，因此也可以看到從各國四面八方來的

奇珍異品造就輝煌的海港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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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煌時代對兩個國家而言，雖然都經歷同一個時代背景，在同一片地理環境歷

經同一時代的王國與海港，但是卻以不一樣的歷史主軸敘述其古代的輝煌時代歷史。

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其主軸圍繞在王國的輝煌時代，其文明巔峰也是在描述王國的登

峰造極，因此所呈現的輝煌文明，不管是治理架構、經濟發展、文字發展或是宗教中

心，皆是以王國為主軸，構建出一個以王國為中心的輝煌時代。而新加坡教科書其主

軸則是圍繞在海港，其海港的繁忙與輝煌風光是以出現來自世界各地商人，以及在海

港出現的奇珍異品，呈現出新加坡古時代海港的風華時代，構建出一個以貿易活動為

主的海港輝煌時代。 

 

獨立，對國家而言就是擁有自決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的獨立歷程

雖然同樣面對脫離殖民的抗爭，但是兩個國家面對不同的挑戰。馬來（西）亞是在

1957 年獨立，當時新加坡為新加坡的皇家殖民地，兩國在 1963 年 成為一個國家，而

1965 年新加坡獨立成為一個國家。馬來西亞是直接從英國脫離而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而新加坡是從馬來西亞脫離成為一個國家，兩國的獨立就如嬰兒脫離母胎般，在描述

獨立歷史時皆會關注如何脫離，但不一樣的是，馬來西亞的脫殖較為關注馬來民族主

義如何獨立茁壯，從英國手上獲得獨立，而新加坡在描述其獨立是在陣痛中發生，打

造一個國家患難成長的歷史。 

馬來西亞教科書的獨立歷史講述的是不同群體訴求的國族，並講述了這個國族

概念在一番競爭之下獲得勝利的國族模式，訂定了日後這個國家的國族認同。 

馬來西亞的國慶日紀念的是 1957 年的馬來亞獨立日，馬來亞的獨立有兩個關鍵

事件，提出不同的國家形式，一就是 1946 年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的提議，

這是英國在二戰以後在日本投降以後接手所提出的殖民重組計劃，比較像是共和國的

概念；二就是 1948 年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成立，那是馬來亞聯盟被反

對以後的另一個方案，也是現有君主立憲的基礎。在這兩個關鍵事件當中，每個國家

 



 

70 
 

形式的提議都有其支持與反對的勢力，而每個勢力之所以支持與反對是因為他們所提

出的都是不同的國族概念。 

 

馬來西亞的教科書所描述的獨立歷程被巫統的觀點壟斷，在脈絡的鋪陳過於凸

顯巫統的角色，因此國族的概念也被巫統主導。巫統全名為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簡稱為 UMNO，也就是馬來亞獨立以後執政黨聯盟中具主導性的政

黨，他們是一羣受英文教育的馬來菁英（Fee， 2001）。因此馬來西亞的這個執政聯

盟在爭取獨立時與馬華（馬來西亞華人工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和國大

黨（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合作，爾後組成國陣聯盟，自 1957 年馬來亞獨立9時

成為執政黨，直到 2018 年才出現政黨交替。 

首先，就第一個關鍵事件-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的提議，是可追溯到二

戰以後日本退位，英國再次接手馬來亞的時期，教科書說到這是英國除了是要「

」，也是為了讓二戰前馬來亞當時三種殖民地形式-海峽殖民地、馬

來聯邦與馬來屬邦，整合為一個馬來亞聯盟，以方便管治，節省開銷。這是個把所有

公民都視為平等的國家形式，而且馬來統治者蘇丹們在這個體制下並沒有實權。這個

提議有人反對，有人支持。反對的聲音在教科書中是主軸，教科書稱馬來亞聯盟是

「 （M- H 5- p95） 而發出

反對的聲音的正是巫統，他們也正是在馬來亞聯盟的提出以後成立的。巫統反對的原

因除了是公民權過於寬鬆，他們認為引進過多的外來者會影響馬來人在地居民的地位

（M- H 5- p99），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對比二戰前蘇丹在自己州屬內擁有比較多的權

力，相對之下蘇丹的權力在馬來亞聯盟的行政架構下權力式微(M-F5- p99)。 

「

」（M- H 5- p99）， 

「1946

」（M- H 5- p95） 

                                                
9
 1957 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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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巫統對馬來亞聯盟的反應可看到馬來民族主義開始出現蘇丹王位與國族的

關係。本來的馬來民族主義在 1920 與 1930 開始只是要「

」（M-H5- p50）以及批判「 」（M-F5- p56）導

致馬來人在教育與經濟上的落後，只是針對馬來人本身的覺醒。但是在馬來亞聯盟的

時代，馬來民族主義開始出現與蘇丹王位的連結，蘇丹王位象徵馬來王朝的延續性，

更是在地主權的表徵，他們失去王位與勢力也就代表在地主權的失勢，教科書就是以

這樣的方式勾勒出國族的雛形，深埋封建制度的思想，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層關係

因為蘇丹王位的保留而被延續下去，而提出這樣概念的組織就是與馬來統治者友好關

係的馬來菁英-巫統。 

巫統反對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的提議，而他們的聲音被英國採納了，

因此馬來亞聯盟並不得逞，而且英國還願意和巫統對談提出另一個國家形式，因此形

成了 1948 年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成立。但是這因為是一個以巫統為視

角的歷史，在 1948 年前有另一群人 AMCJA-PUTERA 提出另一個國家形式，這群人在

蘇丹權力上和巫統相似，說「 」（M- H5- 

p106）但是在公民權和國族的名稱上和巫統不一樣，但他們的建議只是在教科書中輕

描淡寫。這個階段也同樣反映出巫統所提出的國家形式一直都具有主導性，就是這個

國族必須讓馬來統治者有權力，馬來人必須要有特別的地位。 

 

支持馬來亞聯盟的聲音同意英國所提出的公民權平等，也同意減少蘇丹權力，

但他們在教科書中被描述為「 」（M- H5- p99）以及外來者(orang 

dagang)。教科書形容他們支持馬來亞聯盟的政策是消滅對馬來人的保護，描述他們為

一群「 的人群，也形容他們

目的是要「 Melayu Raya 」（M- 

H5- p100）。歷史課程其實從開始到結束都是比較支持君主制度，也特別要為現有的

君主立憲護航，在這樣的脈絡下，以上的「 」顯得特別叛逆。他們因

為在公民權與封建制度上採取與巫統不同的立場，教科書對這群人的描述就是「

」，強調他們當中有的是外來者的身份，也提到他們與左派的關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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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有說到他們當中有的是 Malay Nationalist Party(MNP)，而 MNP 第一任黨主席為

馬來亞共產黨成員，而共產黨在教科書中一直都是負面的形象，更符合他們形容的

「 」標籤。就算這群人也是為馬來亞追求獨立，但是因為立場不一樣，因此他們

的抗爭和他們所訴求的國族模式就在教科書中被簡化與標籤化了。 

而第二個關鍵事件，也就是在馬來亞聯邦協議簽署之前，馬來亞聯邦國家形式

遭受到 AMCJA-PUTERA 提出反對，這一次，他們被標榜為「 」（M-

F5- p105）。他們的訴求只是在教科書中以一個欄位的形式出現，在欠缺解釋的情況

下無法呈現這群人的訴求。AMCJA 和 Putera 是一群跨種族與階層的民間運動，被視

為一股左派勢力，他們提出的是人民憲法（Perlembagaan Rakyat） （M-H5- p106），

其最重要的差異是誰才是 Melayu，他們認為 Melayu 是個國族名字，是包容性的國族

模式，並不根據血緣關係，而是依據歷史與文化訂定誰是 Melayu，只要華人和印度人

認同這個國家，也會被稱爲 Melayu，大家擁有同樣的權利（Fee， 2001）。巫統與英

國討論的方案則會把 Melayu 限制於在地馬來世界的人民，華人與印度人排除在外。教

科書在敘述這兩個國族模式競逐之時並沒有解釋 AMCJA 和 Putera 所提出的人民憲法

核心精神，無法看到 Melayu 概念上可以呈現差異，可以稱爲一個國族的概念而非種族

的概念。但因爲教科書只呈現巫統所提出的 Melayu 概念，因此會讓人以爲這個

Melayu 概念自古至今都是以種族血緣爲規準。 

從這幾個關鍵事件的敘述顯示，教科書的敘述主軸圍繞在於馬來人的權益議

題，蘇丹王位與公民權是否要包括「外來者」的議題，其實這些都是巫統所提出的國

族模式，他們這群西化的馬來菁英與馬來統治者關係密切，因此英國殖民政府在交接

權力就選擇了他們和他們的國族模式，而在整個爭取獨立的歷程當中與他們立場相左

的國族模式就被簡化與標籤化為極端分子，勝利者巫統所建構出來的「看重馬來人權

益，區分馬來-非馬來的公民模式、以蘇丹王位來代表馬來人地位」就成為了馬來西亞

的國族模式，在國族模式競逐的過程中這不一定能代表所有馬來人的聲音，也不能代

表所有種族的聲音。這個國族的概念代表的是競逐勝出者的模式，是從英國殖民政府

手中接手的馬來菁英想要的國族模式，他們因此在教科書中繼續鞏固自己的地位與勢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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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 1945-1965 年間，面臨日本投降以及英國政權回來的時期，爾後逐漸

發展成為自治的政治體制，並在 1963 年加入馬來西亞，1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而獨

立。其國家成立雖然經歷了脫離殖民的抗爭，也經歷了脫離馬來西亞並獲得獨立的歷

程，但是其國家的產生，在教科書中所呈現的卻不是一個戰勝的歡呼，教科書形容這

個獨立的歷程為 「Singapore’s journey to independence had been turbulent」，新加坡在

加入馬來西亞之前，還在英國的手中，無法獲得獨立，本以為加入馬來西亞就可以自

治，卻後來與馬來西亞產生分歧，因此分裂出來，這種種挑戰與患難似乎是為了形塑

出國難當前的景象，如 Renan 所說，患難也是形塑國族認同的重要層面。 

獨立，在新加坡教科書中，是從馬來西亞分裂，更像是一個難以讓人接受的事

件。這一段歷史其呈現的方式是採用大量的口述歷史證據，以不同人群的角度去描述

對這段歷史的直接感覺，教科書運用人民當時的情感來表達出當時國家生存的挑戰。 

 

S- L4- p126  

Rajatnam:  

S- L4- p126  

Lim Kim San:  

S- L4- p127  

 Othman Wok: 

Temasek House  

S- L4- p127  

除了內閣成員，教科書也顯示不同人群的反應  

。 

S- L4-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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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L4- p129  

                    

 S- L4- 130  

    

 S- L4- p130  

「獨立對新加坡而言為何？」（What Did Independence Mean for Singapore?）教

科書以這個標題來敘述 1965 年 8 月 9 號新加坡的成立，運用不同人群當下的直接反

應，教科書所描述的新加坡獨立自決卻不是一個脫離某個勢力歡慶的局面，而是一個

舉國一片憂愁，人民一同共患難，面對困難重重的國族，運用患難當前的敘述方式來

呈現出新加坡國家的誕生。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的獨立歷史是兩段不同的歷史，但兩國獨立以前

同樣經歷英國殖民、日本佔領以及新馬分家的歷史，其時代相當之相近，因此國家社

會脈絡相當相近，但是獨立對兩國而言是不同的敘述。獨立在馬來西亞教科書中是個

國族模式的競逐，其競逐的重點就是馬來人與君王的地位，而這兩者與國族的主權息

息相關，教科書所呈現的是，馬來人與君王的地位被捍衛，就是等同於馬來西亞國族

主權的捍衛，因此英國殖民政府如果要尊重在地人的主權，應賦予馬來人與君王的特

殊地位。新加坡則是強調其獨立的歷程為一個陣痛的獨立，那是一段舉國都陷入憂愁

的歷史，是個面對生存危機的時代，獨立對新加坡而言，當下並不值得歡呼慶賀，而

是舉國一同憂心忡忡的面對未來，新加坡以悲情的說法打造其國家開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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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歷史教科書強調的他者各有不同，雖然兩國擁有共

同的歷史，共同經歷英國殖民、日本佔領，並經歷了兩國分裂的歷史，但是教科書內

容篇幅不一，其敘述主軸也不一。馬來西亞的教科書最為重視的他者是英國，而新加

坡教科書最為強調且篇幅不少的是日本。 

馬來西亞作為前英國殖民地，教科書最明顯的他者就是英國，而英國又是與西

方勢力一起被討論。「 」（M-L6- p18） 馬

來西亞的教科書以第一人稱敘述馬來西亞的歷史，把西方勢力視為侵占土地的外來

者，無論是在初中或高中教科書，最常出現的短句就是「 （M-L6- 

p18）。 

 

M-H6- p30  

  

M-H6- p31  

教科書呈現外來者出現在「我們的土地」，無論是經濟或是政治層面，西方勢

力大多數是為以自己利益為考量，要從殖民國獲得天然資源，並覺得自己可以為殖民

國帶來文明（M-H3- p7）。在形容英國到馬來亞的策略時，教科書描述英國的行動是

「 等負面的描述，這樣的描述在教科書出現

不少，試圖從英國與本地統治者的對立形塑出英國負面的形象。 

 

M-L6- p41  

(Perang Larut)

Andrew Clarke                               

M-L6-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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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L6- p68  

相對而言，本地領導者所作出的反擊都是「

（M-L6- p198），同樣的也是運用一些手法與對方交涉，但是教科書嘗試讓讀者

以本地統治者的角度看待歷史，視英國勢力是外來入侵者，藉著歷史的敘述呈現出正

負兩面，以西方勢力的對比，呈現出本地統治者為地位高尚的功臣。 

在講述馬來西亞國族的建立時，同樣的手法也出現，教科書呈現出與西方國家

的差異，也是以正負兩面敘述。教科書講述國族起源的地點與時代時便討論到 

“Realpolitik”的概念，說實踐 realpolitik 的「

（M-H6- p68）， 並舉出幾個實踐 Realpolitik 的西

方人物。 

Count Camillo Benso

 

M-H6- p68  

Otto Eduard bon Bismarck

Bismarck

Bismarck  

M-H6- p69  

接下來就說麥地那的伊斯蘭國家是以伊斯蘭原則立國的，其敘述的方式極為溫

和，完全是和以上的西方 realpolitik 對立的。 

real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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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6- p71） 

因為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官方宗教，伊斯蘭文化也被視為是國家文化，是認

同的一部分，這裡就顯示教科書運用伊斯蘭教作為與西方 realpolitik 的分庭抗禮，在

同一頁也同時講述馬來西亞立國的過程。 

 

（M-H6- p71） 

這些敘述方式顯示出馬來西亞和西方 realpolitik 差異之處，是不採用流血的方式

成立，同時也顯示出與伊斯蘭教相似之處，似乎是在選邊站，要特別強調馬來西亞和

西方的不一樣，這和教科書其他處的描述相當一致，英國作為宗主國是西方勢力之

一，到東南亞來是為了殖民，並在馬來西亞殖民歷史悠久，而馬來西亞的獨立又是從

英國手上脫離的，其歷史教科書因此與其宗主國英國做出強烈的區分，透過對立的方

式不只是要分庭抗禮，也是要形塑出馬來西亞國族其正面形象。 

 

新加坡的重要他者有馬來西亞、英國與日本。但是從教科書的敘述發現，新加

坡雖然是從馬來西亞分家，但是對馬來西亞的敘述簡直空白，而英國殖民歷史也不

多，對日本佔領的兩年則有一個章節的內容。 

日本在教科書中都是以佔領的形象出現，其佔領新加坡僅有三年之久，相比英

國百年殖民，時間十分之短暫。但是這短短的三年佔領在教科書中卻比英國殖民的敘

述還被看重，是教科書在述說國族史具有故事性轉折的章節，其章節名為「

。所以，日本在教科書的出現，其實其敘述主軸是

講述新加坡國族如何開始認同新加坡。就如教科書所呈現，大多數居住在新加坡的是

移民，並不是所有移民都對新加坡土地有認同，有的移民仍然是心系祖國，對於祖國

發生的變革仍然非常關注並積極參與，如「

（S-L3- p12），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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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n Youth League

（S-L3- p13），那都是發生在日本佔領以前或是日本佔領期間。

但是在日本佔領以後，英國重新收復殖民地，教科書透過日本佔領的歷史敘述新加坡

人民如何被改變，首先就敘述新加坡移民對英國的看法有所改變，從日本佔領的事件

呈現出英國在新加坡的地位受到撼動。教科書顯示，新加坡被視為是英國堅固的堡

壘，不只是眼睛可見的城牆，其政治勢力也讓新加坡人民覺得英國的地位不可撼動，

「 1941

S-L3- p21 ，而且許多人帶有白人至上的觀念，認為「

S-L3- p21 ，所以新加坡絕對是安全的，就算是日本來攻擊。但是日本終究攻破了

英國的防線，在短短八天就佔領了新加坡（S-L3- p26），打垮的不只是英國本身，更

是讓英國在新加坡人民心中的形象被擊破。這就是教科書所要帶出來的訊息，其歷史

敘述的主軸其實就是要述說新加坡人民認同的轉移，所以一開始先著墨於本來在新加

坡人民心中穩如泰山的英國形象是如何被攻破的。 

除了打破英國形象，教科書也敘述了日本所鼓吹的「亞洲人的亞洲」價值(Asia 

for Asian)，「 S-L3- p30 。這也是新加坡人開始相

信自己也可以治理新加坡土地的開端，大多數人民從本來對新加坡沒有認同，在經歷

這段歷史以後，對英國及對新加坡土地開始有不同的看法，「

（S-L3- p52）。就如教科書在這一章節的結尾所說，

「 （S-L3- 

p52），日本的佔領在教科書中成了新加坡人民對新加坡認同的催化劑。 

另外，日本在教科書所敘述的佔領歷史也呈現出新加坡人民共患難與共同抵抗

敵人的歷史。新加坡的移民對於日本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有的因為與祖國的關係而使

得日本對於他們有不同的對待，有的是善待或是支持，但有的卻是受到迫害，教科書

把各個種族的遭遇都呈現出來，雖然經歷不一樣，但呈現出新加坡各個種族一起度過

日本佔領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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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3- p29） 

  

（S-L3- p32） 

Indian National Army

 

（S-L3- p32） 

/

 

（S-L3- p33） 

無論如何，教科書在這個歷史敘述主軸是一個患難時期，這段歷史為新加

坡人民帶來苦不堪言的生活，課文多有類似的敘述，如「

S-L3- p32

這些患難的歷史觸發了人民要共同抵抗「敵人」，教科書所呈現抵抗日本的人民

其組成包含不同的背景與種族，其中包括由英國促成的 Force 136 以及 Malay 

Regiment，Force 136 大多數是華人組成，而 Malay Regiment 則由馬來人組成，另

外還有與共產黨極有關係的 MPAJA（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S-

L3- p43），顯示出不管是哪一個背景，新加坡人民因為有共同的敵人，有共同的

目標，形塑出一段共患難共抗敵的歷史。 

總而言之，日本在教科書中的佔領歷史實則就是新加坡人民走向獨立自治的催

化劑，不但透過日本來襯托出宗主國英國勢力的式微，也為新加坡人民自治埋下伏

筆，並透過一段患難的歷史呈現出新加坡不同背景的人民同心協力的畫面。 

 

 



 

80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的他者極為相似，同樣經歷英國殖民與日本佔領，也處

於相近的地理範圍，與印尼、菲律賓、汶萊維持鄰國友邦的關係，是兩國共同的他

者。對於鄰近國家，兩國教科書並沒有太多的敘述，而面對過去殖民宗主國的英國與

日本，兩國強調的他者不一樣。馬來西亞教科書強調英國作為他者，而新加坡描述日

本的篇幅較多。 

 英國在馬來西亞教科書中是個與在地人對立的勢力，教科書把英國描述為一個

外來的殖民政府，為馬來西亞帶來的影響並沒有正面的敘述，倒是呈現出負面形象，

襯托出馬來西亞的在地領袖的正面形象。而新加坡教科書則看重日本佔領的歷史，此

段歷史的背景是新加坡國族歷史中重要的一個環節，這段歷史所襯托的是新加坡人民

認同的轉變，講述新加坡移民在這段歷史以前與母國的臍帶關係，並在後期描述新加

坡人民共同經歷戰爭苦難，並共同抵抗敵人。 

 

 國族的凝聚力並非仰賴歷史文化的共同性而已，當一群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土

地，對於憲政的認同也能夠產生凝聚力，構成國族認同的其中一個層面。而憲政體制

內涵包含多種層面，可分為治理架構與公民權利。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體是相當相

似的，兩個國家同樣是繼承英國的西敏寺(Westminster)政體，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分立（莊迪澎，2017），兩國教科書皆出現相似的架構圖。 

教科書在憲政體制的內容呈現上分別講述了君主立憲的治理架構、憲法、政治

參與等內容。馬來西亞是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雖和新加坡就如一樣繼承了殖民政府的

政體，兩國的三權分立都在一位元首以下，但不同之處在於元首必須是王族血統，這

位元首稱為最高元首(Yang di-Pertuan Agong)，是由九個州屬的馬來統治者中輪流推選

擔任的（M-H5- p167）。君主立憲在教科書中被呈現出是君主制度所延續下來的， 

「

」. （M-H5-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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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立憲並不是在現代史才出現的名詞，在中二介紹馬來王國時便開始鋪陳君

主制度與君主立憲的關係。 

「

」. （M-L6- p158） 

在治理架構方面，教科書分別講述行政、立法與司法的職責，說明這個國家是

個議會民主制國家，並說明「 」（M-H5- 

p171），點出三權分立的精神。而比較特別之處是最高元首和三權分立的中間還有多

一個馬來統治者會議，如圖下，正是這九個馬來統治者組成的，他們代表著的是王室

勢力。 

 

圖 4.11. 馬來西亞三權分立治理架構圖  

（M-H5- p171） 

在憲法方面，教科書所呈現的內容不少，特別講述憲法「

（M-L6- p163），其地位崇

高不言而喻。憲法有 183 條文，但是教科書選擇說明了幾項內容，包括公民權、人民

基本自由、馬來人與東馬原住民特殊地位與權益，可見這些內容是教科書相當看重

的。在修憲方面，教科書也指出有些條文是「

最高元首

行政

內閣

首相署

部門

立法

上議院

下議院

司法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馬來統治者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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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6- p163）。從中顯示，憲法與利益群

體相互交織，原本得勢的群體藉著憲法構成不可攻破的勢力。 

在政治參與方面，教科書呈現的內容包括選舉過程與政治參與，這也是公民權

利的一部分，「

（M-L6- p162），也可以「 」（M-L6- p179）。教科書只說明

選舉執行的行政流程以及選舉委員會的存在，但是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教科書對於此

概念卻顯得有些薄弱，民主制度的發展歷史單薄，從背書式的內容僅僅呈現出馬來西

亞有進行選舉，以及有選委會的存在，同樣地，除了選舉相關的內容，其他的公民權

利與義務的內容也相當的空洞，公民社會的概念模糊。 

總而來說，馬來西亞教科書呈現的憲政體制內容無論是治理架構或是憲法內容

都是以維護馬來人和君王地位為先，運用憲政體制鞏固這兩者在國家當中的地位，君

主與馬來人成為了國家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對於公民社會概念的內容輕描淡寫，從

憲政反映出馬來西亞所要形塑的國族認同是拼湊自君主立憲與民主國家兩大層面，但

因為民主制度內容不夠厚實，相較於君主立憲與馬來人地位權力互相交織，教科書在

憲政體制上顯而易見的看重君主立憲對國家與國族的意義  

教科書呈現的憲政體制內容只有一張治理架構圖，講述關於 1965 年獨立以後新

加坡的治理架構，也就是西敏寺政體，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權分立，同時都在國家元

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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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新加坡三權分立治理架構圖  

（S-L3- p123） 

這個架構圖在教科書中僅僅以上述圖表及一小段課文帶過，教科書名為 The 

making of a nation-state，意即這個國族是如何建構出來的，但是教科書憲政內容顯得

較為空洞，歷史教科書無法看到憲政與國族的連結。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科書的憲政體制內容都呈現出三權分立的治理架構圖，新

加坡教科書除了架構圖以及小段課文以外，並沒有其他內容。而馬來西亞教科書則呈

現君主立憲的治理架構、憲法、政治參與等內容。兩國教科書都缺乏公民權利與義務

的內容，如平等權、自由權以及公民義務等內容。雖然在馬來西亞教科書中稍微有呈

現出政治參與權，但是其介紹只停留在選舉執行的行政流程以及選舉委員會的存在，

反而在君主立憲的內容上即以歷史淵源來鞏固，更是以憲法加強其權力，教科書可見

想以君主立憲代表馬來西亞的憲政體制。 

 

 

國家元首

總統

行政

（負責執行法律）

總理與

內閣

立法

（負責制定法律）

議院

司法

(確保法律正確執行）

最高法院與

國家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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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不乏人物的描述，有的人物被英雄化或偉人化，也有只被稍微提及。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兩國的教科書選用不同時代的人物進行描述，這些人物帶出不同的

意義。馬來西亞的人物選擇出現馬來民族主義濃厚的人物，也看重從英國手中爭取獨

立的人物，而新加坡的人物選擇偏向於為國家建設發展做出貢獻的初代內閣。雖然看

似不一樣，但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科書有其共同性，兩國教科書皆強調政治菁英人

物。 

馬來西亞教科書中的國族偉人非常看重馬來民族主義和國族成型的推動者，這

些人物在兩個時代出現特別多，一是英國剛開始殖民的時代，另一個時代就是推使馬

來亞獨立的時代。 

 在教科書中，英國剛開始殖民的時代是課文的內容出現許多「在地領袖」抗戰

的事蹟，這些事蹟的呈現是以個別單獨事件描述，這出現在中三和中五的教科書。課

文的歷史事件之間並沒有任何連結，每一個敘述都在不同的州屬及不同的時間發生。

這些人物放在同一段的課文一起描述，其共同點就是他們都面對「外來勢力」的入

侵，教科書想凸顯的是這些「在地領袖」抵抗外來勢力的行動。 

 

（M-L7- p29） 

教科書把「在地領袖」與「外來勢力」這兩股對立勢力形塑出他們國族英雄的

形象。外來的勢力是以侵略(ceroboh)以及佔領(kuasa) 的姿態進入馬來亞，因此在地領

袖是出於本能的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進行反抗，是保衛土地的英雄。 在這個脈絡下，出

現的「在地領袖」當中有的是「英勇戰士」發起具體攻擊或是保衛行動，包括了十九

世紀在 Naning 縣的 Dol Said， 森美蘭的 Yamtuan Antah， 彭亨的 Dato’ Bahaman， 砂

拉越的 Rentap 和 Sharif Masahor，以及二十世紀在吉蘭丹的 Tok Janggut， 沙巴的 Mat 

Salleh 和 Mat Sator 以及霹靂的 Dato’ Maharaja Lela。其中有的是甚至是流血犧牲的，

如在吉蘭丹的 Tok Jang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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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H4- p42）。 

馬來西亞的教科書除了「英勇戰士」的描述，另一類為的人物就是「足智多

謀」的人物，那就是各州的蘇丹及大臣。教科書描述這些蘇丹及大臣「足智多謀」，

運用不同的方式抵抗外來勢力的不同做法，這包含與英國對談，建立外交關係、修憲

成為君主立憲制度以及進行王國的發展更新。 

Durbar 

（M-L7- p204） 

（M-L7- p205） 

（M-L7- p210） 

這些人物為什麼重要，是因為他們捍衛的是所謂在地人的利益。而其實也是因

為他們身為在地領袖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受到了挑戰，權力受損。但是在教科書的描述

下，這些英雄人物是對國族有貢獻的，雖然他們的作為與英國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因為他們是對抗的是「外來勢力」，而且他們的行為是「保衛本土勢力」，是國

族的英雄，因為「保衛本土勢力」的意義在教科書中又是與國族的尊嚴（maruah）及

主權（kedaulatan）連結在一起。 

 

 

（M-L7- p191） 

主權（Kedaulatan）可說是教科書中常出現的關鍵字，是被國族英雄勇士及將領

所捍衛的，這個概念和土地、君王與王國的權勢是分不開的關係。教科書裡面寫到，

（M-L7- 

p179）。這裡所講的主權（Kedaulatan）並不是人民的主權也不是法律的主權，而是君

王與王國的主權，是一種不可挑戰的權勢，維護這樣的主權是極有榮譽的。 

（M-L7- 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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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教科書中出現了這類的國族偉人，他們出現的時代需要他們貢獻的就是

保衛國族的主權，英國勢力就是要剝奪了他們的主權，而所謂國族的主權就是君王與

王國及土地的主權，無論是君王或是民間領袖，值得被敘述在教科書中的都是圍繞在

這個主軸當中。 

1920 年後的人物的描述開始轉向對馬來民族主義覺醒有貢獻的人物。 這個時代

出現的人物有 Zainal Abidin bin Ahmad， Ibrahim Haji Yaakob 以及 Dato‘ Onn Jaafar，

都是運用媒體傳達馬來民族主義與反殖民思想的人物。Zainal Abidin bin Ahmad 與

Dato‘ Onn Jaafar 的著作「

（M-H5- p50）。尤其是在 1930 年代的寫作

目標是要「 」（M-H5- p50），馬來民族這個民族開始不斷的被

討論，逐漸帶有馬來民族主義的色彩。  

 Ibrahim Haji Yaakob 也被放在馬來民族主義推手一起討論。他的訴求有一些不

一樣，他是 Kesatuan Melayu Muda 領導者，那是一個左派的馬來年輕人聯盟。他和

KMM 想要追求的是和印尼合併成為 Malaysia Raya 或是 Indonesia Raya， 雖然這個模

式和馬來西亞現在的模式相左，甚至是還和殖民勢力合作，教科書說 Ibrahim「

KMM Warta Malaya

（M-F5- p56），這與馬來西亞教科書中一貫的抗殖民作風不一

樣，但教科書還是提起他，重視他和 KMM「

（M-F5- p56）以及帶領人民透過與日本的合作抵抗英國的行動，把他

與其他推動馬來民族主義的人物一起討論。  

 另一個人物和馬來人權益有關的則是 Dato’ Nik Ahmed Kamil，他和 Dato‘ Onn 

Jaafar 被稱為是幫助「 1948

（M- H5- p109）。 

 馬來亞獨立前夕的 1920 年到 1948 年，期間其實在馬來亞發生了很多事件，這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佔領馬來亞，日本離開以後還有共產黨在馬來亞的事蹟，後

來在 1948 之前馬來亞聯邦協定之前還有一場 AMCJA-Putera 帶動的大罷工，但是這些

事蹟沒有被教科書中出現或是草草帶過，沒有抵抗日本的人物，沒有馬來亞共產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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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敘述，沒有大罷工，與這些事蹟相關的人物因此也是消失，被消聲的人物來自於

不同種族不同政治立場，教科書最後因此呈現出單元的角度，選擇呈現出的人物顯然

是要與馬來民族主義有關，鋪陳出一個馬來人覺醒的民族故事，並把馬來民族主義與

國族產生接連，演變為一個馬來人的馬來西亞。 

 

  從 1948 年的馬來亞聯邦到 1957 年的馬來亞聯邦獨立的時候一共有九年時間，

這段時間教科書所提到的人物都是看重種族之間的和諧與合作。 

  Tan Cheng Lock : CLC（M- H5- p120） 

  Dato’ Onn Jaafar : CLC（M- H5- p120） 

 這兩位領袖所帶動參與的 CLC 英文全名為 Communities Liaison Committee，是

個跨種族的聯盟，一開始只有兩大種族參與，教科書上說 CLC 是馬來亞半島的種族間

合作的起點。 

Tunku Abdul Rahman: 

。

Parti Perikatan （M-H5- p131） 

Tun Abdul Razak：

1956 1957 （M-

H5- p131） 

Tun H.S. Lee

1957

（M-H5- p131） 

Tun V.T. Sambanthan: 

（M-H5- p131） 

 以上的領袖除了敦善班丹都參與了 1957 年的倫敦獨立會談（M-F5- p123），也

就是由東姑阿都拉曼率領的團隊到倫敦與英國對談，這是馬來亞獨立最重要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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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教科書在這個部分開始把各個種族的人物呈現出來，但是只談到他們和巫統的合

作，也就是他們組成國陣以後爭取獨立的事蹟。 

但是，歷史並非那麼單純，教科書中所說的陳禎祿和印度國大黨雖然現在一直

都被視為是與巫統同聲同氣，組成政黨聯盟國陣，執政馬來西亞長達六十一年，但是

陳禎祿和印度國大黨實際上與馬來亞共產黨共同組織參與 AMCJA-Putera 抗議馬來亞

聯邦條約，而且當時也是第一次在馬來亞有跨種族的合作（S-H4- p23）。也就是說，

陳禎祿和印度國大黨曾與巫統站在對立的立場。 

顯然教科書在敘述陳禎祿和印度國大黨的歷史時不想要提及和巫統立場不一樣

的事蹟，也不認可他們當時跨種族的合作，而陳禎祿與國大黨為什麼當時後加入反對

的立場，後來又為什麼加入國陣聯盟，這麼大的跳躍也不得解答。人物的介紹從始至

終都是以馬來種族為主，突然間在獨立會談的過程蹦出華人與印度人，不免讓人覺得

這兩個種族過去對於這個國家沒有任何貢獻，獨立前夕卻來瓜分利益。教科書的觀點

主要是從馬來人角度出發，馬來種族作為我族，而華人與印度人作為他者。 

 

新加坡教科書並沒有太多的人物描寫，殖民時期幾乎沒有任何的人物描述。但

越來越接近新加坡的獨立時期，教科書中的人物描述突然變得多起來。大約在 1945-

1965 之間，開始出現為人民抗爭的人物，而人物描述的巔峰期是在新加坡建國後的首

十年（1965-1975）。 

教科書 1965-1975 的人物描寫都是新加坡的第一代內閣，一共就有十位建國功

臣，分別是 Lee Kuan Yew， Dr Toh Chin Chye， S. Rajatnam， Dr Goh Keng Swee， 

Ong Pan Boon， Yong Nyuk Lin， Lim Kim San， Jeuk Yuen Thong， E.W. Barker， 

Othman Wok（S-L3-p124）。這十位功臣在教科書中以大頭照的方式呈現在一整頁，

如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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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新加坡首批十位內閣成員 

（S-L3-p124） 

每一位內閣成員都在教科書以特別的專欄呈現，除了描述他們的貢獻，專欄對

這些個別功臣也包括小傳記的內容，敘述了他們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會參與背

景、參政背景以及內閣時期參與不同部門的貢獻，可見這十位人物豐功偉績備受看

重，像是新加坡人的楷模。 

 

圖 4.14. 新加坡建國功臣的小傳記 

（S-L3-p158） 

 



 

90 
 

每一個小傳記的最後，通常都會出現了同樣的字句，這位人物得到了某種勳章。新

加坡建國的第一代內閣，同時都是授勳人士。授勳也代表一種來自國家最高位置權力

上賦予的認可，代表的是他們是楷模。勳章有不同的類別與等級，而這群建國內閣授

勳的類別上有 Order of Temasek 和 Order of Nila Utama 兩類， 級別上又有 First Class 與 

Second Class 的差別。無論如何，這都意味著這群人是具有卓越表現的有功人士，是

教科書中最被看重的人物類別。 

Dr Goh Keng Swee: 1985 the Order of Temasek (First Class) （S-

L3-p76） 

S.Rajaratnam: 1990  the Order of Temasek (First Class) （S-L3-

p77） 

Othman Wok: 1990 ， Othman the Order of Nila Utama (Second Class) 

（S-L3-p127） 

Edmund William Barker: 1990  the Order of Nila Utama (First Class) 

  （S-L3-p128） 

在敘述的方式上，這些政治菁英的出現都是出現在國家危難當前的時代，所以

在描述上，教科書特別描述出新加坡獨立以後面對重重危機，不知道可否繼續生存下

去（S-L3- p135）。在這重重危機的書寫鋪陳之下，這些人物就出現了，這樣的內容編

排呈現出這群政治人物的付出是具有貢獻價值的。例如，在新加坡建國時候面對國家

安全的危機，所以 Goh Keng Swee「 …

 （S-L3- p170），而 Jek Yeun Thong 以身試法，「 1966

People’s Defence Force (PDF) （S-L3- p165）。再來，新加坡面對經濟生

存危機，迫切需要提供人民工作機會，所以 Lim Kim San ， Goh Keng Swee， Hon Sui 

Sen 等人在擔任經濟部長時推展幾個策略以便讓新加坡的經濟多元化（S-L3- p173）。

同樣的鋪陳方式也可從房屋政策看到，教科書提到，1950 年新加坡人民的居住環境不

佳，「

(HDB) Lim Kim San HDB （S-L3- p189）。 

從這些人物的描述當中也可看到新加坡覺得對國族認同重要的層面有哪些，有

被提到的人物以及其貢獻通常就是被重視的層面，最為受到強調的就是在國家建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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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上，包括經濟市場開拓、房屋與人口政策與國防建設。另外，這群人皆是政治菁

英，除了這十位功臣被大力吹捧以外，其他人物描述顯得薄弱。 

 歷史教科書雖然是有敘述抵抗日本的人物，但是篇幅非常少，也和國族追求獨

立是無關的。新加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日本佔領（Japanese Occupation），相對

於英國殖民以溫和的方式殖民，以轉移行政權方式滲入新加坡，「 統

治方式不但引起人們的恐慌，也為他們帶來艱苦的生活」（S-L2-p37）。在如此艱苦

的日佔時期，僅僅描述三個抵抗日本的人物，Lt Adnan bin Saidi（S-L2-p24）， 

Elizabeth Choy（S-L2-p36）， Lim Bo Seng （S-L2-p42），他們都受到日本軍隊的折

磨，Lt Adnan 直接死在戰場上， Lim Bo Seng 則與 Elizabeth 一樣被囚禁及拷問。日佔

被形容得相當負面，而他們對於抗戰有很大的貢獻，但教科書並沒有放大他們的貢

獻，也沒有說他們是為新加坡而戰，他們都被視為是個別單獨個案，與國族主義無

關，內容呈現像是做個歷史記錄一般，篇幅上他們無法與前面所述的建國功臣相比。 

從以上的人物梳理顯示，新加坡教科書明顯是強調為國家建設發展做出貢獻的

建國功臣，授勳的地位更是把建國功臣的地位提高，被形塑為指標性人物。雖然抗戰

人士也很有貢獻，但新加坡並沒有把他們塑造成為流血英雄的形象，可見對國族的重

要性並不大。對國家建設發展有貢獻的人物相較之下比較受到重視，可看到實用性與

工具性的影子居多。教科書並沒有文化方面或是與人文素養有關的偉大人物，也沒有

看到對政治體系有貢獻的相關人物。國家建設發展相較之下是新加坡國族認同比較重

要的要素。 

 

 無論是國族的土地英雄，或是國族政治領袖，教科書都選擇與排除了要呈現的

人物。馬來西亞教科書的人物描述有三種類型，一類是土地英雄，他們當時後只是單

純的對抗外來勢力，但後期則被人們與馬來民族主義有了掛鉤。第二類則是二十世紀

初帶動馬來民族主義的人物，在時代的演進下，馬來民族主義逐漸升格為國族主義，

以馬來種族的認同逐漸昇華為國族的認同。而第三類人物則是參與獨立會談的人士，

此時亦才看到華族與印度族對馬來西亞國族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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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國族英雄與偉人看重為國家建設發展做出貢獻的人物，其中最受到矚

目與強調的就是建國十年的內閣功臣，他們對於新加坡的經濟、國家安全、國族認

同、房屋政策皆有貢獻。在教科書中，他們都是以偉人的形式出現，不但是有小傳記

的形式開場，更都被提及為授勳人士，似乎是人民的楷模。 

 

文化的內涵面向極廣，在本研究當中所說的共同文化既指的可以是傳統習俗文

化的公共化，也包括任何以象徵性精神凝聚國民的途徑，如升旗儀式、唱國歌及國慶

日等慶祝。馬來西亞所要形塑的共同文化偏重於馬來與伊斯蘭文化，正符合其國家文

化政策，而新加坡並不以族裔或宗教的文化作為共同文化，更看重如何運用國家的象

徵符號形塑國族共同文化。 

馬來西亞教科書所說的文化(budaya)較傾向傳統習俗文化的描述，而哪一類文化

可算是國家的文化，可在教科書中的國家文化政策介紹中窺探，國家文化有三個原

則，包括 1 2

3 （M-H6- p217）。教科書在其他單元所敘述的文化

也很符合此原則，特別強調馬來區域的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馬來區域是以馬來世界

作為範圍，因此可以看到教科書中會描述這個區域的文化器物、制度與理念。依據馬

來世界不同的時代，出現的文化有馬來古王國時代的文化以及馬來蘇丹王國時代的文

化，也出現東馬原住民的文化。 

古王國時代的文化敘述多數是輝煌文明的文化器物組成，包括寺廟建築藝術、

文字古碑與文學作品，著名的吳哥窟及婆羅浮屠就是教科書其中一個代表物，文學作

品則有印度神話與文學作品，顯示當時古王國時代是興都教與佛教興盛所留下的產物

（M-L4- p59）。 

馬來蘇丹王國時代，也是以馬六甲為首的王國時代其文化器物的敘述多數是與

宮廷有關，包括蘇丹王冠、蘇丹佩劍、宮廷樂器、宮廷進貢品、宮廷建築物等，也有

木雕、金匠工藝、蠟染(Batik)、皮影戲等藝術遺產（M-L4-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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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a . 貢品 

（M-L4- p145） 

圖 4.15b . 蠟染 

（M-L4- p167） 

 

圖 4.15c . 雪蘭莪王室短劍 

（M-L4- p125） 

 

馬來蘇丹王國時代的文化制度則有典章規範的形成，如馬六甲大法（Hukum 

Kanun Melaka）及馬六甲海峽法（Undang-undang Laut Melaka），這兩個法令是在伊

斯蘭教傳入以後成立的（M-H2- p199），除此以外，其他風俗與制度還包括社會階層

的分層制度、結婚風俗習慣、生子習俗(adat keputeraan)、登基儀式、授勳儀式與崩殂

儀式（M-L4- p129）。 

東馬原住民的文化敘述是與馬來蘇丹王國時代及古王國時代分開的，像是附加

在西馬本位的歷史，以西馬角度呈現東馬的文化。在描述當地文化時，所出現的文化

器物多數是比較原始的器材，如耕種工具、織物、鐵器、打獵用具等，以及原住民住

處如長屋等，相較於馬來王國時代多數是描述宮廷用品，原住民的文化器物顯得較為

平民與原始（M-L4-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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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a.  原住民長屋 

（M-L4- p198） 

圖 4.16b. 原住民鐵器 

（M-L4- p193） 

  

圖 4.16c. 原住民農作物工具 

（M-L4- p192） 

圖 4.16d . 原住民日常用具 

（M-L4- p193） 

 

伊斯蘭教就如國家文化政策所言，是國家文化重要的元素，在各個層面如建築

物、文學、藝術、教育與經濟系統都帶來變化。不單是影響具有廣度，教科書敘述馬

來社會藉著伊斯蘭教的傳入帶來價值觀的改變，在日常生活中起了變化。 

…

… pak long mak long

… …

bismillah…

(gotong-royong ) （M-L4- p192） 

（M-L4-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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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所呈現的宗教當中，發現伊斯蘭教除了篇幅上相較於興都教與佛教偏

多，其影響的深度與廣度也特別被強調，不但是呈現伊斯蘭教為文明，以大篇幅敘述

伊斯蘭教的起始、內涵、傳播途徑與所帶來的影響，更是把伊斯蘭教描述為馬來西亞

文明與進步的新時代（M-L4- p212）。 

 

 新加坡教科書並沒有敘述種族本位的文化，雖然國族故事當中有不同的種族參

與其中，但是新加坡教科書並沒有提到任何以族裔為本的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或是文

化理念。反之，教科書提到的國家信條原稿說，「

（M-L3-p159）。 

新加坡教科書看重國家符號為新加坡人同的形塑。其教科書包含了國徽、國旗

和國家信條，如圖下 4.17a、4.17b 及 4.17c。 

  

圖 4.17a . 新加坡國徽 

（S-L4- p93） 

圖 4.17b . 新加坡國旗 

（S-L4- p93） 

 

圖 4.17b . 新加坡國家信條 

（S-L4-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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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科書相當看重國家信條，在教科書當中還敘述了國家信條成型的歷

程，那是由當時的教育部長 Ong Pang Boon 所提出的，並經由外交部長 Rajaratnam 修

改（S-L4- p159），教科書呈現出國家信條的擬定是個相當謹慎的過程，為了就是要凝

聚新加坡人的認同，並且一再檢視以扣合新加坡領袖想要打造的新加坡認同。 

就如 Smith(2008)所說可透過象徵形塑出國家的共同文化，新加坡教科書所敘述

的國族歷史並不是以種族本位的文化構成共同文化，而是透過國家符號與儀式形成具

有凝聚力的共同文化。 

 馬來西亞教科書選擇了以馬來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構成國族的共同文化，而新

加坡教科書則是排除了族裔或是宗教的文化，選擇以國家符號與儀式精神作為國族共

同文化。馬來西亞共同文化的建構包含運用文化器物、文化制度和文化理念，這指的

是宮廷的文化器物，也包括民間的藝術成品，以及伊斯蘭教所帶來的理念與風俗習慣

的改變，運用不同層次的文化呈現出馬來西亞共同文化是建立在民族性和宗教性的基

礎上。 

 而新加坡教科書並沒有濃厚的族裔文化或是宗教文化，教科書內容可以看得出

其國族的組成是有不同的種族，但是並沒有哪一個種族的文化被標榜為國家或是國族

的文化，反倒是只有國家符號才是放在國家層級，包括國徽、國旗以及國家信條，以

凝聚性的符號形塑為國族共同文化。 

 

 

 

 

 

 

 

 



 

97 
 

就如 Renan 所說，人們如果是要一起共同的生活，會為了未來共同的生活而制

定政策與未來方向，構成國族認同。以下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歷史教科書建國以

後的政策與未來方向的內容選擇。 

在建國以後制定的政策方面，教科書內容呈現出馬來西亞在獨立以後的政策制

定有兩大方向，一是經濟發展，二則是社會發展。這兩者都與當時種族財富不均的社

會現象有關。而種族財富不均的現象也被許多學者推測是促使 513 種族流血衝突事件

10發生的原因，但這件事件並沒有在教科書中有全面的討論，卻對於馬來西亞日後的

政策影響至深。馬來西亞教科書中所列出來的政策看似國家獨立以後的全面發展，但

是實際上都不免於以解決當時後種族之間的問題，以打造一個種族團結與進步的未

來。 

在經濟發展方面，當時政府所推出的新經濟政策（DEB）被視為能夠解決種族

之間財富不均的問題，這個政策也是日後被非土著詬病的種族主義政策，種族財富不

均的社會現象被進行重組，因為過去不同種族的居住地區、職業及經濟地位有顯著差

異，因此以改善馬來人的處境為前提，提升馬來人的競爭力及經濟社會地位（胡春

艳，2009；Aziz， 2012）。 

種族之間的利益分配一直是馬來西亞人民相當敏感的議題，但這類具有爭議性

的種族議題在教科書中被淡化了，種族間隱藏的問題其實並沒有討論的空間。教科書

的確也有提起新經濟政策的目的，但是在各個政策的官方宣導下，新經濟政策的時代

脈絡與前因後果被沖淡了，而是以官方的口號式說法講述政策的緣由，閱讀教科書並

無法了解當時的社會脈絡。可見教科書只想以官方的說辭講述當時的其他國家政策，

這包括國陣所推動的五年發展計劃，其旨在「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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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6- p201）。教科書運用了相當多的篇幅

講解了這個發展計劃的時間演進，分為 1956-1970 年的第一階段，以及 1971-1990 年的

第二個階段，其中新經濟政策（Dasar Ekonomi Baru， DEB）就在第二大馬計劃

（1971-1975）出現，也有提到在該政策所進行的包括開墾農地、發展鄉村社會、幫助

鄉村農業發展、土著銀行的成立、農業科技研究中心的成立（M-L6- p197-205），教

科書呈現出政策內容一再強調目的是要解決種族貧富懸殊與城鄉差距的問題，並也說

明該政策成功讓土著11的持股率提高。 

20.3% 30%

46.2% 40% （M-L6- 

p205-206） 

新經濟政策實則並不只是如教科書中所寫的解決貧富懸殊與城鄉差距的問題而

已，為了讓所有種族的財富達到平等，其解決方式就是實行固打制（quota），利益分

配會保留給土著，如在公開募股就需要保留 30%給土著，升大學以及商業工作機會實

施固打制，中央與州政府配合以創造機會培育馬來中產階級與馬來創業家（Aziz， 

2012:31）。這類直接了當的內容並沒有出現在教科書當中，而是以解決種族貧富差距

的說法淡淡帶過，教科書反倒是強調該政策如何幫助偏鄉發展，這樣就可避免討論敏

感的種族利益分配的議題。 

社會發展方面，教科書提出的政策包括教育政策、語言與文化政策。當時的馬

來西亞社會有多元源流學校，有英文為媒介的學校，以及馬來源流學校、華語源流學

校、淡米爾源流學校。獨立的前後是一個教育馬來西亞化的時代，為了就是要打造國

族認同，並同時團結各個種族（Malakolunthu & Rengasamy， 2012）。教科書所提到

的重要教育政策有 1957 教育條例(Ordinan Pelajaran 1957)正是具有此功用，其原型為

1956 年的拉薩報告書，所提出的建議包括「

… ，目的是要「

（M-L6- p213）。其後的 1961 教育法則提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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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M-

L6- p214）。這些重要教育法規即想打造一個國族，卻也要顧及多元種族的需求與利

益，討論的主軸始終圍繞在種族與語言因素。而教科書中提到的語言與文化政策分別

有憲法條例中的國語法（Akta Bahasa Kebangsaan）及 1971 年的國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前者是關於國文是馬來文的法令，後者則說的是國家文化

包括的是哪一類文化，其內容有三個原則， 1

2 3 （M-L6- 

p217）。 

從以上所述的社會發展重要政策出現一個重複性的主題，就是「國民團結」，

這甚至也出現在國家未來方向 2020 宏願的第一條項目。教科書做出這樣的結論，「

教科書內容不斷的重複提及「國民團結」，一面說到馬來西亞作為一個多元種

族的社會，另一面說到要促進國民之間的團結。 

  

    

M-L6- p213  

  

     

M-L6- p216  

 … … 

M-L6- p217  

 

 

 這個不斷被提出的兩個概念，也就是「多元種族」及「國民團結」其實張力相

當之大，教科書缺乏脈絡解釋「團結之路」所面對的劇烈挑戰，缺乏要促成「國民團

結」的論述機制，其實促成團結其挑戰的根源在於各個種族之間仍然無法有完全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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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英國殖民社會分而治之的社會結構下，種族之間藩籬沒有那麼容易打破，教科

書並沒有提到馬來西亞多元種族在面對統一的語言與文化政策是以什麼心態看待的，

其反應又是什麼，政府與多元種族社會的折中與妥協又是怎樣產生的，教科書脈絡的

缺乏卻對於種族之間的團結其實並沒有多大助益。因此，教科書不斷的重複說明「多

元種族要團結」就成為了口號。 

 

教科書內容多講述關於新加坡建國以後十年內所製定的政策，其敘述的架構是

以人民生活為框架，其層面有四，一是邁向新加坡認同（Feeling Towards Being 

Singaporean），二是國家安全感（Sense of National Security），三是工作機會的增加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 四則是居住品質（Living Conditions）。這四個標題用字

上是以人民為出發點，關注人民的生活，而所說的內容其實就是國家符號與儀式、國

防與軍警勢力、經濟市場的多元化以及房屋政策。 

在未介紹這一系列政策以前，教科書在編排上先陳述新加坡成為一個獨立國以

後的內憂外患，其章節的標題名為「 ，這章節所敘述

的挑戰包括內安問題、國防問題以及經濟生存的問題。新加坡在當時後脫離殖民也意

味著國防勢力削弱，在國內外局勢動盪之餘，又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國家，種種挑戰都

描繪出國家處於患難中的景象。 

在邁向新加坡認同這一章節，其標題就是「從”Negaraku”(馬來西亞國歌)到

“Majulah Singapura”（新加坡國歌）」，一語點破新加坡的認同需要要從馬來西亞認

同區分出來，而這一章節所講述的就是國家透過什麼符號、儀式與信條形塑新加坡認

同，凝聚所有新加坡人。 

在國家安全感這一章節，教科書再一次提起當時後新加坡的內憂外患，不但是

英國要撤走國防勢力，當時 1964 年七月新加坡面臨種族衝突，也面對印尼的

Konfrontasi 的砲彈攻擊，而政府又需要把人力財力花在其他層面的發展（S-L4- 

p162）。在如此生存危機的時刻，Dr Goh (當時國防內安部部長) 提出幾項策略以提升

新加坡國防實力，包括服兵役制度、成立五國聯防、發展國防工業（S-L4- p163）。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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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1975

（S-L4- p171）。 

工作機會的增加這一章節所敘述的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為了讓人民有足夠的工

作機會，新加坡就如標題所說的，「 （S-L4- 

p173），其中一個途徑就是吸引外資與跨國企業到新加坡發展。教科書接下來就敘述

了政府所實施的策略，包括發展製造業、發展建設、發展旅遊業以及金融業。最後，

「 1970

…

（S-L4- p184）。 

 居住品質這章節一開始的敘述是政策實施所要解決的問題，教科書介紹了當時

後的背景，「 S-L4- 

p186

（S-L4- p187），可見當時的居住水平低落。接著，就是著名的新加坡公屋計劃

（HDB）的介紹，這個政策「HDB

HDB （S-L4- p190）。 

 從以上所述的各個政策內容以及敘述的方式，可發現教科書想要強調新加坡獨

立剛開始的生存危機，Renan 曾說，「患難比享樂更能緊密地結合民眾」（李紀舍

譯，1995），新加坡歷史教科書中患難的悲情敘述似乎也在呼喚國民對國家的認同，

就如新加坡歷史課綱所說，歷史科是為了「

… 」（教育部，

2014）。教科書藉由過去的患難讓學生了解現在新加坡地位來之不易，形塑出新加坡

引以為傲的亮點，包括國家安全、經濟市場以及房屋政策，讓新加坡人對新加坡產生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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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獨立以後，兩個國家都有自己要克服的挑戰，其未來發展因此也與其國家

當時面對的問題有關，馬來西亞教科書內容多數都是直接敘述國家政策的內容，其目

的像是政策宣導，或是讓國民了解過去政府建立國家的苦心，但各個政策所要解決的

問題都是與當時候種族之間的問題有關，其問題根源反而並不在教科書當中被敘述，

避免談及當初 513 種族衝突的原因，也無法看到一個國家如何從傷口中痊癒，反而是

一而再的提及「國民團結」，教科書想要強調團結這一層面，直接讓國民以團結之名

解決過去的衝突，迎向未來。 

 新加坡的敘述方式其相似之處在於也是讓國民了解過去政府的貢獻。獨立的首

十年是個關鍵時代，像是翻轉新加坡的關鍵十年，教科書內容反映出當時政府為了國

民所作的政策搭救了面臨生存危機的新加坡，一個個的政策像是針對性的把新加坡所

面臨的一個個難題一一解決，走向進步。 

 

相似的歷史是否會反映出同樣的國族認同？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看

來，兩國的國族認同是兩組不同的概念組裝，運用不同陳述所構成，雖然地理相近，

同屬於馬來世界，並也同樣經歷同樣的殖民宗主國，但歷史教科書所陳述的歷史其被

說出來的內容選擇，被說出來的方式皆看到其不同之處，構成不同國族認同的意義系

統。 

依據九個要素「國家領土疆域」、「國族根源與先祖」、「國家輝煌時代」、

「國族獨立自決」、「國族的他者」、「國家憲政體制」、「國族英雄與偉人」、

「國族共同文化」、「國家未來發展」逐步分析以後，發現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

科書內容顯示兩國有其相似性和差異性，以下為九個面向逐步簡要討論及異同的比

較，並整理如表 4-1。 

以國家領土疆域而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同樣描述該國家是坐落在

馬來世界的範圍內。不一樣在於馬來西亞教科書是運用王國的領土根源想像描述在馬

來世界的王國歷史，講述不同的王國與朝代的出現，而新加坡教科書則運用海港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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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根源想像描述出現在馬來世界的海港，講述作為貿易中心的新加坡經歷不同時代的

變化。 

以國族根源與先祖而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科書皆有討論馬來種族、華族、

印度族的出現，但是其建構方式不一樣。馬來西亞教科書具有強烈的在地居民和外來

移民的區分，視「馬來世界」的居民為在地人，講述華族與印度族為英國殖民所帶來

的外來移民，移民與在地人有利益上的衝突。而新加坡教科書則運用所有人都是外來

移民的說法，把「馬來世界」的居民也歸類為移民，只要在新加坡島以外移入的人

民，就是外來移民，而新加坡因為早期人煙稀少，所以多數現在的國族若追溯至古時

候都是外來移民。 

就國族輝煌時代而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科書皆是敘述古時代的王國與海

港，馬來西亞教科書以王國為中心，以不同文化器物呈現王國的輝煌文明，並呈現出

王國具有系統的治理架構、語言文字與宗教發展，其附屬的海港也是具備完善設施吸

引各國商人經商貿易。新加坡教科書的輝煌時代描述的是海港的巔峰時期，呈現出該

海港貿易的商人來自世界各地，並帶來各種奇珍異品，與王國弱連結。 

就國族獨立自決而言，兩個國家獨立的歷史不一樣，並非同一個歷史事件，馬

來西亞半島是於 1957 年獨立自英國殖民政府，而新加坡則是在 1965 年分裂自馬來西

亞。馬來西亞教科書所描述的獨立歷史是成功從英國手上獲得獨立，並講述國族概念

的競逐，而勝利者的聲音就是從英國殖民政府接手的馬來菁英—巫統，其觀點出現在

教科書中，形塑出馬來西亞的國族概念是以馬來人為主，而這個國族與馬來統治者息

息相關，因為馬來統治者的存在代表在地主權，捍衛蘇丹王位和馬來人地位才是擁有

國族的獨立自決。新加坡教科書所強調的獨立歷史並不是一個成功爭取獨立的歷程，

而是一個在陣痛中出現的國家，雖然新加坡在獨立的那一刻也從此不會被英國統治或

是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干涉，但是教科書所講述的獨立卻沒有歡呼聲，反而是講述各方

人士對於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裂的事件的憂心，形塑出新加坡獨立時面對重重患難的

景象。 

就國族的他者而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經歷英國殖民與日本佔領，但是兩

國教科書所強調的他者不一樣，馬來西亞教科書強調英國作為他者，而新加坡描述日

本的篇幅較多。馬來西亞教科書描述英國為一個外來的殖民政府，目的是要榨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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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其負面形象和馬來西亞在地領袖的正面形象產生對比。新加坡教科書則以大篇幅

講述日本佔領的歷史，以此背景講述新加坡人民認同的轉變，移民對母國的認同逐漸

開始轉變為對新加坡的認同。 

就國家憲政體制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所呈現的憲法內容其目的是要鞏固現有

馬來人權益與馬來統治者地位，新加坡教科書的憲政制度內容則僅以一張三權分立架

構圖帶過。兩國教科書輕描淡寫公民權利與公民社會的內容，馬來西亞教科書有大略

提到投票與選舉的程序，而新加坡教科書則是沒有相關內容。 

就國族英雄與偉人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呈現的英雄與偉人以馬來族觀點出

發，從英國殖民時代抵抗英國的領袖，到後來二十世紀初鼓吹馬來民族主義的人物敘

述，直到最後爭取獨立的人物，都是以馬來人物為主，華人與印度人直到爭取獨立才

參與其中，課文中的馬來民族主義最後提升為國族主義。新加坡教科書非常重視人物

的敘述，其所呈現的國族偉人以第一代內閣成員為主，描述的機制把這些人物提升為

人民的模範，歌頌他們對國家建設發展的貢獻，反之，日本佔領時期的抗戰人士並沒

有得到相等的關注。兩國教科書其相同之處在於都是強調政治菁英，形塑出這群政治

菁英是國家唯一重要的棟樑。 

就國族共同文化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呈現出的文化與種族及宗教有關，主要

是以在地居民的文化構成，也看到伊斯蘭教引入所帶來的文化影響。馬來文化所呈現

的是宮廷的高文化器物組成，也包含各種宮廷儀式，而原住民的文化卻是以原始的工

具與建築來代表。除了馬來、原住民和伊斯蘭教所帶來的文化，其他種族的文化並沒

有出現在歷史教科書當中。新加坡教科書並沒有收錄關於任何種族的文化作為共同文

化。新加坡所建構的共同文化是以國家符號與升旗儀式，配搭國家信條建構而成，要

讓新加坡人不分種族，萬眾一心。 

就國家未來發展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所呈現的政策制定與未來方向在建國初

期是為了解決種族之間的問題，這都是英國殖民遺留的種族分類架構所產生的問題，

無論是經濟政策或社會發展政策，皆是與種族擺脫不了關係。而新加坡教科書所呈現

的政策制定則是為了解決該國的生存危機，顯示該國政策都成功扭轉國家的命運，逐

步走向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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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九個要素異同 

 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 新加坡歷史教科書 

國家領土疆域 同 馬來世界的地域概念 

異 王國為主要論述 海港為主要論述 

國族根源與先祖 同 馬來世界居民與其他移民都是國族先祖 

異 馬來世界居民是在地居民 

在地與外來的範圍以馬來

世界範圍區分 

馬來世界居民也是移民 

在地與外來的範圍以新加

坡島嶼範圍區分 

國族輝煌時代 同 興盛海港的出現 

異 海港與王國強連結 

王國為主軸 

呈現馬來與伊斯蘭教文化 

海港與王國弱連結 

海港為主軸 

呈現海港的國際性 

國族獨立自決 同 無 

異 從英國政府手上爭取到獨

立 

獨立等同於捍衛馬來人與

馬來統治者的地位 

新加坡的產生是分裂自馬

來西亞 

獨立等同於患難重重 

國族的他者 同 經歷英國殖民與日本佔領 

異 強調與英國殖民政府的差

異，呈現抵抗殖民 
運用日本佔領的事蹟襯托

新加坡人民認同的轉變 

國家憲政體制 同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架構 

異 架構圖包含馬來統治者的

特殊地位，憲法的作用是

保護馬來人和馬來統治者

地位，有選舉程序與投票

的內容 

僅顯示架構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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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 新加坡歷史教科書 

國族英雄與偉人 同 政治菁英人物為偉人 

異 在地領袖與馬來統治者 

馬來民族主義 

強調第一代內閣貢獻，日

本抗戰人士相對較少被重

視 

國族共同文化 同 無 

異 以馬來文化、原住民文

化、伊斯蘭教文化構成 
以國旗、升旗儀式、國

歌、國家信條構成 

國家未來發展 同 無 

異 如何解決種族之間問題 

如何凝聚國民 

如何解決國家的生存危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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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多元種族構成的社會，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卻呈現

出不同的種族邊界。馬來西亞教科書內容出現明顯的中心與邊陲的種族邊界，中心是

以「我族」為主的種族構成，主要就是以在地人-馬來世界區域的居民所組成，而邊陲

則由「他族」- 外來者所構成，教科書說明他們大多數是隨著殖民政府英國而來。這個

邊界的劃分隨著歷史的敘述所形成，從一開始說馬來世界的由來，就已經先構成了

「我族」的邊界，馬來世界的邊界是由語言與文化相近的種族所定義，像是馬來西亞

的馬來種族在此定義下便是屬馬來世界的居民，因此在與現在馬來西亞的其他種族相

比之下，如印度族與華族便屬於「他族」的歸類，因為語言與文化不一樣，在本質上

就已經形成一個不可跨越的邊界，形成「他族」與「我族」的區別。「我族」的邊界

並不只是在馬來世界的緣由被建構出來而已，在歷史敘述中，這個邊界不斷的被強

化。教科書選擇強調馬來王國的輝煌過去，講述王國的文明與文化，忽視了其他承載

非馬來文化王國的內容，馬來性成了「我族」的根源與認同，透過歷史敘述成了代表

馬來西亞土地主權的表徵。 

相對之下，華人與印度人在時間上較遲遷移至本地的都是外來移民，始終是外

來者，是個「他族」，除了在根本上已經被馬來世界的語言與文化定義排除在外，在

以馬來王國及馬來民族主義的歷史主軸敘述之下，「他族」的歷史無法融入「我族」

的歷史，不單是成為了在馬來西亞沒有根源的國族，在形容國族偉人與英雄之時，更

難以看到「他族」的貢獻，但是「他族」並非沒有貢獻，只是在以馬來民族主義內容

為主的歷史敘述當中，「他族」的貢獻很難被納入，當教科書講述馬來民族主義人士

的抗爭之時，華人與印度人的貢獻被淡化，只有到了接近獨立到手的階段才被凸顯出

來，形成一種「他族」近乎沒有貢獻的錯覺，加深邊界的劃分。 

這群由華族與印度族構成的「他族」，被認為是由英國殖民所引入，構成多元

種族的社會。其敘述並沒有講述馬來西亞境內在馬六甲王朝時代因為貿易關係而移入

的不同種族商人，這還包括中國、印度、阿拉伯、葡萄牙等地，他們因為海港的關係

與當地人結婚並定居該地，他們有的是現在的土生華人、土生印度人、土生阿拉伯

人、歐亞人等，但在教科書中並不是構成多元種族的主要因素。教科書所要講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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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社會，主要還是以英國的引入為主，在時間上便能夠合理化華族與印度族是近代

才移入的外來者，而英國的殖民比較起馬六甲時期遲了幾百年，這樣的說法讓「我

族」與「他族」藉著時間前後巨大差距的因素而加深邊界效應。 

新加坡教科書比較難以察覺「我族」與「他族」的邊界，其歷史敘述的主軸並

不是以族裔的角度鋪陳，在地人在教科書中是個模糊的概念，除了海上人家勉為其難

可以算是新加坡的在地人，教科書就已經沒有其他的在地人敘述。而其他不同時候遷

移至新加坡的移民，不管是哪一個時代，或是哪一種族，都一律被納入為國族的先

祖，這樣的「我族-他族」操作在新加坡教科書的操作與馬來西亞不一樣，其模糊的邊

界更像是為了要融合建構為一個國族。回顧新加坡土地的過去，教科書是以海港的起

起落落作為歷史主軸，這樣的敘述方式並沒有突出哪一種族文化為主流文化，雖說新

加坡教科書也有交代國族先祖的來歷是印度人、華人、歐亞人等，呈現出種族之間的

差異性，但是種族邊界很難看到「我族」與「他族」的我他之分，教科書內容並沒有

以哪一種族的角度為我族角度，把所有的移民都融合成為國族，以國族的角度敘述歷

史。從新加坡教科書描述日佔時期，也可以看到此事，雖然教科書是以種族的分類分

別敘述各自的遭遇，但也呈現出共同患難的經驗。在新加坡獨立建國的敘述中，教科

書所呈現的人物也可以看到不同種族被納入，比較難以看到有哪一類群體說自己是

「我族」，新加坡國族比較像是由一群不分背景的人民所構成，形塑成一個由多元種

族構成的國族認同，雖說較容易形塑出具有凝聚力的國族認同，但是忽略土地過去經

歷過的文化，排除了族裔與宗教因素的過去，這樣的國族認同很容易失去歷史感，對

於讀者而言也很難對於東南亞區域文化產生連結。 

 

 宗教，在馬來西亞教科書是個貫穿前後內容的重要元素，而新加坡教科書則很

難看到關於宗教內容的篇幅，兩國教科書內容顯示出宗教涉入課程的差異。在馬來西

亞教科書當中，宗教的地位就如馬來西亞社會一樣，尤其是官方宗教-伊斯蘭教，是構

成認同的要素之一，因此從組成國族認同的不同要素中都很容易看到宗教的影子。其

中一個例子就是王國的名字，宗教不單是改變了王國的名字，從王國(kerajaan)變為蘇

丹王國(kesultanan)，更體現出其輝煌時代，以帶來文明的方式呈現在教科書內容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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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斯蘭教的出現與馬來王國的出現總是交錯出現，在文化呈現上亦是，在價值觀

上亦是，伊斯蘭教價值更是被運用來與西方價值觀分庭抗禮，顯示出伊斯蘭教代表了

馬來西亞。這種種也都顯示，宗教並不屬於私有領域，而是提升到了公共領域，成為

一個定義國家文化的重要元素，形成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另一方面，宗教的選擇上

除了伊斯蘭教，教科書並沒有選取其他宗教作為重點，例如有關興都教及佛教的內容

是相當少量的，雖然古王國有興都教與佛教的影響，但在教科書中這兩個宗教與伊斯

蘭教的地位很難相提並論。國與宗教成了切不開的結，但是宗教的選擇則是以伊斯蘭

教為主，從根源貫穿至現代制度，歷史的敘述是以伊斯蘭教為底蘊。 

  

 而新加坡教科書卻是相反的寫照，宗教幾乎在教科書中缺席，宗教並不是一個

國家的核心價值。從國族與土地根源的歷史敘述，教科書已經選擇了無宗教背景的歷

史敘述，甚至無法從教科書看到過去東南亞各個地區的宗教文化傳承，海港的根源就

已經顯示新加坡教科書想要敘述的是貿易中心的起起落落，是個以經濟活動為主的敘

述模式，很難看到其他層面的歷史，就算演進到新加坡獨立以後，也沒有看到宗教的

出現，可說宗教是與國家切割的。宗教更像是被限制在人民各自的私領域中，人民可

以擁有的宗教信仰，進行宗教活動，但是宗教不會和國家的歷史敘述有關。 

 雖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過去經歷同個時代，但是最後呈現在教科書的歷史敘

述的宗教層面卻顯然不同，馬來西亞教科書所呈現的是政教關係密切的國族認同，而

新加坡教科書則呈現政治與宗教切割的國族認同。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雖然在歷史敘述上其差異多於相似性，但是兩國

有一個共同性，就是兩國教科書所描述的歷史仍然無法跳脫政黨與國家的關係，教科

書呈現的歷史像是政治菁英角度描述的歷史。 

無論是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研究的教科書都是兩國獨立以後未曾替換政權

所產出的教科書，馬來西亞於 2018 年才落實政黨交替，在民主進程上走前一步，但是

歷史教科書的書寫是在過去執政黨-巫統與國陣聯盟權力下成書，因此其建構出的歷史

多是講述該黨與該聯盟對國家的貢獻，講述他們的觀點，呈現他們的價值觀，對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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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治勢力則輕描淡寫。馬來西亞的馬來政治菁英一開始就被英國殖民政府欽點為接

手的政黨，他們的勢力從以前到現在一直被鞏固，而在教科書的敘述當中，爭取獨立

的歷程以及日後的政策發展，都是出手於這群巫統政治菁英，無論是核心價值以及國

族認同的模式，教科書的敘述都呈現出黨與國無法切割，就如馬來民族主義華升為國

族認同，這也是政治菁英的價值觀，並非所有為國家獨立抗爭的人士都有此意，而教

科書在經歷同一政黨或同一類人群的領導下，無法分割黨與國的關係，歷史的敘述似

乎也貫徹黨的歷史以及黨的價值觀，形成黨國不分的歷史敘述。 

新加坡在這方面亦是與馬來西亞相當相似，新加坡政黨從未交替，人民行動黨

在新加坡從未獨立以前就手握大權至今，教科書的歷史敘述把其他政黨或是黨內的問

題人物打造為國家共敵，政黨與國家難以區分，人民行動黨為執政政黨，其聲音亦代

表政府與國家的聲音，其價值觀亦是國家的價值觀。人物本就沒有好壞之分，其英雄

與偉人的地位多半都是被建構出來，而這批人民行動黨領袖的政治菁英，他們以學歷

與貢獻的方式被奉為國族偉人，呈現出他們在國難當前時候為國家開闢一條生路。在

吹捧這群人物的同時也是在訴說該政黨的豐功偉績，但同時對新加坡有貢獻的其他人

物則沒有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如被視為左派的人士，以及其他親英派的人士，被政

治菁英視為沒有貢獻的則不放在教科書內。而政策方面，其憲政內容僅以架構圖呈

現。兩國的教科書在政黨與國家無法切割的情況下，仍然由該國執政黨壟斷歷史，建

構出一段可以符合當權者的歷史，而讀者難以從歷史教科書中聽到多元聲音，難以了

解歷史其複雜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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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論述分析的視角探究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歷史教科書的國族認同，從構

成國族認同的九個要素逐步分析教科書內容，分別是「國家領土疆域」、「國族根源

與先祖」、「國家輝煌時代」、「國族獨立自決」、「國族的他者」、「國家憲政體

制」、「國族英雄與偉人」、「國族共同文化」、「國家未來發展」，發現馬來西亞

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所闡述的歷史會因為國族認同的形塑而進行內容的選擇，選擇不

同的要素，互相搭架形成意義，形塑出不同的國族認同。以下為本研究之結論、反思

與建議。 

 同源殊途，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在分家以前，這兩個國家共同經歷了悠久的歷史，

兩國是在獨立以後才存在的政治實體，在那之前，發生在該區域的任何歷史事蹟其實

是共有的，但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並不是一模一樣的歷史，而是選

擇了不同的歷史主軸進行敘述，在歷史內容上進行了篩選，形成兩國風格各異的國族

認同。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兩個相似的多元文化社會，同樣都是馬來族、華族、印度

族構成的社會，是經由英國殖民政府分而治之手法形成的社群現象，保存了各個種族

特徵、傳統與文化。但是兩個相似的多元文化國家在教科書形塑國族認同卻出現不同

的手法，形成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 

同樣的種族構成，但馬來西亞的馬來族比率較高，而馬來西亞教科書是以較為

強勢的馬來文化為主，又因馬來族與伊斯蘭教文化的交織關係，伊斯蘭教也是教科書

中構成國族認同的重要元素，另外，君主立憲的始祖-君主制度也是歷史教科書的歷史

主軸。這三者，馬來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君主制度共同交織建構出國族認同，其族

裔色彩濃厚，以單一文化論形塑其巨石的國族認同，運用「在地人是誰」展開歷史的

序幕，講述在地人王國的輝煌時代，強調在地人馬來人最為有貢獻，建國時期以馬來

民族主義的高漲鋪陳其爭取獨立的歷程，無論是運用根源、國族偉人英雄、或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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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都看到馬來西亞教科書中以種族為中心的馬來民族情懷，召喚人們崛起以追求

獨立自決，形成一股強大的巨石認同。其應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操作手法是以「在地人

的文化才是國族文化」，既然馬來人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外來移民則是外來者。巨石

般的國族認同把單一族裔宗教的文化提升到國家層級，無論是哪一種族，都需要被同

化在此單一文化所構成的國族認同中。 

新加坡教科書呈現出不同種族都是移民，把所有種族放在同等地位上，但教科

書的敘述並沒有以族裔的主軸進行歷史敘述，在描述古代時期採用海港想像，從而避

開了族裔色彩的王國想像敘述。從課文的時代選擇也可以發現新加坡教科書所選擇敘

述的歷史大多發生在所有種族來到新加坡以後，大部分的內容都是能夠讓所有人民不

分種族共構歷史，特別是獨立前後的敘述，以引起各個種族共鳴，是國民共同經歷的

時代，如英國殖民、日本佔領或是獨立時代。新加坡教科書的多元文化比較像是文化

沙拉碗模式，主張現有的多元種族社會都是從世界各地移民至此定居，不同種族仍然

保持其特殊性及差異性，在多元中仍然運用其共同性進行融合，就如沙拉醬把沙拉融

合為一碗沙拉，而這個沙拉醬在新加坡教科書就是新加坡人民共同經歷的殖民歷史、

獨立前後歷史以及建國初期歷史，這些歷史是人民不分種族的共同記憶，其敘述可帶

來凝聚力，訴諸共同的價值，運用共同的歷史把各個種族凝聚起來，形塑出新加坡的

國族認同。 

 

馬來西亞教科書的國族認同較強調過去的文化傳承，而所選擇的文化可以看到

的是與歷史淵源有關的「馬來」、「君王」以及「伊斯蘭教」。「馬來」與「王國」

的歷史敘述圍繞在馬來世界的王國，講述過去土地的根源與其輝煌發展，說明該區域

作為馬來世界，原本的馬來文化與語言有悠久的歷史淵源。而與土地相關的抵抗殖民

人物則被巧妙的形塑成為馬來民族英雄，而人物呈現到了馬來西亞爭取獨立的時候，

「馬來民族主義」也被放大為國族主義，馬來民族抗爭變成是馬來西亞國族的抗爭，

過去與現在成了有意義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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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過去王國的敘述，現有的君主立憲也被視為是與過去產生連結的制度之

一。「君王」不單是君主制度的延續，也與馬來人地位做出連結，「馬來」與「君

王」這兩個重要的元素在教科書當中有著土地主人的意思，意即時間上在殖民政府來

臨之前就出現在馬來西亞土地的政權，所以教科書的歷史敘述像是要主張原本在地人

民被人剝奪權力以後的醒覺。 

另一方面，歷史的敘述其實也有「伊斯蘭教」的底蘊。「伊斯蘭教」與「馬來

人地位」及「君王」這三個軸線交織在一起。教科書側重對過去的描述，說明伊斯蘭

教地位滲透到王國層級是王國的時期，這可追溯到馬六甲王朝，當時的名號王國

（Kerajaan）轉為蘇丹王朝(Kesultanan)為名，名稱改名就是伊斯蘭教的影響，王國的

事務因此與伊斯蘭教有緊密關係，而蘇丹王朝的君王也不只是人民的君王，也是人民

伊斯蘭教的領袖。這類追溯過去以形成國族認同的敘述方式，正是馬來西亞教科書歷

史敘述的手法，以過去的淵源形塑出馬來西亞的「馬來」、「君王」以及「伊斯蘭

教」國族認同

 

新加坡教科書所形塑的國族故事是一個展望未來的敘述，那是一個國族如何從

移民定居並認同國家的故事，他們從母國臍帶切斷以後一起建國，獨立時期面臨生存

危機，爾後建國十年體驗到國家的迅速發展，逐漸過上好生活。 

歷史的敘述把重點擺在獨立前後的改變，並沒有強調新加坡處在遠古時代的

「馬來世界」這一件事，而是把重點放在國家獨立的時間點，進而能夠強調新加坡做

為一個面對生存危機的國家，如何從谷底拓展出一片光明的未來。從一個資源匱乏的

國家，努力打開一條建國的道路。 

而新加坡的國族其組成包含不同種族，他們在面對國家生存危機之時，共同付

出與做出貢獻。他們早在殖民時代與戰爭時代便出現，不同種族開始一起共患難，共

同抵抗敵人。國族由移民組成，因此移民的心境轉折也是重點，雖然初期不同種族可

能心裡並不完全是為了新加坡而抗爭，當代社會不免仍然受到母國的影響而抗戰，但

 



 

114 
 

相較於移民心境轉折，教科書仍較看重國族的歷史為主軸，因此也避免討論移民複雜

的歷史脈絡，選擇置入適合國族認同的歷史敘述在教科書當中，講述這個建國歷程是

國族同心一起經歷的，不同種族與不同人群皆對國家的起始憂心忡忡，對於未來不帶

有信心，在患難當中體現出國族一同要度過難關共創未來的景象。 

 

 一個國家的歷史敘述的位置影響其歷史敘述。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

發現，敘述歷史的視角不同。馬來西亞教科書是以在地人--馬來人的視角敘述歷史，

而新加坡的是偏向以移民視角敘述歷史。兩者在不同的位置描述的歷史，因此建構出

不同的歷史敘述。 

 馬來西亞教科書因為是在地人視角，出現與外來勢力的對立，在地人認為自己

的土地與自己的權利是需要捍衛的，教科書因而出現在地英雄捍衛自己的土地。而在

根源的描述當中也不斷的敘述自己土地過去偉大風光的文明歷史，選擇敘述大篇幅的

古王國輝煌歷史，講述在地人和土地深遠的關係。從在地人的視角看來，主權極為重

要，在面對殖民政府的「侵入」，在地人因此自然就會反抗，無論是民間英雄或是統

治者，反抗是必然的，因為保衛土地等同於保衛民族的尊嚴與主權。而這樣的觀念也

延續到建國初期，英國殖民政府本來提出一個平等的馬來亞聯盟(Malayan Union)，但

是平等意味是與其他「外來移民」同等地位，因此巫統所領導的聯盟因此提出了馬來

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以保護在地人-馬來人的地位，也保留君王的地位，

實現另一種捍衛主權的境界。 

 而新加坡教科書比較偏向於移民的視角，在國族先祖根源大篇幅講述移民現

象，並建構出所有現在新加坡人的先祖都是移民的概念，也講述移民在新加坡以後居

住的地方，其內容都講述這些居住在此地為移民。在日本佔領時期，其移民視角更為

明顯，那個時代的歷史敘述雖看似是新加坡人民共同度過患難，但其課文所要帶出的

更是住在新加坡的移民他們所經歷的心態轉折，在這之前，教科書內並沒有顯示移民

對於新加坡英國殖民政府產生抵抗，就如教科書所描述的移民心態，他們只是要能夠

有工作機會，對於政治並沒有多大參與度。但是日本的到來促使移民踏出他們的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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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也打破了他們的白人至上的心態，那一段歷史被描述為對新加坡的心態轉折，新

加坡被視為移民的家，才開始掀開走向獨立的序幕。 

 教科書的書寫有其視角選擇的書寫方式，而這一個書寫的角度會拉出歷史敘述

的主軸，左右歷史內容的選取，因而，一個國家歷史的書寫要選擇哪一個角度書寫便

是重要的考量。除此，教科書的歷史敘述也是否可以跳脫單元視角？在現今日漸多元

的社會，其認同形塑逐漸變得複雜，運用單元視角可能已經無法與現實社會產生接

連，教科書的書寫因此可考量納入多元觀點，呈現出具有包容性的國族認同。 

 

 這篇論文開啟了我對國族認同的視野，一開始只是想要對自己從小到大的國族

認同再重新思考，藉著與鄰國新加坡的歷史教科書做出比對，產生新的想法。而論文

研究的過程，我發現在相互對比之下，雖然我分析的是教科書，但我自己的國族認同

概念也一再再的被重新檢驗，最後發現自己的國族認同似乎也重新組裝了。 

 研究還未進行的幾個月前，我走訪了新加坡一趟，這一趟的行程像是個研究前

的暖身，也像是個田野參訪，旅途中看到的，感受到的，時而有種恍然大悟的感受，

時而產生不解。過去我一直認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相像度相當高，新加坡對於我而言

並沒有強烈的他者性，因此對新加坡總是欠缺好奇心。但是在那趟旅途，我開始覺察

到自己對馬來西亞的認知框架阻礙我更全面的認識新加坡，這趟拋去成見的旅途，讓

我覺得新加坡的國族認同和馬來西亞國族認同似乎有一種不同的建構方式，帶著這樣

的懸念，我開始了這份研究，以下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歷史教科書的國族認同與後續

研究的反思與建議。 

 研究的開始，我埋入了理論的閱讀，試圖去尋找能夠讓我理解新加坡和馬來西

亞國族認同，閱讀過程中我發現國族認同有不同的模式與說法，不同學派學者都有各

自一套說法。閱讀過程我發現許多國族認同理論來自於不同的歷史時代背景，從現狀

觀察發展而成，如在法國大革命之時所講述的國族認同會更看重公民要素，而爾後研

究後殖民國家的國族認同理論又會有不同的重點，在台灣的學者們所發展出的國族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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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論則也是針對台灣的脈絡發展而來。在這個搜尋與閱讀文獻的過程中，我發現各

派理論似乎都可解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某一層面的國族認同，但如果要更全面的理

解這兩國的國族認同，則要重新盤點各個理論所說的理論要素。 

 這也讓我思考，理論的應用也許需要考量到產生理論的處境脈絡，像是法國大

革命時期的國族認同較看重公民式的國族認同，這樣的脈絡未必能夠完整的解讀馬來

西亞和新加坡的國族認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個國家坐落在東南亞區域，是個後殖

民時期國家，建國時期就已經是個多元種族構成的社會，他們的國族認同不完全帶有

政治國族認同的特徵，也不完全反映出文化國族認同，因此我開始思考，是不是除了

政治與文化兩類國族認同，還會有其他要素可組成國族認同？參考台灣學者所釐清的

國族認同理論，尤其是江宜樺的三種國家認同分類，以及其他前人的研究，他們提出

了符合台灣在地的國家認同，這也提供我方向，理論在和脈絡對話後可以有更多的可

能性。在這樣的思考方向下，我發現自己比較能夠理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科書的國

族認同的建構，既從理論得到思考方向，又顧及到教科書的脈絡。在分析新加坡的教

科書的國族認同時，發覺最被強調的要素反而是新加坡以悲情作為訴求的國族認同建

構，敘述國家獨立是個患難的開始，而馬來西亞教科書運用馬來性與伊斯蘭性的內

容，其實是在抵抗殖民的脈絡中，是一種與殖民政府做出區別的方式。這雖然都不完

全屬於政治或文化的國族認同，但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教科書在自己的處境脈絡形塑

出自己特殊的國族認同。 

 

？

 完成這份研究之時，馬來西亞正面臨爪夷文內容是否要置入國小馬來文教科書

的爭議，這件事被無限放大討論，之所以變得具有爭議性因為華人認為爪夷文是馬來

化與伊斯蘭教化的媒介，而馬來人看到華人的反對則認為華人總是無法認同馬來西

亞，華人種族認同大過於馬來西亞認同。這也就指向一個馬來西亞人至今仍然面臨的

問題 – 馬來西亞國族認同到底應該是個怎樣的認同？ 

 研究教科書可說是讓我了解到馬來人角度是如何構想國族認同的，到底國族認

同是如何組成的，如何形成意義的。畢竟自己還是有濃厚的華文教育背景，從小長大

還是被重重的華人群體的言語網絡建構之下，免不了仍然受限於以華人角度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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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過程讓我了解到許多馬來人所篤信的「馬來人是本地人，別的種族是外地

人」，這樣的論述是藉著許多歷史敘述建構出我們的「我族-他族」概念，因此非馬來

人會認為自己被排擠在外，覺得很難對馬來西亞官方歷史有感，難以產生連結，而有

些馬來人在這樣的概念下，認為自己作為本地人，理所當然可索取利益。另外，從馬

來人的角度也讓我理解何以君主立憲對於有些馬來人甚為重要，這些王室對於馬來人

而言已經不只是一個君王，而是他們認同的根基之一，對王室的討論幾乎等同於對國

族認同的質疑，也許因為這樣，馬來西亞仍然有九個王室統治者，他們雖然無實質的

權力，但是他們的象徵其實對於許多人民而言是國家的象徵。回到爪夷文，如果撇開

爪夷文的歷史不談，爪夷文的確是和伊斯蘭教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現在的爪夷文

的應用多半出現在清真寺以及任何與伊斯蘭教有關的內容，在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當

中，這樣的內容會對多元種族構成的社會又會有什麼影響？是否要出現在國家教育系

統的課程，尤其是與宗教及族裔有關的課程內容還是需要與多方協調，也許國族認同

也是如此，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是否也需要重新在建構？作為一個華人，當然還是要

感謝過去先賢捍衛了華人文化與華教，但是不得要重新思考，國家發展到了現在，我

們的國族認同應該是什麼？既然國族認同是可形塑的，我們不分種族又可以如何共同

建構出屬於大家的國族認同？也許，不同的種族需要了解其他種族的觀點與角度，考

量多元觀點以後再共同建構出國族認同。 

 回到本研究，面對多元種族構成的社會，歷史教科書該如何書寫？我們可以建

構什麼樣的國族認同？無論是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教科書所呈現的國族認同都有其

優缺，馬來西亞教科書的國族認同是考量到地域性的歷史淵源，著重過去的文明與歷

史，但同時因為馬來性與伊斯蘭教的元素很高，對於多元種族構成的社會出現無法產

生凝聚性，為了面對這樣的難題，也許歷史教科書的書寫可以注入更多不同種族的觀

點，也更注重多元種族一起共同經歷的歷史事件，形成一個多元種族凝聚在一起的國

族認同。對新加坡而言，教科書所呈現的國族認同試圖融合不同種族，建構出共同的

歷史，但是較為忽視過去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域的歷史文化與淵源，也許因此也讓新加

坡的學生對於國土的歷史淵源及周邊國家無感。歷史教科書是教育的重要部分之一，

也許我們需要再三思考歷史教科書對於學生，尤其是多元種族構成的學生有什麼影

響，我們要教育的又是什麼樣的學生？因此在歷史教科書的書寫上又可以如何進行，

我們又是要建構出的是什麼樣的國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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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是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官方歷史教科書以論述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

處理兩個國家的國族認同除了要跨越多種語言，也要對這兩個國家都更整全的認識，

如有後續研究，可訪談撰寫教科書的作者與擬定歷史課綱的官方人員，因為本研究主

要是文本的研究，因此仍然受限於文本的內容，無法了解教科書生產的歷程。在不同

國家的脈絡中，也許仍然有受限於研究者本身的預設，因此如果時間充足，建議可以

訪談教科書的作者，以了解歷史教科書的書寫操作，也可訪談擬定歷史課綱的官方人

員，以蒐集到課程形成的資料，讓研究更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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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單元 

中一 1 歷史知識的介紹 Pengenalan Ilmu Sejarah 

2 冰河時代 Zaman Air Batu 

3 史前時代 Zaman PraSejarah 

4 世界文明及其貢獻 Tamadun Dunia dan Sumbangannya 
4.1 世界文明及其貢獻 Tamadun Awal Dunia dan Sumbangannya 
4.2 文明的興起與其貢獻 Peningkatan Tamadun dan Sumbangannya  
4.3 伊斯蘭文明及其貢獻 Tamadun Islam dan Sumbangannya 

中二 5 馬來群島王朝 Kerajaan Alam Melayu 
5.1 馬來群島王朝 Kerajaan Alam Melayu 
5.2 馬來群島王朝的遺產 Warisan Kerajaan Alam Melayu 

6 現代國家的原型--馬六甲蘇丹王國 Kesultanan Melayu Melaka Sebagai Asas Kerajaan 
Kini 
6.1 馬六甲馬來蘇丹王國 Kesultanan Melayu Melaka  
6.2 柔佛廖內蘇丹王國與其他馬來王國 Kesultanan Johor-Riau dan Kerajaan Melayu 
6.3 吉打、吉蘭丹、森美蘭與玻璃市王國 Kerajaan Kedah， Kelantan， Negeri 
Sembilan dan Perlis 
6.4 砂拉越與沙巴 Sarawak dan Sabah 

中三 7 西方勢力的介入與殖民 Campur Tangan dan Penjajahan Kuasa Barat 
7.1 西方勢力的介入 Kedatangan Kuasa Barat 
7.2 海峽殖民地的統治 Pentadbiran Negeri-negeri Selat 
7.3 馬來屬邦的統治 Pentadbiran Negeri-negeri Melayu Bersekutu 
7.4 非馬來屬邦的統治 Pentadbiran Negeri-negeri Melayu Tidak Bersekutu 
7.5 砂拉越和沙巴的統治 Pentadbiran Barat di Sarawak dan Sabah 
7.6 西方統治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影響 Kesan Pentadbiran Barat Terhadap Ekonomi dan 
Sosial 

8 當地社會的回應 Tindak Balas Masyarakat Tempatan 
8.1 當地社會的抵抗 Penentangan Masyarakat Tempatan 
8.2 馬來拉惹與大臣對抗西方勢力的智慧 Kebijaksanaan Raja dan Pembesar Melayu 
Menangani Cabaran Barat 

資料來源：翻譯自馬來西亞中學 KSSM 歷史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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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單元與章節 

中四 單元一 人類早期文明 
1 人類早期文明 Tamadun Awal Manusia 
2 文明的興起與其貢獻 Peningkatan Tamadun 
3 東南亞早期文明 Tamadun Awal Asia Tenggara 

單元二 伊斯蘭文明與其發展 
4 伊斯蘭教與其在麥加的發展 Islam dan Perkembangannya di Makkah 
5 麥地那的伊斯蘭國家 Kerajaan Islam di Madinah 
6 伊斯蘭國家的成立與其貢獻 Pembentukan Kerajaan Islam dan Sumbangannya 
7 伊斯蘭教在東南亞 Islam di Asia Tenggara 
8 西方殖民前在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 Pembaharuan dan Pengaruh Islam di Malaysia 
Sebelum Kedatangan Barat 

單元三 歐洲的發展與其對國家的影響 
9 歐洲的發展 Perkembangan di Eropah 
10 英國對國家經濟的政策與其影響 Dasar British terhadap Ekonomi Negara dan 
Kesannya 

中五 單元四 二戰以後國族主義的出現與發展 
1 東南亞一帶國族主義的出現與興起  
Kemunculan dan Perkembangan Nasionalisme di Asia Tenggara 
2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馬來西亞的國族主義 
Nasionalisme di Malaysia Sehingga Perang Dunia Kedua 
3 國家與國族建構的覺醒 
Kesedaran Pembinaan Negara dan Bangsa 

單元五 走向自治的國族發展 
4 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建立 
Pembinaan Negara dan Bangsa Malaysia 
5 邁向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 
Pembinaan Negara dan Bangsa yang Merdeka 
6 民族國家走向穩定 
Pengukuhan Negara dan Bangsa Malaysia 
7 馬來西亞國家的治理與行政系統 
Sistem Pemerintahan dan Pentadbiran Negara Malaysia 
8 邁向繁榮的發展與團結 
Pembangunan dan Perpaduan untuk Kesejahteraan 

單元六 馬來西亞與國際社會間的合作 
9 國際合作關係下的馬來西亞  
Malaysia dalam Kerjasama Antarabangsa 

資料來源：翻譯自馬來西亞中學 KBSM 歷史課綱與教科書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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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主題 

一 追溯新加坡的起源：新加坡幾歲了？ 
Tracing Singapore’s Origins: How Old is Singapore? 
1 新加坡的早期歷史是如何被建構的？ 
2 有什麼歷史證據可告訴我們 19 世紀以前新加坡和世界的關係？ 

二 殖民時代的新加坡：對每個人是否都是一樣？ 
Life in Colonial Singapore: Was It the Same for Everyone? 
3 為什麼二戰以前人們來到新加坡？ 
4 二戰以前的人們生活上和我們現在有什麼不一樣？ 

三 新加坡是否是個意外產生的國家？ 
Was Singapore an Accidental Nation? 
5 日本佔領如何改變人們對新加坡的看法？ 
6 1945 年以後新加坡人有什麼訴求？ 

四 新加坡的第一個十年，1965-1975：生活有什麼改變？ 
Singapore’s First Decade， 1965-1975: How Did Life Change? 
7 獨立對新加坡而言是什麼？ 
8 人們的生活在獨立以後會什麼改變？ 

資料來源：整理與翻譯自新加坡初中歷史教科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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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主題 

一 十九世紀歐洲霸權與擴展 
European Dominance and Expans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1-1 歐洲勢力在東南亞的殖民 
1-2 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 
1-3 法國在越南的殖民 
1-4 荷蘭在印尼的殖民 

二 頻臨危機的世界 
The World in Crisis 
2-1 第一世界大戰在歐洲的影響 
2-2 史達林的蘇聯 
2-3 希特勒的德國 
2-4 歐洲二戰的爆發 
2-5 二戰德國的戰敗 
2-6 亞太地區二戰的爆發 
2-7 二戰日本的戰敗 

三 兩極對立與冷戰  
Bi-Polarity and the Cold War 
3-1 歐洲冷戰的起因 
3-2 韓國的戰爭 
3-3 古巴的飛彈危機 
3-4 冷戰的結束 
3-5 冷戰結束的原因 

四 去殖民化與民族國家的興起 
Decolonisation and Emergence of Nation-State 
4-1 東南亞的去殖民化與民族國家的崛起 
4-2 馬來亞的去殖民化 
4-3 越南的去殖民化 
4-4 印尼的去殖民化 

資料來源：整理與翻譯自新加坡高中歷史教科書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