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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馬來西亞、檳城州、國民中學、華文教學、電腦及網絡教學 

近年來臺灣及大陸方面針對運用電腦多媒體與網路教學方式在華語文

教學之研究甚多也取得一定的成果，大馬的大型獨中及華小亦非常積極地在

推動資訊融入教學及網路教學平台作業，在大馬政府積極的推動精明學校計

劃之下，多所學校的網路及電腦設備已經獲得提升，大馬大專院校對於資訊

融入教學及網路教學上的研究甚多，但僅著重於馬來文、英文及數理教學科

目，而對於國民型中學的研究多著重於政策面，針對大馬國中華文科資訊融

入教學之實施及研究還未有所見。 

在國民教育體系裡華文科依舊停留於以教師為中心及背記的傳統教學

模式進行，而且飽受地理及時間上的限制，師資不足、程度落差大的問題一

直都無法獲得突破性的解決方案。而長期以來推崇可以打破空間及時間教學

限制的網路教學是否適合在大馬國中及國民型華文科教學上推行實值得研

究。本論文主要探討的是研究者希望透過此一研究，探討目前在大馬的國中

及國民型中學所修讀及教授華文科之學生及教師，在學習及教學上使用電腦

及網路教學所面對的困難及可行性，進而探討國中及國民型中學修讀華文科

之學生在電腦及網路教學上之內容需求。 

研究發現，雖然近幾年大馬政府投入大筆資金在推動電腦及網絡教學，

但是國民中學的華文教師及國民教育體系修讀華文科的學生均認為校方沒

有意願推動電腦及網絡教學，雖然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面對資金

不足的問題，但教師卻認為校方在推動電腦及網絡教學上的意願非常強烈當

中所造成的認知落差是值得再研究的。 

雖然教師及學生高度認同電腦網絡教學效能可以提升華語文學習亦能

打破時間及空間限制，亦高度認同電腦網絡教學的成效，華文教師對於進行

網絡教學的意願也相當高，但雖然 88%的學生每天都會使用電腦，當中甚至

高達 25%的學生每天都上網超過 3 個小時或以上，但學生卻對於使用華文

科網絡教學平台的意願卻偏低，所以若執意推行華文科網絡教學的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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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學生自主上網學習才是較為重大的挑戰，否則一切將如目前大馬教育部

一樣投入大筆資金在資訊教學上，但卻看不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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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Malaysia、Penang、Secondary School（Sekolah Menengah）、

Chinese Courses、 E-Learning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on the use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computer & 

internet network) in conduct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aiwan and China 

have shown a promising result. Prestigious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and Chinese 

Primary School in Malaysia have pro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into teaching and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Through the 

proactiv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parties on this “Smart School” Program, 

most of the required technologies equipment and software have been upgraded 

accordingly.  

 

Malaysian tertiary education had conducted tremendous amount of studi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into teaching and online teaching. However, 

the studies were mostly conducted in teaching Malaysian Language, English 

Language, Mathematics and Sciences Subjects. On the other hand, in Malaysia 

Secondary School（Sekolah Menengah）, studies were mostly covering 

education policy, there is not yet any studies done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public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still left behind on its old method 

i.e. passive learning. Moreover, issues regarding geography and time constraint, 

insufficient staffs and facilities, as well as the student’s difference in proficiency 

level had never obtained any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The results on researches that had been conduct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were 

still debatable on their application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thesis are to study the issues and feasibilities on the use of 

computer and online teaching in conducting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Malaysian public high schools. Furthermore, the thesis also 

discussed the content of the syllabus in computer and online teaching in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in Malaysia Secondary School（Sekolah Menengah）. 

 

Studies had shown that both teacher and students agree that the use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aching not only c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nese Proficiency, 

but also could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ime. Teach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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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Secondary School（Sekolah Menengah）have higher willingness to 

carry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by utilizing multimedia technology, however 

students were reluctant. Thu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enforcing the use 

of online teaching on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is to attract student interest and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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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的背景、動機及欲探討的問題等。第一節為研究背

景，簡介馬來西亞資訊教育狀況及目前大馬國中及國民型中學華文教學概況。

第二節為研究動機，闡明馬來西亞國中所面對的華文教學問題。第三節為研

究目的及研究問題，闡述本研究試圖要解決的問題。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重要

名詞釋義，定義本研究的主要內容與方向及所使用的詞彙。 

 

  研究背景 

大馬教育部於 1972 年成立了教育與資訊部門，旨在於推動資訊教育

（Asirvatham, Kaur & Abas, 2005）。為了達致 2020 年成為先進國的宏願，

馬來西亞（簡稱大馬）在 80 年代開始在市區的學校落實資訊教育計劃，同

時在學校行政方面也全面電腦化（莫順生，2000）。大馬前任首相馬哈迪醫

生更於 1996 年提出了「多媒體超級走廊」計劃（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簡稱 MSC），希望通過此一計劃協助大馬從工業社會轉型成資訊社會（蔡

崇正，2002；賴昭光、周忠信，2002）。教育乃是立國之本，為了培訓足夠

的資訊人才因應 21 世紀資訊時代的來臨，大馬教育部更於 1997 年提出了

「精明學校」計劃（Malaysia Smart School Systems），此乃是 MSC 計劃中

7 個旗艦計劃之一（莫順生，2000）。1 

依精明學校計劃，首階段（1999 年）有 90 所學校被鑑定為精明學校楷

模，這 90 所學校包括了新興建的 10 所中小學，全馬各地 80 所精明學校均

屬國民小學（簡稱國小）、國民中學（簡稱國中）、全寄宿學校及宗教學校，

並規劃至 2010 年逐步提升全馬的中小學為 MSS（莫順生，2000）。在此一

計劃下，教育部將提升學校的電腦及網路設備，並開拓精明學校電腦管理系

統，馬來文、英文、數學及科學四項科目將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走向資訊融

入教學及網路教學（Chan，2002）。 

                                                 

1 MSC 之 7 項領航計劃為：「電子政府」、「精明學校」、「遠程醫療」、「精明卡」、「研究

與開發集合區」、「無國界銷售中心」和「世界製造網」（蔡崇正，2002；賴昭光、周忠信，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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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一龐大的國家教育發展計劃之下，國民型華文小學（簡稱華

小）及國民型中學均被排除在教育部的第一和第二階段 MSS 計劃之外。馬

華公會2因惟恐華小及國民型中學之發展落後於國家政策之外，故此透過旗

下的華仁基金會進行了「精明化華小」計劃，在此一計劃下全馬有 114 所華

小獲得提升電腦設備並架構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網（莫順生，2000；Chan，

2002；徐雲彪，2006）。另在華仁基金會撥款下亦開發了一套全新的行政管

理系統供全國 78 所國民型中學使用（《星洲日報》，2010 年 11 月 19 日）。 

獨立前大馬是英國殖民地，為了便於管理和統治而實施了分而治之的

統治政策，即使在教育領域亦然，各族均有各自的教育系統。1957 年大馬

脫離英國統治獨立後，多種語言並存的教育體系是殖民統治時期的遺產也是

大馬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依據大馬國家統計局 2010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大馬擁有 67.4%的土著（當中 55%為馬來人）、

22.56%的華人、6.73%的印度人和 0.67%的其他種族，各民族間依舊保留著

各自的文化、習俗、語言。在大馬，大部份的華人從小就生活在華人社區的

中國南方閩粵方言中，自然習得的第一語言為中國閩粵方言，而目前愈漸多

華人家庭從小就以華語為家庭用語，而在接受正規教育之時更是必須學習三

語（華文、馬來文、英文）。 

儘管大馬華文教育學習對象存在著紛繁複雜的語言背景，但學習華語

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既是本族語言，而本族語言是基於學習者的族群特徵

和民族認同感而提出（張寶雲，2009）。根據大馬教育部 2000 年所制定的

國民中學（簡稱國中）華文綜合課程大綱，其目標在於使學生能應用華文來

思考、學習、社交和欣賞各種文藝作品，並能夠準確地應用規範的華文來進

行創作。同時借著語文的教學促進文化的傳承，提高學生的思想素質和心理

素質。所以華文教育在大馬是具有語言和文化並重的教育任務。 

依大馬教育部的統計資料（2011），目前全馬共有 1907 所國中，依 1961

年教育法令這兩千多所國中包含了 78 所在 60 年代由華文中學改制的國民

型中學。所有的國中皆採用中學綜合課程（KBSM），而馬來文是主要教學

                                                 

2 成立於 1949 年 2 月，是馬來西亞單一族群（華人）政黨，其黨員均為馬來西亞華人，是國民

陣線的成員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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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語（莫順生，2000）。但因其由華校改制背景的關係，所以無論在校園

文化、學生背景或華文課的授課安排國民型中學與一般國中均不一。國民型

中學的學生均來自華小，掌握一定的華語程度且以華裔學生佔多數，華文科

在國民型中學被列爲必修、必考之科目，華文課均安排在正課，每週至少有

5 至 7 節的上課時間，校方行政人員多為華人並諳華語。 

國中的學生來自各源流小學（國小、淡小、華小）的畢業生，所以學生

亦趨向多元種族化；華文科在國中僅是母語班（People’s Own Language POL，

現改稱為馬來文 Kelas Bahasa，即語文班）是一門選修課，每週上課節數僅

有三節而且多安排在課外（《星洲日報》，2007 年 6 月 1 日）。依大馬教

育部規定報讀學生人數達 15 名以上即可申請開班，然而不論是國民型中學

或國中，長期以來均面對華文師資不足的窘境。馬來西亞吉隆坡教育局華文

科前督學彭德生表示，國民中學華文師資短缺現象日趨嚴重，目前國內開辦

的華文科母語班（POL）已經超過 1000 班，全國有多達 200 至 300 個華文

老師空缺急需填補（《東方日報》，2013 年 9 月 14 日）。 

 

  研究動機 

大馬華文教育（簡稱華教）由來已久，但每當提到大馬華教多數國內外

學者僅以華小及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界定之。在 60 年代改制的國民

型中學一直都備受大馬華社所忽視，在華社眼中國民型中學永遠背負著背叛

華教的罪名，因國民型中學除了一門華文科其他科目均以馬來文或英文為教

學媒介語，所以被排除在華文教育的一環（《星洲日報》，2010 年 11 月 18

日；胡萬鐸，2011 年 8 月 4 日）。 

然而就華小畢業生的升學狀況而言，在國民體系中的國民型中學及國中

是眾多華小畢業生升學的主要管道（《星洲日報》，2010 年 12 月 4 日）。

如圖一之 1 所示，在大馬每年平均擁有 10 萬名的華小畢業生，除了一萬三

千名畢業生升上獨中之外，當中 85%至 90%都是升上國民型或國民中學。

隆雪華堂會長陳友信更指出，國民型中學及國中母語班與華文學會，都在扮

演著推動中華文化的角色，華社應該把他們當成華教夥伴，並給予關注及支

持（《星洲日報》，201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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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1 每年全馬華小畢業生升學之概況 

資料來源：整理自 大馬教育部 2010 年統計資料及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2009 年 6 月）） 

中學課程是小學課程的延伸，根據《1996 年教育法令》華文科僅是大

馬中學教育的其中一個選修科目，而華文班是華小畢業生在國中及國民型中

學課堂上學習華文的唯一管道，然而此一管道卻充滿了重重考驗，長期以來

均面對華文師資不足及撥款不足的問題，國中學生更是面對華文班未被納入

正課或沒有開設華文班的困境（何慧貞，2000；林良發；2000；黄聖銘，2000；

林治信，2000；王貽彪，2000；梅渝荃，2000）。國中與國民型中學的華文

教學在同一課鋼、同一課本的情況下，更面對節數嚴重參差不齊的問題。原

在小學階段受同一華文程度教育的華小畢業生，卻在中學期間因不同的就學

環境下，造成了學生的華文程度嚴重落差（周錦聰，2007）。 

雖然華小及獨中向來被視為馬來西亞華教的堡壘，然而國民型中學及國

中母語班卻肩負著栽培華小生及華文師資的職責，大馬教育部在錄取華小華

文教師的其中一個條件是須在 SPM（大馬教育文憑）中華文科考獲優等成

績，雖目前已經開放給獨中畢業生申請大馬師範課程但為數甚少，所以華小

及國中華文師資還是以國民型中學或國中畢業生為主，而此二類型的學校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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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面對華文班師資之困境，在此一惡性循環之下學生的華文水準勢必下跌，

進而將對未來大馬華文師資的培訓有一定的影響，所以關鍵就是必須把中學

華文班辦好，讓學生有足夠的信心把中學階段的華文學好，以確保華文教育

的延續和傳承。（《星洲日報》，2010；胡萬鐸，2011 年 8 月 4 日）。 

在資訊發達的當今，網際網路之四項特性使得網路教學呈現一種多元又

活潑的教學方式。對於學生而言可從網路上搜尋資料或利用多媒體引起學習

動機，進行全球性同儕合作學習，教師也可設計多媒體教材並利用網際網路

超連結功能為自己建立起知識性、專業化的知識體系，也是師生雙向溝通的

教學方式。為了趕上學生使用科技之步伐，促進學生的學習，華語文教師除

了本身具備的學科領域知識和教學知識之外，亦重視華語文數位教學。應用

在華語文教學上之網站亦見蓬勃發展，包含漢字教學、語音、繪畫、閱讀與

寫作教學之網站已愈形增加。 

而近年來臺灣及大陸方面針對運用電腦多媒體與網路教學方式在華語

文教學之研究甚多也取得一定的成果，大馬的大型獨中及華小亦非常積極地

在推動資訊融入教學及網路教學平台作業，在大馬政府積極的推動精明學校

計劃之下，多所學校的網路及電腦設備已經獲得提升，大馬大專院校對於資

訊融入教學及網路教學上的研究甚多，但僅著重於馬來文、英文及數理教學

科目，而針對國民型中學的研究多著重於政策面，針對大馬國中華文科資訊

融入教學之實施及研究還未有所見。 

M.D. Roblyer（2004）指出，科技並非教育萬靈丹，教師及家長們寄望

從科技上解決棘手的教育問題，然而卻面對失敗的局面，因此在規劃之前必

須先問：教學者與學習者有何特別需求是（任何特定）資源可以協助解決的

嗎？教師由於花費許多的時間在教學上，所以通常無法自行發展軟體或科技

融入策略。因此，出版者、學校研發人員或計劃人員提供此項協助。而且教

育科技的迅速變化亦帶給老師們額外的負擔，他們必須學習新資源的使用來

改變個人的教學方法。在這科技化的社會，科技再進步亦不可能取代老師的

地位，我們更需要除了懂科技亦以孩子為中心的優秀老師。 

長久以來，馬來西亞國民教育體系裡華文科依舊停留於以教師為中心及

背記的傳統教學模式進行，而且飽受地理及時間上的限制，師資不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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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大的問題一直都無法獲得突破性的解決方案。而長期以來推崇可以打破

空間及時間教學限制的網路教學是否適合在大馬國中及國民型華文科教學

上推行實值得研究。 

  研究範圍與目的 

基於以上的動機，本論文之研究首先將針對以下議題進行整理： 

一、 「大馬的教育體系及大馬華教發展概況」 

二、 「大馬國民型中學及國民中學華文班的概況」 

三、 「大馬資訊教育概況及推動電腦教學成敗之關鍵因素」 

進而鎖定「國中、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目前華文科教學之現

況及問題」、「國中、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及

華文老師之網路素養」、「國中、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修讀華文

科的學生及華文老師對於數位化教學之意願」、「國中、國民型及國民型（控

制型）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及華文老師對於網路教學內容之需求」的分析。 

研究者希望透過此一研究，探討目前在大馬的國中及國民型中學所修讀

及教授華文科之學生及教師，在學習及教學上使用電腦及網路教學所面對的

困難及可行性，進而探討國中及國民型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在電腦及網路

教學上之內容需求。 

一、  研究範圍 

本論文研究範圍鎖定於大馬檳城州屬之國民教育體系的 2 所國民型中

學（控制型）（檳城鍾靈國民型中學及北海鍾靈國民型中學）及 2所國民型

中學（恆毅國民型中學及柑仔園修道院國民型中學），這四所國民型中學之

學生百分百來自華小，校方亦規定學生必須在初中三評估（Pentaksiran 

Tingkatan 3, PT3）及中五的大馬教育文憑考試（SPM）中報考華文科，另外兩

所國民中學（S.M.K. SIMPANG EMPAT 及 S.M.K BAGAN JAYA），這兩所國中

之學生當中華小畢業生佔據了百分之八十左右，校方亦規定所有華小畢業生

在中學期間必須選修華文科並在 PT3 及中五的 SPM 考試中報考華文科。此

一研究之對象為檳城州教授華文科的老師及這六所學校選修華文科的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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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針對華文科之教學問題，教師及學生之網路素養、對於數位化學習

的意願及需求進行研究及分析，從中了解華文科網路教學對於此三類型學校

華文科師生之可行性。 

二、  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之細節如下： 

1. 現況與教學問題分析 

1. 馬來西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語文教學現況及問題為何？ 

2. 馬來西亞國民中學、國民型中學及國民型中學（控制型）華文科數位教

學可行性及需求： 

1. 這三類型學校修讀華文科之學生的資訊素養程度如何？ 

2. 這三類型學校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對於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為何？ 

3. 這三類型學校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對於華語文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

為何？ 

4. 這三類型學校華文教師的資訊素養程度如何？ 

5. 這三類型學校華文教師對於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為何？ 

6. 這三類型學校華文教師對於華語文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為何？ 

  名詞釋義 

1. 檳城州（Penang State） 

檳城（馬來文：Pulau Pinang，意為檳榔嶼、英語：Penang）是馬來

西亞十三個州屬之一，位於馬來亞半島西北側，整個檳城被檳威海峽分成

兩部分：檳島和威省，面積為 1，046 平方公里，截至 2014 年檳城州的人

口為 164.57 萬，隨著生育率普遍降低的情況下，華裔人口的百分比從 2000

年的 45%降至 41%，但華裔依然是州內最大的族群體。喬治市為檳城州的

首府，為北馬區最大的城市，喬治市古蹟區於 2008 年與馬六甲同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州一共擁有 90 所華小，5 所獨中，10

所國民型中學（其中 4 所為控制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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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民中學（簡稱國中）（馬來文：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依《1996 年教育法律》所有政府中學包含國民型中學均為國民中

學，所以本論文標題所指之中學涵蓋國民中學（國中）及國民型中學。內

文部份為了區隔國中及國民型中學實質上之差異，故另分成國中及國民型

中學，而內文之國中並不包含國民型中學，國中為一所學生來自各源流小

學之中學，華文科僅是選修課。 

3.  國民型中學 （馬來文：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本研究所指之國民型中學是於 60 年代從華校改制的中學，設有董事

部並接受政府部份津貼，帶有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校長及行政主任均為

華人並諳華語。學生以華裔佔大多數，學生均來自華小，華文科為學生的

必修必考科。 

4.  國民型中學（控制型）（馬來文：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本研究所指之國民型中學（控制型）與其他由華校改制的國民型中學

在學校行政組織、修讀華文課之制度及校園文化上大致是一樣的，惟，學

生的素質卻有所差異，國民型中學（控制型）只接受 UPSR 成績最優異

（積分介於 7-8 分）的學生報讀。 

5.  資訊素養 

美國圖書館協會把資訊素養定義為：尋找、取得、分析與使用資訊的

技能。近年來隨著網路服務的普及與進步，資訊素養的範圍擴大到一般網

路資源的取得與運用，同時結合數位學習，成為終身學習的重要基本技能

（顏春煌，2006）。本研究將資訊素養定義為學生及教師的基本數位能力

（文書處理、簡報軟體、試算表處理、中文輸入、電子郵件、上網搜尋教

學資料及多媒體）及網路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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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馬來西亞教育體系簡介，從中可了解國民

教育體系及非國民教育體系之差別，並探討華小生之升學狀況及教學媒介

語；第二節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概況，從中可認識華文教育在大馬之

初創期及華校改制後之發展為何；第三節為國中及國民型中學華文班概況

簡介，從中可了解這兩類型的學校之特質、國民型中學種族結構概況、國

中華文綜合課程簡介及國中及國民型中學華文班之現況及問題；第四節為

馬來西亞資訊教育概況及推動電腦教學成敗之關鍵因素，從中探討大馬資

訊教育的發展及在推動科技計劃成敗的關鍵因素及挑戰，大馬華校在資訊

融入教學的國家政策下所面對的問題。 

 

第一節  馬來西亞教育體系 

大馬國民教育體系包含了學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和大專教

育。其中，政府提供了長達 11 年的國民義務教育，即小學 6 年，中學 5

年。中六（先修班）一年半後升大專。為了確保適齡孩童百分百接受小學

教育，政府於 2002 年修訂教育法令，強制推行小學 6 年教育，違規之家長

將被起訴。政府也在 2008 年開始全面提供借貸課本給在國民教育體系就讀

之學生，並承擔學生的所有公共考試費用（張寶雲，2010）。 

除了國民教育體系之中學之外，大馬亦有由華社創辦及出資維持的

60+1 所獨立中學。小學階段依不同教學媒介語可區分為三類型，即國民小

學（馬來文）、國民型華文小學（華語）以及國民型淡米爾小學（淡米爾語）。

到了中學階段，學生可以自由選擇進入國民教育體系之中學或華社出資維持

的獨立中學，兩者之課程及教學媒介語完全不一樣，國中之課程為政府中學

綜合課程，學制為 3-2-2 制，獨中之課程為統考課程，學制為 3-3 制。 

 

 



 

 10 

圖 二-1 馬來西亞學校教育系統 

資料來源：整理自大馬教育部網站及莫顺生，2000。 

1. 小學 

大馬小學教育分為國民小學（SK）（簡稱國小）和國民型小學（SJK）

兩類，而國民型小學則有華小（SJK（C））和淡小（SJK（T））。表二-1

顯示，截至 2014 年，全馬共有 7,681 所各源流小學，學生總人數為 2,884,792

人；2010 年-2014 年各源流小學的學生人數都有減少的趨勢，其主要的原因

各族人口的生育率下降。就學生人數來看，國小的學生最多，佔據了全馬小

學學生人數的 76%左右；其二為華小，佔據了全面小學學生人數的 20%；再

次是淡小，佔據全馬學生人數的 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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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2010-2014 年各源流小學學校數目、學生人數和其百分比的概況 

學校源流 國小 華小 淡小 總數 

2010 

學校數量 5837 1,291 523 7,651 

學生人數 2,336,507 612,604 107,734 3,056,845 

百分比 76.4% 20.1% 3.5% 100% 

2011 

學校數量 5,853 1,291 523 7,667 

學生人數 2,316,977 607,853 106,466 3,031,296 

百分比 76.4% 20.1% 3.5% 100% 

2012 

學校數量   5,859 1,294 523 7,676 

學生人數 2,283,293 600,931 102,207 2,986,431 

百分比 76.4% 20.2% 3.4% 100% 

2013 

學校數量 5,858 1,294 523 7,675 

學生人數 2,244,020 576,346 97,690 2,918,056 

百分比 75.9% 20.7% 3.4% 100% 

2014 

學校數量 5,863 1,295 523 7,681 

學生人數 2,219,914 571,315 93,563 2,884,792 

百分比 77% 19.8% 3.2%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總，《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各源流小学统计数据概况》、《2012 年各源流

小學統計數據概況》及《2000 年-2014 年全國華小學生人數和學校數目的演變與現況》 

在大馬各源流的小學均採用「小學綜合課程」（KBSR），於 2011 年

開始教育部於小學分階段落实「小學標準課程」（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Rendah, KSSR ）（教育部，2010）。如表二-2 所示，國小是以馬來文為主

要教學媒介語，一切的硬體及軟體設備均由政府撥款提供；而國民型小學則

有華小（SJK（C））和淡小（SJK（T）），分別以華語和淡米爾語為教學

媒介語，除了國文科和英文科，其他各個科目都以華文或淡米爾語進行教學

和考試。所有的小學六年級學生均須參加一項由國家考試局主辦的 UPSR 考

試。除了一小部份的國民型小學屬於全津貼學校之外，大部份的國民型小學

均屬於政府半津貼學校，而所有的硬體設備皆由董事部和家教協會負責籌款

發展（莫順生，2000）。 

自 2002 年 5 月份由大馬前首相馬哈迪醫生提出英語教數理科之後，

2003 年 1 月始全馬國小的數理科開始以英語授課，而華小從 1 年級開始落

實 2-4-3 方案，即 2 節英文、4 節英文教數學和 3 節英文教科學，至 2005 年

 



 

 12 

12 月時任大馬教育部長希山慕丁提出，華小英語教數理第 2 階段方案是 4-

2-2，即 4 節英文課、2 節英文數學課及 2 節英文科學課。不過，小六評估考

試（UPSR）華小數理科將繼續採用舊有制度，即以雙語（華語及英語）出

題，華小生可以選擇以華文作答，在大馬華社的強烈要求下，從 2011 開始

華小一年級新生開始以華語為數學及科學的教學媒介語（《星洲日報》，2011

年 11 月 18 日）。 

表 二-2 大馬教育部在 2011 年開始於各源流小學一年級實施 KSSR 課程之課程、

節數及教學媒介語一覽表。 

 科目 
媒介語/每週節數 

國小 華小 淡小 

基
本
核
心 

國文 馬來文（11） 馬來文（10） 馬來文（10） 

英文 英（10） 英（5） 英（5） 

華文 - 華（11） - 

淡米爾文 -  - 淡（11） 

伊斯蘭教育3 馬來文（6） 馬來文（4） 馬來文（4） 

道德教育 - 華（4） 淡（4） 

體育 馬來文（2） 華（2） 淡（2） 

健康教育 馬來文（1） 華（1） 淡（1） 

數學 馬來文（6） 華（6） 淡（6） 

主
題
核
心 

美術 馬來文（2） 華（2） 淡（2） 

音樂 馬來文（1） 華（1） 淡（1） 

世界科學與科技 馬來文（2） 華（2） 淡（2） 

選
修 

阿拉伯文/華語會話/淡米爾

語會話/卡達山語/伊班語 3 - - 

註：每節為 30 分鐘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未發表文件 

 

 

 

                                                 

3 華小及淡小之伊斯蘭教育僅為在這兩類小學求學之伊斯蘭教徒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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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學 

依大馬教育部的資料顯示，於 2014 年大馬的政府中學一共有 2365 所，

如表二－2 所示其中包含了 11 種類型的中學（國民中學、全寄宿學校、宗

教學校、工業學校、職業學校、體育學校、藝術學校等），其中職業中學、

工藝中學及技職學院只設高中課程。依 1996 年大馬教育法令，國民型中學

屬於國民中學，但這 78 所國民型中學僅是政府津貼學校，除了課程及師資

由政府提供之外，學校建築硬體設備上則需由董事部負責籌建及維修。而其

他國民中學及其他 11 種類型之中學均為政府學校，一切硬體及軟體的經費

全部由政府負責提供。國民中學的學制為初中 3 年，高中 2 年及中六一年

半。 

    表 二-3 2014 年大馬政府中學類型及數量 

學校類型 數量 

國民中學（Regular） 1964 

全寄宿中學(Fully Residential) 68 

宗教學校（Religious） 57 

工藝學校（Technical） 9 

職業學校（Vocational） 9 

特殊中學（Special Education） 5 

綜合特別模式學校（Special Model） 11 

體育學校（Sports） 4 

藝術學校（Arts） 3 

宗教學校（Government Aided Religious School (GARS)） 164 

技職學院（Vocational College） 71 

總數 2365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4） 

每年除了大約百分之十三左右的華小畢業生往獨中升學之外，其餘的

華小畢業生均往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升學，一般的國民型中學及國中均設有

預備班，國民型（控制型）中學則因錄取之學生均為可直升中一之小六優

秀生，所以沒有開設預備班。學生在修完初中 3 年課程後，必須參加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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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Pentaksiran Tingkatan 3, PT3），由於大馬政府於 1993 年開始把普

及教育提高至 11 年，所以 PT3 成績並不會影響學生升上中四就讀的機

會。（大馬教育部於 2012 年針對在初中一的學生開始實施校本評估

（PBS）制度，並於 2014 年開始以 PT3 取代 PMR 評估。）學生在 PT3 考

試後可以申請學生在修讀完 2 年高中的課程後，須參加政府主辦的大馬教

育文憑考試（SPM）。 

國小的畢業生無論 UPSR 成績如何都可直升上中一，而華小及淡小的

學生則在升上國中之後必須就讀一年國中預備班，以便讓學生充分掌握馬來

文，為接受中學教育做好準備。莫順生（2000）指出，直至 90 年代初這兩

類國民型小學畢業生，如在小學評估測驗考獲最少 4A2C 的成績者，也可直

升中一，至 1995 年大馬教育部更放寬國民型小學畢業生直升中一的條件，

華小及淡小的學生只要在 UPSR 考試中馬來文試卷至少考獲 C 等成績，或

是在小學 4、5、6 年級學校考試中的馬來文試卷成績及格即可直升中一就

讀，否則就需要就讀中學預備班一年，以打好馬來文基礎才升上中一就讀。 

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課程皆採用中學綜合課程（KBSM），是以馬來

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英文則被列爲所有學校必修的第二語言。如表二－4

所示，數學、科學、歷史、公民教育、回教教育或道德教育則是核心科目。

學生將依個別的信仰而選擇上回教教育或道德教育。另外，地理、體育、生

活技能、美術也屬於中學必修科，但非必考科。中文和淡米爾文則屬選修科

目。除了英文、母語班、數學及科學課之外，幾乎所有的中學課程都使用馬

來文進行教學。而國民型與國中的差異僅在於華文課的每週上課節數。學生

在中三的時候必須面對 PT3 評估。 

表 二-4 國民型中學及國民中學中 1 至中 3 課程及節數之比較 

 
科目 

國民型中學 

節數 

國民中學 

節數 
教學媒介語 

核心 

馬來文 6 6 馬來文 

英文 5 5 英文 

數學 5 5 英文/馬來文 

科學 5 5 英文/馬來文 

德育/宗教教育 3 3 馬來文 

 



 

 15 

公民 2 2 馬來文 

歷史 3 3 馬來文 

必修 

地理 3 3 馬來文 

體育與衛生 2 2 馬來文 

美術 2 2 馬來文 

生活技能 4 4 馬來文 

選修 華文 7 / 5 / 4 / 3 3 華文 

資料來源：整理自馬來西亞教育局網頁 

國民教育體系高中教育為期兩年，即中四和中五，並實行分流教育。

除了一般的中學，學生也可選擇到技術學校、職業學校和宗教學校。一般

的中學都會分為商科班(Commerce Stream)和理科(Science Stream)。初三評

估將成為學生升上寄宿學校、瑪拉工藝學院、宗教中學、技術中學，以及

技職學院的入學資格基礎，此外，要進入有關學校的中四，學生也要接受

心理輔導評估，確定他們的選擇符合他們的能力與興趣。中三評估的國文

和英文科將分筆試和口試進行，而科學、數學、宗教教育、生活技能、阿

拉伯語、中文、淡米爾文、伊班文和卡達山文科，則只有筆試。（《星洲

日報》，2013 年 3 月 18 日）。 

如表二-5 所示，在中四及中五階段，除了馬來文、英文、數學、科

學、歷史、回教教育或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皆屬必修課，其他選修科目則

視理科或商科而定。華文和淡米爾文同屬選修科。中四、中五與中一至中

三課程相似的是其教學媒介語，除了英文、母語班及數理科之外，其餘的

科目均以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在中五結束之前，學生必須參加 SPM

（馬來西亞教育文憑，馬來文：sijil pelajaran malaysia，簡稱 SPM）考試，

此考試的成績也是學生通往職場或繼續高等教育的重要憑據。  

表 二-5 國民型中學及國民中學中 4 至 5 課程及節數之比較 

 
科目 

國民型中學 

節數 

國民中學 

節數 
媒介語 

核心 

馬來文 6 6 馬來文 

英文 5 5 英文 

數學 5 5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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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5 5 英文 

德育 3 3 馬來文 

公民 2 2 馬來文 

歷史 3 3 馬來文 

必修 
體育與衛生 2 2 馬來文 

美術 2 2 馬來文 

選修 

華文 7 / 5 / 4 / 3 3 華文 

商科   馬來文 

理科   英文 

資料來源：整理自馬來西亞教育局網頁 

第二節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概況 

一、 華校草創期 

鄭良樹（1998）、柯嘉遜（1999）、莫順生（2000）皆指出馬來西亞

最早的華教為十八世紀的方言私塾，最早一間私塾是 1819 年在檳城開設的

五福書院，其後有不少私塾在華族聚居的海峽殖民地（檳城、馬六甲及新

加坡）開設。此一私塾以各自的方言授課，多設立在自己方言群的廟堂

裡，沒有正規的教育制度，也沒有所謂的正式課本。當年華族子弟一般所

讀的書是《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和《百家姓》之類的古

書，以及一些簡易實用的珠算而已，教師均來自中國（莫順生，2000）。 

鄭良樹（1998）指出，在早期華教都是靠宗親及會館辦學，殖民地政

府完全放任民眾自辦教育。此一情況，延續至今日華族社團支援華教竟成

為華族傳統精神和社會文化，通過社團的支持及影響，進而帶動社會名流

及群眾參與，華教成為華社不可分割的社會運動和群眾教育。鄭良樹

（1998）莫順生（2000）指出受康有為維新運動影響，導致新式華校應運

而生逐漸取代舊式私塾制度。課程依據清廷維新政府所訂下的“中學為

體、西學為用”的教學目標而設，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後，華校改用中華

民國教育部公佈的新課程。馬來半島第一間新式華校建於 1904 年，由中國

駐馬領事張弼士在檳城發起建立的孔聖會中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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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之後，英殖民地政府惟恐馬來半島的華校師

生會受到當時中國反殖民地政治思潮的影響，在 1920 年頒布學校註冊法

令，規定只有以方言教學的華校才有資格領取政府津貼及提供師資和課

本，並且關閉那些沒有遵守政府定下的課程、管理方式及不符合衛生條件

的學校，有些抗議註冊法令者被驅逐出境。估計 1925-1928 年之間，至少

有 315 間華校因違反學校註冊法令而被關閉。1929 年英殖民地政府對華校

採取更嚴厲的措施，規定所有華校教師必須在馬來半島出生，因此政府資

助一些華校開辦師資培訓班，華社的教育團體也在這個時期開始為新式華

校開設師範班，故對華校發展影響不大，1924 年至 1938 年華校從當初的

564 間增至 1015 間（鄭良樹，1998）。 

鄭良樹（1998）、莫順生（2000）指出日治時期開辦的華文學校僅有

21 所，日文成了教學媒介語，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華校始得復辦。1951

年初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公佈《巴恩報告書》，建議以國民學校採用官方語

文，英文和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以取代華校及淡米爾學校，引起華校教

師群起反對，以壯大維護華文教育為力量之理由，1951 年底促成了馬來亞

聯合邦華校教師總會（教總），1954 年成立了馬來亞聯合邦董事聯合會總

會（董總）。以《巴恩報告書》為基礎的《1952 年教育法令》規定，以建

立國民學校為準則，華文及淡米爾文列為第三語文且至少有 15 名學生的要

求才可授課；政府應逐步鼓勵各語文學校接受改制為多元種族的國民學

校；只有國民學校才能獲得政府的全面津貼。 

《1956 年拉薩報告書》，提出有關國家教育政策的最後目標：「集中

各族兒童於一個全國性的教育制度，採用國語（馬來文）為主要的教學目

標。」教總主席林連玉曾就這項「最後目標」向教育部長阿都拉薩交涉

後，得到答允這項「最後目標」將不被列入教育法令執行（莫順生，

2000，頁 66）。但是，1957 年教育法令還未在立法議會通過之前，馬來亞

聯合邦政府卻採取一系列對於華教發展不利的措施，例如致函所有華文中

學提出校方須遵守的條規，其一是所有學校須為學生報考政府主辦的初級

文憑（LCE）和聯合邦教育文憑兩個階段的考試。此一考試均以英文出

題，此一讀中文而考英文之事件引發了華校罷課發生。接著教育部依

《1957 年教育法令》致函全國學校，着令超齡學生立即離校。此一通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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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國幾乎所有著名華校學生展開罷課行動，並列隊到街上遊行（莫順

生，2000）。 

 

 

二、 國民型中學的誕生—檳城華文中學的淪陷 

1956 年檳城鍾靈中學接受改制之事件成為大馬第一所接受改制的華文

中學，與英校享有同等地位獲得政府全部津貼（莫順生，2000）。檳城鍾

靈中學早期創校即實行雙語（華英）教學，所以對於北馬區的華文中學而

言接受政府津貼改變教學媒介語並不成大問題（廖文輝，2006），但，引

起華文教育工作者的不滿，因為此一行動關係到其他面對財務窘境向政府

申請津貼的華文學校也必須仿效鍾靈中學的模式，威脅了三大機構（馬華

公會，教總及董總）原本要求無條件增加津貼的計劃（馬來西亞華校教師

總會教育研究中心，2000）。而且當時中南馬的華文中學主要的教學媒介

為華文，是道地的華文教學，改制即改變教學媒介語變質為英校，這也是

何以南馬多所華文中學堅持不接受津貼的根本所在（廖文輝，2006）。  

隨著檳城鍾靈中學宣布接受改制後，森美蘭芙蓉振華中學及柔佛州昔

加末華僑中學亦接受改制。政府當局也鼓勵其他學校向鍾靈看齊；不過受

到華教界，特別來自董教總激烈的反對而使得政府的改制計劃暫時擱置。

1957 年起，所有接受津貼的中學的原校名稱則須加上「國民型中學」。

《1961 年教育法令》通過後，政府取消以前的獨立中學部份津貼，只給予

津貼接受改制的國民型中學（檳城鍾靈中學、森美蘭芙蓉振華中學和柔佛

州昔加末華僑中學）。並通過內閣部長和馬華領袖的影響力，甚至教育部

長同意改制的華文中學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授課時間來教授華文。為了達到

改制的目標，不惜採取行動對付反對改制的華教領袖；例如 1961 年褫奪教

總主席林連玉的公民權，取消其教師註冊證，而在 1962 年永遠禁止教總顧

問嚴元章博士入境。 

1962 年正月，全馬共有 55 所華文中學接受改制為國民型中學（其中

北馬區佔據了大多數，吉打州 4 所、檳城州 9 所及霹靂州 14 所），除了華

文科之外，其他科目均改用英文授課，而不接受改制的 16 所華文中學則稱

為華文獨立中學，當時在北馬區只有三所華文中學不接受改制，其為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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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韓江中學；霹靂州的怡保深齋中學及班台育青（鄭良樹，2003）。 

 

 

三、 改制後的衝擊 

改制的國民型中學按照大馬教育部的規定，與國民中學採用一樣的課

綱，以參加以英語為考試語言的初級文憑及劍橋考試為目的，並於 1976

年開始從中一由英語轉換成國語（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至 1980 年國民

型中學及國中全面改用國語（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董總，2003）。 

除了教學媒介語的改變之外學制亦從原本的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六學

年制，改為五學年制，而且限制中學生的年齡不得超過十九歲，當時很多

華校生較為年長，所以連帶的許多超齡生被拒於校門之外，這些學生部分

後來轉到未加入改制的獨立中學完成中學課程，亦有些就此輟學（鄭良

樹，1998）。 

雖然接受改制後的國民型中學為政府學校，但教育部並沒有制度性的

提供發展撥款，所以改制後半個世紀的今日，國民型中學的建設依然需要

董事會、家長、校友及華社的支持，時至今日國民型中學依然是大大小小

的籌款活動不間斷。（《星洲日報》，2010 年） 

改制中學的出現亦直接衝擊了獨立中學的招生人數。1965 年政府宣布

取消小學升中學會考，將原本六年的國民義務教育延伸至九年，此一教育

改革的宣布致使需要徵收學雜費才能維持辦學成本的獨立中學生源幾乎斷

絕。 

為了要挽救瀕臨絕境的華文獨中，由胡萬鐸領導的霹靂州董聯會於

1973 年 4 月在霹靂州率先發起「獨中復興運動」，為獨中籌募百萬發展基

金，而掀起了獨中復興運動，在當時獲得各階層的華社熱烈響應。董教總

於 1973 年年底在吉隆坡召開了「發展華文獨中運動大會」，成立了「全國

華文獨中工委會」，同時接納通過大會提呈的《華文獨中建議書》為獨中

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理想的條件（莫順生，2000）。獨中教育在後來成為

華小畢業生的第一志願是因此一運動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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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大馬華文教育的發展受到國家局勢發展所左右，無論是英

殖民時期抑或國家爭取獨立後，華文教育從不屬於主流。從馬來亞獨立前

期華文教育史的發展來看，大馬華教的發展長期以來都是靠華社自主性地

在爭取及經濟上地支撐，而在國族主義不斷高漲的情況之下大馬華教是不

斷地被侵蝕的，然而大馬華社對於華教傳承文化的堅持是值得關注的。自

強自立一直都是大馬華教的經營模式，即使後期華小及國民型中學接受改

制受政府教育部之管制，教師由教育部委派，課程及課本受制於教育部，

但是教學方法並不受制，只要辦學者及華社對於華教的熱忱還在，大馬華

教依舊可以取得目前教育條規上的突破。 

第三節  國中及國民型中學華文班概況 

一、 國中及國民型中學的特質比較 

國民型中學的前身是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華文中學。《1961 年

教育法令》實施後，78 所華文中學接受改制，改稱為國民型中學，英文成

為主要教學媒介語，而後 80 年代於《國語法令》之下被改為以馬來文為教

學媒介語的中學。後來演變到在《1996 年教育法令》下，所有的政府中學

都被統稱為國民中學，而沒有所謂的國民型中學。 

如表二-6 所示，雖名稱與其他國民中學一致，課程及參加的公共考試

亦一致，然而在政府的撥款、對待華文科教學的態度、學生的背景、學校

行政人員之背景要求及校園文化上確有非常大的差異，且國民型中學和國

民中學（簡稱國中）的特性並不一樣，所以大馬教育部的這項做法並不普

遍獲得大馬華社的認同。因此大馬華社繼續把這類學校稱為國民型中學或

改制中學，以突顯和一般政府國民中學的不同（教總、國民型中學校長理

事會，2010）。 

表 二-6 國民型中學與國民中學之特質比較 

 國民型中學（SMJK） 國民中學（SMK） 

課程 
中學綜合課程

（KBSM） 

中學綜合課程

（KBSM） 

教學媒介語 國語（馬來文）為主 國語(馬來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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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為輔 

公共考試 

中三:中三評估(PT3) 

中五：大馬教育文憑考

試（SPM） 

中三:中三評估(PT3) 

中五：大馬教育文憑考

試（SPM） 

歷史背景 有改制背景 無改制背景。 

政府津貼 部份津貼 完全津貼 

華文科地位 

必修必考科， 

每週介於 5-7 節， 

多屬於正課 

選修科， 

每週 3 節， 

多半屬於母語班 

校長之華語教育背

景 
校長為華人，諳華語 校長多元種族 

華校文化風氣 帶有中華文化使命 沒有中華文化使命 

學生族群背景 華裔學生佔多數 學生不同背景 

董事部 有 無 

資料來源：整理自《星洲日報 東海岸版 華教人士：國民型中學叫中學 國民中學稱國中》及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Satu Kajian ke atas 

Status, Identiti dan Cabaran (pp.153), by Chong, S. L, 2007,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laysia, Kuala Lumpur : University of Malaya.  

如表二-7 所示，國民型中學有華校改制背景，所以對於中華文化有一

定的使命感，校內一般上設有華文學會、華樂團等團體，此外亦經常舉辦

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活動，包括書法活動、文學創作活動、中華武術、中華

民間舞蹈等。國民中學為政府所建立的中學，無改制背景，雖然有些國中

華裔學生佔有一定的比率，亦設有華文學會，但除了華文學會對於中華文

化有一定的認同之外，基本上校方對於中華文化並無使命感。 

表 二-7 西馬國民型中學的中華文化相關社團 

與中華文化相關之社團 學校數量 百分比

（%） 

華文學會  42 100.0 

書法學會  7 16.7 

中國畫學會  2 4.8 

相聲學會  2 4.8 

華樂學會  20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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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獅學會  15 35.7 

舞龍學會  3 7.1 

二十四節令鼓學會  8 19.0 

武術或太極學會  16 38.1 

茶藝學會  2 4.8 

註：修改自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Satu Kajian 

ke atas Status, Identiti dan Cabaran (pp.153), by Chong, S. L, 2007,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laysia, Kuala Lumpur : University of Malaya. 

雖馬來文（國語）是國民型中學的主要教學媒介語，但校方仍會努力

維持母語的使用。因學生多為華小畢業生，所以普遍上在校園內學生及教

師多以華語溝通，包括來自華小的非華裔生。行政人員都諳華語，學校的

行政用語通常是雙語（華文和馬來文），在學校的課外活動、大型活動或

集會上亦以雙語進行。校園公告、海報、刊物、標語等都使用華語。此

外，校歌、校訓、校規都是以華文書寫，校徽也會出現學校的華文名稱。反觀

在國民中學，由於學生來自不同源流的小學背景，各族群多以各自的母語

和族群內的同儕交流，但在跨種族交談時，則會使用馬來語或英語溝通。

而國民中學行政人員及學生來源亦較為多元化，學校的行政用語為馬來

文。 

大部分的國民型中學把華文科列為必修必考之科目，一般上都被安排

在正課、且節數較多。在國民中學華文科僅為選修課、每週僅有三節華文

課，且很有可能不被安排在正課內。雖然目前華語的經濟價值高漲，但是

依然有許多在國民中學就讀的華小畢業生在升中學後不願意學習華文，依

據 Chan（2003）的研究顯示，國民中學華裔學生不選擇上華文課的原因

是：一、缺乏華文師資；二、被安排在非課程配置的時間內的華文課通常

會面對學生翹課問題，因為上課時間常與學生的課外活動時間相抵觸；

三、代課老師問題；四、學校對華文課的政策問題；五、家長認為華文的

經濟價值不比英文高；六、家長擔心華文很難考獲 A，會影響孩子考 A

的數量。但是依何凱琳（2012）的研究顯示，把不報考 SPM 華文科歸咎

於很少人考獲 A+的看法並不客觀，因為真正受影響的只有少部份有機會

考獲特優的學生，對於大部份的考生並不會造成影響，況且比起其他科

目，華文科及格率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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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型中學都設有董事部，政府僅是部分津貼國民型中學的開銷，而

校園的硬體設備則由董事部所擁有及出資籌建。董事部以對學校發展具有

決策權力，對校長人選的委派，擁有非明文規定的協商權力，這也是董事

會所極力捍衛的權力(Chong，2007)。此外，董事部更是學校的監護人，一

旦學校遇到不公之事，董事部將會挺身而出，因為校長身為公務員，很多

時候都不方便對教育部提出抗議。此外，董事部、家協和校友會積極互相

配合發展學校的軟硬體設備共同推動校務發展。國中所有的開銷均由政府

支付。 

綜上所述，基於歷史背景因素，縱使國民型於 60 年代接受了政府改

制，在法律上是屬於國民中學，但，實際上相較於國民中學的多元性及對

華文班教學環境惡劣情況下，國民型中學依然在於華文科的堅持及保留華

校校園文化的特質在政府體制內發揮維護華文教育的功能。 

二、 國民型中學種族結構概括 

根據大馬教育局的數據統計目前全馬僅有 74 所國民型中學，並非華社

一直公認的 78 所國民型華文中學。其中位於檳城州的北海鍾靈，玻璃市州

的玻璃市國民型中學、吉打州的吉華國民型中學二校和登嘉樓州的瓜登中華

維新中學並未被教育部列入國民型中學。 

但此一說法並不被大馬華社所接受，就大馬華社的統計數量顯現目前

全馬共有 78 所國民型中學，每年約 10 萬名的華小畢業生中，大部份家長都

把孩子送往國民型中學或國中就讀。這是基於國中低廉的學費以及有利孩子

的三語環境(Chan, 2003)。目前國民型中學大約有 13 萬名學生，學生來源可

分為來自華小及非華小，但以華小生為主，大約有五分之一的華小生升上國

民型中學（《星洲日報》，2010）。 

基於國民型中學的華文中學改制背景，學生來源主要為諳華語的華小

畢業生。然而，華小畢業生中除了主要的華裔族群之外，也包括巫裔、印

裔及原住民。儘管學生文化背景不一，但在華小接受了六年小學教育後，

一旦升上國民型中學，一般上也不會面對報考華文的語文銜接問題，這乃

是維繫國民型中學持續推動華文教育的重要基礎。目前城市地區的大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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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型中學一般仍保存華校特色，學生來源超過 90％甚至是 100％是來自華

小（《星洲日報》，2010）。 

國民型中學雖為華校改制背景，學生亦以諳華語之華小華裔畢業生為

主，但一些地區國民型中學的學生來源包括非華小畢業生，這主要以偏遠

地區的學校占多數，基於種族敏感課題，所以一般上國民型中學並不以種

族背景為收生標準，而是以學生的小學背景為考量，因此非華裔生會出現

在國民型中學的主要因素是，一、學校堅持入學門檻為華小畢業生；二、

基於內外在因素，如缺乏足夠華小畢業生來源、教育部的學生分派、學校

同意開放錄取非華小生。簡言之，這類學校除了有諳華語的華裔和非華裔

（華小畢業生），也包括不諳華語的華裔和非華裔（非華小畢業生），非

華裔生比例越高的學校，越被視為「像國民中學多過國民型中學」（何凱

琳，2012）。 

由於很多國民型中學非華裔人數與日俱增，引發了大馬華社對於國民

型中學變質的憂慮。前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主席彭運明認為，教育部派

發非華小生到偏遠地區的國民型中學，剝奪了華小生的機會，因為這些地

區也有很多華小生無法進入國民型中學，在他看來這不是華小生不足所造

成的問題，而且此一現象再變本加厲下，將是導致國民型中學變質的開端

（《星洲日報》，2010 年 11 月 26 日）。目前各州國民型中學的運作並不

統一，如沙巴州州教育局曾經分派約 40％國小生到國民型中學，但在華社

的反對下，這個數目降低至 10％至 20％（《星洲日報》，2010 年 11 月 20

日）。由於學生的小學基礎背景會直接影響學校華文教育的推動，因此在

2010 年 12 月舉辦的《國民型中學問題與挑戰》研討會的結論之一就是要

確保每位升上中學的學生都必需來自華小（《星洲日報》，2010 年 12 月 5

日）。 

表二-8 所示，其中以霹靂州的國民型中學最多，共有 17 所，其次分別

是砂拉越和檳城，即各有 10 所，玻璃市及登嘉樓各僅有一所國民型中學。

依 2010 年的資料顯示，全馬的國民型中學 126,442 學生中，有 113,970 名為

華裔生佔了 90.1%，而非華裔生為 12,472 名，佔了 9.9%，就讀於國民型中

學之非華裔生大部分為華小的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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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蘭莪州和檳城州乃是屬於華裔人口較為集中的州屬，所以國民型中

學之數量雖不如霹靂州來得多，然而平均每所國民型中學之學生佔了兩千多

名，非華裔生所佔的比率相對的較低，且就讀於這些州屬的非華裔生一般上

都來自華小畢業生，所以都有掌握一定的華文程度，在中學階段亦修讀華文

及報考華文。 

然而卻有少部分的州屬情況不一樣，如玻璃市州唯一的一所國民型中

學，非華裔生學生人數更是高達 50.2%，其中沙巴州的國民型中學非華裔學

生亦佔了 32.6%，彭亨州及登嘉樓州之國民型中學非華裔學生人數分別佔據

了 21.9%及 22.6%。而且，這些州屬的國民型中學非華裔生不一定是來自華

小的畢業生，一些國小畢業生亦被教育局分發往國民型中學就讀，這導致了

這幾個州屬的國民型中學在安排華文課上面對了一些障礙，無法規定所有的

學生必修及必考華文。 

表 二-8  2010 年國民型中學學生人數和種族結構的概況 

州屬 國民型中

學數量 

華裔人數 非華裔人數 
總人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玻璃市 1 所 736 49.8% 742 50.2% 1,478 

吉打 4 所 7,856 93.8% 520 6.2% 8,376 

檳城 10 所 22,513 98.5% 353 1.5% 22,866 

霹靂 17 所 26,437 95.4% 1,261 5.6% 27,698 

雪蘭莪 5 所 12,775 95.5% 601 4.5% 13,376 

聯邦直轄

區 

2 所 3,304 93.4% 233 6.6% 3,537 

森美蘭 3 所 4,388 95.9% 186 4.1% 4,574 

馬六甲 5 所 5,154 89.7% 593 10.3% 5,747 

柔佛 3 所 3,583 87.1% 533 12.9% 4,116 

彭亨 7 所 6,615 78.1% 1,856 21.9% 8,471 

登嘉樓 1 所 1,049 77.4% 307 22.6% 1,356 

吉蘭丹 2 所 2,921 91.4% 274 8.6% 3,195 

砂拉越 10 所 9,436 86.1% 1,528 13.9% 10,964 

沙巴 8 所 7,203 67.4% 3,485 32.6% 1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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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所 113,970 90.1% 12,472 9.9% 126,442 

資料來源：整理自，馬來西亞華文教師會總會（教總）調查研究及資訊組整理自教育部統計數

據、教總和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 2010 年國民型中學華文班概況調查及星洲日報

（2010）。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檳城州所有國民型中學的華裔生人數皆超過了

90%，此一數目亦凸顯了檳城州華社對於國民型中學的推崇及需求。雖然教

學媒介語上是使用馬來文或英文，但檳城州的十所國民型中學依然保有一定

的華校特質及嚴謹的紀律，其中四所更被教育部列為「控制型」中學，具有

獨立招生的自主權，是檳城州華小畢業生的升學第一志願。因此增建國民型

中學的呼聲在檳城源源不絕，更是每屆選舉中議員候選人對於檳城選民的承

諾，雖然每次選舉後承諾都落空，但，每次選舉季依然將增建國民型中學列

為競選宣言。 

三、 馬來西亞中學華文綜合課程 

馬來西亞教育部課程發展局華文組於 2001 年初公佈一份全新的《中

學華文綜合課程大綱》，大綱強調語文以及聽、說、讀、寫的技能掌握，

並於 2003 年正式分階段實施，學生因此採用新的教科書、新的教材（黃雪

玲，2003）。在擬訂課程大綱後，預期學習成果及層次、教學重點、活動

建議等，會在各年級的課程說明加以闡述，教育部課本局則負責部署教科

書的編寫、審查與印刷。各年級的教科書出版商則根據課程大綱以及各年

級的華文課程說明編寫而成。因此教科書裡的一切內容，包括課文題材、

文體、習題、文章水準等，均以課程大綱和課程說明為依歸（黃雪玲，

2003）。 

《大綱》的導言開宗明義交代了這個課程所欲達致的目標和所持的立

場，如下： 

課程教學內容反映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以擴大學生的視野，同時也配合我國客

觀環境的情況，使學生在順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之際，又能保有本身的文化

和價值觀。進行教學時，應注重開發學生的智力，提高學生的思想素質和心

理素質。因此，本課程也著重加強思維和情商管理的訓練，提升學生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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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培養學生高尚的愛國情操和團結友愛的精神。 

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個別潛能和差異、學校的設備與環境的需求，適當地選用

教材和設計教學活動。語文教材需跟著時代的步伐，作出適當的調整。思維

技巧學習技能、資訊工藝技能和未來研究技能須在教材中加以配合，為學生

將來踏入社會，建設國家做好準備。語文在人際關係、資訊處理和美學鑑賞

方面所發揮的功能，可通過聽、說、讀、寫的訓練來掌握；而智力開發、品

德陶冶、資訊工藝和其他實用技能的掌握，則通過適當的教材和教學活動來

達致（馬來西亞教育部，2000，頁 1-2）。 

大綱強調語文以及聽、說、讀、寫的技能掌握。這是為了學生踏入社

會前的準備。另一方面，即希望學生能順應全球化趨勢，又能保留本身的

文化價值，但是團結以及培養愛國的情操仍是不可或缺的成份。 大綱也涵

蓋總目標、教學目標及教學內容。中學華文課程的總目標是：《大綱》裏

涵蓋了總目標、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總目標指出學生在修讀完中學華文

課程後所應達到的指標為： 

使學生能夠用華語來思考、學習、社交和欣賞各種文藝作品並能準確地應用

規範的華文來進行創作。同時借著語文的教學促進文化的傳承，提高學生的

思想素質和心理素質（馬來西亞教育部，2000，頁 3）。 

至於教學目標則是對總目標的進一步說明，認為學生在修讀完中學課

程後應能： 

一、 參與社交活動，通過口頭和書面的方式，以適當的社交禮儀與他人建立和

維持關係，並能針對各種課題與他人進行討論，發表意見，以解決問題。 

二、 搜集各種口頭、書面和觀察所得的資訊，並加以處理。 

三、 以口頭書面或多元媒體形式提供資訊。 

四、 賞析古典與現代的文學作品。 

五、 進行各類文藝創作與改編。 

六、 提升道德觀念和培養國民意識（馬來西亞教育部，2000，頁 3）。 

教學內容方面則涵蓋語文應用、語文知識與教學範圍： 

一、 語文應用 

語文應用涵蓋人際關係、信息和美學等三個領域。課程大綱的預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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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語文應用的要求為基礎，因此語文應用的三個領域是以預期學習成果

方式列出。 

語文在人際關係方面的功能，主要在於與他人建立和維持良好關係，藉以共

同解決問題。語文教學培養學生在社會活動中的交際能力，使學生能通過口

頭和書面的方式，以適當的社交禮儀與他人交往。 

新紀元是資訊工藝迅速發展的時代，信息傳送的速度與流量都大大提高，因

此，信息的處理在工作和學習上有較高的實用價值。語文教學應注重培養學

生應用各種媒體來搜集、整理、分析和提供信息的能力，為學生日後的工作

和學習打好基礎。 

審美教育的目標是使學生樹立正確的審美觀念，培養高尚的審美情趣，使學

生的心智得以健康發展。語文教學應通過文藝作品的欣賞培養學生感受美和

鑑賞美的能力，並讓學生通過創作的實踐把美表現出來（馬來西亞教育

部，2000，頁 7-12）。 

二、 語文基礎知識  

語文知識主要分為漢語知識、詞彙和名句精華。  

A. 漢語知識  

漢語知識涵蓋語音；漢字的簡介；語法如詞類、短語、句子成份、句子類

型；修辭；標點符號。 

B. 詞彙  

中學詞彙的學習與掌握是小學階段的延續。在小學階段，學生已掌握了約

2700個單字。在中學階段，學生可以通過閱讀各類讀物以豐富詞彙，為終身

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詞彙教學包括語素和詞的基本概念、詞義、熟語等專

案。  

C. 名句精華  

名句的教學是中學華文課程的一部分。在教學時教師應簡單扼要地介紹作

者，並說明其出處和意義。通過名句的學習，學生能加強對文學方面的認識

（馬來西亞教育部，2000，頁13-14）。  

三、 教材範圍  

語文教材的選用，必須為學生掌握聽、說、讀、寫的語文技能，達到語文應

用在人際關係、資訊和美學領域的學習目標而服務。所選用的材料頇具有較

 



 

 29 

高的實用價值和藝術價值；教材內容應生活化且具有知識性、教育性和趣味

性；教材的語言文字必須合乎規範(馬來西亞教育部，2000，頁 14)。 

《大綱》在實用技能方面特別強調語文教學須顧及當今社會日新月異

的發展趨勢，因此，語文教材必頇在培養學生掌握具有實用價值的技能方

面作出適當的配合，為學生日後踏足社會作好準備: 

A. 思維技能 

思維教學的目標是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以提升學生的認知

和感知能力，使學生在生活中能提出有創意的看法，完成有創意的作品，並

有能力作出決策和解決問題。語文教材應在訓練學生的思維方面作出適當的

配合。  

B. 資訊工藝技能 

在這個資訊時代，學生應能應用資訊工藝技能來通訊、獲取資料和完成任

務。教學時，教師應引導學生充分地應用資訊工藝技能和多元化的教材來加

強語文的學習。  

C. 學習技能 

掌握了學習技能，學生能夠自己規劃和管理自己的學習，並能在這充滿變數

的時代隨時更新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語文是學習的基本條件，語文教材應在

指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方面作出適當的配合。  

D. 未來研究技能 

成功的生活在於如何正確地預測和規劃未來。未來研究技能是整理思緒，規

劃生活的一種方式。它能幫助我們作出正確的決定和採取適當的行動以面對

未來的挑戰。在教學時，教師應善用教材中的課題，引導學生預測和規劃未

來。  

E. 多元智能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智能與潛質。人如果根據自己智慧與潛質找出最適合自己

的方式來學習，就能學習得較有效率。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應顧及學生

的智慧，設計多樣化的活動(馬來西亞教育部，2000，頁15-16)。  

出版商根據課程大綱及各年級的華文課程說明編寫而成教科書。雖然

上課的節數不一，但是課程大綱和教科書卻是全馬統一。何凱琳（2012）針對

預備班到中五華文教科書的課文以及語文知識所進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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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文文體： 

除了預備班的華文教科書只有20篇課文外，其餘各年級皆有25篇。語

文體涵蓋記敘文、抒情文、新詩等，古文則包括唐詩、宋詞、文言文。課

文的選材融合了古今佳作，亦包含馬華文學。按比例來看，各年級的古文

占了課文總數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教科書內的古文，除了附加註

釋以方便學生理解外，也特別增加文言文虛詞、副詞、古今義、通假字、

本義、引申義的解說。 

二、 語法： 

涵蓋漢字的簡介如六書、詞類、句子成份、句子類型等。 

三、 詞彙 

有關詞彙數量方面，課程說明闡述學生在小學階段已掌握了2700個單

字，學生在中學階段，可以通過閱讀各類讀物以豐富詞彙，為終身學習打

下良好的基礎。在語彙教學上，語素如單音節語素、雙音節語素、多音節

語素、單純詞、合成詞是預備班的必學課程。而詞義，涵蓋褒義詞、貶義

詞和中性詞是預備班到中五都必頇學習的內容。在眾多熟語中，預備班傴

學習成語；中一則增加了諺語和格言；中二到中四額外學習歇後語；中五

則不需特別學習任何成語。 

四、 名句精華 

名句精華是指從各古文、古詩佳作中選取的名句，具有警世的嘉言錄

意味。除了預備班只限30句外，其他的年級都是40句。中學階段一共學習

230句名句精華。 

謝陽聲（2008）指出，中學華文課程大綱偏重語文技能與語文知識的

掌握，而教科書也必頇按照具有法規地位的大綱來編纂。由於課程大綱並

無提出課程的考核與評估方式，但課程與教科書的編定與政府考試的試卷

出題，分別隸屬課程發展局以及考試局所管，因此引來考題超出華文課文

範圍的指責。而且，考卷也被指過於偏重名句精華的作者與出處，反而忽

略了名句的涵義與應用。 

依據大馬教育部考試局規定的 SPM 華文科考試分為三份試卷，試卷

一（100%）細分為應用文（30%）及命題作文（70%）；試卷二（100%）

則為現代文閱讀（65%）、古代詩文（25%）及名句精華（10%）；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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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30%），學生需於中四至中五之間參與四次的口語評審。 

四、 國中及國民型中學華文班之現況及問題 

1. 華文課綱一致節數不一 

國民型中學與國民中學除了數理科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授課之外，其

他科目均以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且使用同一課程綱要。而在教育部規

定的國中課程裡，中 1 至中五的華文科僅屬於選修科目，而國民型中學則因

其華校改制背景，在董事部的堅持下將華文科列為必修及必考科目。所以造

成在國民教育體系下的華文科雖全國統一課綱，但每所學校華文科節數大不

同的困境。傳統上，國民型中學每週至少有 5 節華文課編排在正課內。大馬

教育部亦曾於 1989 年 6 月 8 日和 2000 年 11 月 16 日發出書面指示，表示

國民型中學可以延續一直以來的做法，從預備班至中五班各編排每週 5 節

（200 分鐘）華文課（表二-9）。 

 

表 二-9 國民型中學與國中華文節數的差異 

 預備班 中一－中三 中四－中五 

國中 200（5 節） 200（5 節） 200（5 節） 

國民型中學 160（4 節） 120（3 節） 120（3 節） 

資料來源：教育部 

然而根據教總及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的調查顯示，實際上各國民型

中學編排的華文課節數亦有所不同。其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州教育局依每週 3

節的華文課來計算國民型中學及國中所需要的華文師資人數，這讓編排每週

5 節華文課的國民型中學面對師資不足的問題（董總，2010）。 

教總及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針對全馬 69所國民型中學的概況調查顯

示（表二-10），超過半數的國民型中學從預備班到中三的華文節數以每週

五節為主。69 所國民型中學當中，有 16 所學校的預備班及 24 所學校的中

一到中三華文節數低於五節。至於中四到中五階段，雖然大部份的國民型學

校的華文節數還是介於五至七節之間，但未達半數，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四開

始實行分流制度。有 8 所國民型中學在理科班和文科班的華文節數編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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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即理科班的節數是三到四節，而文科班則是每週五節。檳城州 10 所國

民型中學的華文節數均是介於六至七節（教總、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

2010）。 

表 二-10 國民型中學各年級每週華文節數編排 

每週華文節數 
國民型中學數目 

預備班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五 

6-7 9 10 10 

5 36 35* 28 

3-4 16 24 22 

其他情況 8 - 8 

總數 69 69 68* 

資料來源：教總、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 2010 國民型中學華文班概況》。 

注：35*：即其中 1 所國民型中學在中一和中二編排五節，中三則是四節。 

    68*：數目不包括霹靂州丹戎馬林公教中學，該校沒有中五班。 

玻璃市州唯一的一所國民型中學於 2010 年被教育局鑑定為國民中學

後，即將的華文節數從原有的每週 5 節改為 3 節（《光明日報》，2010 年 1

月 5 日）。檳城州的國民型中學之華校特徵保留得最為完整，華語節數一般

上維持在 5 節或以上，其中檳城鍾靈國民型中學、北海鍾靈國民型中學及檳

華國民型中學還保留有每週 7 節華文課。檳城州亦因華裔人口較為集中所

以一般上華文師資相較於其他州屬而言亦較為充足。 

2. 納入選修，沒有固定上課地點 

國中華文班之學生亦具有小學六年的華文基礎，屬於選修課，每週僅

有三節的華文課，而上課模式又分為兩種形式進行，一是被納入正課，一

是排在課外（張寶雲，2009）。國中華文班通常都是合班制，即在同一年

級中，學生是由不同班級匯合而成，人數眾多，素質不一，加上華文班是

屬於流動性班，學生須從各自的班出來另尋空教室上課，華文教師猶如母

雞帶一大群小雞四處奔走，或到實驗室、或到美術室、或到電腦室、或到

圖書館等，總之，無專用教室，要暫時借用其他處所授課（張寶雲，

2009）。 

3. 合格師資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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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國民教育體系中小學的師資均由中央政府負責培訓，從 2007

年開始中學華文師資的培訓則由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負責，但所培訓出來的華文師資人數無法填補國民

教育體系中學華文師資的空缺。由於華文師資不足，國中合格的華文教師

需要承擔多個華文班的教學，有的甚至需要負責中一至中五的華文課，平

均一級兩班，加起來既有十班，共計三十節，對於語文科教師而言此一負

擔太重。 

此外，有些國中根本沒有合格的華文教師，不是開不成班，就是遲至

三四月聘請到教師後才開班授課，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進度。華文班的

導師是聘請外校教師擔任，有的是來自其他中小學，也有的是來自退休教

師。由於華文班教師不是原校教師，學生上課會不遵守紀律，同時會出現

華文班教師和華文科主任之間協調和配合的問題，以致影響學生應對考試

的能力（張寶雲，2009）。 

國民型中學華裔師資之比率大於非華裔師資，這些諳華語（SPM 華文

科及格）的華裔師資因此成為華文師資不足的後備，大大舒緩了師資短缺

的問題，但，問題是缺乏本科專業的華文教師僅能以本身既有的華文水準

一面教學一面自修來教導學生，其教學成效的確有待觀察（何凱琳，

2012）。 

4. 考獲 A+的比例偏低 

國中華文班在中一至中三（初中）的學生修讀率會較中四至中五（高

中）來得高。周錦聰（2007）表示，95%的華裔生會報考初中評估考試

（PMR）的華文科，但高中階段，因為修讀的科目較多，華文科通常無法

編排入正課，導致許多學生選擇放棄報考華文。又有一些父母認為華文很

難考獲 A+，擔心影響孩子考獲 A+的總數（Chan，2003）。他們擔心在其

他科目考獲特優而獨缺華文科的情況下，孩子會失去獲得國家公共服務局

獎學金的機會，因而不鼓勵甚至要求孩子孩子在高中階段修讀及報考華文

科，但。國家公共服務局獎學金的得主及考獲全 A+的考生比率並不高，

所以此一現象一般只影響了成績頂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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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二-11 所示，相較於 SPM 考試其他語文科目，雖然 SPM 華文科

的及格率偏高（2009 年為 91.9%，2010 年達 93.0%），但學生考獲華文科

特優的機率非常低，在 2010 年及 2009 年的 SPM 考試中，考獲華文 A+的

學生分別僅有 0.3％和 0.2％，遠低於馬來文的 8.6％和 9.0％，甚至是英文

分別 3.7％和 3.0％，以及淡米爾文 3.2％和 2.9％。 

表 二-11 2009 年及 2010 年 SPM 馬來文、英文科、華文科及淡米爾文考生人數

及成績比較分析 

 年份 馬來文 英文 華文 淡米爾文 

考生人數 
2010 404,135 403,230 54,947 7,902 

2009 400,774 400,397 54,609 7,657 

成

績 

A+ 
2010 8.6% 3.7% 0.3% 3.2% 

2009 9.0% 3.0% 0.2% 2.9% 

A 
2010 8.8% 5.7% 2.8% 4.4% 

2009 9.0% 6.3% 2.4% 4.0% 

A- 
2010 13.4% 5.3% 10.1% 14.3% 

2009 13.3% 4.8% 8.8% 12.7% 

及格率 
2010 91.2% 77.7% 93.0% 92.7% 

2009 90.8% 75.6% 91.9% 92.3% 

資料來源：整理自《光明日報 2010 年國民型中學華文班概況：SPM 華文及格率逾 70%》、《光

明日報 出題屬國際水平批改苛刻‧國中生 SPM 拒考華文‧揭考局華文組黑手光明日報》、

《星洲日報 SPM 放榜－9239 人 SPM 全科特優－全 A+363 人增 49 人》及教總和國民型中學校長

理事會《2010 年國民型中學華文班調查》。 

相較於國中，由於國民型中學都非常重視華文科，且大部分學校都把

華文科納入正課來學習。並把華文課列為必修必考之科目，這使得國民型

中學華文科的教學及成績都較為理想，但在 SPM 考試中考獲華文特優的人

數依然呈現不合理的偏低。一些華文教師也感到不解，根據他們對學生的

瞭解，很多應該可以考獲 A 等，但成績公佈後卻讓大家大跌眼鏡（教總、

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2010）。這是長久以來大馬華社所關切的問題，

但一直都無法獲得圓滿的答案。華文科難考 A+的問題不在於批卷老師的

特別嚴格要求，關鍵在於每個科目的切分點，而這個切分點被考試局官員

列為高度機密，批改老師亦毫不知情，因此，要達到多少分才能拿到

A+，只有考試局官員說了算（《星洲日報》，2010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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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中生學習華文環境不盡理想，每週只有區區的三節約兩小時的華

文課，再加上部份學校面對師資不足的問題，所以SPM的華文成績更是不

如國民型中學。如表二-12所示，國民型中學在SPM考試的華文科及格率均

在70%以上，其中有9所國民型中學在SPM的華文科及格率甚至達致

100%。國民型中學報考華文科的考生都是華小畢業生，中學階段也在課程

配置的時間內學習華文，但考獲A+的比例卻格外偏低。 

    表 二-12  2009 年國民型中學 SPM 華文科及格率概括 

及格率 國民型中學數量 

100% 9 

90-100% 32 

80-89% 25 

70-79% 2 

< 70% 0 

總數 68* 

資料來源：教總和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2010 年國民型中學華文班調查》 

註：全馬共有 78 所國民型中學，在 2010 年調查報告回收的問卷為 69 份。而 68 所不包括霹靂丹

絨馬林公教中學，因為該校沒有中五班，因此沒有 SPM 考生。 

綜上所述，在大馬國民教育體系的課程設計上華文科僅屬於選修課，

華文科之教學在國民型中學及國民中學均面對師資不足之問題。而國民中

學因師生來源較為多元化，校園文化亦較為偏向馬來化，且華文課多為合

班制及安排在課外學習，所以學生在學校學習及使用華文的機會相對的減

少許多，在種種不利於學生學習華文的情況之下，國中之華文成績亦呈較

國民型中學來得低。國民型中學雖在課程上亦偏向於馬來文教學，但學校

的行政人員均諳華文，而且校園文化較為偏向中華文化，所以雖然華文課

上課節數不一，但華文課均多安排在正課，所以學生在校學習及使用華文

的機會相對的較國中來得高。在這偏向於績效的社會，成績是家長及學生

的主要考量，所以政考之成績亦左右了學生的學習及報考華文科之意願。 

第四節  大馬資訊教育概況及推動電腦教學成敗

之關鍵因素 

當今社會科技及網際網路發展迅速，掌握科技技能即是掌握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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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了培養國民具備資訊知

識與應用能力，各國無不推出相關的資訊教育計劃。大馬雖為發展中國

家，但早於 70 年代大馬教育部就已經意識到科技的重要性，並於 1972 年

成立了教育資訊部門，透過此一部門開始推動大馬資訊教育（Asirvatham, 

Kaur & Abas, 2005）。 

一、 多媒體超級走廊計劃—成立精明學校 

80 年代開始大馬教育部在市區的學校落實了資訊教育計劃，同時學

校行政方面也開始全面電腦化（莫順生，2000）。為了達致 2020 年躋身先

進國的宏遠，1996 年大馬前任首相馬哈迪醫生提出了「多媒體超級走廊」

計劃（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簡稱 MSC），1997 年 1 月大馬教育部

發布了《馬來西亞的精明學校：一個巨大的飛躍》 ( Smart Schools in 

Malaysia: A Quantum Leap)，並成立精明學校組 ( Smart School Project 

Team ) 起草精明學校概念圖（The Malaysian Smart School : A Conceptual 

Blueprint ）及精明學校實施計劃（Malaysian Smart School Implementation 

Plan）。 

精明學校計劃是一項為資訊時代的學生而準備的整體性教育改革計

劃，此目標是希望透過資訊融入教學打破以教師為中心及背記的傳統教學

模式，轉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進而激發學生的創意思考及批判

能力（Hussain, Hasan, and Sahid, 2001）。當網路科技融入教學時，會產生

一個新的學習環境，主要特色為網路環境可以提供學生一個真實情境的內

容刺激，鼓勵學生在真正的學習活動中進行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

除了學習如何去學之外，和同儕的互動時可進行合作學習，還可利用別人

的知識體系來建構自己的新知識（Guzdial & Weingarten, 1998）。 

依精明學校計劃，首階段（1999 年）有 90 所學校被鑑定為精明學校

楷模，這 90 所學校包括了新興建的 10 所中小學，全馬各地 80 所精明學校

均屬國民小學（簡稱國小）、國民中學（簡稱國中）、全寄宿學校及宗教

學校，並規劃至 2010 年逐步提升全馬的中小學為 MSS（莫順生，

2000）。為了促使此一計劃得以有效的進行，大馬教育部特授權多媒體發

展公司（Multi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來計劃及監控精明學校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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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實施，如開發教學網站及網路管理系統。Chan(2002）、Balkisnah 

Shaharuddin 和 Norhasni Z. Abiddin(2009)指出，在此一計劃下，教育部將

全面提升學校的電腦及網路設備，並開拓精明學校電腦管理系統，馬來

文、英文、數學及科學四項科目將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走向資訊融入教學

及網路教學，教育部為學校提供了這四個科目的現成多媒體補助教學教

具，讓老師可以在課堂上使用。 

大馬教育部所推行之精明學校分為三個類型，A 型、B+型及 B 型：A

型：教室模式。學校至少擁有兩個電腦室，每個課室和科學實驗室都備有電

腦。B+型：平均每十五個教師和科學實驗室有四台電腦，學生做課外作業或

想上網的時候隨時都可以通過輪換的形式使用電腦。B 型：只有一個電腦室

供學生瀏覽資訊、應用軟體及製作課件（Ng L.Y，Kamariah，Samsilah，Wong 

S.L and Petri，2005）。在第九大馬發展計劃下，政府將加速推行 1 萬所學

校轉型為精明學校的計劃( Rangcangan Malaysia ke-9, 2006 )。 

二、 推動科技教學計劃成敗之關鍵因素 

無可否認網路教學呈現一種多元又活潑的教學方式。網路教學是一種

以超媒體為主的教學方案規劃，利用網路的特性，創造出有意義的學習環

境，培養個體自動學習及支持其持續的學習活動（Khan，1998）。同時也

是一種師生雙向溝通的教學方式（彭森明，1995）。更為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簡稱 CALL）帶來了新動力，但

貿然地實施電腦網路教學不見得能夠帶來一定的成效，何榮桂，顏永進

(2001)曾提出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前，因各種情況的差異，應

須考慮下列 5W（why, who, when, where, what）： 

一、 Why：為何要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於所要進行的課程之性質、

單元內容，是否真有其必要性？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理解程度是否會因為資訊

科技的融入而提高？ 

二、 Who：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實施者與對象為何？教師本身已具備何

種資訊素養？學生具備何種資訊技能才能接受教師的融入教學？ 

三、 When：何時進行融入教學最有效？ 

四、 Where：實施地點為何？是電腦教室或配有「教師電腦」的一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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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或特別教室？電腦與學生人數的比例為何？有無廣播系統或單槍投影機

等輔助設備？ 

五、 What：哪一類型的資訊科技可融入教學之中？ 

承上所述，在實施華文科電腦教學之前，務必要做好這方面的調查，才能

達到一定的教學效果。 

另有研究者集焦在於教導與學習上的需求，其觀察到資訊時代對於教

育產生的變革，因而提出了科技領導者（校長、學校的行政人員及教師）

應有的作為。成敗在於領導者是否善用科技達成組織目標。蔡佳芸

（2010）指出，語言教師除了本身具備的學科領域知識和教學知識之外，

也必須透過資訊學習的優勢，讓學習者在資訊的教材與教學中更能觸類旁

達。所以臺灣在華語師資培訓這方面，皆重視華語文數位教學相關能力的

提升。 

精明學校的教學強調多元智慧的教學方法與策略，教師的角色由傳統

的提供者轉換成協調者（Facilitator）。教師的角色扮演是教育計劃實施之

成敗的關鍵點之一，所以精明學校的實施對於教師的資訊素養、課程組織

能力、責任感及性格的要求甚高。在一項針對大馬檳城州國民中學教師使

用科技融入教學教師之影響因素的研究中顯示，教師的資訊素養、革新的

特質、教師的個人特質及學校行政組織的態度對於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之意願影響至深。(Abdul Wahal, Kanaliah 和 Hsina2006） 

三、 精明學校師資養成計劃 

教學設計的模式須需求分析是教學設計模式最基本的步驟，徐新逸

（2003）指出，建立正確的觀念、校長的領導、建立學校資訊科技委員會

或資訊小組、訂定學校資訊融入教學計劃書、行政配套措施、尋求外部資

源、系統化的專業發展、建立教師資訊融入教學模式、推廣成功的經驗、

資源的公平分配、完善的管理制度與即時的技術支援、實施評鑑等十二項

要項，都會影響其導入是否成功。其中要以校長的領導為資訊融入教學成

敗的最重要關鍵，因為唯有校長的支持、投入與協助，才有可能成功。 

只有教師充分了解精明學校的特徵、管理模式與及教學所需要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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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才能夠身體力行地影響學生、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徐雲彪，

2006）。大馬教育部在精明學校師資養成部分之預算為馬幣 7.82 億，可見

此為國家走向資訊教育之重點計劃。大馬教育部於 1998-2000 年特為遴選

為精明學校的教師提供了為期 14 週的在職培訓，計劃至 2010 年全馬有

200,000 名教師曾經參與培訓精明學校之課程，此一培訓計劃主要是讓教師

能理解精明學校的概念、特點及管理方式，培養教師的評估、批判性和創

造性思維、資訊技術及學習技巧等能力 (Balkisnah Shaharuddin and 

Norhasni Z. Abiddin，2009)。 

表二-13  2007-2010 年 QQSQ 評估結果及學校數目 

年份 
學校 

數目 

SSQS 評估結果 達致資訊科技高精明化學

校之數目（3 星或以上） 5 星 4 星 3 星 2 星 1 星 

2007 2 047 27 216 1 539 265 0 1 782 (87.1%) 

2008 3 925 83 669 2 723 391 59 3 475 (88.5%) 

2009 8 454 96 2 412 5 067 662 217 7 575 (89.6%) 

2010 8 955 271 3 440 4 436 621 187 8 147 (91.0%) 

資料整理自：大馬教育部資訊教育局（2010） 

為了達成教育部推動資訊教育之目標，提升學校使用資訊科技、促進校

內之資訊融入教學及提升師生之資訊素養，教育部更於 2007 年開始提出了

SSQS（Smart School Qualification Standards）評估標準，此一評估著重於應

用（學校行政及教師資訊融入教學）、人力成本、教育部所提供的軟體的使

用及硬體設備。表二-13 顯示至 2010 年大馬有 89.6%的學校達致資訊教學高

精明化學校（馬來文：Sekolah Bestari）之標準，且有 271 所學校達致 5 星

級的標準。從 2007 年開始實施此一評估系統後，達致資訊科技高效能學校

（3 星或以上）的數目雖逐年增加。 

四、 推行科技教學的挑戰 

雖政府為了推動資訊教育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依舊無法達成第九大馬

計劃中將全馬 1 萬所中小學轉變成精明學校的預估計算，其中一個原因是

大馬一些較為偏遠的學校連最基本的水電供應亦未獲得解決。依據 Cheah 

C.K、Linda Liang、Salmiah Said 和 Siti Hajar Man（2010），在一項針對大

馬霹靂州 Grik 一所原住民學校在資訊融入教學的研究中顯示，雖然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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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設立了電腦室及提供了 LCD 設備，然校方在推動資訊融入教學面對

最大的問題乃是電源問題，校方僅在晚間始獲得配電而白天校方必須要靠發

電機發電，卻經常面對無油發電之窘境，而且無油發電之問題經常持續一個

月或更久。除了電源問題之外，教師亦面對缺乏資訊融入教學之教具問題，

教師多依靠隨書附送之教學光碟進行資訊融入教學，若此一科目無提供教學

光碟一般上資訊融入教學並未進行。 

2012 年大馬教育部委託楊忠禮通訊（YTL Communications）推行

1BestariNet 教育計劃，此一耗資馬幣 40 億 7 千 700 萬令吉（等同台幣）的

計劃為期 15 年，為全馬 1 萬所學校提供寬頻設備（Yes 4G Internet）和 Frog

虛擬學習平台（Frog VLE）。（《星洲日報》，2015 年 3 月 17 日）4。此一

計劃僅在西馬推行，因東馬一些內陸地區連電話通訊都成問題，更何況是互

聯網。（《中國報》，2012 年 4 月 8 日） 

馬來西亞國會公共賬目委員會（PAC）主席拿督諾加茲蘭促請教育部

終止 1BestariNet 第二階段的計劃，因為第一階段的計劃已宣告失敗。

（《星洲日報》，2015 年 3 月 17 日）。2013 年馬來西亞總稽查司第 3 系

列報告指出，「一個精明網」第一階段的總費用為馬幣 6 億 6509 萬令吉其

中包含了，Frog 虛擬學習平台（Frog VLE）的花費為馬幣 5 億 1331 萬令

吉，這費用不包括承包商為系統注入教材內容。再加上馬幣 209 萬令吉作

為 15 個教育技術單位遷移內網（LAN）費用。但全國學校在 Frog 虛擬學

習平台（Frog VLE）的使用率非常低，學生就 VLE 的使用率為 0.17 至

0.63%，老師為 0.57 至 4.69%，家長是 0.01 至 0.03%。（《南洋商報》，

2014 年 11 月 11 日） 

總稽查司第 3 系列報告指出導致此一精明教育計劃的原因是：

（一）、教育部在實施此一計劃不只是沒有獲得大馬行政現代化及管理策

劃單位（MAMPU）旗下的資訊和通信技術技術委員會批准，也沒有執行

「價值管理」及沒有設立「計畫指導委員會」及「計畫技術委員會」。

                                                 

4 Frog 虛擬學習平台（Frog VLE）集合虛擬與傳統學習的教育觀念。教師可以通過此一平台分配

課業、測驗和批改，而學生可以提交作業並通過 VLE 查看分數。家長亦可通過此一平台獲取學校

資訊，行政人員則可通過此一平台安排校曆及通過互聯網傳達學校通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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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推行此一計劃之時沒有研究學校網路需求。（三）、寬頻網絡訊

號不良，導致老師或家長們未能善用該系統。（四）沒有過濾網路內容，

也導致學生可隨意流覽社交媒體，容易接觸不健康圖片及讓網速變慢。

（《南洋商報》，2014 年 11 月 11 日）大馬教育部表示，學習網使用率不

高是因為 VLE 僅用于輔助教師教學和進行其他相關活動，若加強宣傳使用

該系統的重要性，其使用率在未來將得到改善。（《中國報》，2014 年 11

月 10 日） 

  綜上所述，到目前為止，大馬還是面對網路速度的問題，所以很多精

明學校還是無法全面發揮作用，且在填鴨式教育下成長的教師觀念、態度

及思想必須要調整才能夠真正的提升資訊融入教學的素質（徐雲彪，

2006）。大馬教育局在推動資訊教育計劃上涉及了由上到下的各個階層，

然而在耗資巨款下，卻面對最現實的基礎設備問題，城鄉的資訊落差更為

明顯，所以在第九大馬發展計劃之下要讓全馬 1 萬所學校達致精明化之目

標無法達成。 

五、 華校自立求生投入資訊教學 

在精明化學校的國家教育發展計劃之下，國民型華文小學（簡稱華

小）及國民型中學均被排除在教育部的第一和第二階段 MSS 計劃之外，因

惟恐華小及國民型中學之發展落後於國家政策之外，故此，馬華公會透過

旗下的華仁基金會進行了「精明化華小」計劃，在此一計劃下全馬有 114

所華小獲得提升電腦設備並架構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網（莫順生，2000；

Chan,2002；徐雲彪，2006）。為了讓華小生能夠掌握一定的資訊教育，以

免落於國家資訊教育政策之後，馬來西亞華小只有將電腦資訊工藝課程外

包私人公司並向學生收取上電腦班之費用，此一課題引起了相當大的爭

論，華教組織及家協組織亦針對此一課題向馬來西亞教育部提出公平對待

各源流學校的訴求。（《星洲日報》，2010） 

至於國民型中學，則在華仁基金會撥款下亦開發了一套全新的行政管

理系統供全國 78 所國民型中學使用，通過這個系統，考試分數、圖書館資

料、學生記錄如紀律、課外活動分數、出席率等資料，皆通過電腦處理，

師生都是使用 e 卡打卡簽到。彭運明指出，最初有 60 間學校採用這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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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但後來只有三十多間繼續使用，能不能有效地在學校推行這項行政系

統，校長扮演著重要角色。（《星洲日報》，2010 年 11 月 19 日）。雖然

大馬政府投入大筆資金在於科技融入教學上，但國民型中學及華文小學確

需要自行籌備資金購買多媒體設備（《星洲日報》，2015 年 3 月 13

日）。 

綜上所述，華校雖在初階段被排擠在此一國家教育發展計劃之外，然

而大馬華社對於教育上的重視往往讓執政單位刮目相看，在民間捐款及政

黨捐款之下亦走向了資訊化。在國家及校方的鼎力支持下擁有了先進的硬

體設備，教師是資訊教育成敗的主要關鍵點，教師對於資訊科技的觀念、

態度及思想左右了資訊融入教育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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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法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根

據王文科、王智宏（2004），「內容分析法」亦稱為「文獻分析法」及

「資訊分析法」，是以客觀的態度，對文件及資訊內容進行分析，以推論

文獻背景及意義，也就是透過文獻獲得想要的資料。本研究將透過「內容

分析法」針對前人研究、大馬華教史進行討論及分析。相關資料蒐集方

面，主要為馬來西亞教育部統計資料、董總、教總、大馬主要華文媒體、

大馬理科大學圖書館、馬來亞大學圖書館、台灣國家圖書館、台師大圖書

館、中國碩博士論文網站、馬來西亞華教研究之相關機構及各相關網站。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馬國中華文教學現況及實施數位教學之可行性及需

求，為了達成研究目的，研究者依據前述對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後之結

果，針對馬來西亞國中、國民型中學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之華文教師

及學生進行訪談及問卷調查。蒐集相關資料後進行分析，再歸納出未來大

馬國中及國民型中學在華文科教學網路教學之可行性，並進一步推論未來

大馬國中與國民型中學在華文科教學上是否可皆由網路合作學習的方式拉

近國中及國民型中學在華文科上的教學落差。 

在探討大馬國中華文教學現況及實施電腦教學之可行性及需求上本研

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並根據研究目的、內容與文獻探討設計研究架構。在探

討大馬國中華文教學現況及問題上採用學校類型（國中、國民型、國民型（控

制型））為變項。在探討大馬國中實施網路教學之可行性及需求上本研究以

教師背景及學生背景為自變項。 

教師背景的變項包括：學校類型、學歷、華文教學之班級數量、學校推

行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教師之資訊素養。學生背景變的項包括：學校類型、

華文科上課節數、學校推行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學生的資訊素養。教師及

學生之資訊素養程度、學校推行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乃是指填答者在研究者

自編之針對大馬國中華文科網路教學之可行性調查問卷上所測得的分數。研

究架構如圖三-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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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研究架構圖 

 

確定主題：馬來西亞國中華文科網路教學可行性調查研究—以檳

城州國中及國民型中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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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過程 

本研究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來對

於研究主題進行研究。本研究之實施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準備階段、編

製問卷階段、實施階段及完成階段。 

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確定研究主題為――馬來西亞國中華文科網路

教學可行性調查研究 ——以檳城州國中及國民型中學為例；透過相關文獻

搜尋所需之研究資料，例如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馬來西亞資訊教育、馬來

西亞精明學校計劃、科技融入教學、華語文網路教學、網路教學成功之關

鍵因素等資料都是本研究所需加以收集之資料及探討之內容。從而提出了

研究問題。 

第二階段為編製問卷階段：為了解決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根據理論設

計研究架構與編制研究工具。本研究擬定了兩個版本的問卷，一份針對大

馬國民體系下之中學華文教師，另一份針對有修讀華文科的大馬國民體系

之高初中學生。 

第三階段為實施階段：即為執行問卷調查及彙整資料階段。教師及學生

問卷的發放及回收各佔據了約 1 個月的時間。收齊了問卷後研究者用了三

個星期的時間完成所有資料的彙整。再進行資料整理及分析。 

第四階段為完成階段：即為分析結果及進行討論並對研究提出結論及建

議。 

 

   研究對象 

檳城州是馬來西亞十三個州屬之一，其經濟以貿易、工業及服務業為

主。截至 2014 年，檳城州的人口為 164.57 萬，當中華裔人口佔了約

45%。是馬來西亞少數華裔人口較為密集的州屬，所以一般上華文師資相

較於其他州屬而言亦較為充足。檳城州一共擁有 90 所華小，5 所獨中，10

所國民型中學（其中 4 所為控制型中學）。檳城州的國民型中學之華校特

徵保留得最為完整，華語節數一般上維持在 5 節或以上，其中檳城鍾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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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型中學、北海鍾靈國民型中學及檳華國民型中學還保留有每週 7 節華文

課。 

本論文之研究母體為大馬檳城州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中

學生及在教授華文的教師。並依三種較多華小畢業生就讀之國民中學（國

中、國民型、國民型（控制型）中學）分類抽樣，進而鎖定檳城州 2 所國

民型（控制型）中學（檳城鍾靈國民型中學及北海鍾靈國民型中學），這

兩所中學為同一董事部管理，僅錄取成績優異的華小畢業生，校方規定學

生必須在 PT3 及 SPM 考試中報考華文科，每年政考成績放榜，因學生成

績優越而成為媒體的焦點。 

2 所國民型中學（恆毅國民型中學及柑仔園修道院國民型中學），學

生百分之百來自華小，是社區中學，校方亦規定學生必須在 PT3 及 SPM

考試中報考華文科。 

另外兩所國民中學（S.M.K. SIMPANG EMPAT 及 S.M.K BAGAN 

JAYA），這兩所國中為社區中學，學生來自各源流小學，不過當中華小

畢業生佔據了百分之八十左右，校方亦規定所有華小畢業生在中學階段必

須選修華文科並在 PT3 及 SPM 考試中報考華文科。 

此一研究之對象為檳城州教授華文科的老師及這六所學校選修華文科

的高初中學生，針對華文科之教學問題，學校在推廣科技融入教學之意

願、教師及學生之網路素養、對於華文科網路學習的意願及內容需求進行

研究及分析，從中了解華文科網路教學對於此三類型學校之可行性。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經由文獻探討對照、指導教授意見修正。

共編製了兩份問卷，一份針對華文科教師問卷及另一份針對修讀華文科之學

生問卷。 

  針對華文科教師問卷的調查內容主要有五個部份： 

一、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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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資訊環境及推行科技融入教學之意願。 

三、 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 

四、 對於實施華文科網路教學的看法。 

五、 教師的數位能力分析。 

針對修讀華文科學生問卷的調查內容主要有五個部份： 

一、 基本資料。 

二、 學校推行電腦資訊教育的意願分析。 

三、 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 

四、 對於實施華文科網路教學的看法。 

五、 學生的資訊素養調查及使用數位科技融入華語文教學的意願分

析。 

一、 教師問卷內容 

「教師問卷」分為五個部份，既「基本資料」、「學校資訊環境及推

行科技融入教學之意願分析」、「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對於實

施華文科網路教學的看法」及「教師的數位能力及使用數位科技融入華語

文教學的意願分析。」。其中「基本資料」共 10 題（第 1-10 題），包

括：學歷、主修、服務學校類型、教學年資、華文教學年資、負責教授哪

些科目、華文課性質、所教授的華文班級數量、每班華文班級的學生人

數、每週每班華文課節數。 

在「學校推行科技融入教學之意願」（第 11 題）調查的選項上分為

「很強」、「強」、「普通」、「沒」、「排斥」五個等級，若勾選「很

強」則得 1 分，依次遞增，若勾選「排斥」則得 5 分。 

在「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調查方面共 14 題（第 12.1-12.14 題）。

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學生本身因素，第二部份為大環境因素，第三部

份為教師因素。在選項上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五個等級，若勾選「非常同意」則得 1 分，依次遞增，

若勾選「非常不同意」則得 5 分。 

在「對於實施華文科網路教學的看法」調查方面，共 16 題，分為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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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第一部份（第 13.1-12.12）為對於網路教學的看法及使用的意願，前

項在選項上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

不同意」五個等級，若勾選「非常同意」則得 1 分，依次遞增，若勾選「非

常不同意」則得 5 分。而後項則在選項上分為「經常用」、「偶爾用」、「普

通」、「不用」及「排斥」五個等級，若勾選「經常用」則得 1 分，依次遞

增，若勾選「排斥」則得 5 分。第二部份（第 14-17 題）為對於網路教學功

能及內容的需求各一題，每題共有 8 個選項，這部份為複選題，最多選 5 個。 

在「教師的數位能力分析」調查方面，共 7 題（第 18.1-18.7 題），此

一部份之選項為 5 到１，由教師自我評估，選擇 5 表示「精通」、選擇 4

表示「會使用」、選擇 3 表示「一般」、選擇 2 表示「入門」、選擇 1 表

示「完全不會」。 

 

二、 學生問卷內容 

  「學生問卷」分為五個部分，既「基本資料」、「學校資訊環境分析」、

「導致國中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分析」、「對於實施華文科網路教學

之看法」、「學生使用電腦之調查」。其中「基本資料」共 4 題（第 1-4 題），

包含：班級、學校類型、華文科的性質、節數。 

在「學校對於推行電腦資訊教育的意願」方面，本研究在選項上分為很

強、強、普通、沒、排斥五個等級，若勾選「很強」則得 1 分，依次遞增，

若勾選「排斥」則得 5 分。 

在「導致國中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分析」方面，共 11 題（第 5.1-

5.11 題）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學生本身因素，第二部份為大環境因素，

第三部份為教師因素。在選項上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等級，若勾選「非常同意」則得 1 分，依

次遞增，若勾選「非常不同意」則得 5 分。 

在「對於實施華文科網路教學的看法」調查方面，共 8 題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第 6.1-6.8 及 7 題）為對於網路教學的看法及使用的意願，前項

在選項上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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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五個等級，若勾選「非常同意」則得 1 分，依次遞增，若勾選「非常

不同意」則得 5 分。而後項則在選項上分為「經常用」、「偶爾用」、「普

通」、「不用」及「排斥」五個等級，若勾選「經常用」則得 1 分，依次遞

增，若勾選「排斥」則得 5 分。第二部份為（第 8-10 題）對於網路教學功

能及內容的需求各一題，每題共有 8 個選項，這部份為複選題，最多選 5 個。 

在「學生使用電腦之調查」方面，共 10 題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

（第 11-13 題）為學生使用電腦及上網的狀況，此一部分在項上則分為是

與否及勾選使用的時間。第二部分（第 14.1-14.7）為學生運用資訊能力的

程度，此一部份之選項為 5 到 1，由學生自我評估，選擇 5 表示「精

通」、選擇 4 表示「會使用」、選擇 3 表示「一般」、選擇 2 表示「入

門」、選擇 1 表示「完全不會」。 

本問卷採用李克特量表來評量教師及學生對於學校推行電腦資訊教育

的意願、導致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使用網路教學的意願及資訊

素養。 

 

  問卷實施與資料處理分析 

一、 問卷的發放與回收方式 

研究者於 2011 年 2 月份開始在檳城州國民中學及國民型中學的行政

人員及檳城州華文督學的協助下發放了教師問卷至檳城國民中學及四所國

民型中學。而因每所國民中學之華文教師人數較少，所以在實施上面對較

為困難及需要更多的時間。2011 年 8 月份開始透過 S.M.K. SIMPANG 

EMPAT 及 S.M.K BAGAN JAYA 的華文老師、檳城鍾靈國民型（控）中

學及檳城恆毅中學之華文科主任、柑仔園修道院國民型中學及北海鍾靈國

民型（控）中學之校長的協助下發放學生問卷予檳城 6 所中學（兩所國民

中學及 4 所國民型中學），並在學校行政人員的協助下於 1 個月內回收所

有問卷。 

 

 



 

 50 

二、 問卷回收率 

本研究設計了兩種版本之問卷，一則針對國民及國民型中學之華文教

師的調查問卷，二是針對修讀華文科之國民型中學及國民中學之學生的調

查問卷。 

本研究一共發出了 100 份教師問卷於三類型的學校，其中國民中學及

國民型中學各 30 份，國民型（控）中學則 40 份，教師受訪者填寫問卷共

85 位，其中 21 份來自國民中學， 28 份來自國民型中學及 36 份來自國民

型（控制型）中學，國中華文教師的問卷回收率為 70%，而國民型及國民

型（控）中學的華文教師問卷回收率達致 90%以上。（表 三-1 所示） 

表 三-1華文教師問卷調查總發放、回收份數及回收率 

在學生問卷方面，本研究一共發出了 1800 份問卷，三類型學校各 600

份，共有 1591 份（88%）的學生問卷獲得回收，學生問卷方面扣除填寫不

完整之無效問卷，其學生填寫之有效問卷為 1548 份（97.3%），共 1633

份總有效問卷；學當中 469 份之有效問卷來自國民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

生，559 份有效問卷來自國民型中學之學生及 521 份有效問卷來自國民型

（控制型）中學之學生（表三-2 所示）。 

 

 

 

學校類型 

發放

（份） 
回收

（份） 

回收率

（%） 

有效 

問卷 

有效問

卷率

（%） 

國中 30 21 70% 21 70% 

國民型 30 28 93% 28 93% 

國民型（控） 40 36 90% 36 90% 

總計 100 85 85%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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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  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問卷調查總發放、回收份數及回收率 

 

三、 資料處理 

本研究問卷調查完成後，可用樣本之原始資料以電腦建檔，採用

SPSS19 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根據待答問題，以敘述統計分析處理，根據

各項變項及問題的平均數、百分比及標準差統計各項數據，來了解目前檳

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國中、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華文科

教學的現況及所面對的問題、學生及教師的資訊素養、學生及教師對於網

路教學的意願及需求。 

 

 

學校類型 
發放

（份） 

回收

（份） 

回收率

（%） 

無效問

卷 

有效 

問卷 

有效問

卷率

（%） 

國中 600 503 83.8% 34 21 70% 

國民型 600 559 93.2% 1 28 93% 

國民型（控） 600 529 88.2% 8 36 90% 

總計 1800 1591 88% 43 1548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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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為了探討大馬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國中、國民型及國民型（控

制型）在於實施華文網路教學之可行性，本章將針對「受訪者基本資

料」、「大馬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語文教學現況及問題」、「學校推行科

技融入教學的意願及資訊環境分析」、「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

學生及華文教師的網路及資訊素養」、「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

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數位化教學的意願」、「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

科的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路教學內容之需求」進行分析。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為了探討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國中、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學生

在學習華文及華文教師授課所面對的問題，所以在問卷中各設計 4 個及 10

個問題。 

一、 檳城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基本資料 

教師問卷之基本資料包含了：學歷、主修、服務學校類型、教學年

資、華文教學年資、負責教授哪些科目、華文課性質、所教授的華文班級

數量、每班華文班級的學生人數、每週每班華文課節數。 

表 四-1 華文教師學歷背景與華文科相關與否 

學校類型 
是 否 人數 

總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國中 8 38% 13 62% 21 

國民型 12 43% 16 57% 28 

國民型（控） 8 22% 28 78% 36 

總和 28 33% 57 67% 85 

如表四-1 所示，88 名受訪的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老師當

中僅有 33%的華文教師為本科生，非本科生的華文老師佔了 67%。整體而

言，在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的三類型中學非本科畢業的華文教師所佔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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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非常高。此一數據顯示，在華文師資不足的情況，只要是諳華語（SPM

華文及格）的教師都可能被安排教授華文，所以唯有依本身僅有的華語文

知識教授學生。 

表 四-2  華文教師教學年資分析表 

學校類型 
華文科教學年資 

總和 
1-3年 4-6年 7-9年 10-12年 13-15年 15+年 

 
國中 

1(5%) 4(19%) 5(24%) 1(5%) 4(19%) 6(29%) 
21 

10（47.6%） 11（52.4%） 

國民型 
0(0%) 3(11%) 4(14%) 3(11%) 2(7%) 16(57%) 

28 
7（25%） 21（75%） 

國民型（控） 
5(14%) 1(3%) 5(14%) 2(6%) 2(6%) 21(58%) 

36 
 11（30.6%） 25（69.4%） 

總和 28名（33%） 57（67%） 85 

研究者以華語文教學經驗十年及十年以上區分為資淺或資深。表四-2

顯示，受訪的 88 名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中多為資深華文教師，當中

具有十年或十年以上之教學經驗的華文教師有 57 名，即佔了 67%；十年

以下華文科教學經驗的教師有 28 名，即 33%。 

從中可見，相較於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的資深華文老師比率，

國民中學資深華文教師所佔的比率較低。年資較淺的華文教師在檳城州國

民教育體系中所佔的比率較低；但年資較淺的華文教師在國民中學所佔據

的比率相當高，將近 48%的華文教師教學經驗低於十年。華裔教師多較嚮

往以華族學生為主的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服務，所以只要一有機會

通常都會申請轉往，而資深教師轉校後，國中華文教師的空缺一般上都有

新進教師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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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華文教師所教授之華文班授課形式分析表 

學校類型 
華文課性質 

總和 
課外 正課 

 國中 5 16 21 

國民型 0 28 28 

國民型（控） 0 36 36 

總和 5 80 85 

表四-3 所示，填表的 88 名華文教師中，有 80 名教師的華文課是被

安排在正課進行，其中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之華文課都被安排

在正課。而在國中方面，填寫問卷的華文教師中 5 名（24%）國民中學之

華文教師授課之華文班級被安排在課外學習（母語班）。 

表 四-4 華文教師所負責華文課之班級數量分析表 

學校類型 1班 2班 3班 4班 5班 6班 7班 總和 

 國民中學 5 3 3 4 2 3 1 21 

國民型中學 1 7 15 5 0 0 0 28 

國民型（控制型）中學 2 8 5 20 1 0 0 36 

總和 8 18 23 29 3 3 1 85 

表四-4 顯示，填表的 85 位華文教師中有 70 名負責 2-4 班的華文課，

國民型中學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的華文老師一般上都被安排負責教授

4 或 5 班華文課，而在國中的華文老師負責的班級通常較多，甚至有 6 名

華文老師需要負責 5-7 班的華文課，且國中多位合班上課，每班學生人數

亦相當多，所以從中可見國中華文教師的教學負擔相當沉重。 

 

二、 檳城國民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問卷上的基本資料方面包含了班級、學校類型（國中、國民型、

國民型（控制型））、華文科的性質（課內、課外；本班、合班）及每週

上華文科的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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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5  填寫表格之各年級學生分析表 

學校類型 
年級 

總和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國民中學 0 0 81 168 220 469 

國民型中學 107 29 97 231 94 558 

國民型（控制型）中學 0 0 220 98 203 521 

總和 107 29 398 497 517 1548 

表四-5 顯示，中一至中三的填表學生有 534 名，其中 81 名來自國民

中學，220 名來自國民型中學及 233 名來自國民型（控）中學。中四及中

五的填表學生共有 1014 名，其中 388 名來自國民中學，301 名來自國民型

中學及 325 來自國民型（控）中學。 

表 四-6 華文課的性質及華文班級性質分析表 

學校類型 
華文課性質 華文班級性質 

正課 課外 合班 本班 

國中 469 0 233 236 

國民型 558 0 0 558 

國民型（控） 521 0 0 521 

總和 1548 1548 

表四-6 所示，填表的學生上課都屬於正課性質。國民型及國民型

（控制型）中學的學生在上華文課之時是在本班上課，但在國民中學有約

半數的學生需要合班上華文課，在上課節數比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

少約一半的同時，再加上需要合班上課，其中扣除課堂流動所造成的時間

流失，國中生上華文課的時數更是減少，學習華文的環境更為惡劣。 

 

第二節  中學華文課問題分析 

為了要了解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在「學習華文面對困

難的因素」本研究將此一問題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學生本身因素，

第二部份為大環境因素，第三部份為教師因素。 

一、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學習華文困難的個人因素分析 

為了要了解學生個人因素對於學習華文是否面對困難，本研究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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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為學生本身的華文基礎、學生的對於華文的學習興趣、學生本身對於華

文科的學習態度及學習的過程中缺乏參考資料是否會導致學生在學習華文

上面對問題。此一部分的問題由教師及學生填寫。在選項上分為非常同意

（1 分）、同意（2 分）、普通（3 分）、不同意（4 分）、非常不同意（5

分）五個等級，若勾選「非常同意」則得 1 分，依次遞增，若勾選「非常

不同意」則得 5 分。 

表 四-7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學習華文困難的個人因素分析 

學校 

類型 
 

華文基礎 學習興趣 學習態度 缺乏參考資料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國中 

平均數 2.48 2.88 2.05 2.75 1.90 2.78 3.10 2.74 

個數 21 469 21 469 21 469 21 469 

標準差 0.981 0.800 0.921 0.914 0.944 0.798 0.831 0.894 

國民

型 

平均數 2.21 2.74 1.86 2.73 1.68 2.72 3.46 2.85 

個數 28 558 28 558 28 558 28 558 

標準差 0.833 0.944 0.756 1.046 0.772 1.004 0.881 1.007 

國民

型

（控

） 

平均數 2.22 2.85 1.75 2.86 1.47 2.85 3.50 3.13 

個數 36 521 36 521 36 521 36 521 

標準差 0.929 1.037 0.604 1.118 0.560 1.009 1.108 0.994 

總和 

平均數 2.28 2.82 1.86 2.78 1.65 2.78 3.39 2.91 

個數 85 1548 85 1548 85 1548 85 1548 

標準差 0.908 0.938 0.742 1.034 0.751 0.949 0.977 0.983 

註：3.0 表示普通，超過 3.0 則偏向不同意，低於 3.0 則偏向同意。 

表四-7 顯示，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師均「同意」（2.28）學生

的「華文基礎」、「非常同意」學生的「學習興趣」（1.86）及「學習態

度」（1.65）將導致學生修讀華文面對困難，華文教師並「不同意」(3.39)

「缺乏參考資料」方面對於學生學習華文造成的影響。 

修讀華文科的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學生均「同意」，認為學生的「華文

基礎」（2.82）、「學習興趣」（2.78）及「學習態度」（2.78）及「缺乏

參考資料」（2.91）都是導致他們在中學修讀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但，

當中「學習興趣」因素影響華文學習方面的意見較為分散（標準差達

1.034），造成此一差異的原因是在國民型及國民型（控）華文科為必修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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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科，學生沒有選擇的權利。而國中生可以依本身的興趣選擇是否修讀華

文科。 

有關「華文基礎」因素導致學生修讀華文面對困難，基本上國民教育

體系的學生及教師都是同意的，但國民型（控）的學生意見是較為分散的

（標準差達 1.037），其中的原因是有機會被國民型（控）中學錄取的學生

基本上在小學 UPSR 檢定考試方面成績都是達致 A 的水平，都是「華文基

礎」相當強的學生。 

基本上對於學生的「學習態度」影響學習華文方面，國民教育體系的

華文教師及修讀華文科之學生的意見為較一致，雖然國民型及國民型

（控）中學學生亦認同「學習態度」影響學習華文，但學生的意見卻相當

分散（標準差，國民型：1.004；國民型（控）：1.009），造成此一因素認

知上差異的原因是學生本身對於自我學習態度的認知差異造成。 

華文教師並「不同意」(3.39)「缺乏參考資料」方面對於學生學習華文

造成影響，但，當中國民型（控）中學華文教師的意見並不一致（標準差

為 1.108），造成意見落差大的原因主要是來自於教師本身的本科專業訓

練，教師本身若想要達致精緻教學的話，豐富的學生參考資料是非常重要

的。 

國中及國民型中學學生則「同意」「缺乏參考資料」是導致他們學習

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之一。國中生在這方便的意見較為一致，因為國中屬

於較為多元的校園文化，國中的圖書館相當難以找到華文參考資料，更別

說豐富的華文藏書，所以對於對學習華文有興趣國中學生而言這是相當困

擾的問題。國民型（控）中學學生並「不同意」「缺乏參考資料」對於他

們學習華文造成影響，主要的原因是，國民型（控）中學屬於前身為華文

中學，長久以來所保留下來的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而且校董、家長及校

友在圖書資料上亦給予相當的幫助。 

二、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學習華文困難的大環境因素分析 

為了要了解大環境因素對於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生學習華文所造成的影

響，本研究把問題設為：學生平時生活是否缺乏使用、未來工作環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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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家長對於學習華文所保持的態度、SPM 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

每週華文課上課的節數、每班華文課的學生人數。在選項上分為非常同意

（1 分）、同意（2 分）、普通（3 分）、不同意（4 分）、非常不同意（5

分）五個等級，若勾選「非常同意」則得 1 分，依次遞增，若勾選「非常

不同意」則得 5 分。 

表 四-8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大環境因素分析--平時缺乏使用機會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3.24 0.995 469 3.05 1.143 

國民型 28 3.64 0.911 558 3.38 1.124 

國民型

（控） 

36 3.56 1.054 521 3.74 1.040 

總和 85 3.51 0.996 1548 3.40 1.135 

註：3.0 表示普通，超過 3.0 則偏向不同意，低於 3.0 則偏向同意。 

表四-8 顯示，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老師及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均認

為「平時缺乏使用的機會」因素，並沒有影響學生學習華文。但，值得注

意的是，國民型（控）中學華文教師的意見是相當不一致的（標準差為

1.054），此一數據顯示，對於本科專業出身的華文教師而言，雖國民型

（控）中學華文科為必修必考科，但其他科目的教學媒介語均為英文和馬

來文，所以學生在掌握標準的華文面對困難。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意見亦較為分散（表均差大於

1），雖然學生在其他科目的課堂學習上多使用英文或馬來文，但學生之間

的溝通語言多為華語，但在掌握標準的華文上卻面對一定的挑戰。 

表 四-9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大環境因素分析—未來工作環境沒用到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3.14 1.030 469 3.24 1.041 

國民型 28 3.21 0.917 558 3.31 1.085 

國民型

（控） 

36 3.28 0.849 521 3.36 1.078 

總和 85 3.22 0.956 1548 3.31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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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9顯示，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老師及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均

認為「未來工作環境沒用到」的因素，不影響學生學習華文。國中華文教

師及國民教育體系學生在「未來工作環境沒用到」的因素上的意見是相當

不一致的（標準差大於 1），在馬來西亞雖然華語的是使用率相對的普

遍，隨著 70年代台商的大舉投資於大馬，至當今中國經濟體系的崛起，但

在馬來西亞主要的官方語言及商業用語上都以英文及馬來文為主，所以部

分學生在功利主義作祟之下會認為沒有經濟價值即沒有學習動力。 

表 四-10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大環境因素分析—家長是否鼓勵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52 1.030 469 2.77 1.034 

國民型 28 2.48 0.802 558 2.88 1.030 

國民型

（控） 

36 2.33 0.862 521 3.19 1.122 

總和 85 2.43 0.882 1548 2.95 1.077 

表 四-10 顯示，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老師及國中和國民型中學

的學生均「同意」學生「家長是否鼓勵」是影響學生學習華文的因素之

一。在「家長是否鼓勵」因素上，國中華文教師的意見較為不一致（標準

差均大於 1），因為在國中華文科為選修科，部分學生選擇華文是因為家

長的要求而非學生本身的興趣。 

國民型（控）中學學生「不同意」「家長是否鼓勵」因素影響學生學

習華文，但此一意見卻相當的不一致（標準差為 1.122），在華文為必修必

考科之下，學生及家長沒有選擇的餘地，但家長對於華文科所保持的態度

對於部分學生而言是有影響的，基本上國民型（控）中學的學生家長社經

地位背景較強，對於更為推崇學習使用率較高的學術及商業用語--英文，

對於家長而言孩子在小學六年階段所學習到的華語足以溝通即可不必再專

研，所以學生在學習上亦保持得過且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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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1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大環境因素分析—SPM華文科考獲 A+的

機率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00 1.183 469 3.00 1.127 

國民型 28 2.25 1.076 558 2.70 1.118 

國民型

（控） 

36 1.64 0.639 521 2.46 1.153 

總和 85 1.93 0.973 1548 2.71 1.152 

表四-11 顯示，國中及國民型中學的華文老師均「同意」學生在

「SPM 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是影響學生學習華文的因素之一，但教師

的意見較為不一致（標準差均大於 1）。對於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

中學的學生而言亦「SPM 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是影響學生學習華文的

因素之一，相對的，對於國中生而言此一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僅是「普

通」。 

國民型（控）中學的華文老師更是「非常同意」（1.64）「SPM 華

文科考獲 A+的機率」因素深深影響學生學習華文的態度，而且意見非常

一致，基本上國民型（控）中學的學生素質較為優秀，頂尖的國立大學及

國家獎學金是學生的首要目標，所以學生們對於 SPM 是否考獲全 A＋相當

重視，而至目前為止因 SPM 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偏低，被學校定位必修

必考科的華文對於學生而言是一大挑戰。 

表 四-11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大環境因素分析—華文課上課的節數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00 1.000 469 2.71 1.040 

國民型 28 3.21 1.031 558 3.31 1.118 

國民型

（控） 

36 3.22 1.290 521 3.07 0.911 

總和 85 2.92 1.246 1548 3.04 1.051 

表四-12 顯示，國中華文老師及學生均「同意」「華文課上課的節

數」是影響學生學習華文的因素之一，但教師及學生在一次意見上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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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不一致（標準差均為 1），造成此一落差的原因是在國中華文科每週

基本上以 3 節為準，而填表的其中一所學校 S.M.K BAGAN JAYA 較為特

別的是有安排每週 4 節的華文科。而對於每週有 5-7 節華文課的國民型及

國民型（控制型）中學的華文老師及學生而言，並「不認同」「華文課上

課的節數」因素導致學生學習中文面對困難。 

表 四-12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大環境因素分析—每班華文課的學生人數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38 0.865 469 2.92 0.901 

國民型 28 2.43 0.836 558 3.55 1.054 

國民型

（控） 

36 2.42 0.841 521 3.19 0.986 

總和 85 2.41 0.835 1548 3.23 1.016 

表四-13 顯示，國中華文老師及學生均「同意」「每班華文課的學生

人數」是影響學生學習華文的因素之一，基本上在國中華文科屬於合班性

質，課堂的學生人數亦是對於國中華文教師及學生而言亦是掌握不來的因

素，教師每週僅有 3 節課的時間，所以教師在面對學術素質沒有特別優秀

的國中生時沒辦法顧及每個學生的學習成效。 

而對於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的華文老師及學生而言，「每班華

文課的學生人數」並不導致學生學習中文面對困難。雖然國民型及國民型

（控）中學每班學生人數約 40+，但學生都在同一班上課，而且上課節數

較多，所以學生人數並不影響學生學習。 

 

三、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學生學習華文面對的困難因素—教師因

素分析 

為了要了解師資因素對於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在學習

華文上是否造成影響將問題設為：教師缺乏參考資料、教師缺乏輔助教學

教具、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識（此一問題僅設在教師問卷）及教師的教學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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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3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教師因素分析—教師缺乏參考資料 

 教師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3.14 1.014 

國民型 28 3.32 0.723 

國民型

（控） 

36 3.56 1.027 

總和 85 3.38 0.938 

表四－14 顯示，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不同意」「教師缺乏參

考資料」對於學生學習中文造成影響。但值得關注的是，國中及國民型（控）

中學華文教師在這方面的意見是不一致（標準差大於 1），造成認知上落差

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缺乏參考資料，而本科專業畢業的教師本身在這一方

面有所收藏，但非本科專業的教師本身的華文知識已經是有限，再加上缺乏

參考資料，所以對於華語文教學的成效更是雪上加霜。 

表 四-14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教師因素分析—缺乏輔助教學教具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43 1.028 469 2.78 1.029 

國民型 28 3.11 0.786 558 2.91 1.036 

國民型

（控） 

36 3.17 1.108 521 3.09 1.117 

總和 85 2.96 1.029 1548 2.93 1.069 

表四－15 顯示，雖然國中師生及國民型中學的學生均「同意」教師

「缺乏輔助教學教具」影響學生學習華文，其中的意見並不一致（標準差

大於 1）；而國民型中學的華文老師及國民型（控）中學的師生均「不同

意」教師「缺乏輔助教學教具」會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除了國民

型中學的華文教師之外，國民型（控）中學的華文教師及學生的意見亦較

為分散（標準差大於 1），造成一次認知上的落差在於教師及學生本身的

資訊接觸程度，傳統的教學法（聽、說）在大馬的課堂上依然是主流的教

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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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5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教師因素分析—教師的專業知識 

 教師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86 1.276 

國民型 28 3.04 0.793 

國民型

（控） 

36 3.17 1.159 

總和 85 3.05 1.079 

表四-16 顯示，國中華文教師「同意」「教師的專業知識」是造成學

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之一，但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的華文老

師卻「不同意」「教師的專業知識」將造成學生在學習華文面對困難。在

國中華文教師及國民型（控）中學的華文教師在此一因素上的意見並不一

致，其主要的原因是在國中及國民型（控）中學非本科專業畢業的華文教

師各佔據了 62%及 78%。 

表 四-16 造成學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教師因素分析—教師的教學方法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62 1.117 469 2.85 1.062 

國民型 28 2.79 0.630 558 2.70 1.035 

國民型

（控） 

36 2.97 1.082 521 2.90 1.177 

總和 85 2.82 0.966 1548 2.81 1.095 

表四－17 顯示，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師及學生均「同意」「教師的教

學方法」將會影響學生學習華文，基本上國民教育體系之華文教師依然停留

於傳統的教學法。但值得關注的是當中的認知落差相當大（標準差大於 1） 

小結： 

綜上所示，就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的觀點而言，造成學生學習華

文面對困難的原因在於學生本身的「華文基礎」、「學習興趣」及「學習態

度」，「缺乏參考資料」並不構成學生的學習障礙，基本上檳城州是華裔人

口較為集中的州屬，售賣華文書的書店在檳城的每一個城鎮都有設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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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購買參考資料上並沒有面對特別的問題，且現在資訊非常網絡資訊非

常發達，所以如果學生有主動學習的意願，在網絡世界可以搜尋到更多的參

考資料。 

就學生本身的觀點而言，學生本身的「華文基礎」、對華文的「學習興

趣」、「學習態度」及「缺乏參考資料」將導致他們在學習華文上面對困難。

就學生本身的「華文基礎」此一因素對於國民型（控）中學的學生而言並不

造成困擾，主要是學生本身的小學基礎較強。 

華文老師及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均認為在大環境中「平時缺乏使用的機

會」、「未來工作環境沒用到」因素，並沒有影響他們學習華文。而「家長

是否鼓勵」及「SPM 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才是影響了學生學習華文，此

一因素深深的影響了成績較為優越的國民型（控）中學學生的學習態度。就

國中華文老師及學生而言「每班華文課的學生人數」影響了學生學習華文的

成效。 

華文教師「不同意」「教師缺乏參考資料」對於學生學習中文造成影響，

但同意「缺乏輔助教學教具」及「教師的專業知識」影響學生學習華文。 

第三節  學校推行科技融入教學之意願調查分

析 

為了要了解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教師及學生對於「學校推行科技融入

教學之意願」，本研究在選項上分為「很強」（1 分）、「強」（2分）、

「普通」（3分）、「沒」（4分）和「排斥」（5分）讓國民教育體系中

學的教師及學生勾選，若勾選「很強」則得 1分，依次遞增，若勾選「排

斥」則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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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7 學校推行科技融入教學之意願分析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3.29 0.561 469 3.80 0.734 

國民型 28 2.93 0.766 558 3.34 0.739 

國民型

（控） 
36 2.33 0.756 521 3.07 0.723 

總和 85 2.76 0.811 1548 3.39 0.788 

註：3.0 表示普通，超過 3.0 則偏向沒意願，低於 3.0 則偏向意願較

強。 

表四-18 顯示，整體而言國民體系中學華文教師認為學校在推行科技

融入教學的意願是「強」但偏向於普通（2.76）的，但相對的，對於在同

一校園下學習的學生來說，校方是偏向於「沒意願」（3.39）推行科技融

入教學的。 

國中華文教師及學生均認為學校「沒有意願」推行科技融入教學。而

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的華文教師則認為學校有「強」的意願推行科

技融入教學，但，對學生而言學校並沒有意願推行科技融入教學。 

小結： 

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有董事部的存在，所以即使在多媒體教學

上政府沒有特別的撥款，董事部、家教協會及校友會亦會透過各種方式籌

款協助學校推行科技融入教學，因此在推動上有點慢，所以會造成在教師

的認知中學校在推行科技融入教學上雖有較強“強”的意願，但偏向於普

通。 

另一個弔詭的研究發現，造成教師與學生在校方推行科技融入教學意

願上的認知落差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執行者（教師）的態度，若教師依

然停留在傳統的教學方式來說，即使政府投入了多少的資金在培訓教師、

校方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在於提升多媒體設備，學生對於科技融入教學也是

無感的，逼近站在第一線面對學生的是老師。 

 



 

 66 

第四節  學生及華文教師的資訊素養分析 

  為了要了解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及華文教師的資訊素

養，本研究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生擁有電腦及上

網的情況分析，第二及第三部分分別為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生及華文教師資

訊素養分析。 

一、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生擁有電腦及上網的情況分析 

  本部分可以了解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擁有電腦及上網

設備的情況；進而了解學生每日使用電腦上網的狀況。 

表 四-19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學生擁有電腦情況之分析 

是否擁有電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控） 

有電腦 
個數 444 540 515 1499 

百分比 94.7% 96.8% 98.8% 96.8% 

無電腦 
個數 25 18 6 49 

百分比 5.3% 3.2% 1.2% 3.2% 

個數總和 469 558 521 1548 

表四-19 顯示，高達 96.8%的學生家裡擁有電腦，可見在檳城州的家

庭中電腦的佔有率是相當高的。 

表 四-20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家裡電腦是否能夠上網情況分析 

電腦可否上網 

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是 
個數 409 514 498 1421 

百分比 92.1% 95.2% 96.7% 91.8% 

否 
個數 35 26 17 78 

百分比 7.8% 4.8% 3.3% 5.0% 

 個數 444 540 515 1499 

表四-20 顯示， 1499 名擁有電腦的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學生中，家裡的

電腦可以上網連線的高達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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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1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學生每日放學後使用電腦的時數分析 

每天使用電腦時數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無 
個數 61 82 56 199 

百分比 13.0% 14.7% 10.7% 12.9% 

1小時以下 
個數 63 116 110 289 

百分比 13.4% 20.8% 21.1% 18.7% 

1-3小時 
個數 177 227 246 650 

百分比 37.7% 40.7% 47.2% 42.0% 

3-5小時 
個數 110 88 66 264 

百分比 23.5% 15.8% 12.7% 17.1% 

6小時以上 
個數 58 45 43 145 

百分比 12.4% 8.1% 8.3% 9.5% 

總和 個數 469 558 521 1548 

表四-21 顯示，1548 填表的學生當中高達 42%的學生每天上網 1-3 小

時，以每天上網 3 小時以上劃分為高上網率的學生來看，高達 26.6%的學

生是屬於高上網率的，受訪的國中生中高達 35.9%屬於高上網率，其中

12.4%的國中生更是每天上網 6 小時以上。受訪的學生中，每天上網 6 小

時以上的學生更佔據了 9.5%。 

二、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生資訊素養分析 

為了要了解學生運用資訊能力的程度，在此一部分由學生自我評估本

身在運用以下資訊軟體的程度，其分別為：文書處理、簡報軟體、試算表

處理、中文輸入、收發電子郵件、上網搜尋教學資料、使用數位相機、攝

影機、投影機及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 

表 四-18 學生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分析―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書處理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40 34 18 92 

百分比 8.5% 6.1% 3.5% 5.9% 

入門 
個數 51 45 28 124 

百分比 10.9% 8.1% 5.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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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個數 195 158 153 506 

百分比 41.6% 28.3% 29.4% 32.7% 

會使用 
個數 103 197 185 485 

百分比 22.0% 35.3% 35.5% 31.3% 

精通 
個數 80 124 137 341 

百分比 17.1% 22.2% 26.3% 22.0% 

個數總和 469 558 521 1548 

平均數 3.28 3.59 3.76 3.55 

標準差 1.129 1.102 1.013 1.098 

註：3.0 表示「一般」，超過 3.0 則偏向「會使用」，低於 3.0 則偏向「入

門」。 

表四-22 顯示，填表的 1548 名學生當中，高達 85%的學生對於

Microsoft Office Word 的掌握程度是屬於「一般」或以上，當中 22%的學

生更是達致「精通」的程度，僅有 92 名學生「完全不會」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即 5.9%；整體而言，檳城州修讀華文科的中學生對於

Microsoft Office Word 的掌握是屬於「一般」偏向「會使用」的程度。 

表 四-19 學生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簡報軟體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86 47 31 164 

百分比 18.3% 8.4% 6.0% 10.6% 

入門 
個數 85 95 57 237 

百分比 18.1% 17.0% 10.9% 15.3% 

一般 
個數 200 204 199 603 

百分比 42.6% 36.6% 38.2% 39.0% 

會使用 
個數 57 143 155 355 

百分比 12.2% 25.6% 29.8% 22.9% 

精通 
個數 41 69 79 189 

百分比 8.7% 12.4% 15.2% 12.2% 

個數總和 469 558 521 1548 

平均數 2.75 3.16 3.37 3.11 

標準差 1.151 1.110 1.056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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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2 顯示，填表的 1548 名學生當中，高達 73%的學生對於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的掌握程度是屬於「一般」或以上，當中

12.2%的學生更是達致「精通」的程度，僅有 164 名學生「完全不會」使

用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即 10.6%；整體而言，檳城州修讀華文科

的中學生對於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的掌握是屬於「一般」偏向「會

使用」的程度。 

表 四-20 學生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Microsoft Office Excel 試算表處理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76 71 45 192 

百分比 16.2% 12.7% 8.6% 12.4% 

入門 
個數 94 100 88 282 

百分比 20.0% 17.9% 16.9% 18.2% 

一般 
個數 198 217 192 607 

百分比 42.2% 38.9% 36.9% 39.2% 

會使用 
個數 49 115 132 296 

百分比 10.4% 20.6% 25.3% 19.1% 

精通 
個數 52 55 64 171 

百分比 11.1% 9.9% 12.3% 11.0% 

個數總和 469 558 521 1548 

平均數 2.80 2.97 3.16 2.98 

標準差 1.166 1.136 1.112 1.145 

表四-24 顯示，高達 69.3%的學生對於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的掌握程

度是屬於「一般」或以上，僅有約 12％的學生「完全不會」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整體而言，檳城州修讀華文科的中學生對於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的掌握是屬於「入門」偏向「一般」程度。 

表 四-21 學生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中文輸入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個數 12 27 2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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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百分比 2.6% 5.6% 4.8% 4.4% 

入門 
個數 16 37 30 83 

百分比 3.4% 6.6% 5.8% 5.4% 

一般 
個數 102 142 119 363 

百分比 21.7% 25.4% 22.8% 23.4% 

會使用 
個數 133 165 176 474 

百分比 28.4% 29.6% 33.8% 30.6% 

精通 
個數 206 187 167 560 

百分比 43.9% 33.5% 32.1% 36.2% 

個數總和 469 558 521 1548 

平均數 4.08 3.80 3.81 3.89 

標準差 1.010 1.120 1.116 1.093 

表四-25顯示，高達 80%以上的學生對於中文輸入的掌握是屬於「一般」

或以上的，甚至高達 36.2%的學生對於中文輸入的掌握是屬於「精通」的程

度，而「完全不會」使用中文輸入的學生中，以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

的學生為主，僅約 10%。整體而言，檳城州修讀華文科的中學生對於中文輸

入的掌握是屬於「一般」偏向「會使用」。 

表 四-22 學生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收發電子郵件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62 51 28 141 

百分比 13.2% 9.1% 5.4% 9.1% 

入門 
個數 52 41 50 143 

百分比 11.1% 7.3% 9.6% 9.2% 

一般 
個數 136 152 129 417 

百分比 29.0% 27.2% 24.8% 26.9% 

會使用 
個數 104 137 137 378 

百分比 22.2% 24.6% 26.3% 24.4% 

精通 
個數 115 177 177 469 

百分比 24.5% 31.7% 34.0% 30.3% 

個數總和 469 558 521 1548 

平均數 3.34 3.62 3.74 3.58 

標準差 1.316 1.252 1.179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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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6 顯示，高達 81.6%的學生對於使用電子郵件的掌握上是屬於「一

般」或以上，其中有 30.3%的學生對於電子郵件的使用是屬於「精通」的程

度。完全不會收發電子郵件的學生以國中生為主，僅約 13%。整體而言，檳

城州修讀華文科的中學生對於使用電子郵件的掌握上是屬於「一般」偏向「會

使用」。 

表 四-23 學生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上網搜尋教學資料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40 30 20 90 

百分比 8.5% 5.4% 3.8% 5.8% 

入門 
個數 63 51 40 154 

百分比 13.4% 9.1% 7.7% 9.9% 

一般 
個數 163 157 142 462 

百分比 34.8% 28.1% 27.3% 29.8% 

會使用 
個數 108 151 172 431 

百分比 23.0% 27.1% 33.0% 27.8% 

精通 
個數 95 169 147 411 

百分比 20.3% 30.3% 28.2% 26.6% 

個數總和 469 558 521 1548 

平均數 3.33 3.68 3.74 3.59 

標準差 1.187 1.149 1.069 1.149 

表四-27 顯示，受訪的 1548 名學生中 84.2%的學生對於上網搜尋教學資

料的掌握是屬於「一般」或以上，高達 26.6%的學生對於上網搜尋教學資料

的掌握是屬於「精通」的。僅有約 5%的學生完全不會使用網絡搜尋教學資

料。整體而言，檳城州修讀華文科的中學生對於上網搜尋教學資料的掌握能

力屬於「一般」偏向「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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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4 學生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使用數位相機、攝影機、投影機及其與電

腦結合的能力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92 67 67 226 

百分比 19.6% 12.0% 12.9% 14.6% 

入門 
個數 84 86 74 244 

百分比 17.9% 15.4% 14.2% 15.8% 

一般 
個數 139 161 156 456 

百分比 29.6% 28.9% 29.9% 29.5% 

會使用 
個數 70 142 122 334 

百分比 14.9% 25.4% 23.4% 21.6% 

精通 
個數 84 102 102 288 

百分比 17.9% 18.3% 19.6% 18.6% 

個數總和 469 558 521 1548 

平均數 2.94 3.23 3.23 3.14 

標準差 1.352 1.254 1.275 1.298 

表四-28 顯示，填表的 1548 名學生當中 69.7%的學生對於多媒體的應用

屬於「一般」或以上，其中 18.6%的學生屬於「精通」程度。其中 226 名學

生「完全不會」使用數位相機、攝影機、投影機及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即

14.6%；整體而言，檳城州修讀華文科的中學生對於使用數位相機、攝影機、

投影機及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的掌握是屬於「一般」程度。 

三、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資訊素養分析 

為了要了解華文教師運用資訊能力的程度，在此一部分由教師自我評

估本身在運用以下資訊軟體的程度，其分別為：文書處理、簡報軟體、試

算表處理、中文輸入、收發電子郵件、上網搜尋教學資料、使用數位相

機、攝影機、投影機及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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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9 教師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分析―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書處理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0 2 1 3 

百分比 0% 7.1% 2.8% 3.5% 

入門 
個數 1 0 0 1 

百分比 4.8% 0% 0% 1.2% 

一般 
個數 7 9 7 23 

百分比 33.3% 32.1% 19.4% 27.1% 

會使用 
個數 11 9 17 37 

百分比 52.4% 32.1% 47.2% 43.5% 

精通 
個數 2 8 11 21 

百分比 9.5% 28.6% 30.6% 24.7% 

個數總和 21 28 36 85 

平均數 3.67 3.75 4.03 3.85 

標準差 0.730 1.110 0.878 0.932 

表四-29 顯示，整體而言，填表的 85 名華文科教師當中，95.3%的教

師對於 Microsoft Office Word 的掌握屬於「一般」或以上，其中 24.7%的

教師屬於「精通」程度。僅有 3 名華文教師「完全不會」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即 3.5%。整體而言，檳城州華文教師對於 Microsoft Office 

Word 的掌握是屬於「一般」偏向「會使用」的程度。 

表 四-30 教師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分析―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簡報軟體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0 3 4 7 

百分比 0% 10.7% 11.1% 8.2% 

入門 
個數 3 6 3 12 

百分比 14.3% 21.4% 8.3% 14.1% 

一般 
個數 10 6 10 26 

百分比 47.6% 21.4% 27.8% 30.6% 

會使用 
個數 0 8 17 25 

百分比 0% 28.6% 47.2%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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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 
個數 8 5 2 15 

百分比 38.1% 17.9% 5.6% 17.7% 

個數總和 21 28 36 85 

平均數 3.24 3.21 3.28 3.25 

標準差 0.700 1.287 1.085 1.068 

表四-30 顯示，填表的 85 名華文教師中 77.7%的教師對於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的掌握是屬於「一般」或以上，但，其中 7 名華文教師

「完全不會」使用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即 8.2%；其中超過 80%的

國中及國民型（控）中學的華文教師對於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的掌

握是屬於「一般」或以上。整體而言，檳城州華文教師對於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的掌握是屬於「一般」的程度。 

表 四-25 教師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分析―Microsoft Office Excel 試算表處理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1 3 6 10 

百分比 4.8% 10.7% 16.7% 11.8% 

入門 
個數 7 6 7 20 

百分比 33.3% 21.4% 19.4% 23.5% 

一般 
個數 8 7 14 29 

百分比 38.1% 25% 38.9% 34.1% 

會使用 
個數 5 9 7 21 

百分比 23.8% 32.1% 19.4% 24.7% 

精通 
個數 0 3 2 5 

百分比 0% 10.7% 5.6% 5.9% 

個數總和 21 28 36 85 

平均數 2.81 3.11 2.78 2.89 

標準差 0.873 1.197 1.124 1.091 

表四-31 顯示，整體而言，填表的 85 名華文科教師當中有 64.7%對於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的掌握是屬於「一般」或以上，其中 10 名華文教師

「完全不會」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即 11.8%。整體而言，檳城州華

文教師對於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的掌握是屬於「入門」偏向「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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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表 四-26 教師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分析―中文輸入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1 2 1 4 

百分比 4.7% 7.1% 2.8% 4.7% 

入門 
個數 1 1 0 2 

百分比 4.7% 3.6% 0% 2.4% 

一般 
個數 3 6 7 16 

百分比 14.3% 21.4% 19.4% 18.8% 

會使用 
個數 12 11 11 34 

百分比 57.1% 39.3% 30. 6% 41.5% 

精通 
個數 4 8 17 29 

百分比 19.1% 28.6% 47.2% 34.1% 

個數總和 21 28 36 85 

平均數 3.81 3.79 4.19 3.96 

標準差 0.981 1.134 0.951 1.029 

表四-33 顯示，填表的 85 名華文教師當中高達 94.4%的華文教師對於中

文輸入的掌握程度是屬於「一般」或以上。僅有 4 名華文教師「完全不會」

使用中文輸入、即 4.7%。整體而言，檳城州華文教師對於中文輸入的掌握

是屬於「一般」偏向「會使用」的程度。 

表 四-33 教師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分析――收發電子郵件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0 3 1 4 

百分比 0% 10.7% 2.8% 4.7% 

入門 
個數 3 1 1 5 

百分比 14.3% 3.6% 2.8% 5.9% 

一般 
個數 6 6 7 19 

百分比 28.6% 21.4% 19.4% 22.4% 

會使用 個數 7 7 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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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33.3% 25% 33.3% 30.6% 

精通 
個數 5 11 15 31 

百分比 23.8% 39.3% 41. 7% 36.5% 

個數總和 21 28 36 85 

平均數 3.67 3.79 4.08 3.88 

標準差 1.017 1.315 0.996 1.117 

表四-33 顯示，填表的華文教師當中高達 89.5%的對於收發電子郵件的

掌握程度屬於「一般」或以上，僅有四名華文教師完全不會使用電子郵件，

僅約 4.7%。其中，國中的華文教師都會收發電子郵件。整體而言，檳城州

華文教師對於收發電子郵件的掌握是屬於「一般」偏向「會使用」的程度。 

表 四-27 教師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分析―上網搜尋教學資料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0 2 1 3 

百分比 0% 7.1% 2.8% 3.5% 

入門 
個數 4 1 2 7 

百分比 19.1% 3.6% 5. 6% 8.2% 

一般 
個數 6 9 11 26 

百分比 28.6% 32.1% 30.6% 30.6% 

會使用 
個數 6 6 14 26 

百分比 28.6% 21.4% 38.9% 30.6% 

精通 
個數 5 10 8 23 

百分比 23.8% 35.7% 22.2% 27.1% 

個數總和 21 28 36 85 

平均數 3.57 3.75 3.72 3.69 

標準差 1.076 1.206 0.974 1.069 

表四-34 顯示，填表的 85 名華文科教師當中 88.3%的教師在於上網搜

尋教學資料的能力上是屬於「一般」或以上，僅有 3 名教師「完全不會」、

即 3.5%。國中的華文老師都懂得上網搜尋教學資料。整體而言，檳城州華

文教師對於上網搜尋教學資料的能力的掌握是屬於「一般」偏向「會使用」

的程度。 

 



 

 77 

表 四-28 教師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分析―使用數位相機、攝影機、投影機及

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 

資訊能力程度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完全不

會 

個數 3 6 9 18 

百分比 14.3% 21.4% 25% 21.2% 

入門 
個數 5 6 6 17 

百分比 23.1% 21.4% 16. 7% 20% 

一般 
個數 11 8 12 31 

百分比 52.4% 28.6% 33.3% 36.5% 

會使用 
個數 2 5 7 14 

百分比 9.5% 17.9% 19.4% 16.5% 

精通 
個數 0 3 2 5 

百分比 0% 10.7% 5.6% 5.9% 

個數總和 21 28 36 85 

平均數 2.57 2.75 2.64 2.66 

標準差 0.870 1.295 1.222 1.160 

表四-35 顯示，填表的 85 名華文科教師當中，僅有 50 名（58.9%）的

教師使用數位相機、攝影機、投影機及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屬於「一般」或

以上。高達 21.2%，即 18 名教師是處於「完全不會」的階段。整體而言，

檳城州華文教師對於使用數位相機、攝影機、投影機及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

的掌握是屬於「入門」偏向「一般」的程度。 

小結： 

依此一調查顯示，電腦硬體設備及網絡設備在檳城州修讀華文的學生中

並不構成問題，高達 96.8%的受訪學生擁有個人電腦，其中 91.8%的學生個

人電腦更是可以連接上網，而且超過 87%的學生每天都有上網的習慣，高達

68.6%的學生每天上網超過 1 個小時。 

此一研究顯示，受訪的學生都備有一定的基本數位能力，對於文書處理、

簡報軟體、試算表處理、中文輸入、收發電子郵件、上網搜尋教學資料及多

媒體應用等掌握的程度都是屬於一般或以上。但是對於試算表處理及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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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應用上較為弱。從檳城州修讀華文科中學生資訊素養的能力來看，研

究者認為中學生有能力使用電腦完成的報告及簡報，更具備在網路上學習的

基本能力。 

從一次調查研究發現，檳城州中學華文教師對於文書處理、簡報軟體、

試算表處理、中文輸入、收發電子郵件、上網搜尋教學資料及多媒體應用等

掌握的程度都是屬於一般或以上。基本上超過 80%的教師都有能力自行使

用電腦處理文檔及製作教學課件，更具備上網搜尋教材的能力，但對於試算

表處理及結合多媒體應用的能力有待提升。從中亦發現相較於國民型及國民

型（控）中學，國中華文教師的資訊素養較佳。 

第五節  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路教學效能之  

認知及意願分析 

為了要了解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路教學效能之認

知及意願，本部分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絡教

學效能之認知分析，第二部分為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執行網絡教學之意願

分析。 

一、  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絡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 

為了要了解國民教育體系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絡教學效能之認知，

本部分針對以下項目：引起學習動機、易於搜尋資料、複習更全面及正確

的資訊、獲得課堂以外的補充資料、學習費用高於學習成效、使用方法複

雜、彌補課堂時間的限制、對於電腦操作不熟悉者是一種學習障礙、協助

老師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態、協助教師更有效的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更有

效的與學生及教師分享資源，讓填表者依本身對於以上效能的認同度勾選

「非常同意」（1 分）、「同意」（2 分）、「普通」（3 分）、「不同

意」（4 分）和「非常不同意」（5 分）；選擇「非常同意」則得 1 分，依

次遞增，若勾選「非常不同意」則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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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9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1.86 0.573 469 2.06 0.718 

國民型 28 2.21 0.686 558 2.15 0.764 

國民型

（控） 

36 2.14 0.543 521 2.17 0.778 

總和 85 2.09 0.610 1548 2.13 0.756 

註：3.0 表示「普通」，超過 3.0 則偏向「不同意」，低於 3.0 則偏「同

意」 

表四-36 顯示，整體而言，填表的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

師及修讀華文科的學生都「同意」（教師：2.09、學生：2.13）透過“網路

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區、wiki 等功能足於引

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特別是國中華文教師更是「非常同意」（1.86）此

一網絡教學效能。 

表 四-30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易於搜尋所需要的資料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1.52 0.602 469 1.84 0.708 

國民型 28 1.96 0.693 558 1.91 0.743 

國民型

（控） 
36 1.81 0.525 521 2.17 0.778 

總和 85 1.79 0.619 1548 2.13 0.756 

表四-37 顯示， 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師「非常同

意」（1.79）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

論區、wiki 等功能足於協助搜尋資料之效能，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

讀華文科的學生亦「同意」（2.13）網路教學的此一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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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1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學習者可以在課外複習全面的、正確的資

訊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1.62 0.590 469 2.00 0.760 

國民型 28 2.07 0.716 558 2.09 0.836 

國民型（控） 36 2.14 0.543 521 2.09 0.833 

總和 85 1.99 0.645 1548 2.07 0.813 

表四-38 顯示，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師「非常同

意」（1.99）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

論區、wiki 等功能，學習者可以在課外複習全面的、正確的資訊，檳城州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亦「同意」（2.07）網路教學的此一

效能。 

表 四-39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學習者可以獲得課堂以外的補充資料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1.62 0.590 469 1.93 0.736 

國民型 28 2.04 0.793 558 2.02 0.780 

國民型（控） 36 1.94 0.583 521 1.99 0.758 

總和 85 1.89 0.673 1548 1.98 0.760 

表四-39 顯示，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師及修讀華

文科之學生「非常同意」（教師：1.89、學生：1.98）透過“網路教學平

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區、wiki 等功能，學習者可以

獲得課堂以外的補充資料。 

表 四-32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學習費用高於學習成效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90 1.136 469 2.81 1.002 

國民型 28 3.07 0.940 558 2.99 1.006 

國民型（控） 36 3.25 0.692 521 2.92 0.923 

總和 85 3.11 0.900 1548 2.91 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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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40 顯示，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師對於“網

路教學平台”的學習費用高於學習成效的說法並「不同意」(3.11)，值得關

注的是國中華文教師是持「同意」的看法，但國中華文教師間的意見並不

一致（標準差為 1.136），造成此一認知落差的原因是一般上國中華裔學生

的家庭社經地位背景都沒有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來得強，所以部分

國中華文教師認為網路學習將加重家庭負擔，且相較於國民型（控）中學

的學生而言，國中學生的自學能力較弱。 

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均「同意」

（2.91）“網路教學平台”之學習費用高於學習成效。從資料顯示，國中

及國民型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雖然也是「同意」“網路教學平台”之學

習費用高於學習成效，但是學生的意見較為不一致（標準差均大於 1），

據研究者的觀察，造成此一認知的落差在於大部分學生沒有上網學習的習

慣。 

表 四-33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使用方法複雜，因需結合網際網路使用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86 0.854 469 2.96 0.932 

國民型 28 2.82 0.905 558 3.03 0.964 

國民型（控） 36 3.31 0.822 521 3.17 1.034 

總和 85 3.04 0.879 1548 3.05 0.982 

表四-41 顯示，整體而言，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

師及修讀華文科之學生「不同意」（教師：3.04、學生：3.05）“網路教學

平台”使用方法複雜，因需結合網際網路使用。但，國中的華文教師及學

生和國民型中學的學生對於“網路教學平台”使用方法複雜，因需結合網

際網路使用，持「同意」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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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4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可以彌補課堂時間的限制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1.95 0.590 469 2.16 0.816 

國民型 28 2.25 0.844 558 2.45 0.899 

國民型（控） 36 2.11 0.622 521 2.42 0.899 

總和 85 2.12 0.697 1548 2.35 0.883 

表四-42 顯示， 填表的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及學生均

「同意」“網路教學平台” 可以彌補課堂時間的限制，而面對每週僅有三

節課的國中華文教師更是「非常同意」（1.95）此一效能。 

表 四-35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對於電腦操作不熟悉者是一種學習障礙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33 0.966 469 2.68 1.092 

國民型 28 2.68 1.124 558 2.70 1.084 

國民型（控） 36 2.72 0.849 521 2.77 1.126 

總和 85 2.61 0.977 1548 2.72 1.101 

表四-43 顯示， 填表的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及修讀華文

科的學生表示「同意」“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

卷、討論區、wiki 等功能，對於電腦操作不熟悉者是一種學習障礙。但值

得特別關注的是，其中學生及國民型中學華文教師的意見並不一致（標準

差大於 1），造成此一認知落差的原因在於個人運用資訊的能力。 

表 四-36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協助老師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態 

 教師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48 0.873 

國民型 28 2.75 0.752 

國民型（控） 36 2.56 0.607 

總和 85 2.60 0.727 

表四-44 顯示，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老師均「同意」

（2.60）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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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wiki 等功能可以協助老師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態。 

表 四-37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協助老師更有效的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 

 教師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48 0.928 

國民型 28 2.43 0.742 

國民型（控） 36 2.53 0.696 

總和 85 2.48 0.766 

表四-45 顯示，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老師均「同意」

（2.48）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

區、wiki 等功能可以協助老師更有效的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 

表 四-38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協助老師更有效的與學生分享資源 

 教師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2.10 0.768 

國民型 28 2.07 0.604 

國民型（控） 36 2.03 0.506 

總和 85 2.06 0.605 

表四-46 顯示，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老師均「同意」

（2.06）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

區、wiki 等功能可以協助老師更有效的與學生分享資源。 

表 四-39 網路教學效能之認知分析―協助老師們互相分享資源 

 教師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1.86 0.655 

國民型 28 2.00 0.609 

國民型（控） 36 1.94 0.630 

總和 85 1.94 0.624 

表四-47 顯示，填表之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老師均「非常同

意」（1.94）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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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區、wiki 等功能可以協助老師們互相分享資源。 

二、 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執行網絡教學之意願分析 

為了要了解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使用網路教學之意願，在表格上讓填

表者選擇「經常用」（1 分）、「偶爾用」（2 分）、「普通」（3 分）、

「不用」（4 分）及「排斥」（5 分）；勾選「經常用」則得 1 分，依次遞

增，若勾選「排斥」則得 5 分。 

表 四-40 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使用網絡教學之意願分析 

 教師 學生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 21 1.57 0.676 469 3.98 0.821 

國民型 28 1.82 0.905 558 3.84 0.873 

國民型

（控） 

36 1.53 0.774 521 3.87 0.839 

總和 85 1.64 0.800 1548 3.89 0.847 

註：3.0 表示「普通」，超過 3.0 則偏向「不用」，低於 3.0 則偏「偶爾

用」 

表四-48 顯示，85 名填表的檳城州國民體系中學華文教師均表示會

「經常使用」（1.64）使用網絡教學，但，填表的 1548 名檳城州國民教育

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對於使用網路教學的意願偏向於「不用」

（3.89）。研究顯示，檳城州華文教師與修讀華文科的學生在於使用網路

教學的意願上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小結： 

研究顯示，雖然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的華文教師及修讀華文科的學生

對於 “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區、wiki 

等功能給予高度正面的評價，但，在於使用網路教學的意願上華文教師及

學生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華文教師對於網路教學是偏向於高度有興趣，

而學生卻不願意使用網路教學，造成此一使用認知上的差異的原因是學生

的主動學習意願較弱，雖學生每天上網的時間很長，但僅對於社交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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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感興趣，所以要如何將學生的目光從娛樂及社交網站轉移至學習平台

是一番挑戰。 

 

第六節  學生及教師對於網路教學之內容及功

能需求分析 

為了要了解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實施華文科網路教學的看法，本部分

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華文科網路教學的內容需

求分析，第二部分為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華文科網路教學的功能需求分

析。 

一、 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絡教學之內容需求分析 

為了要了解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華文科網絡教學之內容需求，本問卷

針對目前馬來西亞國中華文科教學之內容：語文知識、作文寫作、名句精

華、成語、應用文教學、中國文學、漢語拼音及書法教學設計為選項，共

8 項，此一部分為複選題，填表者最多可選其中的 5 個。 

表 四-49 學生對於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分析 

內容需求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語文知識 
個數 356 446 411 1213 

百分比 75.9% 79.9% 78.9% 78.4% 

作文教學 
個數 359 409 412 1180 

百分比 76.5% 73.3% 79.1% 76.2% 

名句精華 
個數 361 352 352 1076 

百分比 77.0% 67.6% 67.6% 69.5% 

成語 
個數 226 271 240 737 

百分比 48.2% 48.6% 46.1% 47.6% 

應用文教

學 

個數 229 236 195 660 

百分比 48.8% 42.3% 37.4% 42.6% 

中國文學 
個數 205 209 245 659 

百分比 43.7% 37.5% 47.0%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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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拼音 
個數 192 246 185 623 

百分比 40.9% 44.1% 35.5% 40.2% 

書法 
個數 65 79 55 199 

百分比 13.9% 14.25 10.6% 12.9% 

針對學生對於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分析，表四-49 顯示填表之 469 名

國中生中，對於「語文知識」、「作文教學」及「名句精華」之需求量最

多，投選之比率為 75%以上;其次為「成語」、「應用文教學」、「中國文

學」及「漢語拼音」，投選之比率均在 40%以上；至於對於「書法」之教

學內容需求相對地較為少，僅有 13.9%。 

經由填表之 558 名國民型中學學生投選最需要的前兩項教學內容為

「語文知識」及「作文教學」，投選率為 70%以上；其次為「名句精

華」，投選率為 67.6%；再次為「成語」、「應用文教學」及「漢語拼

音」，投選率為 40%以上；「中國文學」及「書法」的投選率最低，各佔

37.5%及 14.2%。 

經由填表之 521 名國民型（控）中學學生投選最需要前兩項教學內容

為「語文知識」及「作文教學」，投選率為 75%以上；其次為「名句精

華」，投選率為 67.6%；再次為「成語」及「中國文學」，投選率為 40%

以上；「應用文教學」、「漢語拼音」及「書法」的投選率最低，「應用

文教學」及「漢語拼音」各佔 35%以上，而「書法」之投選率僅為

10.6%。 

整體而言，填寫問卷的 1548 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學生投選之網路教學內

容需求前三項為「語文知識」、「作文教學」、「名句精華」，投選率均

在 65%以上，其中前兩項更是高達 75%以上；其次為「成語」、「應用文

教學」、「漢語拼音」及「中國文學」，投選率均在 40%以上；至於對於

「書法」之網路教學內容需求相對地較為少，僅有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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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1 華文老師對於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分析 

內容需求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作文教學 
個數 21 26 31 78 

百分比 100% 92.9% 86.1% 91.8% 

中國文學 
個數 18 17 31 66 

百分比 85% 60.7% 86.1% 77.6% 

名句精華 
個數 14 19 29 62 

百分比 66% 67.9% 80.6% 72.9% 

語文知識 
個數 14 22 26 62 

百分比 66% 78.6% 72.2% 72.9% 

應用文教學 
個數 8 12 16 36 

百分比 38% 42.9% 44.4% 42.4% 

漢語拼音 
個數 10 11 6 27 

百分比 47% 39.3% 16.7% 31.8% 

成語 
個數 8 11 7 26 

百分比 38% 39.3% 19.4% 30.6% 

書法 
個數 2 3 7 12 

百分比 9% 10.7% 19.4% 14.1% 

針對華文老師對於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分析，表四-50 填表之 21 名國

中華文教師對於「作文教學」之投選率高達 100%；其次為「中國文

學」，投選率為 85%；再次為「名句精華」及「語文知識」投選率為

66%；「漢語拼音」的投選率為 47%；「應用文教學」及「成語」的投選

率為 38%；「書法」的投選率最低，僅有 9%。 

填表的 28 名國民型中學華文科教師當中，高達 92.9%的老師投選「作

文教學」；其次為「語文知識」，投選率為 78.6%；再次為「名句精華」

及「中國文學」投選率分別為 67.9%及 60.7%；「漢語拼音」及「成語」

之投選率均為 39.3%；「書法」的投選率最低，僅有 10.7%。 

填表的 36 名國民型（控制型）中學華文教師當中，在網路教學之內容

需求中對於「作文教學」、「中國文學」及「名句精華」的需求量最大，

高達 80%以上的老師都認為此三項最需要，其次為「語文知識」，投選率

 



 

 88 

即 72.2%。 

整體而言，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老師在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上以

「作文教學」、「中國文學」、「名句精華」及「語文知識」為主。特別

是「作文教學」更是教師們迫切需要的，高達 91.8%的教師投選。 

二、  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絡教學之功能需求分析 

為了要了解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華語文網路教學之功能需求，本問卷將語言

網絡教學多見的功能：資源共享、詞彙解釋、網上測驗、討論區、即時發音、網

上填寫問卷、檔案管理及心得報告設計為選項，共 8 項，此一部分為複選題，

填表者最多可選其中的 5 個。 

表 四-42 學生對於網路教學之功能需求分析 

網路教學之功能需求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資源共享 
個數 354 411 422 1187 

百分比 75.5% 73.7% 81.0% 76.7% 

詞彙解釋 
個數 349 392 391 1132 

百分比 74.4% 70.3% 75.0% 73.1% 

網上測驗 
個數 353 408 357 1118 

百分比 75.3% 73.1% 68.5% 72.2% 

討論區 
個數 325 359 364 1048 

百分比 69.3% 64.3% 69.9% 67.7% 

即時發音 
個數 225 237 225 687 

百分比 48.0% 42.5% 43.2% 44.4% 

網上填寫問卷 
個數 227 254 202 683 

百分比 48.4% 45.5% 38.8% 44.1% 

檔案管理 
個數 170 129 162 461 

百分比 36.2% 23.1% 31.1% 29.8% 

心得報告 
個數 101 162 103 366 

百分比 21.5% 29.0% 19.8% 23.6% 

針對學生對於網路教學之功能需求分析，表四-51 顯示，填表的 1548

名學生當中對於「資源共享」、「詞彙解釋」、「網上測驗」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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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需求量最高，均達 65%以上。學生對於「檔案管理」及「心得報

告」的投選率都偏低。 

表 四-43 華文教師對於網路教學之功能需求分析 

網路教學之功能需求 

學校類型 

總和 
國中 國民型 

國民型

（控） 

資源共享 
個數 18 27 34 79 

百分比 85.7% 96.4% 94.4% 92.9% 

討論區 
個數 13 21 29 63 

百分比 61.9% 75% 80.6% 74.1% 

詞彙解釋 
個數 17 16 27 60 

百分比 81% 57.1% 75% 70.6% 

網上測驗 
個數 13 17 19 49 

百分比 61.9% 60.7% 52.8% 57.6% 

即時發音 
個數 10 13 13 36 

百分比 47.6% 46.4% 36.1% 42.4% 

心得報告 
個數 4 14 17 35 

百分比 19.1% 50% 47.2% 41.2% 

檔案管理 
個數 8 7 18 33 

百分比 38.1% 25% 50% 38.8% 

網上填寫問卷 
個數 3 5 3 11 

百分比 14.3% 17.9% 8.3% 12.9% 

針對華文教師對於網路教學之功能需求分析，表四-52顯示，教師投

選「資源共享」、「討論區」及「詞彙解釋」的比率較高，特別是「資源

共享」的功能更是華文教師迫切需要的，投選率高達 92.9%；「網上測

驗」對於國中及國民型的華文教師而言亦有其需要，投選率達 60%以上，

但對於國民型（控制型）中學的華文教師而言並特別需要，投選率為

52.8%；其中「檔案管理」亦有 50%的國民型（控制型）中學華文教師投

選，但對於國中及國民型中學華文教師而言「檔案管理」的投選率偏低。 

小結： 

研究顯示，對於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而言網路教學內容

上最為迫切需要的依序是「作文教學」、「中國文學」、「名句精華」及

 



 

 90 

「語文知識」。而對於修讀華文科的學生來說，「語文知識」、「作文教

學」、「名句精華」，與華文老師對於網路教學內容需求不一的是「中國

文學」，對於檳城州修讀華文科的學生而言「中國文學」反倒是不需要的

教學內容。 

至於網路教學功能方面，對於檳城州華文教師而言網路上的「資源共

享」、「討論區」及「詞彙解釋」是語文課教學所需要的功能，特別是

「資源共享」。而對於檳城州修讀華文科的學生而言除了以上三項功能，

學生亦希望網路教學平台需要有「網上測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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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主要的目的是將研究結果及在研究過程中的發現做進一步的分

析及討論，根據本研究之目的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中學華文師資、

華語文學習環境問題；第二部分，學校推行科技融入教學、學生及教師執

行網絡教學之意願；第三部分，教師及學生的資訊素養。 

  華文師資、華語文學習環境問題 

一、 合格華文師資問題懸而未解 

檳城州在馬來西亞是一個屬於華裔人口較為密集的州屬，所以基本上

華文教師可說是較為充足，但是所謂足夠的華文師資僅停留於表面上的華

文課有老師負責教授。教師的專業背景有助於教學專業，而本研究顯示，

在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的三類型中學華文教師當中非本科畢業的華文教師

所佔據的比率相當超出 60%，所以填表的華文教師們亦承認教師的專業知

識及教學方法影響了學生學習華文的意願，在中文系畢業師資不足的情況

之下，只要是諳華語（SPM 華文及格）的教師都可能被安排教授華文，所

以教師唯有依本身僅有的華語文知識教授學生，學生的華文學習成效更是

日益下降。雖然此一問題在研討會中都會一而再地被提起，中文媒體亦大

肆報導，但是政府一直都無法解決華文師資不足的問題。 

從受訪的教師顯示，超過 65％的華文教師任教年資超過 10 年以上，

但受訪的國民中學華文教師中達 48%的教學經驗低於 10 年。國民中學之

學生素質原本就不如國民型（控）中學佳，更需要有經驗的華文教師來教

授，才有可能給予學生最迫切的幫助，但，從研究者與國民中學華文教師

多年來的接觸深感，大多的華文教師多希望能夠在國民型中學執教，因為

國民型中學的學生多為華裔子弟，且行政主管都為華人，依然保留有華校

的校風，所以有機會進入國民型中學執教的華文教師很少會再申請調換學

校，而國民中學華文師資所遺留下來的空缺只好由新進教師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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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民中學華文學習環境不理想卻堅持母語教育傳承 

基本上國民型中學的華文課多為 5 節或以上而且是在正課時段上課，

而國民中學僅有基本的三節，且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班級需要合班上課，所

以上課時間更顯少。在受訪的教師中有者之華文課為母語班，需安排在課

外時間上課，此一情況最不理想，因為學校的其他同學及教師都已放學離

校，僅剩下修讀華文課的學生及教授華文的教師留校上課，所以學習的心

情難免會受波及，學習效果也相對地較弱。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群願意留校上課的華文老師及學生都是因

為對華文的熱愛才能堅持學習華文之路，依研究者本身的學習華文經驗

談，在高中階段因校方不再安排華文課，在學生向校方極力爭取之下雖校

長給予口頭上的承諾會開班，但而後卻以沒有合格華文師資為由而遲遲未

安排開課，偶後與初中華文教師商量下，老師主動向校長請纓，願意承擔

教學重任，犧牲放學後的私人時間給予學生們留堂上課，所以校長才點頭

答應開設母語班，因得來不易，所以教師及學生更珍惜學習華文的機會。 

華文科上課的節數因學校的類型不一上課的節數也有別，國民中學華

文課上課的節數僅有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的一半，所以「華文科上

課的節數」的少對於國民中學的教師及學生所造成的影響深遠，但也只能

非常無奈地接受。國民中學的華文科多為合班，而國民型中學及國民型

（控制型）中學在檳城州多為華小畢業生首選的升學管道，一般上一班平

均約 40 名學生，所以上課的學生人數對於華文教師而言亦影響了學生學習

華文狀況。 

三、 國中華文教師教學負擔太沉重 

在國民型中學因華文科每週的節數為 5 節或以上，所以一般上華文科

老師所負責教導三或四班，特別是國民型（控制型）中學的華文教師多能

夠較為專注在華文科教學，因為 4 班的華文課已經佔滿了節數。而國民中

學因每週上華文科的節數僅有 3 節，所以老師所負責的班級較多，甚至高

達 7 班，而且國民中學華文教師一般上除了教授華文之外還會搭配其他科

目以滿 26 或 28 節，此一負擔對於語文科教師而言實在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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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種種的現象顯示，國民中學學習華文的環境相較國民型及國民

型（控）中學而言是較為不足，但從學習的惡劣環境中堅持在課後上課的

用心及對母語教育的珍惜，可見國民中學選修華文科的學生及華文教師對

於學習華文不放棄精神是值得認可及鼓勵的。 

四、 學生個人因素及輔助教學教具影響中學華文學習成效 

雖然在馬來西亞擁有多所華文小學，學生亦完整地接受了小學六年的

華文教育，但，調查研究顯示，對於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的教師及學生而

言，學生的「華文基礎」還是會導致學生在中學期間修讀華文面對困難。 

對於長期執教鞭並與學生多接觸的華文教師而言，學生本身對於「學

習華文的興趣」及「學習態度」更是目前導致學生修讀華文面對困難的主

因，所以如何提升學生對於學習華文產生興趣及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對於

華文教師而言是最棘手的問題。 

雖然大馬的閱讀文化並不盛，且中文書店並不多，但這研究顯示「缺

乏參考資料」對於檳城州國民型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師及學生而言並非

學習華文面對的困難的因素。依研究者的經驗分析，學生已經很習慣為考

試而讀書，而檳城州內的書店亦以賣參考書為主，所以對於師生而言此一

因素並不影響華文學習。 

調查研究顯示對於檳城州國民中學華文教師而言教師「缺乏輔助教學

教具」會影響到學生學習華文的意願，特別是在教師本身教學經驗及本科

專業知識不足的情況輔助教學教具是可以協助學生學習的，如，講解古文

或詩詞之時若有輔助教學教具，學生可以更容易理解，教師備課也較輕

鬆，特別是對於教學經驗較為資淺及教學負擔相當沉重的國民中學教師而

言更是需要這方面的協助。 

五、 語言經濟價值不影響中學華文學習 

檳城州是一個華族人口較為密集的州屬，在華族的生活圈子主要的生

活用語除了方言之外華語及英文亦是普遍使用，所以依據調查研究顯示

「平時生活缺乏使用機會」並不影響學生學習華文。雖然說，語言會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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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價值的提升而獲得更多的關注，但在檳城這個工作及官方用語以英文及

馬來文為主的環境，對於學生及教師而言「未來工作環境沒有使用到」並

不對學生學習華文造成影響。 

依據調查研究顯示，對於華文教師而言，家長對於子女學習華文所保

持的態度是影響學生學習華文的因素之一，特別是對於多數家長而言學生

掌握基本的聽、說、讀、寫已經足夠，只要可以基本的溝通就已經滿足，

所以家長對於學習華文所保持的這一態度深深地影響了學生學習華文的意

願。 

六、 學習動機影響學習態度 

從此一調查研究顯示，國民型（控制型）中學的華文教師均認為

「SPM 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深深地影響了學生學習華文的意願。國民

型（控）中學的學生都是經過了挑選入學的質優生，所以優越的成績、進

入頂尖大學及國家獎學金是學生的終極目標，而在 SPM 考試中相較於其他

的語文科，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是偏低所以進而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意

願。 

但相對的，對於國民中學的學生而言「SPM 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

並不會影響學生學習華文的意願，因為爭取而來的華文課國民都會特別珍

惜，華文在國民中學是選修課是依學生本身的興趣選擇，非學校強制性修

課，所以對於國民中學修讀華文的學生而言學習是因為興趣而非僅為了成

績。 

第二節  科技領導及使用意願問題討論 

一、 學生無感校方重資推行科技領導 

教學設計的模式須需求分析是教學設計模式最基本的步驟，徐新逸

（2003）指出，校長的領導為資訊融入教學成敗的最重要關鍵，因為唯有

校長的支持、投入與協助，才有可能成功。所以本研究其中一個選項為由

學生及教師來去評估校方在推行科技融入教學上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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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雖由政府完全資助，而且每年大馬為了推行資訊教育投入了

大量的資金，但，若非重點學校一般上政府的撥款及課堂全面資訊化的程

度都有待提升，從此一調查研究亦可顯示出，國民中學華文教師及修讀華

文的學生對於國民中學在推行科技融入教學上的推動力是無感的。 

而對於檳城州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的華文教師而言，校方在推

行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是「強」的，因為雖然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

是屬於政府半津貼學校，在硬體設備的建設上往往受到政府的忽略，而且

需要校董自行出資籌建，但基於維護民族教育及教學不落人後的理念之

下，校董、家協及校友們往往願意辦活動籌款，投入大筆資金為學校購入

網路教學平台或硬體設備以落實科技融入教育的教學模式。 

相對的何以在勞師動眾籌款購買一系列的軟硬體設備，協助資訊融入

教學後，但這一系列的動作對於在課堂上課學習的學生而言卻是「無

感」，認為學校「沒意願」推動科技融入教學。 

對於在同一校園下生活及學習但是對於此一議題上的認知落差是如此

的大，這是相當弔詭的問題，也相當值得探討其問題所在，依據研究者的

教學行政經驗分析，造成此一認知落差最主要的原因有： 

1. 領導者是否真正懂得如何進行科技融入教學？ 

2. 領導者是否有給予教師一系列的配套協助教師執行科技融入教

學，如：給予教師軟體課件的輔助、引導教師分享課件、給予教

師一系列的科技融入教學培訓等。 

3. 執行者（教師）的態度。若教師依然停留在傳統的教學方式來

說，學生對於科技融入教學是無感的。 

二、 學生使用意願低落 

研究顯示，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學生擁有電腦的比

率非常高，幾乎都可以上網。而且超過 87%的學生每天都有上網的習

慣，高達 68.6%的學生每天在放學後上網超過 1 個小時，甚至有 26%

以上的學生每天上網 3 個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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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及修讀華文的學生對於網路教

學的效能亦給予高度的正面評價，而且均具備有一定的基本數位能

力，華文教師對於推行華文網路教學亦有高度的興趣，依此推論，要

執行網路教學應該是不成問題，但研究顯示，受教者--學生對於華語文

網路教學的使用意願卻是偏向於「不願意」。 

依據研究者的觀察發覺，學生雖每天都有上網的習慣，但上網對

於學生而言是娛樂、社交興趣大於學習興趣，一般上，除非教師特別

要求學生上網找資料、提交作業或讓學生知道網路資料庫裡的歷屆考

題有幫助於應對考試，學生才有可能上網學習，否則，即使華文教學

網站資料再豐富、網路功能再先進，對於缺乏主動學習動機的學生而

言是缺乏吸引力的。 

教學即是「教」與「學」教師與學生在使用網絡教學意願上的落

差若無法達成共識，無論校董投入多少資金、教師投入多少心血來經

營此一教學平台一切都會是徒然。所以要如何吸引學生使用華文網路

教學才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三節  華文網路教學平台功能及內容需求 

一、 資源分享減輕教學負擔 

本研究顯示，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及修讀華文科的學生

均高度認同網路教學所帶來的引起學習動機、搜尋資料、課後複習、補充

資料、彌補課堂時間的限制等方面的效能。檳城州華文教師而言網路上的

「資源共享」、「討論區」及「詞彙解釋」是語文課教學所需要的功能，

特別是「資源共享」。對於華文教師而言資源分享更是網路教學平台應該

發揮的效能。 

研究顯示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多為非本科專業（中文

系）訓練的教師，只因教師本身中學階段 SPM考試華文科合格而在華文師

資不足的情況下被安排教授華文，所以若可以得到合格華文教師的教學資

源分享，教學效能可能會更好，可以減輕教師的許多備課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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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國中華文教師雖然教學經驗較為少，華文教學環境不佳（華文課

節數不足、班級人數難以控制及合班制度）但教師本身的資訊素養較佳，

若華文教師公會能夠在扮演聯誼的角色之外扛起此一任務，結合資訊素養

佳的國中華文教師與擁有較多合格華文師資的學校，合作開發華語文多媒

體教學課件、教學資料及習題分享，這可以大大的減輕了華文教師的負

擔，才能更全面地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學推動華文教學。 

二、 華文教學網路內容需求偏向考試要求 

研究顯示，對於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而言網路教學內容

上最為迫切需要的依序是「作文教學」、「中國文學」、「名句精華」及

「語文知識」。而對於修讀華文科的學生來說，「語文知識」、「作文教

學」、「名句精華」，與華文老師對於網路教學內容需求不一的是「中國

文學」，對於檳城州修讀華文科的學生而言「中國文學」反倒是不需要的

教學內容。 

從中可以發覺，學生及教師對於教學內容的需求偏向於 SPM 考試試卷

分數比重。在 SPM 考試試卷一當中，命題作文的分數佔了 70%，所以

「作文教學」的技巧和方式是華文教師和修讀華文科學生迫切需要的；在

SPM 試卷二，「語文知識」在現代文閱讀部分佔據了 45%，「名句精華」

10%。 

「作文教學」對於語文教而言是較為棘手的教學內容，研究者觀察

到，許多華文教師根本沒有方法來引導學生寫出好文章，在沒有相關專業

訓練之下，有些華文老師只是在課堂上給予學生作文題目後就任由學生自

我發揮，間中的教學成效更是可想而知。 

「中國文學」的教學內容並不涵蓋於 SPM 華文科考試範圍，而是獨立

的一科考試科目，接受調查研究的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才有開班授

課，但，修讀的學生不多。據研究者所知，當中有一所學校更把「中國文

學」列為中四及中五第一班的學生的必修必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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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旨在於探討「馬來西亞國民中學華文教學現況及實施電腦教學

之可行性及需求研究」，為了達成目的，研究者藉由文獻資料的探討及問

卷調查結果進行歸類及分析，再歸納出「馬來西亞國中華文科電腦教學之

可行性」並進一步推論未來國中及國民型中學是否可藉由網路合作學習的

方式拉近國中及國民型中學在華文科教學上的落差。 

本章主要針對研究發現及問卷調查做出相關研究結論，最後並對「馬

來西亞國中華文科電腦教學之可行性調查研究」的後續研究議題提出相關

建議，供後續延伸探討的參考依據。 

  研究結論 

本節主要的目的是將研究結果及研究過程中的發現做進一步的研究及討論，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馬來西亞國民中學華文教學現況及實施電腦教學之可行

性及需求研究」歸納出兩大結論：馬來西亞國民中學（三類型）華文教學

現況及馬來西亞國民中學華文班進行網路教學的可行性及需求。 

一、 馬來西亞國民中學（三類型）華文教學現況 

1. 馬來西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語文教學現況及問題為何？ 

本研究僅針對檳城州之 6 所以華裔子弟為主的國民教育體系中學所做

的研究顯示，華文教師當中一半以上為非本科生，此一現象普遍存在於任

何一類型的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師資的本科素養本就參差不齊。其中

國民中學的華文師資多數華文科的教學經驗少於 10 年，且國民中學華文教

師所負責教授的班級更是高達 7 班，從中可知國民中學華文教師的負擔實

在太過於沉重。 

國民型及國民型（控制型）中學上華文課的情況較佳，都是在本班上

課，而國民中學的學生在上華文課之時大多需要合班上課，所以對於上華

文課節數原本就較為少的國民中學學生及教師而言這無疑是一大問題，再

加上部分的國民中學的華文課需要安排在課外時間學習，學習成效更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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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降低。 

研究發現，學生個人的「華文基礎」、「學習華文的興趣」及「學習

態度」是導致目前學生修讀華文面對困難的主因。而「家長對於學習華文

所保持的態度」及「SPM 華文科考獲 A＋的機率」也影響了學生的學習熱

忱，雖說學語言不是為了考試，但是以升學主義作祟的功利社會「成績」

是個關鍵點，但此一因素僅影響了成績較為優異的國民型（控）中學學

生，畢竟雖考獲 A＋的機率的機率不高，但華文科及格的比率卻相當高。

國民中學華文課「華文課上課的節數」僅有三節所以在於學生的學習上遠

遠不足；「華文科上課的學生人數」一班約 40 人，教師的班級管理能力受

到極大的考驗，也較難把焦點集中在每一個學生上。 

二、 馬來西亞國民中學、國民型中學及國民型中學（控制型）華文科數位教

學可行性及需求： 

1. 這三類型學校修讀華文科之學生的資訊素養程度如何？ 

依此一調查顯示，電腦硬體設備及網絡設備在檳城州修讀華文的學生

中並不構成問題，而且超過 87%的學生每天都有上網的習慣，高達 68.6%

的學生每天上網超過 1 個小時。 

在馬來西亞，國民型華文小學從一年級開始已經在課堂上修讀電腦與

資訊工藝課程，從本調查研究發現，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

的學生都能夠掌握基本的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書處理、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簡報軟體、中文輸入、收發電子郵件、上網搜尋教學資料及使

用結合多媒體的能力。但，對於協助資料及課業管理的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的掌握對於僅屬於入門階段，還有待提升。 

學生資訊素養將影響推動電腦教學的成效，這些基本的資訊能力將有

助於華文科電腦教學的推動。從檳城州修讀華文科中學生資訊素養的能力

來看，研究者認為中學生有能力使用電腦完成的報告及簡報，更具備在網

路上學習的基本能力，故，教師必須先改變以教師主導的傳統教學方式，

進一步引導學生主動學習，搜尋資料以主導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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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三類型學校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對於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為何？ 

研究顯示，雖然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對於 “網

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區、wiki 等功能給予

高度正面的評價，擁有電腦及上網的比率都很高，而且每天都一定會上網

但，對於使用資訊融入教學的意願卻僅屬於「普通」甚至偏向「無」，所

以若要正式推行資訊融入學習，又不造成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後平台缺人問

津，要如刺激學生的使用意願才是大挑戰。 

當校方及政府已經投入大量的資金在於培訓師資及提升多媒體設備的

情況下，但學生的認知中校方並無意願投入科技融入教學的活動，造成此

一認知的關鍵點在於科技領導人對於科技融入教學的認識及教師的行動能

力。 

3. 這三類型學校修讀華文科之學生對於華語文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為

何？ 

研究發現，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修讀華文科的學生對於華文科網

絡教學平台的內容需求是以「語文知識」、「作文教學」及「名句精華」

為主。至於華文網絡教學平台的功能設計方面，研究顯示學生對於「資源

共享」、「詞彙解釋」、「網上測驗」及「討論區」的需求量偏高。希望

此一發現可以協助未來華文科網絡教學平台的開發，以開發出真正符合學

生及華文教師使用的華文科網絡教學平台。 

4. 這三類型學校華文教師的資訊素養程度如何？ 

教師如果沒辦法掌握一定的資訊素養，將會對使用電腦融入教學感到恐

懼。從此一調查研究發現，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教師對於文書處理、

簡報軟體、試算表處理、中文輸入、收發電子郵件、上網搜尋教學資料及多

媒體應用等掌握的程度都是屬於一般或以上。 

基本上超過 80%的教師都有能力自行使用電腦處理文檔及製作教學課

件，更具備上網搜尋教材的能力，但對於試算表處理及結合多媒體應用的能

力有待提升。從中亦發現相較於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年資較淺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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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學華文教師的資訊素養較高，對於接觸新事物上也保持較為開放的態度。

所以未來在規劃科技融入教學上的培訓，可以依教師目前所掌握的資訊素養

做教師培訓計劃，在教師原有的資訊素養基礎上加強應用於教學的能力即可。 

5. 這三類型學校華文教師對於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為何？ 

研究顯示，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科教師高度認同網路教學平

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區及 wiki 等功能可以「引起學習

動機」、「搜尋資料」、「課後複習」、「獲取課外補充資料」、「彌補

課堂時間限制」等。華文教師亦認同網絡教學可以更有效地掌握及記錄學

生的學習狀態，並與學生及教師之間分享資源。 

受訪國民型及國民型（控）中學華文教師認為校方對於推行科技融入

教學有很強的意願，而且教師也非常願意投入科技融入教學的行列。雖然

檳城州國民中學的華文教師也是非常願意投入科技融入教學的行列，但校

方並沒有意願投入資金發展科技融入教學，並非每一間課室都有多媒體設

備，所以教師必須要帶領學生到擁有此一設備的課室上課，亦造成了使用

上的不便。 

6. 這三類型學校華文教師對於華語文網路教學之內容需求為何？ 

研究發現，檳城州國民教育體系中學的華文教師對於華文科網絡教學

平台的內容要求，以「作文教學」、「中國文學」、「名句精華」及「語

文知識」為主。華文網絡教學平台的功能設計，研究顯示，華文教師對於

「資源共享」、「詞彙解釋」及「討論區」的需求量偏高。 

據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科所存在的問題是

常年來都無良好的解決方案，雖電腦教學可以扮演輔助作用、網絡教學平

台有助於拉近學生學習的不足及教師之間可以進行資源分享，但，其中務

必要先解決的是提升學生本身對於學習華文的意願及使用華文科電腦網絡

教學平台的意願，並針對學生及華文教師對於網絡內容及功能需求設計才

能達致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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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 

因地域方便及人脈的分佈所以本研究鎖定於檳城州，而檳城州是個華

族較為密集的州屬，且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均以市區的學校為主，所以無法

更全面地反映了馬來西亞實際華文教學及華文電腦教學的狀況。因每所國

民中學的華文教師人數較為少，所以在尋找此一研究對象之時需要透過華

文科督學及在國中服務的教師協助透過電子郵件發放及當面要求教師填

寫。 

大馬教育局有規定任何針對國民教育體系學校進行之問卷需要通過教

育局的批准方可入校進行問卷調查，因此一程序需要較為冗長的時間，為

了要順利地完成此一調查研究，研究者必須透過在國民教育體系服務之行

政人員及華文科督學的協助方能順利進行。 

二、 缺乏參考資料 

本研究僅採用了內容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若時間允許的話應該再加

上訪談，只有訪談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實際的狀況。在大馬的國內學術研究

上亦有許多針對教育及資訊教學所進行的研究，但多以馬來文或英文發

表，所以研究者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在從事翻譯工作。大馬國內大學針對華

文科教學的研究相對的很少，所以參考資料相當有限。早期因為到台灣留

學的多為獨中生，所以台灣大學院校針對大馬教育的研究多為獨中生的觀

點，而無法更透徹地了解實際上大馬國民教育體系華文教學的狀況，所以

可參考的資料實在是太有限。 

  後續研究與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 

本研究探討了「馬來西亞國民中學華文教學現況及實施電腦教學之可

行性及需求」從中取得的結論及目前大馬實際的推行電腦及網絡教學的現

況而言是投入的成本多於取得的成效，而本研究亦發現硬體設備已經不構

成推行電腦教學的障礙，其中所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讓一群生活中對電

腦及網路不可缺的學生轉向願意使用網絡學習。針對後續研究與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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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研究者的建議為： 

一、 針對國民教育體系中學學生使用網絡的習慣進行研究，從中才能對

症下藥，以提升學生對於使用華文科電腦網絡教學平台的意願。 

二、 針對國民教育體系中學華文科電腦及網絡教學設計進行研究。 

三、 教師師資培訓課程之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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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檳城州位置圖（研究對象之學校分佈圖） 

 N 

地圖 1. 馬來西亞行政圖 

地圖 2. 檳城州地圖（研究對象之學校分佈圖） 

北海鍾靈國民型中學 

S.M.K SIMPANG EMPAT 

S.M.K BANGAN JAYA 
檳城鍾靈國民型中學 

恆毅國民型中學 

柑仔園修道院國民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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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針對馬來西亞國中華文科之網路教學平台設計問卷調查（教師） 

 

 

 

 

 

 

 

 

 

 

1.  學歷：  

2.  主修：  副修：  

3.  學校類型： □ 國民中學 □ 國民型中學 

4.  教學年資： □ 1-3 □ 4-6 □ 7-9 □ 10-12 □ 13-15 □ 15+ 

5.  華文教學經驗： □ 1-3 □ 4-6 □ 7-9 □ 10-12 □ 13-15 □ 15+ 

6.  您目前所教的科目：  

7.  貴校華文科的性質： 7.1 □ 正課 □ 課外 7.2. □ 合班 □ 本班 

8.  您目前所教的華文課班級：       

9.  您每班華文課的學生人數：       

10.  您每班華文課的節數：       

 

 

11.  貴校是否有意推行電腦資訊教育的意願 

 □ 很強 □ 強 □ 普通 □ 沒 □ 排斥 

 

12. 您認為導致國中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2.1 3 學生的華文基礎。 □ □ □ □ □ 

12.2 3 學生的學習興趣。 □ □ □ □ □ 

12.3 3 學生的學習態度。 □ □ □ □ □ 

12.4 3 學生缺乏學習華文的參考資料。 □ □ □ □ □ 

敬愛的老師們您好， 

感恩您願意撥出時間進行此項問卷調查。此問卷乃是針對「馬來西亞國中華文科之網路教

學平台設計」而設計，目的在於了解老師們在國中教導華文所面對的困境及在國中實施數位教

學的可行性及需求。這是一份學術性研究調查問卷，純為論文寫作用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巫曉薇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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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3 缺乏使用的機會。 □ □ □ □ □ 

12.6 3 未來工作環境沒用到。 □ □ □ □ □ 

12.7 3 家長不鼓勵。 □ □ □ □ □ 

12.8 3 SPM華文科難考獲 A+。 □ □ □ □ □ 

12.9 3 教師缺乏教學參考資料。 □ □ □ □ □ 

12.10 3 教師缺乏輔助教學教具。 □ □ □ □ □ 

12.11 3 華文課的教學節數。 □ □ □ □ □ 

12.12 3 每班華文課的學生人數。 □ □ □ □ □ 

12.13 3 教師對於專業知識的掌握。 □ □ □ □ □ 

12.14 3 教師的教學方法。 □ □ □ □ □ 

 

 

13. 您認為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區、wiki等功能足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3.1 3 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 □ □ □ □ 

13.2 3 易於搜尋所需要的資料。 □ □ □ □ □ 

13.3 3 學習者可以在課外複習全面的、正確的資訊。 □ □ □ □ □ 

13.4 3 學習者可以獲得課堂以外的補充資料。 □ □ □ □ □ 

13.5 3 學習費用高於學習成效。 □ □ □ □ □ 

13.6 3 使用方法複雜，因需結合網際網路使用。 □ □ □ □ □ 

13.7 3 可以彌補課堂時間的限制。 □ □ □ □ □ 

13.8 3 對於電腦操作不熟悉者是一種學習障礙。 □ □ □ □ □ 

13.9 3 協助老師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態。 □ □ □ □ □ 

13.10 3 協助老師更有效的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 □ □ □ □ □ 

13.11 3 協助老師更有效的與學生分享資源。 □ □ □ □ □ 

13.12 3 協助老師們互相分享資源。 □ □ □ □ □ 

 

14. 您是對於使用華文科網絡教學平台的意願如何？ 

 □ 經常用 □ 偶爾用 □ 普通 □ 不用 □ 排斥 

 

15. 您認爲馬來西亞國中“網路教學平台”應該具備哪些功能？(可複選) 

□ 網上測驗 □ 討論區 □ 心得報告 

□ 網上填寫問卷 □ 詞彙解釋 □ 即時發音 

□ 資源共享 □ 檔案管理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16. 您認爲馬來西亞國中“網路教學平台”的設計如何才能吸引學生參與？（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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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向互動 □ 即時成績 □ 介面設計簡單 

□ 多媒體 □ 圖片精美 □ 操作簡單 

□ 動畫 □ 資源共享 □ 即時發音 

□ 可以不斷的重復練 其他：  其他：  

 

17. 您認為針對馬來西亞國中“網路教學平台”應包含哪些內容？（可復選） 

□ 名句精華 □ 中國文學 □ 書法 

□ 應用文教學 □ 語文知識 □ 漢語拼音 

□ 作文教學 □ 成語 □ 資源共享 

其他：  其他：  其他：  

 

 

18. 您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如何？（請勾選程度 5 分最高，1 分最低） 

  
○5  ○4  ○3  ○2  ○1  

18.1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書處理 □ □ □ □ □ 

18.2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簡報軟體 □ □ □ □ □ 

18.3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試算表處理 □ □ □ □ □ 

18.4  中文輸入 □ □ □ □ □ 

18.5  收發電子郵件 □ □ □ □ □ 

18.6  上網搜尋教學資料 □ □ □ □ □ 

18.7  使用數位相機、攝影機、投影機及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 □ □ □ □ □ 

 

 

 

 

 

～～此問卷到此結束。感恩您的填寫。～～ 

 



附錄三： 

針對馬來西亞國中華文科之網路教學平台設計問卷調查（學生） 

 
 
 
 
 
 
 
 
 

一、 基本資料 

1.  學校類型： □ 國民中學 □ 國民型中學 
2.  班級： □ 中一 □ 中二 □ 中三 □ 中四 □ 中五 
3.  貴校華文科的性質： □ 正課 □ 課外 □ 合班 □ 本班 
 

二、 學校資訊環境分析表 

4.  貴校是否有意推行電腦資訊教育的意願 
 □ 很強 □ 強 □ 普通 □ 沒 □ 排斥 

三、 導致國中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 

5. 您認為導致國中生學習華文面對困難的因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5.1 3 學生的華文基礎。 □ □ □ □ □ 

5.2 3 學生的學習興趣。 □ □ □ □ □ 

5.3 3 學生的學習態度。 □ □ □ □ □ 

5.4 3 學生缺乏學習華文的參考資料。 □ □ □ □ □ 

5.5 3 缺乏使用的機會。 □ □ □ □ □ 

5.6 3 未來工作環境沒用到。 □ □ □ □ □ 

5.7 3 家長不鼓勵。 □ □ □ □ □ 

5.8 3 SPM華文科難考獲 A+。 □ □ □ □ □ 

5.9 3 華文課的教學節數。 □ □ □ □ □ 

5.10  每班華文課的學生人數。 □ □ □ □ □ 

5.11  教師的教學方法。 □ □ □ □ □ 

敬愛的同學們好， 

感恩您願意撥出時間進行此項問卷調查。此問卷乃是針對「馬來西亞國中華文科之網路教

學平台設計」而設計，目的在於了解您在國中學習華文所面對的困境及在國中實施數位教學的

可行性及需求。這是一份學術性研究調查問卷，純為論文寫作用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巫曉薇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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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於實施華文科網路教學平台教學之看法 

6. 您認為透過“網路教學平台”所提供的線上資源、測驗、問卷、討論區、wiki等功能足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6.1  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 □ □ □ □ 

6.2  易於搜尋所需要的資料。 □ □ □ □ □ 

6.3  學習者可以在課外複習全面的、正確的資訊。 □ □ □ □ □ 

6.4  學習者可以獲得課堂以外的補充資料。 □ □ □ □ □ 

6.5  學習費用高於學習成效。 □ □ □ □ □ 

6.6  使用方法複雜，因需結合網際網路使用。 □ □ □ □ □ 

6.7  可以彌補課堂時間的限制。 □ □ □ □ □ 

6.8  對於電腦操作不熟悉者是一種學習障礙。 □ □ □ □ □ 

 
7. 您是對於使用華文科網絡教學平台的意願如何？ 

 □ 經常用 □ 偶爾用 □ 普通 □ 不用 □ 排斥 
 

8. 您認爲馬來西亞國中“網路教學平台”應該具備哪些功能？(可複選) 

□ 網上測驗 □ 討論區 □ 心得報告 
□ 網上填寫問卷 □ 詞彙解釋 □ 即時發音 
□ 資源共享 □ 檔案管理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9. 您認爲馬來西亞國中“網路教學平台”的設計如何才能吸引學生參與？（可複選）  

□ 雙向互動 □ 即時成績 □ 介面設計簡單 
□ 多媒體 □ 圖片精美 □ 操作簡單 
□ 動畫 □ 資源共享 □ 即時發音 
□ 可以不斷的重復練 其他：  其他：  

 
10. 您認為針對馬來西亞國中“網路教學平台”應包含哪些內容？（可復選） 

□ 名句精華 □ 中國文學 □ 書法 
□ 應用文教學 □ 語文知識 □ 漢語拼音 
□ 作文教學 □ 成語 □ 資源共享 

其他：  其他：  其他：  
 

五、 個人使用電腦及數位能力分析 

11. 您的家裡是否擁有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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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12. 您家的電腦是否可以連接上網？ 
□ 是 □ 否 

 
13. 個人每天上網的時數為何？ 

 □ 無 □ 1 小時以下 □ 1-3 小時 □ 3-5 小時 □ 6 小時以上 
 
14. 您個人運用資訊能力程度如何？（請勾選程度 5 分最高，1 分最低） 

  
○5 E  A○4 E  A○3 E  A○2 E  A○1 E  

14.1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書處理 □ □ □ □ □ 
14.2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簡報軟體 □ □ □ □ □ 
14.3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試算表處理 □ □ □ □ □ 
14.4  中文輸入 □ □ □ □ □ 
14.5  收發電子郵件 □ □ □ □ □ 
14.6  上網搜尋教學資料 □ □ □ □ □ 
14.7  使用數位相機、攝影機、投影機及其與電腦結合的能力 □ □ □ □ □ 

 

 

 

 

 

 

 

 

 

 

 

 

 

 

 

 

～～此問卷到此結束。感恩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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