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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 華文獨立中學、華文課本、馬華文學、教材、董總課程局 

 

《1961 年教育法令》的頒布，華文獨立中學成為華社籌資民辦學校。

因缺乏明確的辦學方針而導致華文獨立中學陷入困境。隨著 1973 年《華文

獨立中學建議書》的提呈，統一與發展獨中課程刻不容緩。1976 年統一課

程委員會的設立，著手於課程設計而後編寫各學科之教科書。學生身處環境

不同教育內容也隨其地域性而調整。以華文科而言，因此有別於兩岸三地，

華文獨立中學華文課本除了選入中國、臺灣、外國作家作品，也特別選入馬

來西亞當地作家的文學作品。本研究以了解民編華文課本之編纂流程、編輯

委員編選之考量、歷年來課文內容的呈現為研究目的。研究發現董教總獨中

工委會課程局主要遵循馬來西亞教育部所頒布的〈華文課程綱要〉並參考中

國與台灣的課綱，發展出獨中〈華文課程綱要〉。本研究進行的內容分析以

教育目標「五育」為主類目,結果顯示三套《華文》中的馬華選文主要著重

於智育作用。本研究以選文的「主題」為次類目，結果顯示 80 年代初編馬

華選文內容最為保守反映的是馬來西亞教育部所頒的課程目標，不碰觸華教

議題；90 年代重編課本選入大量具有本地色彩的作品；21 世紀新編之課本，

馬華選文篇章幅度相比前兩套有減少的趨向。 



 

III 

Malaysia 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Materials Selection of 

Mahua Literature 

 

【Abstract】 

 

Keywords：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Mahua 

Literature, Teaching Materials, Dong Zong Curriculum Department. 

 

Under Education Act 1961, Independent Chinese Schools did not received 

any aid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re was no proper way to run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Schools, soon it found itself running into problems. A 

proposal for Independent Chinese Schools was released in 1973. There was a 

need to develop a curriculum that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se schools. Dong Zong 

Curriculum Department was set up in 1976, it developed a curriculum as well as 

producing textbooks for various subjects. There was a need to design local text 

materials for students who lived in Malaysia. For Chinese subject, textbooks that 

were used in Independent Chinese Schools included literature that was sourced 

from China, Taiwan, Europe and of course Mahua literature. Research find out 

how did the compiled process worked, contents of textbooks over the years. 

Dong Zong Curriculum Department refer to Chinese syllabus that officially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and syllabus from China and 

Taiwan to help develop Chinese syllabus itself. Content analyzed by “Wu-yu”, 

showed that Mahua literature in three sets of Chinese textbooks mainly focused 

on intellectual teaching purposes. The content of Mahua literature of first sets in 

the 1980s did not touched 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issue. The content of second 

sets in the 1990s contained a lot of local text materials. 21th century, the newly 

compiled materials showed that the Mahua literature are being greatl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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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起源追溯至 18 世紀末。1904 年（光緒 13 年），

檳榔嶼中華學校的設立是新式教育的開端。此後新式學堂取代舊式私塾，以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來看，新式學校可說是華文獨立中學的前身。馬來西

亞華文教育發展歷程坎坷，今日之成就安煥然（2009）喻為「鐵樹開花」。
1早在 1951 年，《巴恩報告書》（Barners Report）以民族主義的觀點提出，

為培養馬來亞國家觀念主張消除各方言學校（印、華學校）。《1952 教育

法令》（The Education Act 1952）以及 1956 年《拉薩報告書》（Razak Report）

皆延續《巴恩報告書》的單一化教育政策精神。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政

府以團結各族人民為理由，整合國家教育制度。60 年代初，教育部長拉曼

達立（Abdul Rahman Talib）在任期間根據 1960《拉曼達立報告書》（Rahman 

Talib Report）的建議，通過《1961 年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Act 1961）。

法令條文規定全國只能存有兩種源流的中學：（一）獲得政府全面津貼，國

民中學或華校轉型之國民（型）中學（二）放棄政府津貼，獨立辦學的華文

獨立中學（以下簡稱獨中）。《1961 年教育法令》的頒布致使獨中的誕生，

成為獨立於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的私立民辦學校。因此，獨中沒有辦學特色，

缺乏經費、設備簡陋，大部分獨中陷入困境。為了解決獨中問題，霹靂州於

70 年代初期掀起了獨中復興運動，並蔓延至全國。2
 

                                              

1馬來西亞政府對於華教的發展採不支持但不打壓態度。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從華小、獨中

到大專院校在國內皆可銜接。然而《1961 教育法令》第 21 條（2）表示：「……教育部

長認為適當時，可下令把國民型華文小學轉成國民小學……」，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

（Lee Thing Hui，2011：102）。此項仍未能讓華社完全放心。 
21969 年發生 513 種族衝突事件，馬來社會認為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過於遷就華社，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薩（Abdul Razak bin Hussien）取代之。拉

薩政府提出維護馬來社會的政策：國家原則、新經濟政策、組合國陣體制等（Lee Thing 

Hui，2011：118-120）。潘永強（2005）指出 70 年代華人對 513 政經產物的反應，其

中獨中復興運動與獨大運動為一波文化自救運動。潘永強（2005：208-209）：「70 年

代整體華人政治的氛圍既沉滯又低迷，自救與徬徨之聲不絕。隨著這種憂鬱的氣氛，華

人政治的抗議意識日益形成，並延伸到馬哈迪上台後的 80 年代政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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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董教總於「全國發展華文獨中運動工委會」的會議上接納了

《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以下簡稱獨中建議書）的提呈。獨中建議書內容

除了闡明獨中 4 大使命與 6 大辦學方針，另也針對獨中師資、課程、經費、

學生出路等提出建議。既有明確的使命與方針，統一與發展獨中課程刻不容

緩。1975 年，董教總獨中工委會成立「統一考試委員會」並舉辦以華文為

考試媒介語的統一考試（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UEC）。3為了支

配統一考試的舉辦，董教總獨中工委會「統一課程委員會」於 1976 年成立，

設計課程並編纂一套適合獨中生使用的課本。此次的民編課本作業，在沒有

得到政府的協助下，須在有限的資源（財力、物力、人力）下於短時間內完

成作業。編纂課本工程浩大，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任務。 

目前獨中華文科所使用的課本是由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所編

纂。由於學生身處環境不同，因此教學內容也隨其地域性而作調整。獨中華

文課本內容豐富多元，除了收入中國、臺灣、歐美俄等作家的文學作品，還

特別選入馬來西亞當地作家的文學作品。課本主導著教學活動的進行，雖然

獨中華文科教材編寫趨向成熟，但亦須與時並進，不斷檢討並改進。獨中華

文課本本地教材的發展，馬華文學所呈現的方式與教學意義更為值得探究。

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目前編纂過三套華文課本：（一）第一套於

1983 年至 1991 年完成出版（二）第二套於 1993 年至 1999 年重編出版（三）

第三套初中課本於 2004 年至 2007 年間修訂出版，而高中課本的編纂仍在作

業進行中。 

 

                                              

3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時任教育部長，對於統一考試的舉辦，傳董總領導人

包括林晃昇、陸庭諭至國會大廈，警告為：「最好不要舉辦統一考試，要不然……就這樣……」

會議解散（Kua Kia Soong，2008：109）。取消考試之原因為對國家沒有利益以及破壞

民族團結，事後華教團體大會召開會議考慮其中之一項要點為：「本大會考慮到政府充

分認識到華文學校考試是沒有觸犯任何法令的事實，同時也考慮到教育部長有關勸告我

們自動停止該項考試之建議及其理由」。1975 年 12 月 8 日，首屆統一考試如期進行（董

教總出版組編，198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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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獨中華文教育有別於兩岸三地，於是必須發展出一套適合獨中生使用的

華文教材。獨中由華社出錢出力籌資辦學，因資源有限，編纂課本並非簡易

之事。統一考試於 1975 年開始舉辦，獨中華文課本卻延至 1983 年才出版。

統一課程編輯委員會曾於1982年至1983年間舉辦三次馬來西亞中學華文教

學研討工作營。1983 年出版初一華文課本（試用本）以後，另針對初二華

文課本之選文與編寫問題進行多次的會議討論。探究華文科編委會的組成、

獨中華文課程綱要的擬定、教材編寫、審定、出版等作業實施之過程以及所

面對的困境，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統一課程委員會負責編纂各科課本。以華文科而言，設計教材與編寫教

材需要依據華文課程綱要所訂定的教學目標以及編寫原則。筆者欲了解董教

總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出版的《華文》，所依據的華文課程綱要為何？是

否根據國家教育部擬定華文課程綱要？探究獨中《華文》所依據的華文課程

綱要內容之如何，得以了解華文科教學目標、選文標準、選文比例等。以上

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筆者為獨中畢業生，回顧自身的學習經驗，並相較兩岸三地之華文教科

書，發現獨中華文教材獨特與不足之處。獨中華文課本之本地特色，即是收

入了馬華文學作家的文學作品。馬華文學作為教材並呈現於課堂上，讓學生

認識本地作家與熟悉文學作品是發展需要。故馬華文學作品的選入，類屬何

種題材？三套《華文》馬華選文之抽換或增減原因為何？1983 年初一《華

文》試用本出版以前，1975 年至 1983 年獨中華文教材之選用為何？馬華文

學作為教材所呈現的形式以及所傳達的思想為何？以上是本研究動機之三。 

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出版的第二套《華文》加入了大量的馬華

選文，然而編選結果多為負面評價。本研究欲了解教材編寫委員編選馬華文

學作為教材之考量，以便了解目前之狀況並發現問題所在。如今馬華文學作

品日積月累，作品甚多。挖掘適用的材料得以豐富教學內容。此為本研究動

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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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所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歸納出 4 項研究目的： 

（一） 了解獨中華文課本產生背景與編纂過程。 

（二） 了解獨中華文課本華文課程綱要教學目標與教材編寫原則。 

（三） 分析獨中華文課本馬華選文教學內容之呈現與變化。 

（四） 探討編選馬華文學作為教材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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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致研究目的將採用：（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二）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三）半結構式訪談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完成研究：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為透過蒐集資料進行鑑別與整理以作文獻綜述的一種研究

方法。針對獨中華文課本編纂過程以及馬華文學教材發展演進，筆者將以現

有的各項工作報告書、口頭證詞、官方報告書、會議記錄、剪報、出版品等

史料為基礎進行文獻分析。進行文獻分析以便深入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動

機、過程、結果，從中發現問題並尋求事件真相，以解釋現況。 

 

（二）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為針對傳播內容加以量化描述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早期

用於報章的定量分析，後來擴展至傳播媒體，如今用於印刷品如：教科書、

漫畫、演講文錄和平面廣告的分析 (Krippendorff，2004：15-17)。4歐用生

（2003：150）綜合台灣與國外學者的說法，界定內容分析為：「透過量化

的技巧以及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

推論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的一種方法」。筆者將透過量化技

巧，徵引和解釋數據，以便分析課文內容。 

 

                                              

4第一個報紙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newspaper analysis）於 1893 年發表，關於：「Do 

newspaper now give news?」。分析 1881 年至 1893 年間紐約的報章內容是否減少刊登

宗教、科學和文學類的內容，而被八卦閒聊、運動和醜聞內容所覆蓋（Krippendorff, 2004：

5；引自 Speed，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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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半結構式訪談法 

本研究所進行的是「半結構式」訪談法。筆者首先擬定訪談提綱，在進

行訪談時，依訪談過程作適度的調整。訪談進行之前，將對受訪者說明訪談

目的，並在受訪者的同意下進行錄音以作後續的資料處理。本研究進行實地

訪談主要是為彌補現有文獻資料之不足以及釐清事實的真相。陳向明 

（2002：78）表示：「訪談在質性研究中是一個蒐集資料極為有用的方法，因

為質性研究所涉及的是人的理念、意義的建構和語言的表達」。歐用生（1999：

16）也指出：「訪問得以發現訪問者觀點、搜集特定的爭論問題或事件的資訊，

也是安排事件發生，刺激資料流動的手段」。綜合兩位學者的說法，透過訪談

將得以觀察和了解受訪者對事件的觀點與解釋，而資料的蒐集將促使筆者對

研究事件產生啟示。 

 

1. 訪談對象 

周佩儀（2005：101）表示：「訪談法常用在研究教科書編輯發展過程，

了解教育當局、教科書出版社人員、課程綱要制定者、編輯的專家學者與教

師發展教科書的過程與觀點」。本研究在於了解獨中華文課本發展之始末原

由以及馬華文學教學內容之取向。因此訪談對象主要鎖定相關之行政人員以

及參與相關工作之獨中華文教師，以下為訪談對象之簡介：  

 

（1）統一課本編纂之相關行政人員 

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統一課程編委員會」的成立是為貫徹《華文獨

立中學建議書》，以達成統一課程與編纂課本的任務。「統一課程編委員會」

之下的行政單位為課程組，之後因組織調整易名課程局，主要協助作業的進

行。課程局由一局長領導，設有各科學科秘書。學科秘書主要任務為維持學

科的發展與研究工作、策劃教材的編寫與修訂、了解教材使用的情況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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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5本研究鎖定的訪談對象為首位帶領編纂課本的編輯主任－拿督斯里

郭洙鎮以及董總課程局現任華文學科秘書－蘇燕卿老師。 

 

（2）華文教材編寫委員 

全馬共 60＋1 所獨中，分布於西馬和東馬各州。6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

合會總會和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以下簡稱董教總）位於西馬中部的加

影（Kajang），是主要的行政重地。「由於行政重地位於西馬中部又因地緣關

係－方便召開會議，因此華文教材編寫委員多為吉隆坡（Kuala Lumpur）和雪蘭

莪（Selangor）地區的獨中在職華文教師，極少數為其他州屬獨中華文教師」（訪

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因此本研究鎖定之訪談對象為雪隆地區資深華

文教材編寫委員。表一－1 為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5學科秘書職責：「（一）課程發展：召集或主持學課課程發展的探討與研究工作，包括：

學科教育在中學發展的定位，各年級知識點的合理分布、銜接，課程設計與分析，水平

鑑定等等。（二）教材：策劃與組織課本編寫與修訂工作、了解教師與學生使用教材的

情況，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三）考試：擬定與修訂考試綱要、主持試題命題，審核

與分析工作、主持學課評閱工作、推動試題庫的建立。（三）師資培訓：策劃學科培訓

課程，或提供有關學科培訓課程內容，進行方式，講師人員等方面的意見並協助行政工

作。組織學科教師進行專題交流、策劃學科專題講座。」（〈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

獨中工委會的總結、檢討和展望〉，2008年 12月：50）。 
660 為全馬獨中總數，+1 為寬柔獨中古來分校。馬來西亞華文獨中以空間（區域）分類，

黃集初（2010）把全馬 13 州分 5 大區域：北馬（包括霹靂、吉打、檳城和吉隆坡）；中

馬（包括森美蘭、雪蘭莪和吉隆坡直轄區）南馬（包括柔佛和馬六甲）；沙拉越；沙巴。

2012 年 5 月 12 日，擷取自華社研究中心：

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publication/articlesreports/reports/1196.html. 
另外，獨中分布圖見附錄一。 

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publication/articlesreports/reports/1196.html


馬來西亞獨中華文課本馬華文學教材編選研究 

8 

表一－1 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受訪者/代號 受訪者職務/相關經歷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拿督斯里 

郭洙鎮 

獨中工委會法律顧問 

獨中工委會秘書 

獨中課本編輯主任 

（第一任） 

馬華文學家 

語文教師 

29/02/2012 

11:00－13:15 

武吉加里爾高爾

夫鄉村俱樂部 

（Bukit Jalil Golf 

& Country Resort） 

蘇燕卿老師 課程局華文學科秘書

（現任） 

教材編寫委員 

獨中華文教師 

10/02/2010 

14:15－15:00 

董總行政大樓課

程局 

T1 教材編寫委員（現任） 

獨中華文教師（現任） 

02/08/2011 

14:00－15:00 

尊孔獨立中學 

T2 全職教材編寫委員 

（現任） 

獨中華文教師 

02/08/2011 

14:00－15:00 

尊孔獨立中學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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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談提綱 

由於訪談對象工作崗位的不同，故訪談提綱將依據訪談對象的需要而設

計。訪談提綱如下： 

 

（1） 拿督斯里郭洙鎮（第一屆編輯主任）訪談提綱 

i. 最初編纂課本的過程與情況 

ii. 編纂課本的困難 

iii. 華文課本為何延後出版 

iv. 所依據的課程綱要為何 

v. 當初挑選本地篇章的初衷與構想 

vi. 挑選本地篇章的途徑 

vii. 編寫教材的理念 

 

（2）蘇燕卿老師（董總課程局華文學科秘書）訪談提綱 

i. 如何尋找教材編寫委員 

ii. 華文課程綱要教育目標與教材設計為何 

iii. 華文課本編寫、審定、出版過程為何 

iv. 第二套華文課本的編纂構想 

v. 第二套和第三套華文課本相異處 

vi. 編委挑選文章的標準為何 

vii. 編選馬華篇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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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1、T2（華文教材編寫委員）訪談提綱 

i. 新編《華文》馬華文學篇章比例 

ii. 馬華篇章作為教材考慮因素 

iii. 尋找馬華篇章之途徑主要藉由哪些媒介 

iv. 被保留的馬華選文，是否於教學上效果良好因此而保留 

v. 部分馬華選文並未說明作者與出處原因為何 

vi. 馬華選文多為自讀文章，原因為何 

vii. 馬華文學史與馬華文學作品是否列入統考考試範圍 

viii. 是否設計或提供馬華文學教學資源 

ix. 學生對馬華文學學習興趣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分為 7 個步驟，見圖一－1： 

(一) 從文獻中發現研究問題 

(二) 界定研究主題 

(三) 依據研究主題蒐集、鑑別和整理所得之資料或史料 

(四) 決定訪談對象後，將擬定訪談提綱進行訪談 

(五) 進行分析單位與類目的訂定，選取內容分析對象，接著考驗分析類目的

信度和效度 

(六) 將所得資料綜合、分析與解釋 

(七) 提出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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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研究題目

蒐集資料和評鑑史料

決定研究對象
訂定分析單位和

分析類目

擬定訪談提綱 決定分析對象

進行訪問
考驗信度與

效度

綜合 分析 解釋 
資料

提出研究結果

問題形成

 

圖一－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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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教科書 

中國出現「教科書」一詞始於光緒初年，為傳教士所引進、傳開（鄭良

樹，1998：348）。《教育大辭典》以功能論定義教科書：「教科書一向被認

為居於教育系統的核心地位，因為它不僅是教學的主要資源，而且傳遞了文化的

精華，造塑了社會的價值，對於個人的智慧發展及提高國家的文化水準的重要不

容忽視」（國立編譯館主編，2000：928）。藍順德（2005：3）則定義為：

「依政府命令公布之課程標準（綱要），選擇適當材料編輯而成書本型式之教材

作為學校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主要依據，其體例大都為『分年級』、『分學科』、

『分單元（課）』」。然而現今資訊發達，藍順德（2005：6）表示「教科書」

之意涵有逐漸擴大的現象，因此有廣狹義之分：廣義是指除了課本，還包括

教學指引、學生習作等媒體教材；狹義指依據課程標準所編輯的學生課本。

圖一－2 是所指的教科書及教材類別結構： 

 

教材

教科圖書 教師自行編選之補充教材 教具儀器 其他教學材料

教科用書（教科書：廣義）  各科教學使用之媒體教學 地理、 歷史教學使用之地圖、掛圖

課本（教科書：狹義） 學生習作教師手冊 附屬於各科教科書指媒體教材

 

圖一－2 教科書及教材類別結構圖 

資料來源：出自藍順德（2005：7，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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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文 

各區域給於華文學科不同的名稱，臺灣稱之為「國文」；中國大陸稱之

為「語文」；香港稱之為「中國語文」；馬來西亞則稱為「華文」。馬來西

亞華文教育體系完整，國民（型）華文小學以「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

獨中為銜接華小教育，因此「華語」亦為主要教學媒介語，是以母語為教學

原則。 

 

三、馬華文學 

「馬華文學」一詞出現於 30 年代末，於名為邱康的文章裡發現（Wong 

Seng Tong，1989：110）。「馬華文學」一直以來被定義為用華文書寫的文

學，直至 90 年代黃錦樹（2004）以「華人」解釋馬「華」文學。所指的定

義範圍廣闊（包含古典馬華文學），是指馬來西亞華人所用的各種語文進行

文學創作的作品。此定義的提出，不為大部分學者所接受。7林水檺（2004：

72）則提出廣、狹義的說法：「廣義是指馬來西亞華人用各種語文所創作的文

學；狹義指用華文創作的華文文學」，然而指出以馬華文學的發展歷程來看一

向被認知為華文文學，另外華人用其他語文創作的文學作品雖然存在但也不

為多數。因此，一般上所定義的是：馬來西亞人民用華文創作的文學，即為

馬來西亞華文文學。至於馬華文學區域範圍，觀察學者編寫馬華文學與新華

文學史辦法或範圍：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西亞成立，沙巴和沙拉越加入馬

來半島，馬華文學包括這倆區域範圍的華文作品；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

脫離馬來西亞，之後馬華文學不包括新華文學（陳應德，2004：2；林水檺，

2004：72；黃孟文，2001：11）。獨中《華文》課本收入的本土內容為完成

不同的教學意義並非全屬純文學作品。因研究需要故將廣義的概括此類作

品。 

 

                                              

7詳見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2002）《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

題文選》，楊善勇〈馬華文學正名〉、陳應德〈馬華文學正名的爭論〉、胡錦倫〈尋找

馬華文學的定位〉；謝川成主編（2004）《馬華文學大系評論 1965-1996》，林建國〈為

甚麼馬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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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與獨中華文課本發展，馬華文學教材演進相關。過去與此研

究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將以（一）華文教科書發展研究（二）獨中華文教

材分析研究（三）獨中馬華文學教材與教育研究，分項說明： 

 

一、 華文教科書發展研究 

馬來西亞教科書的發展分期，鄭玉蘭（2010）〈馬來西亞獨立前華文小

學華文教科書的出版與思想內涵〉區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 1904-1911

以新式教育 (清末 )為上限、第二階段 1912-1949 民國時期、第三階段

1950-1957 英屬馬來亞時期為下限。筆者將按照以上分期並延伸至 1957 年

馬來西亞獨立以後，從舊式私塾至現今獨中，貫穿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以

作華文教科書發展的文獻整理： 

私塾或義學是馬來西亞最早出現的學塾，教學目的只為讀書識字。教本

以蒙學典籍為主，有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詩

帖》等。程度較高的學生授以古道德典籍如：《孝經》和《四書》（Tan Liok 

Ee，1997：10)。1904 年，檳榔嶼第一所新式學校－中華學校成立。中華學

校為張振勳等集資設立的清廷海外僑校，依據《奏定學堂章程》辦學。新式

教育的興起，導致知識層面狹隘的學科以及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被取代。中

華學校乃眾校之楷模，黃建淳（1995）〈檳榔嶼中華學校 1904-1911－兼述

與清末政局的關係〉指出當時各黨各派（親清、維新、革命）因政治目的，

亦以教育興邦為最終目標，故續檳榔嶼中華學校以後，促使南洋許多新式學

校的設立。新式學校的設立推動著課程改革。有關新式教育發軔期檳榔中華

僑校之課程與教材的整理，陳育崧（1984：265）《椰蔭館文存（卷二）》

〈馬來亞華僑新教育的發軔－檳榔嶼中華學校剏立經過〉文中可見「讀經講

經」與「國文」學科說明：讀經講經授以程度較高者《春秋左傳》、《周禮》，

程度較低者授以《四書》；國文教授之法講近時奏議並以純正為主，強調讀

文和作文。經學和文學的分科已體現對語文訓練的重視，兼具時代性與實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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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又因 1919 年白話文的提倡，為「國語」課本注

入了新的元素。英人巴素（1950）《馬來亞華僑史》〈馬來亞中文教育〉一

文指出當時在英校上課的華僑學生趨向於認同馬來亞；反之華校學生認為自

己是中國人的身分。Tan Liok Ee（1997）《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於第一章〈The first hundred years：The chinese school，

1849-1950〉解釋了這個現象，表示中國政治思想滲入本邦華校的原因是因

為所使用的教科書（包括地理、歷史和國文）從中國引進，這牽扯到教科書

內容所灌輸的親中意識形態。巴素（1950）表示自 1925 年起便有煽動反英

等排外題材出現於中國印行的教科書內，不為政府所容忍，當時主要印行教

科書的兩家出版公司為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江明（2007）〈民國時期教

材 1912－1949〉一文顯示兩家出版社中學國文教科書內容為民族愛國、革

命、反殖民，是灌輸學生效忠中國的教材。中國大陸研究者別必亮（2001）

《承傳與創新－近代華僑教育研究》於第三章〈近代華僑學校的課程、教材

與教法〉提及早在 1917 年，黨國重臣黃炎培考察南洋華僑教育指出現行教

科書不適用於南洋的意見。隨後國內熱心於僑教的人士便著手編寫僑校教材

以配合僑居地特殊之環境。1927 年，隨著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教育事業

部的成立編審南洋教材成為其重要任務之一。別必亮（2001：105）論僑校

教材問題另提及華僑國文課本選文原則：「合於三民主義及國家之體制與政策

者、合於振起民族精神，改進社會現況之意味著……海外拓殖先進之生活傳記，

足資模範者、現代海外僑胞之經營，概述足資激勵者……」。以上不難發現國

民政府動機，教科書的海外版本依然以華「僑」為編寫對象且明顯是黨化教

育。鄭良樹（1999）《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二分冊）》於第六章〈艱

苦的適應過程〉整理了 1930 年總督金泰文上任後施行嚴禁中國引進教科書

政策的經過。從禁書書單中略可得知當時華校使用的《國語》為何種版本。

另外，朱杰勤（1991）《海外華人社會科學家傳記》〈記著名東南亞史專家

陳育崧〉提及陳育崧先生於 1935 年曾在新加坡創立南洋書局，從事代理與

出版事業。戰後恢復營業，大量供應各華校課本並且編輯具有南洋色彩刊物

如：《南洋兒童文庫》和《馬來少年報》供兒童與青少年閱讀。1940 年以

後更增開多家分局。可見 30 至 40 年代之間已有本地書局為華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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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一份針對華校調查研究報告－《方吳報告書》，提倡教科書

在地編纂。報告書指出直至 1949 年，大部分華校之華文課程與華文教材依

然根據中國。華文課本內容以中國為背景，實有重編需要。教科書邁向本土

化的研究，葉鐘鈴、黃佟葆（2005）《新馬印華校教科書發展回顧》一書，

其中有三位學者論及華校教科書重編之始末。解釋教科書的本土化現象，皆

以《方吳報告書》為起因，華校教科書「馬來亞化」之現象與過程作一整理。

華社認為英政府推行教科書「馬來亞化」政策是巫化陰謀：葉偉征（2005）

〈新馬印華校教科書出版概況 1903-1965〉從最早期的新式教育始至新加坡

建國，描述各大書局的業務情況。研究顯示 50 年代教科書「馬來亞化」以

前，新加坡、馬來亞、印尼之關係，無論政、經、文、教皆與中國有著關係

的密切。崔貴強（2005）〈從「中國化」走向「馬來亞化」－新加坡華文教

科書的嬗變 1946－1965〉則從戰後至新加坡建國，描述教科書從中國化轉

向本土化之過渡期。研究說明當時華社對於「巫化」的擔憂。葉鐘鈴（2005：

97-98）〈新馬政府重編華校教科書始末 1951-1956〉著重於《方吳報告書》

的提出，說明華小華文教材重編所引伸的爭議。華校聯合會所認為「馬來亞

化」是應該：「集合東西文化的精華，各民族教科書應偏重於該民族傳統文化、

風俗及特質」而中華商會認為：「改編華校教科書，故應以馬來亞觀點為原則，

但中華民族之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及民族特質，絕不能不予以尊重及儘量保持」。

林連玉（1988）《林連玉記事錄－風雨十八年（上冊）》〈改編華校教科書〉

一文可見 50 年代與政府簽訂合約，負責編輯與呈審華校教科書的出版社。

聯營出版社是教育部華校視學官吳毓騰先生所發動的出版機構。聯營出版社

所出版的教科書幾乎獨占了市場。其後南洋書局與上海書局加入競爭，呈審

教科書。得知這三家是當時為華校服務的出版社。 

馬來西亞於 1957 年獨立，60 至 70 年代間華文課本根據馬來西亞教育

部所頒布的華文課程綱要進行編纂。有關本地編纂再出版的華文課本研究，

鄭良樹（2005）〈西馬中學華文課本比較研究〉針對西馬國民型中學和獨中

使用的華文教科書之 6 大版本進行比較分析，即：《華文》馬來亞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語文精讀課文》馬來亞教育供應社有限公司、《新標準語文課

本》吉隆坡文化出版社、《教育文選》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華文》馬來

亞劉氏父子出版印務有限公司和《中學華文》檳城生活教育出版社。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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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華文》使用歷史最悠久、銷售量最

大、水準最高。最後也對 6 大版本提出整體建議：編選文言文要以其難易度

與公認度為衡量、棄選不合時代的白話選文、加入優良的馬華文學、採用簡

體字。此研究說明 70 年代《華文》版本種類與教材評析，為本研究提供了

研究基礎。李寶鑽（2006）之博士論文《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

研究 1957-2003》提及 1976 年以前獨中所採用的華文教科書：1966 年馬來

西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文字學‧高中語文法則》（華文中學第五學年

適用）、1972 年魏維賢編《華文精選》（新加坡中學適用第二語文課本）、

1973 年馬來西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華文》（華文中學適用，共十冊）、

1974 年馬來西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修辭學》（華文中學第四年適用）、

1976 年何炳彪編《華文理解‧長文縮短練習》。從中發現除了馬化版較受

歡迎以外獨中亦採用新加坡出版的華文課本。獨中民編統一課本於 70 年代

初才開始出版，論述統一課本出版背景的學位論文有：李寶鑽（2006）《馬

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研究（1957-2003）》、葉玉賢（2008）《馬

來西亞華人中國認同之研究：以尊孔獨立中學為研究場域》、古咏潔（2007）

《馬來西亞董教總版高中《華文》與中國人教版高中《語文》之比較研究》、

李志賢（2001）《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歷史課本之分析 1975-1999》。以

上之學位論文皆甚少論及《華文》課本編纂發展。 

 

二、獨中華文教材分析研究 

啟蒙典籍與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欠缺教學的科學性與課程的系統性。劉

正偉、宋灝江（2007）〈傳統語文教育的解體與現代語文教育的奠基〉一文

指出《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改變了過去傳統的教學方法，奠定現代語文教

育建構的基礎，如：明確的教育目的及教材組織方式、呈現出聽說讀寫的基

本訓練、文章內容通俗和實用化、詞類句法教學的重視以及去除死記硬背的

教法。國文教材教法因此建立起系統。 

獨中華文教材的研究數量不多，研究主要以第二套《華文》為多數。主

要是董教總華教工作者林國安（2006）在獨中課程、華文學科、華文教材教

法上做了較大量的研究，結合工作經驗編成研究論文集－《華僑崗沉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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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安教育教學研究文集》。其中最為相關的幾篇研究，如討論獨中華文科

的學科任務。林國安（2006）在〈馬來西亞華文獨中華文教學任務〉一文中

共歸納了四項：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語文能力、在語文教學中進行思想道德教

育、進行語言知識教育、訓練學生於思維上的智力開發。總的來說，華文學

科任務著重於讓學生應用語文進行獨立思考。另外，一直以來華文課本多採

傳統的篇章式編法。然而單元概念的提出，教材組織進行了另一次的改革。

〈獨中初中華文教學革新芻議〉和〈聽說讀寫單元式教材的結構與編製－兼

述馬來西亞華文獨中初中語文革新〉兩篇文章主要說明獨中第二套初中華文

教材的編寫原則，即以單元結構進行教材編寫。此次改革特別重視聽、說、

讀、寫的語文訓練。〈語文教學與學生素質培養－對中學華文教學中實施素

質教育的思考〉表示高中教材的設計基本上為延續初中的語文訓練基礎。為

配合獨中教育改革落實素質教育，文章於結語處表示中學華文教學素質教育

的實施具有三項特點：「（一）開發學生語文能力得以強化母語教育功能；（二）

華文教學的改革是歷史發展必然的要求，為優化教學內容、為活化教學過程、為

提高學生語文實用能力；（三）除了培養學生的語文訓練和思維能力，尚須發展

學生獲得訊息和處理訊息的能力」（林國安，2006：45）。 

至於第二套《華文》評價之如何，宋婧婧（2006）〈馬來西亞獨中教材

《華文》：文化傳承性與工具性的統一〉一文比較中國大陸的《語文》課本

和獨中《華文》課本。其中抽取獨中初中《華文》的「古文閱讀訓練」和「聽

說訓練」，討論其文化傳承性與工具性。研究指出《華文》所收入的中國古

典文學賦予傳統文化內涵，並建議增加古詩詞的篇目。此外，建議選擇一些

符合中學生心理，且更為趣味性的文章。針對其工具性則表示《華文》的聽

說訓練占教學總量的 12.5%，比例高於《語文》，體現的是編者對語言工具

性的認同和學生交際能力的認同。然而論文並沒有考慮學生背景與程度問

題，另華文教材設計深度由淺至深有其連貫性，因此只針對初中作討論不夠

全面。第二套高中教材的分析見古咏潔（2007）之碩士論文《馬來西亞董教

總版高中《華文》與中國人教版高中《語文》之比較研究》。論文針對高中

《華文》與中國大陸《語文》的課程綱要、教材編寫結構和教材內容系統進

行比較分析。研究指出高中《華文》重視語文的工具性與人文性，但卻發現

語文訓練單元結構只為訓練一項能力為重心，尚缺連貫性與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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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保康（1999）〈《四書》教學在大馬華文獨中的實施概況及檢

討－以教材及師資為例〉分別統計了第一與二套《華文》的《四書》篇目。

研究發現第二套華文課本《四書》篇目的編排比第一套更有系統並且有明確

的教學目標。然而，篇章數量過少是主要問題，加以加強儒學的灌輸。陳徵

治（2007）〈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針對現代文

學教學的研究，表示中國現代文學與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掛勾在馬來西亞獨立

後才顯得明顯，事因為配合〈1963 年國民型中學試用華文課程綱要〉。研

究比較了 80 至 90 年代綜合供應社版、綜合馬化版以及董總版的《華文》。

結果顯示獨中第二套《華文》，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占 36%，比綜合供應社

版的 25%和綜合馬化版的 30%還要來得豐富。安煥然（2004）〈馬華文學

的背後－華文教育與馬華文華〉亦表示獨中第二套《華文》內容豐富多元。

除了收入具本土特色的馬華文學作品，另編入五四作家、當代作家和台灣現

代文學作品。認為文學具開放性視野對學生來說是重要的，然而文學知識的

深化可靠後天學習。 

 

三、獨中馬華文學教材與教育研究 

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後，教育部所頒布的華文課程綱要以及 60 年代《教

與學月刊》、《學生週報》專為校園設計的課外刊物，是把本地作家作品帶

入校園的主要媒介。論華文教育與馬華文學的關係，鄧日才（1978）〈從華

文教育發展看馬華文學〉回顧過去華文教育與馬華文學的發展歷程，表示兩

者關係屬依存關係。認為華文教育的興衰同時也反映了馬華文學興衰。伍良

之（1985）〈華教與馬華文藝〉亦表示華文教育與馬華文學是相輔相成，華

文教育的發展與馬華文學運動起著互相推動的作用。無可否認華文教育培育

了許多的文字工作者，而文字工作者也給予學童文學養分。 

潘碧華（2009）〈90 年代馬來西亞中學馬華文學教育研究〉指出馬來

西亞華文教育與馬華文學掛鉤於馬來西亞獨立後。透過教育部於 1958 年所

頒布的「華文中學華文課程標準」以及 1963 年「國民型中學試用華文課程

綱要」。1963 年，「國民型中學試用華文課程綱要」其中兩項共同目標為：

「培養學生熱愛本邦，效忠本邦之精神」、「培養學生之道的觀念及本邦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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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共處、互相合作之精神」。可見馬華選文於是起了灌輸學生效忠本邦的

作用，反映的是 60 年代馬華文學編選之政治目的性。崔貴強（2005）〈從

「中國化」走向「馬來亞化」（1946－1965）〉亦表示依據 1958 年，「華

文中學華文課程標準」描寫新馬風景及文物習俗類的選文便成為了灌輸學生

效忠本國的工具。崔貴強（2005）作了統計，表示初中至高中華文課本中的

本土作品所占比數不高，而高中多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由此得知前期華文

課本收入的本地作品不多。整體而言，文學養分豐富。80 年代溫任平（2001）

論〈馬來西亞中學文學教育〉，以其教學經驗說明國民中學「華文」與「華

文文學」分科問題。表示語文教育與文學教育需相輔並行，說出國中華文科

教學困難。另有謝川成（2005）〈論中學綜合課程綱要裡的文學教育〉指出

2001 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學華文課程綱要」忽略文學教育，同認為「華文」

應包含語文與文學。 

近代獨中華文課本之本土篇章分析研究，黃錦樹（2009）〈製作華文，

想像華人：馬來西亞獨中華文中學初中華文課本三種版本分析〉分析了三套

初中《華文》的內容。本土篇章的統計包括馬華作家作品和馬來作家譯作。

研究結果顯示第三套初中《華文》，本土篇章相比起第二套《華文》有大幅

度減少的趨勢。呼籲除了語文教學功能外，亦須讓在學生多認識本地歷史與

文化。葉玉賢（2008）之博士論文《馬來西亞華人中國認同之研究－以尊孔

獨立中學為研究場域》其中討論《華文》馬華篇章的「中國性」。討論的版

本為：馬化版《華文》和董總版第一和第二套《華文》。研究顯示馬化版的

馬華選文雖鼓吹愛國意識與民族團結，但依然存在著「中國」的影子；然而

董總版第一和第二套《華文》的馬華篇章雖已逐漸脫離表現中國色彩，但卻

未能完全獨立。對於獨中《華文》馬華篇章的評價，李寶鑽（2006）主要針

對董總版第一和第二套《華文》進行討論。研究表示初中《華文》的馬華篇

章表示選文拗口、文句不通順、亦使學生對文字的運用產生混淆現象。因此

無法培養獨中生閱讀與欣賞馬華文學。研究另也表示第二套高中《華文》的

馬華篇章含有政治意味，同時為落實「本土化」，卻將課本水準降低。研究

者建議編委須掌握和認識本國作品。林國安（2006）在〈馬華文學作品編選

獨中《華文》課文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一文亦指出馬華篇章文字規範的問

題，並舉例說明馬華篇章文句修改前後。另外，古咏潔（2007）針對獨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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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課程局編纂的第二套高中《華文》進行比較分析，表示馬華作品的編選

過於重視已脫離時代的選文，故無法體現現今的馬來西亞社會。雖然第二套

《華文》選入的馬華篇章最多，但是品質卻有待改進，然而當中的因素有待

研究解釋。 

至於學生閱讀馬華文學的分析研究，郭蓮花（2009）〈馬來西亞高中生

馬華篇章閱讀調查〉針對巴生地區兩種不同源流的學校，提供了一份有具體

數據的量化分析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獨中生閱讀馬華文學的首要管道主要透

過華文課本 46.8%，其次是報章副刊 31.9%；而國中生閱讀馬華文學的首要

管道則是透過報章副刊 39.6%，華文課本居第三位 16.4%。由此可見，獨中

華文課本收入的馬華作品相比起國中華文課本更加來得豐富。不過也有

36.2%的獨中生認為獨中華文課本的馬華選文相比起國外白話選文並不來

得精彩。另外對於華文老師推薦馬華文學的一項量化分析，共 40.3%的國中

生表示華文老師不會推薦馬華文學作家著作；獨中生表示老師不會推薦的有

24.1%。可見華文老師也是推廣馬華文學的重要角色之一。從研究結果發

現，獨中工委會課程局編纂的《華文》在透過教材讓學生接觸馬華文學是相

當的成功。廖冰凌（2009）〈馬華兒童文學作為教材的發展現況與反思〉一

文給了本研究很大的啟發。主要討論馬華文學作為官方教材所持的「合法化」

即是強調的是國民團結等的作品。反之，獨中課本涉及華族歷史經驗等敏感

議題則是處在官方所認定的「合法」之外。無論如何，馬華文學作為教材最

後也為「工具」論。 

綜合整體之文獻回顧，發現馬來西亞華文教科書的發展與中國大陸關係

密切。直到英殖民時期《方吳報告書》的頒布，說明中國出版的華校教科書

因背景以中國為主，不再適合供給當地華校學生使用才提議在地編制。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後，教育部華文課程綱要的頒布卻使馬華文學淪為政治工

具。另一方面，獨中《華文》馬華篇章更是賦予負面評價。過去關於獨中華

文教材研究並不多，亦集中在 90 年代第二套華文課本。目前華文課本本土

教材的編寫與開發研究極為匱乏，可作進一步的研究。至於獨中華文課本的

產生與發展，還未發現前人之相關研究，需要蒐集史料進行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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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獨中華文課本的發展 

第一節 全國獨中工委會的成立 

一、掀起獨中復興運動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歷程並不是一路走來平順。一切起因於 1951 年

所提出的《巴恩報告書》（Barners Report）。8這一份以巫文教育為主的報

告書，主張以馬來語和英語作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學校取代各方言學校。其

目的為建構各族孩童的國家觀念。同年針對華校教育調查的《方吳報告書》

（Fenn-Wu Report）則提出較多元的看法，表示國民團結並非建立於語言的

單一化。9然而此報告書卻不得英殖民政府的重視，從《1952 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Act 1952）便可看出端倪。10直至 1956 年，一個以當時任職教育

部長－阿都拉薩（Abdul Razak）為主席的檢討會議，為檢討《1952 教育法

令》。檢討會議所提出的報告書稱為《拉薩報告書》（Razak Report）。《拉

薩報告書》第 12 條，一項最終教育目標表示： 

 

                                              

8《巴恩報告書》調查委員會組織：調查團以牛津大學社會科主任巴恩氏（L.J.Barners）

為主席，由 5 位英國人，9 位馬來人，共 14 位組成。其中 11 位是現政府官員，10 位服

務於教育部。報告書內容第 20 頁：「吾人深信初等教育應以造成一種共同之馬來國籍為

目標，以收容各種適齡兒童於國民學校，以取代目前之各種方言學校」（馬來西亞華校

教師總會教育研究中心編，1983：9）。 
9《方吳報告書》調查委員：聯合國教育專家威廉芬（W.P.Fenn）、吳德耀博士。目的：

「研究如何使華校對建立一個多元的獨立馬來亞國作更大的貢獻，其中包括縮短各種族

學校制度的差距，編纂具有本地色彩的教科書」。報告書內容第 6 頁：「一個國家之團

結，並非依靠語言或文化之一元化，而胥賴於公民之心理如何，對馬來亞人民限制以一

種或兩種語言，將非為使到種族諒解與國家團結之健全氣氛也」（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

會教育研究中心編，1983：12）。 
10《1952 教育法令》為《巴恩報告書》的再版，強調政府應開辦國民學校，以馬來語和

英語作為教學媒介語。華校與淡米爾學校鼓勵轉為國民學校（林水檺，199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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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終目標，必須為集中各族兒童於

一種全國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國語（馬來文）為主要之教

學媒介語，為達到這目標，不能操之過急，必須逐步推行。11
 

（董總 50 年特刊 1954-2004，2004：185）   

雖然《拉薩報告書》第 12 條之最終目標未列入《1957 年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Act 1957）。然而，1960 年以當時的教育部長－拉曼達立（Abdul 

Rahman Talib）命名的《拉曼達立報告書》（Rahman Talib Report）是為檢

討 1956《拉薩報告書》。目的同為推行馬來語為主要的教學媒介語，建議

政府從 1961 年起推行以馬來語或英語為中學公共考試媒介語，取消以華文

出題的會考。12另外，建議政府給予國民學校全額津貼，1962 年起停止撥款

予拒絕改制之學校。拒絕改制的獨立中學，依照學校註冊條例可繼續存在，

但屬教育部管轄。13《1961 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Act 1961）的頒布，

正式落實《拉曼達立報告書》所提呈的建議。 

面對《1961 教育法令》的衝擊，華文教育處於生死存亡的邊緣。林連

玉堅持立場強調：「津貼金可以被剝奪，獨立中學不能不辦」，呼籲全國華文

中學拒絕改制，自力更生（沈天奇，2004：425）。當時不接受改制的獨立

中學只有 16 所。14
1973 年掀起了一個獨中救亡運動，霹靂州被稱為改制重

災區，是最先發起獨中復興運動的州屬。這是因為霹靂州是當時華人人口最

多的地方，無庸置疑華文中學數量也特別多。然而陸續接受改制的霹靂州華

                                              

11『林連玉：「《拉薩報告書》有關最終目標這一節是巴恩氏的衣缽真傳，是《1952年

教育法令》借屍還魂」」』（教總教育研究中心編，2000：6）。 
121956《拉薩報告書》建議政府為中學生主辦以英文出題的初級文憑（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LCE）和馬來亞聯合邦文憑（Federation of Malaya Certicicate; FMC，後易名

Malays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MCE）。教總激烈反對，政府另設初中會考和高中會

考（獨立後改為高中離校文憑）（莫順生，2000：74）。 
13獨中可繼續存在，但需遵循法律規定包括：董事會章程應獲教育部批准、遵守教育部長

所制訂的共同課程綱要，授課時間表，學生紀律條例等（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教育

研究中心編，1984：3）。獨中角色，報告書第 166 條表示：「……我們同意這些學校事

實上達到有用之目的……主要收容超齡或未能在馬來亞中學入學考試中及格以致不能進

入全津貼中學的學生」（鄭良樹，2003：22）。 
14根據鄭良樹（2003：86）考察結果，60 年代西馬地區不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有：韓江、

坤成、循人、巴生興華、巴生濱華、芙蓉中學、波德申中華、培風、居鑾中華、麻坡中

化、峇株華仁、永平中學、新山寬柔、新文龍中華、怡保深齋和班台育青，故一共 1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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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學竟有約 89%，改制後復辦獨中（獨立班）的學校約 41%。這是因為

超齡生過多的因素。15早在 1957 年政府已開始給予自願改制學校津貼，同

時也規定學生在學年齡。從一份教總提呈教育部關於超齡生的意見書內容當

中，說明了當時華校占約 70%超齡生的原因： 

(一) 政府尚未能施行免費教育，家長們還沒有學齡的觀念，

何時送子弟入學只憑自己的見解，不明政府的規定。 

(二) 學童過多，學位有限，家長為子弟向學校討取學位往往

經兩三年方始獲得，因而學生入學時超出學齡。 

(三) 華校獲得政府的津貼金太少，不得不提高學費，增加家

長負擔，因之貧苦的家長不得不遲一兩年送其子弟入

學。 

(四) 許多被英校淘汰的學生，不甘淪為文盲，轉入華校時不

得不在較低年級肄業，此等學生必然超齡。 

（教總 33 年編，1987：405）  

改制初期因在學學齡的規定，超齡生必須依時離校。因此導致多位超齡

生被拒於校門外。因不忍學生失學，改制學校另設立獨立班以幫助政府照顧

超齡生，此為政府所允許（沈亭回憶錄，無日期）。16除了超齡生，獨中（獨

立班）還收留被全津貼中學淘汰的落第生，因此逐漸淪為補習學校，背負著

負面的形象。加上 1965 年教育部宣布廢除小學升中學考試，學生修業期滿

由教育部直發全津貼學校。此政策導致獨中學生來源直接被截斷，雪上加霜

（沈亭，1976：7）。獨中復興運動先行者－沈亭，論述當時霹靂獨中辦學

                                              

151962 年改制前，霹靂州共 17 所華文中學，怡保：育才、女中、培南、三德、聖母、深

齋；和豐興中；江沙崇華；太平華聯；吉輦縣吉輦；班台育青；實兆遠南華；天定縣天

定；安順三民；金寶培元；美羅中華；華都牙也育群。其中只有 1962 才正式上課的班台

育青和 1960 年才創辦的怡保深齋沒接受改制（胡萬鐸，1976：4）。改制後兼辦獨立班

的中學有：太平華聯；怡保培南、育才；金寶培元；江沙崇華；安順三民；實兆遠南華

（鄭良樹，2003：157）。 
16改制中學增設獨立班又為復辦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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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對的困境為：17
 

(一) 學生人數少，程度又參差不齊，根本無序編班。 

(二) 收費過高，家長無法負擔；若收費少，學校無法維持。 

(三) 因經濟困難，待遇較差，好的師資無法長留，或以此為跳

板。 

(四) 學生素質差，讀書風長無法養成，因而造成各種奇形怪狀

的乖張行為。 

（沈亭，1976：7-8）  

綜上所述，在學生來源和教學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導致霹靂州獨中

處於即將停辦狀態，情況比其他州屬來得嚴重。18獨中復興運動始於籌款這

項建議。沈亭的籌款行動最後提升為霹靂州 9 所獨中聯合籌款計劃。 1973

年 4 月 1 日於育才中學，蔡任平圖書館舉行的會議中通過「由九間獨中聯函

霹靂董事會聯合會，為全州九間獨中籌募一百萬之發展基金」。為進行此項籌款

計劃，成立一個工作委員會，由胡萬鐸主席負責籌備（沈亭，1976：9）。19

在籌備工作委員會的同時，籌款活動已經進行。1973 年 7 月 8 日便正式成

立「霹靂華校董事聯合會協助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工作委員會」（簡稱霹靂獨

中工委會）。20該會在胡萬鐸主席的領導下進行一系列的義賣、義舉等籌款

活動。讓人欣慰的是籌款活動獲得全馬華社由勞工到商人各階層人士的支

                                              

17沈亭，喻為：「在黑夜裡最先提燈的人」，獨中復興運動先行者。1955 年開始任教於

怡保培南中學長達二十年，沈亭熱愛教育事業，推動獨中復興運動之時身兼副校長和獨

中校務主任，挨家挨戶求家長送小孩到獨中念書，同時積極的為培南籌款（鄭萬成，1993：

124-125）。 
18無法經營停辦獨中有 5 所：怡保女中、和丰興中、天定縣天定中學、華度牙也育群中學

和美羅中華中學（鄭萬成，1993：126）。根據統計，1969 年（低潮期）至 1973 年（復

興初期）間，各獨中（改制中學兼辦獨立班至今的 7 所以及班台育青和怡保深齋）之學

生人數僅介於 100 人至 225 人之間（《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1976；引自甄供，1996：

122-125）。自 1973 年獨中復興運動掀起以後，全國獨中學生人數逐年增加，拯救華教

非常成功，全國獨中學生人數（1973-2010）見附錄二。 
19胡萬鐸，原籍福建永定，祖父胡根益十五南渡，父親胡日皆白手起家，是霹靂州的大礦

家，其父創辦私立學校－深齋中學（鄭萬成，1993：90）。 
20霹靂獨中工委會，正主席：胡萬鐸；副主席：陳孟利，準拿督王挺生；總秘書：沈亭，

李偉如；財政：楊金殿局紳，黃松俊局紳（沈亭，19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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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項籌款活動最後籌獲 1,446,314.62 元，是一項創舉。21達成此項創舉

被解釋為胡萬鐸主席作為領導人，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民族情感的動力號召

了全馬華社，同時也證明了華文教育的存在正為華社所需（鄭萬成，1993：

93）。  

 

二、貫徹《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 

籌獲獨中百萬發展基金之後，接下來須探討的是獨中發展前景。若獨中

要擺脫負面形象，就必須要有辦學特色。22霹靂獨中工委會課程小組的成立

在於完成任務。霹靂獨中工委會課程局於 1973 年 8 月 14 日發表的《霹靂獨

中路向》與《獨中辦學綱要》兩份文件，闡明霹靂獨中辦學意義與發展路向。

至於課程設計，1973 年 9 月 30 日霹靂華校董事會聯合會委任南大校友會主

席謝榮珍為召集人，組成研究課程小組。研究小組參考南馬各有聲望之華文

獨中課程，以便為霹靂獨中課程發展作出建議（《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

1976：583）。23謝榮珍所草擬的《霹靂華文獨中統一課程建議書》（以下

簡稱霹靂獨中統一課程建議書）於 1973 年 10 月 25 日完稿。其中，建議科

目課本的使用主要以華文本為主（除馬來文科和英文科以及數理科斟酌選用

外）。《霹靂獨中統一課程建議書》另作出抽樣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各校上

課節數與各科課本的採用並不統一。建議為配合即將進行的統一考試，課本

必須在三年內統一，並向董教總提呈建議以便實施作業並推動至全馬獨中 

                                              

21胡萬鐸回憶：「自種族衝突 513 事件以後，華教是個敏感的議題。有錢有名的人不願意

涉及在內。我給予機會拯救華教，是榮幸的」（Tan Teong Jin, Ho Wah Foon, Tan Joo Lan, 

2005: 142）。籌獲款項與撥款分配，詳見（《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1976：頁 210）。 
221962 年至 1973 年間，大多獨中缺乏辦學經驗，只好跟隨政府的課程、考試，使用的是

英文本教科書（《南洋商報》，2003 年 7 月 5 日［A14］）。 
23研究小組成員：陳生昌、陳濟棠、陳幹良、王天慶、黃仲軸、湯毅；留台同學會的蔡亞

力等（甄供，1996：80）。1987 年，黃復生時任柔佛董教聯合會主席，在一次會議中提

到：「70 年代北馬復興運動興起時，柔佛州獨中已進入起飛期，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各

獨中陸續擴建校舍、添購設備」，另引用林晃昇的話：「如果要看獨中，就應該到南馬」

（安煥然，2005：278）。拒絕改制後的寬柔中學，並未鬆懈於務實辦學的教育原理，當

時華教界多以寬柔中學為楷模（安煥然，2009：42）。寬柔辦學方針，詳見《寬柔紀事

本末》〈制訂辦學施教方針〉（鄭良樹編，2005：279-290）。 



第二章 獨中華文課本的發展 

27 

（《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1976：583-586）。24
 

霹靂州掀起的獨中復興運動蔓延至全國。1973 年 12 月 16 日，馬來西

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與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以下簡稱董教總）召開

了全國發展華文獨中運動工委會。25會議接納雪州華校董聯會，華文獨中研

討小組所草擬的《獨中建議書》（《南洋商報》，2003 年 7 月 5 日［A14］）。

該建議書由郭洙鎮律師起草： 

「當時由各方面收集了 20 幾份建議書，最後挑選南馬華仁中學校

友會提呈的建議書」。26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獨中建議書》內容闡明獨中 4 大使命和 6 大辦學方針，同時針對 6 個方面

提出建議：（一）統一課程（二）統一考試（三）經濟問題（四）師資問題

（五）學生來源和出路（六）升學與就業輔導。獨中 4 大使命 6 大方針如下： 

四大使命： 

(一) 中小學十二年的教育是基本教育，華文獨中即為完成

此種基本教育的母語教育。 

(二) 華文獨中下則延續華文小學，上則銜接大專院校，實

為一必需之橋梁。 

(三) 華文小學六年不足以維護及發揚博大精深的中華文

化，必須以華文獨中為堡壘，方能達致目標。 

 

                                              

24《霹靂獨中路向》與《獨中辦學綱要》最後經過全國董總交由雪隆董聯會會綜合研究（董

總總務處編，2001：72）。甄供採訪謝榮珍，《霹靂華文獨中統一課程建議書》交由霹

靂獨中工委會落實，然而有否提呈至董總謝榮珍表示不清楚（甄供，1996：83-84）。 
25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成立於 1954 年 8 月 22 日，由各州華校董事聯

合會組成。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成立於 1951 年 12 月 25 日，由各州華校教

師會聯合組成。兩大組織合稱董教總，推動與維護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工作。2012 年 12

月 14 日，擷取自董總：http://www.djz.edu.my/v2/main.php；教總：

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26「其他 20 幾份建議書沒留下來」。2012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29，透過電子郵件確認

於拿督斯里郭洙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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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華文獨中兼授三種語文，吸收國內外的文化精華，融

會貫通，實為塑造馬來西亞文化的重要熔爐。 

 

六大方針： 

(一) 堅持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傳授與發揚優秀的中

華文化，為創造我國多元種族社會新文化而作出貢獻。 

(二) 在不防礙母語教育的原則下，加強對國文和英文的教

學，以配合國內外客觀條件的需求。 

(三) 堅持保持華文獨立中學一路來數理科目之優越性。 

(四) 課程必須符合我國多元民族的共同利益，且應具備時

代精神。 

(五) 華文獨立中學不能以政府考試為主要辦學目標，若某

部分學生主動要求參加，可以補習方式進行輔導。 

(六) 技術和職業課程可按個別學校的需要而增設，但華文

獨立中學絕不應變為技術或職業學校。 

（《董總 50 年特刊 1954-2004》，2004：865）  

《獨中建議書》於大會通過，同時成立一個「全國發展華文獨立中學運動工

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獨中工委會）以貫徹《獨中建議書》。獨中工委會成

立宗旨為： 

(一) 維護母語教育。 

(二) 維護全國華文獨中的存在與發展。 

(三) 貫徹 1973 年 12 月 16 日全國董教總大會所通過的《華

文獨立中學建議書》中諸項建議，達致華文獨中所負

的任務與使命。 

(四) 籌募及管理全國華文獨中發展基金。 

（董教總資訊局編，19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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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中工委會積極推動獨中發展計畫，當時迫切需要完成的是統一考試與獨中

課程問題。因此，於 1975 年成立統一考試委員會；1976 年成立統一課程編

輯委員會；1984 年以後陸續成立師資教育委員會、技職教育委員會、體育

委員會、輔導推展委員會等（〈華文獨中工委會工作總結、檢討與展望〉，

2008：14）。全國獨中工委會最初之組織結構如圖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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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總全國華文獨立中學工委會
（由13位董總代表、13位教總代表、13位校友會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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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3 全國獨中工委會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出《董總卅年（上冊）》（1987：7）27
 

                                              

27全國獨中工委會組織：董總代表 13 人包括董總主席總務和財政為當然委員、教總主席

總務和財政為當然委員、校友會代表為董教總在聯合理事會議上從華校校友會或其他華

教工作者當中委任。獨中工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一名（董總代表）、副主席兩名（教

總及校友會代表）、財政一名（董總代表）、正副秘書兩名（董總及校友會代表）、宣

傳兩名（教總及校友會代表）、查帳一名（董總代表）（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

訊局編，1992：47；教總 33 年編，1987：552）。獨中工委會組織細則，詳見《教總

33 年 1951.12.25-1985.4.8》〈1976.12.19 董教總全國發展華文獨立中學運動工作委員會

組織細則〉（教總 33 年編，1987：55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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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統一課程組織與任務 

一、 1976 統一課程編輯委員會 

《獨中建議書》針對〈統一課程〉之項目內容提及： 

「華文獨立中學既有統一辦學方針，課程亦須統一。統一課程

必須以華文為主要媒介，為了配合客觀環境之需要，適量加強

國語教學，以便能夠掌握溝通各民族思想情感所須運用的共同

語言；同時為了適合全世界客觀環境的需要，亦須加強英文教

學。28統一課程應以我國客觀環境之需要為原則，更應盡量保

留和發揚華族的文化遺產，配合當前國家原則的意識，進而創

造多元種族的新文化。同時亦應達到全世界中等教育的一般水

準，並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多元種族社會的共同利益，而且具備

最富時代精神的知識。至於實施方面，將由「華文獨立中學統

一課程委員會」負責；該編委會包括董總、教總、華文獨立中

學校長、校友會、熱心華文教育人士等國內成員，也應廣邀國

內外著名大學學有專長的人士一同組成。統一課程編訂完成之

後，可進而編纂各科課本，安排在國內出版」。 

（《董總 50 年特刊 1954-2004》，2004：866）  

1973 年，為實施〈統一課程〉，以黃潤岳為召集人的「統一課程及考試小

組」提呈一份《統一課程及考試小組報告書》。根據報告書，統一課程編輯

委員會於 1976 年成立（以下簡稱統一課程編委會），同時設立資料室，收

集中、巫、英各版課本，文藝創作、散文詩歌、學術著作、翻譯作品等資料

以便助於研究參考和作為輔助教材之用（董總出版組編，1987：240；董總

總務處編，2001：83）。29統一課程是為了提供一個明確可循的教學依據以

達至教學目的，同時增強獨中應付客觀環境所帶來的衝擊，扭轉獨中劣勢（黃

禎玉、何智強、鄭秀英、李添盛、李保康、陳玦瑜、越建東、賴玉雲，1992：

                                              

28 國語為馬來語。 
29《統一課程及考試小組報告書》完稿於 1974 年 2 月 24 日，以統一課程、統一課本、

統一考試分項給予說明。提呈報告書之統一課程與考試小組成員為：白純瑜、張業隆、

謝榮珍、宋世猷（董教總出版組編，1987：240）。 



馬來西亞獨中華文課本馬華文學教材編選研究 

32 

26）。 

《統一課程及考試小組報告書》內容顯示，獨中課程的規劃參照的是各

獨中現行之課程，而課程標準則依照教育部所制定（董教總出版組編，1987：

241）。基於獨中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且為了迎合 1975 年舉辦的第一屆獨

中統一考試，迫切需要的是編纂適合獨中生使用的課本以達至教材統一以便

於規劃考試命題範圍。30因時間緊迫，又因人力與物力的短缺，統一課程編

委員會所持有的編輯原則為： 

(一) 急用先編。 

(二) 依照〈統一課程〉堅持「母語教育」原則。 

(三) 教材以華文編寫並於課文之後附上三種語文（華、巫、

英）對照表、習題和摘要方便學生預習，亦能讓學生

應付統一考試和政府考試。31
 

（董教總出版組編，1987：241）   

為執行課本編纂任務，統一課程編委會之下設有若干名由國內外專家學者組

成，並提供學術諮詢的諮詢委員會、執行秘書一人、編輯主任一人、各科主

任各一人以及由獨中教師及專業人士組成的各科編輯組員若干名（董總出版

組編，1987：240）。編纂課本並非簡易之事所動用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涉

及的面向甚廣工程浩大。第一屆編輯主任為郭洙鎮律師，主要負責主持會議

和尋找人才（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32
  

                                              

30舉辦統一考試之目的為：（一）統一衡量個華文獨中的學術水準，以免參差不齊（二）

為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製造有利之條件（三）為國內外大學提供一項招生之准繩（四）

為社會人士提供一項徵聘的依據（董教總出版組編，1987：221）。 
31獨中生同時獲准報考政府考試。 
32郭洙鎮律師曾任十年的中學教師，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因此委任編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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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籌劃編纂課本的過程中動員了學術界擁有專業知識的學

者：教學經驗豐富的校長和教師、受華文教育且於國外深造回

來的校友以及各科學有專長的人士進行一連串的研討會、座談

會和工作營，分科討論教材編寫問題。33整個工作團隊約數百

人參與，10 至 20 位博士給予學術指導，憑著對教育的熱忱利

用業餘時間進行工作。除了常任的行政人員，大部分皆屬義務

幫忙不計酬勞與辛苦。行政上的經費皆來自於全國華文獨中發

展基金」。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編纂課本面對的問題繁雜其編纂程序首先根據需要分科成立教材編寫組。教

材編寫組成員包括三類專業人士：大專院校學術人員、出版界編輯以及在職

獨中或國中老師。接下來舉辦各項研討座談或工作營，並透過集體提出經驗

的方式收集意見草擬教材大綱。之後再由資深教師分章進行教材編寫。教材

草稿經審閱後交由專人擬稿，最後經由諮詢委員（國內外大專任教之專家學

者組成）審核修正便定稿出版（黃禎玉等人，1992：27）。編纂課本的經費

來自於全國華文獨中發展基金，課本出版後亦可獲得 10%至 15%的版權稅。

然而開銷龐大卻無法達到收支平衡。1978 年至 1984 年間，統一課程編委會

版權稅收入約 29 萬元，但開銷約 76 萬元（董教總出版組編，1987：241）。

編纂課本主要開銷為支付正職人員薪金。常任的行政人員包括：執行秘書乙

位、編輯三位、助理秘書二位、美工人員乙位、書記兼打字員乙位。另外，

其他開銷為支付主辦之研討會、工作營、編寫人員津貼等（董教總出版組編，

1987：241）。然而，大部分參與工作的熱心人士皆屬義務幫忙，通常只有

車馬費的補貼（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33以數理而言，邀請的專家博士團，如：林忠強、陳慶地、李秉彝、鍾美國、池柏松等作

為學術指導，後由經驗豐富的獨中數理老師負責編寫教材。楊振寧也曾參與給予意見（訪

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舉辦之各項教材編寫問題研討座談會，詳見《第三

屆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行政人員研討會資料集》〈1976 年至 1983 年統一課程編委會工作

簡報〉（董教總出版小組，1984：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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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民間課本編纂所需要考慮的事情還包括課本內容，除

了依據教育部所頒布的課程綱要也必須能與國內外各大專院

校的課程銜接，同時得照顧各大、中、小型獨中學生的程度。

另外，討論得沸沸揚揚的是課本媒介語的現實問題。編纂初期

數理課本問題繁雜即是代數、幾何、算術等；生物、化學、物

理應分冊還是綜合以及為銜接國內外大專院校之課程數理課

本應以英文或中文編寫」。34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基於時間緊迫、人力短缺及種種問題的產生，各科課本編纂進度最快能

在一年之內完成否則拖延數年以上同時也延誤了其他學科的編纂進度。在眾

人的耕耘之下編纂進度可算理想。1983 年，共出版了 35 本課本計有初高中

數學、科學、地理和歷史課本（郭洙鎮，1984：99）。1990 年，出版了 64

本課本其中包括修訂本、作業簿和補充教材（馬來西亞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

課程局編，1992：32）。各大獨中可依據課程需要選用教材，並無強制規定

必須使用「統一課本」。統計顯示，使用「統一課本」的情況正逐年增加。

1992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馬教育研究小組」所整理的一份調查報告

顯示，獨中選用與不選用統一課本原因分別為： 

選用原因： 

(一) 統考出題範圍在統一課本內。 

(二) 遵循董教總的辦學路線。 

(三) 能與其他獨中取得一致的步伐。 

(四) 統一課本具備一定的水準、內容豐富、編材適宜、能

與大 學課程銜接。 

(五) 沒有其他選擇。 

                                              

34解決方案：堅持以華文編寫課本為主要原則，為適應客觀環境取次要權宜措施（郭洙鎮，

1984：112-114）。 



第二章 獨中華文課本的發展 

35 

不選用原因： 

(一) 程度較深，學生不易理解。 

(二) 部分課本內容範圍太廣泛、繁雜。 

(三) 有意出國深造即使用數理英文課本。 

(四) 學校缺乏實驗器材設備，無法配合課本內容（物理）。 

（董教總課程局編，1992：28）  

 

二、 課程局發展與展望 

統一課程編輯委員會相對應之常任行政單位是「課程組」。1990 年，

獨中工委會修訂組織細則「統一課程編輯委員會」改稱「課程局」而行政處

「課程組」同時也稱「局」造成混淆。2000 年，再度修訂組織細則設立學

務委員會統管所有局。2007 年，調整組織結構將學務委員會獨立為智囊單

位，恢復獨中工委會之下的「統一課程委員會」，而「課程局」為其行政部

門（《2008 年全國獨中校長及行政人員研討會》，2008 年 12 月：15-17）。

統一課程委員會主要任務為： 

(一) 參考國內外中學課程綱要，制訂華文獨中統一課程綱要，

以華文編寫適合華文獨中採用的統一教材。 

(二) 修訂或重編各科統一教材，以滿足國內外教育發展的需

要。 

(三) 出版輔助教材。35
 

課程局則協助行政上的作業，學術部門之下各學科：地理、歷史、華文、馬

來文、英文、商業學、美術、綜合科學、數學等。各課委任一位學科秘書（前

身為編輯，之後提升為課程發展者）。學科秘書工作內容主要包括：於課程

發展上負責召集或主持學科發展的研究工作、於教材方面負責策劃與組織編

                                              

352012 年 6 月 1 日，擷取自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http://www.djz.edu.my/v2/gwhyname.php 。 

http://www.djz.edu.my/v2/gwhyna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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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和修訂工作，調查師生使用教材情況、於考試上擬定與修訂考試綱要，支

持試題命題並協助審核考題、策劃教師培訓課程和專題演講、召集教材編輯

委員等工作。表二－2 為 2000 年組織結構調整前後編輯與學科秘書職務差

別： 

 

表二－2 統一課程委員會組織結構調整前後編輯與學科秘書職務差別 

編輯 

（2000 年組織結構調整以前） 

學科秘書 

（2000 年組織結構調整以後） 

1. 編寫教材（統一課本）。 

2. 召集編委會。 

3. 協助審核考題。 

4. 策劃師資培訓課程。 

1. 課程發展：召集或主持學科發

展的探討與研究工作；組織、

召集與主持學科委員會會議。 

2. 教材：策劃與組織課本的編寫

與修訂工作；了解師生使用教

材的情況。 

3. 考試：擬定與修訂考試綱要與

格式；主持試題命題、審核分

析、評閱等工作；推動試題庫

的建立。 

4. 師資培訓：策劃培訓課程、組

織學科交流會、策劃專題講座。 

資料來源：出自《第四屆全國華文獨中行政人員研討會》（2003 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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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末，統一課程編委會主要著重於課本的編纂然而一切始於實驗

狀態。80 年代末，各課初高中課本除馬來文以外均已出版完整，進入 90 年

代即是進行修訂重編和編寫教師手冊以及出版其他輔助教材（《第四屆全國

華文獨中行政人員研討會》籌委會編，2003 年 7 月）。邁向 21 世紀，獨中

工委會於 2005 年正式發布籌備已久的《獨中教育改革綱領》以落實素質教

育引進現代教育理念。36針對《獨中教育改革綱領》提及的課程與教學改革

提出的五項要點其中提及學科內容應與學生日常生活和現代社會的聯繫，可

加入華教故事、社區關懷、家鄉歷史、進行地方導覽、環境保護、兩性教育

等，學科內容反映實際需要。37課程局另一任務是進行教材評鑑，了解師生

教材使用情況以便全面照顧學生程度另挖掘輔助教學資源以支援教學，對於

教學方法則要求教師貫徹「以學生為主體」的觀念，改變教師缺乏互動之聽

講傳統教學方式（《獨中教育改革綱領》，無日期）。過去幾年統一課程委

員會實踐教育改革於教材上的改革著重科學性、思想性、系統性、可讀性、

啟發性與趣味性，教材評鑑方面收集各校師生回饋表以及進行交流收集意見

並在師資培訓上提供教學課程和提供教師手冊與輔助資源（《2008 年全國

獨中校長及行政人員研討會》，2008 年 12 月）。如今統一課本內容依據擬

定的課程標準進行編纂，編纂作業比過去得更為完整，編纂流程如圖二-4： 

 

                                              

36《獨中教育改革綱領》提出：「教師會教、樂教；學生會學、愛學」的教育樂園願景；

四個獨中教育理念：「（一）面向全體學生，學生全面發展（二）延續民族文化，豐富

世界文化（三）提供教育選擇，體現民主精神（四）奠定發展基礎，儲備見過人才」；

15 個成人成才教育目標：「（一）愛惜身心，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二）具備獨立思考，

解決問題與創新的能（三）養成自學和自治習慣，具備自我教育的能力（四）具備主動

探索的精神，掌握科學技能（五）具備樂於服務、勇於擔當的精神（六）具備欣賞與審

美的能力（七）具備挫折承受力，能正確面對自己的長處與不足（八）關懷家人，主動

分擔家務勞動（九）尊重他人，具備與人互助合作的能力（十）愛護與承傳民族文化，

維護母語教育（十一）尊重與維護本國多元文化（十二）具備表達能力，能和友族溝通

與和睦相處（十三）具備民主法治的觀念與公民意識（十四）具備環保意識，珍惜與愛

護自然資源（十五）願意增進對不同文化的學習與國際了解」。2012 年 6 月 1 日，擷取

自獨中教育改革綱領：http://www.efuxi.com/duzhong-jiaogai.html. 
37《獨中教育改革綱領》課程與教學改革要點：（一）課程內容打破學科侷限（二）課程

實施強調橫向交流與平衡（三）教材管理與選用能反映實際需要（四）重視非學術性課

題或非考試科目課程的發展（五）更新教學方法以提高教學效果。2012 年 6 月 1 日，擷

取自獨中教育改革綱領：http://www.efuxi.com/duzhong-jiaog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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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學科委員會
(大專院校學術人員、獨中或國中教師及課程局學科人員)

擬定課程標準
(搜集國內外課程標準參考資料以及各方意見，邀請有關科目的

教師參與工作營或工作會議，進行草擬)

成立編審小組
(學術顧問、學科委員、大專院校學術人員、獨

中或國中教師及課程局學科人員)

編寫教材初稿
（分章分人編寫） 

審閱與修正
(編審小組會議討論，修正至滿意為止)

付印

插圖、設計、排版
(交出版局處理) 

定稿/擬定考試綱要
(召開總審閱會議進行最後審定，同時期擬定考

試綱要交考試局委員會通過)

 

圖二－4 統一課本編纂流程圖 

資料來源：出自《2008 年全國獨中校長及行政人員研討會》（2008 年 12

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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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華文》編纂作業 

一、第一套《華文》（1983－1991） 

1977 年，統一課程編委會始於籌備和出版統一課本遵循急用先編原則。

觀察過去的紀錄發現數理課本最先進行編纂作業而華文課本則延至 1983 年

才出版。38
1982 年，獨中工委會聯合兩個單位即：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文教組

以及聯邦視學團華文組，成立了「馬來西亞中學華文教學研討工作委員會編

輯出版組」，共同編纂一套適用於獨中和國中的初中課本（董總出版組編，

1987：241）。 

「當時參與編纂的，除了獨中和國中的華文教師，給予指導的還包

括大專講師、文學界人物如：留台的鄭良樹老師、蕉風主編姚拓先

生等」。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小組在編輯主任郭洙鎮律師與執行編輯王錦發先生的領導下費時 5 年完成

了初一初二上、下冊共 4 冊的試用本（董總出版組編，1987：241）。課本

收入的選文經多次討論後定案，表二－3 顯示召開會議目的為討論教材安排

與選文問題： 

 

                                              

38筆者查閱董教總出版組編（1987）《董總卅年 (上冊)》 〈課程組－附錄四：統一課本

一覽表（1976-1986）〉，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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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華文科教材編寫工作會議一覽表（1976-1987） 

順序 日期 地點 座談會/研討會/會議/課題 

1 1977 年 05 月 15 日 教總五樓 華文課本編纂問題 

2 1978 年 04 月 09 日 教總五樓 華文教材編寫問題 

3 1982 年 08 月 01 日- 

1982 年 08 月 05 日 

福隆港 第一次馬來西亞中學華文

教學研討工作營（編纂第一

套華文教材） 

4 1982 年 11 月 20 日- 

1982 年 11 月 24 日 

福隆港 第二次馬來西亞中學華文

教學研討工作營（編纂第一

套華文教材） 

5 1983 年 11 月 29 日- 

1983 年 12 月 03 日 

福隆港 第三次馬來西亞中學華文

教學研討工作營（編纂第一

套華文教材） 

6 1984 年 05 月 20 日 董總電腦室 初二華文課本選文問題 

7 1984 年 05 月 25 日 大會堂會議室 初二華文課本選文問題 

8 1984 年 06 月 15 日 董總電腦室 初二華文課本編寫問題 

9 1985 年 06 月 01 日 大會堂會議室 初二華文課本編寫問題 

10 1986 年 06 月 15 日 郭洙鎮住家 華文編委會會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董總卅年（上冊）》（1987：24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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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課本延誤編纂進度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物色人才的問題： 

「編纂一本符合標準的華文課本，物色適當的人選來判斷文章

的可讀性與教學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最後找了南大中文系

的畢業生，他是《星洲日報》的主筆－王錦發先生。王錦發先

生有很好的語文基礎，對文學有相當的認識，是一位作家，對

左右派也有相當的閱歷，能判斷選文的適切性」。39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在華文課本編纂的過程中，也不難發現文章選取的困難。本地篇章的選

取更要謹慎考慮文學流派以及選文內容的傾向，以免引起爭議以及當地政府

的注意。自 1983 年起，獨中華文課本陸續出版。王錦發先生負責審閱初一

至初三 6 冊選文（一學年兩冊），由「華文教學研討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組」

編纂。高一至高三 6 冊，之後由課程局執行秘書陳清德和高級編輯何耀輝編

輯完成。40《華文》出版初二下冊之際，馬來西亞教育部於 1988 年實施中

學綜合課程綱要（KBSM）。編委會於是保留原有的教材編寫風格，增加新

的內容以便配合課綱要求重編初中課本（〈1987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

書〉，1988：48）。41第一套華文課本並無教師手冊（李保康，1999：85）。

42
 

                                              

39王錦發簡介，見第一套高三上冊《華文》，王錦發〈還是懂一點儒學好〉中的作者介紹

如下：「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語文造詣深厚，曾主編獨中初中華文課本，對國際問題

素有研究，曾任《星洲日報》國際新聞組主任、主筆，擔任巴生濱華中學校長、《南洋

商報》專題作者」，頁 33。 
40筆者查閱 1987 年至 1991 年獨中工委會課程局工作報告書，高中華文課本編委還包括：

李雲溪、甄供、劉祺裕、林國安。方修與林水檺為學術顧問。 
41馬來西亞中學綜合課程（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KBSM）為延續小學

綜合課程（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Rendah; KBSR），以國家教育哲學（Falsafah 

Pendidikan Negara; FPN）為指南而訂立。課程綱要重視以學童為中心的參與教學法，除

了教室內的學習更延伸至教室以外的課外活動（Rahimah Haji Ahmad，1998：464）。另

外，為配合新課程綱要重編一事，筆者調查發現，1983 年出版的《華文》試用本第一版，

與後來出版的版本，選文略有抽換。 
42筆者在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與資訊局亦無尋獲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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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一套《華文》出版以前各校所使用的華文課本版本為何種？早前

《霹靂華文獨中統一課程建議書》所做出的統計調查顯示採用《新編中華文

選》的學校有寬柔。《新編中華文選》為建議書推薦使用的課本，事因南洋

大學入學考試以它為標準。另外，採用馬來西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馬化版）出版的《華文》有培風、中化、華仁、韓江、坤成、濱華（巴生）

獨中（《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1976：584-586）。2010 年 5 月《東方

日報》一則報導也表示 1984 年以前，大部分獨中皆採用馬化版的《華文》

（《東方日報》，2010 年 5 月 13 日［MC8］）。1991 年第一套華文課本

出版完成，根據 1990 年對 29 所獨中使用統一課本的抽樣統計，數據顯示使

用初中華統一文課本的學校達 90%；高中華文課本達 76%，比數偏高（黃

禎玉等人，1992：33）（董教總課程局編，1992：33）。 

 

二、第二套《華文》（1993－1999） 

第一套《華文》出版完成以後，緊接下來進行的是收集各獨中使用教材

的意見進行修訂並籌備出版教師手冊供教師參考使用。1992 年，由於前套

華文課本不符合理想編審小組決定重編並徵得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曹礎基教

授與梁振銘副教授的協助編寫語文教材（〈1992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

書〉，1993：143-144）。 

「待中國教材編寫團編寫完成以後，便由本地編審小組進行審核。

若編寫之教材過於深奧或欠缺本地色彩，將建議抽換」。 

（訪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   

另外，新編課本與之前不同在於採用單元式的教材安排。同時也配合聽、說、

讀、寫的訓練而設計，重視語文訓練。基於此項改變，董教總獨中工委會課

程局特別安排單元式教材教法座談會說明教本使用與單元式的教學方法。

1994 年，董教總獨中工委會課程局聯合師資教育局以區域召集的形式，分

別在北馬大山腳日新獨中；中馬的吉隆坡坤成女中；南馬的峇株巴轄華仁中

學；砂拉越的古晉中華第三中學和沙巴亞庇崇正中學，舉辦單元式華文教學

座談與交流會。由曹礎基教授主講《定向的單元教學》以及梁振銘副教授說



第二章 獨中華文課本的發展 

43 

明《華文課本單元安排的思路》（〈1994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

1995：78）。43進一步的教學示範則由中國廣州教材編寫者之一的張貴和老

師作解釋。1995 年，定向單元教學示範分別在北馬怡保深齋；中馬加影董

教總教育中心；南馬峇株巴轄華仁中學；砂拉越詩巫中華總商會大廈和沙巴

亞庇崇正中學舉辦（〈1995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1996：97）。

除此之外，第二套初中華文完成出版 6 冊以後，董教總獨中工委會課程局分

別在霹靂育才中學、居鑾中華中學、柔佛寬柔中學、吉隆坡坤成女中和巴生

興華中學，針對學生和科任老師進行首次的教材評鑑。此次教材評鑑將收集

回饋，以便作為日後修訂教科書參考之用（〈1996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

告書〉，1997：89-90）。 

 

三、第三套《華文》（初中 2004－2007） 

 為配合教育改革以達致素質教育的教育理念，獨中華文課本進行二次修

訂（〈1999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00：94）。44另外，早在第二

套《華文》編纂完成後，董教總獨中工委會行政部接獲雪隆 5 所獨中（巴生

興華、吉隆坡中華、尊孔、循人和坤成）部分華文老師提呈《華文科教材與

試題探討意見書》。因此修訂課本勢在必行（〈1998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

報告書〉，1999：110）。45此次修訂原則為：「精簡教學內容，減輕學生負

擔、教學內容生動有趣，語言文字簡練易懂，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教學內容要貼

近學生生活實際，見免隔閡感、語言訓練強調實用性，切切實實培養學生運用語

文的能力」（〈1999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00：110）。 

董教總獨中工委會課程局學科編審小組分別在 1999年至 2000年間在北

馬日新獨中、中馬董教總教育中心、南馬柔佛永平中學各舉辦一場交流會座

                                              

43東馬分別由砂拉越董聯會和沙巴董總聯辦（〈1994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1995：

78）。林國安（2006：22）：「所謂定向的單元教學，就是把課本中的每一個單元看作

一個教學單位、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組織教學，同時圍繞著各單元的訓練目標進行教學」。 
44素質教育在華文教材編寫的體現：（一）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二）傳統型與時代性

的統一（三）科學性與實用性的統一（四）基礎性與層次性的統一（五）「教有所依」

與「學有所本」的統一（〈1999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00：109-110）。 
45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獨中工委會課程局行政文件，難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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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目的為：物色教材編寫人才、以學生及教師的角度了解教材使用情況、

教學經驗交流和了解教師及社會人士對教育和課程改革的看法（〈1999 董

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00：98；〈2000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

書〉，2010：223）。新編教本出版以前為視察試教本績效，董教總華文獨

中工委會課程局亦進行教材前驅測試。2004 年初一上冊之新編《華文》（試

教本）安排在北馬檳城檳華女中、中馬吉隆坡循仁中學和南馬居鑾中華中學

進行教材前驅測試（〈2004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05：102）。

這次的教材前驅測試，所建立的是一套比過去更為正式且完整的教材評鑑，

以評估教本使用績效。除此之外，由於全馬各獨中規模的發展尤其學生程度

不盡相同，為了解華文課本實際的使用情況，學科調查人員跑遍各大獨中（偏

西馬）逐間進行視察和訪問。46目前第三套初中《華文》除了教師手冊另也

製作了課文郎讀錄音光碟以便輔助教學活動的進行。未來除了繼續進行課本

修訂以外，另進行作業簿和輔助教材的編制並著手於發展網路教學資源。然

而，第三套高中《華文》因種種原因還不能準時出版， 

「尤其高中華文課程綱未能及時修訂完成」。 

（訪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   

筆者查閱工作報告書發現原因為： 

「為使重新編纂的高中華文新編教材更臻完善，本局在 4 月 22 日

寄發《高中華文課程標準》（草案）與《高中華文課程重編內容大

綱》（草案）予全國獨中校長，懇請華文教師針對上述兩分資料的

內容提供意見或修改之具體建議。結果 61 所獨中只有 19 所給予意

見回饋，16 所表示無意見，26 所完全沒有回覆，各校意見相當分

歧……」。 

（〈2009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00：96）  

 

                                              

46課程局進行訪問之學校，詳見〈2005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馬來西亞華校董

事聯合會總會，20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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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華文》設計與安排 

一、獨中華文課程綱要 

 課程綱要是課程發展的藍圖，說明課程目標、教學原則與要求等。因此

教材必須按照課程綱要的要求進行編寫。獨中華文課程綱要除了依據國家教

育部，也參考其他國家而擬訂。〈獨中華文課程綱要〉內容包括：教學目標、

時間分配、教學要求、教學內容和教學原則。 

 

（一）第一套《華文》（1983－1991） 

編纂第一套華文課本，董教總獨中工委會課程局並沒有發展出〈獨中華

文課程綱要〉（葉玉賢，2008：143）。47
 

「所依據的是馬來西亞教育部所頒布的課程總綱要。編入課本的選

文其內容從不同的角度反映綱要。否則沒有出版商會願意印刷出

版」。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1988 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學綜合課程綱要」，華文學科教學目標為： 

1. 培養學生的國家意識，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風俗習

慣，以達致全民團結目標。 

2. 加強學生聽說讀寫的語文訓練，使學生應用正確的華文

表達情意、敘事說理，以應付日常生活及日後工作上的

需要。 

（潘碧華，2009：17）   

翻閱第一套《華文》，〈編輯說明〉提及課本內容的呈現須符合之條件為： 

1. 適合本邦環境，足以激發學生熱愛祖國馬來西亞、熱愛

人民。 

                                              

47筆者諮詢董教總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以及課程局，並無發現第一套《華文》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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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灌輸民主的思想和科學、法治的觀念。 

3. 表現中華文化的特性和華教高尚的品德。 

4. 鼓吹各民族和睦相處、同舟共濟、攜手並進。 

（董總《華文》〈編輯說明〉，1983－1991）   

比照 70 年代銷量最高的馬來西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華文》，發現

其編輯要旨與獨中《華文》大同小異，馬化《華文》〈編輯要旨〉為： 

1. 適應本邦環境並發揚立國精神。 

2. 表現中華文化之特性及華人之高尚品格。 

3. 涵育現代民主及科學觀念。 

（馬化《華文》〈編輯要旨〉，70 年代）   

 

（二）第二套《華文》（1993－1999） 

1994 年，華文編審小組擬訂〈獨中華文課程綱要〉。此綱要為配合 1988 年

政府頒布的〈中學綜合課程綱要〉，另外也參考中國、臺灣、香港等其他國家的

課程綱要編寫完成（董總《華文》〈編輯說明〉，1993－1999）。48
 

「因為是華文科，也因為獨中教師多為留台和留華畢業生，因

此主要參考台灣和中國的課程綱要。第二套課本比較偏向於中

國的課程綱要」。 

（訪談蘇燕卿老師，2010/02/10）   

〈獨中華文課程綱要〉除了建立學生的正面價值觀，主要著重於語文的訓練。其

教學目標為： 

  

                                              

48「……這套教材是根據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所擬定的華文課程綱要，配合

我國教育部所頒佈的中學新課程綱要（KBSM）而編寫的。在擬定課程綱要及編寫的過程

中，也參考了中國、台灣、香港等地課程綱要及教材」（董總《華文》〈編輯說明〉，

199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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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學目標： 

1. 能有效地學習語文，使用規範的語文進行聽、說、讀、

寫。 

2. 具備於文思維能力，能應用華語進行思維活動，發展智

力。 

3. 認識我國多元民族文化和世界優秀文化，著重了解華族

文化的淵源和傳統，並加以繼承與發揚。 

4. 具有和友族和諧共處、熱愛祖國的意識。 

5. 具備正確的思想和道德觀。 

6. 具備健康的審美情趣與文藝鑑賞能力。 

7. 能養成學習語文的習慣，能自覺地學習語文。 

8. 具備搜集和處理訊息的能力。 

（〈初中華文課程綱要〉，1994）   

 

高中教學目標為： 

「中學的華文課程是小學華文課程的延伸，目的在於使學生能

有效地學習華語，使學生能用華語進行思維活動，能用華語表

達自己想表達的一切思想和情感。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學生

應能了解華族文化的淵源和傳統，能理解及欣賞古典和現代的

華文文學作品，從而培養健康高尚的審美情操，培養和友族和

諧共處、建設祖國的美好情感」。49
 

（〈高中華文課程綱要〉，1994 修訂）   

 

                                              

49第二套〈初中華文課程綱要〉、〈高中華文課程綱要〉於 2010 年 2 月 10 日由蘇燕卿

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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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套《華文》（初中 2004－2007） 

2000 年，編審小組核定〈初中華文課程綱要〉的修訂稿。課綱內容基

本上與前份無異樣故不再重複論述。〈高中華文課程標準〉於 2009 年 8 月

定稿，教學目標比前份更為具體。教學目標指向培養學生更高階的語文應用

與掌握能力，並且著重於培養學生的審美觀，兼備工具與人文性： 

1. 有能力閱讀與理解各種類別的文本，針對不同的閱讀材

料，靈活運用閱讀方法，提高閱讀效率。 

2. 在日常生活和各項學習活動中，能正確、熟練、有效率

地運用規範的華語華文進行口語交流和書面表達。 

3. 具備語文思維能力，懂得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進行思

維活動，加強讀寫效果。 

4. 具備搜集、處理、提供口頭和書面信息的能力。 

5. 有能力鑑賞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具良好的現代漢語語

感，對古典詩文有基本的感受力。 

6. 樹立積極的人生理想，培養正面的道德倫理與價值觀。 

7. 激發追求真善美的情感，培養健康高尚的審美情操。 

8. 養成獨立思考與探異求新的習慣，培養主動學習與終身

學習的態度。 

9. 關心社會環境，呈現熱愛國家、尊重多元種族文化的精

神面貌。 

10. 體會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能繼承並發揚華

族文化的優良傳統。50
 

（〈高中華文課程標準〉，1999）   

 

                                              

50第三套〈高中華文課程標準〉於 2010年 2月 10日由蘇燕卿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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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文》內容配置 

（一）第一套《華文》（1983－1991） 

 第一套《華文》繼承傳統多由單篇文章組成，取篇章式安排。初一至高

三，全套 12 冊，每一冊 20 課。課文之後附作者、題解、註釋、提示、綜合

比較、應用和練習。至於文言文與白話文之比例，第一套《華文》所收入的

文言文占少部分，傾向於淺白。51
 80 年代馬政府實施漢語拼音與簡體字方

案，因此課本另附錄簡繁體對照表供查詢（董總《華文》〈編輯說明〉，1983

－1991）。52課文形式以基本文體和文藝文體並重： 

「前者選錄思理俱愜、條理分明、層次井然的科學小品、哲學

隨筆、歷史故事、政治宣言、經濟論說、風土志、應用文的一

般文體等；後者偏重於散文，酌取情文並茂、風格獨特、構思

精巧，有助於提高閱讀和寫作能力的佳作」。 

（董總《華文》〈編輯說明〉，1983－1991）   

 

（二）第二套《華文》（1993－1999） 

 第二套《華文》採單元式編排，初一至高三全套 12 冊，每一冊 8 個單

元。初中每冊 26 課；高中每冊 25 課。課文之前說明學習要求，課文之後附

作者、註釋、提示和練習，另附語文知識練習，內容與課文結合。文百比例，

初中現代文占 80%，文言文占 20%；高中現代文占 60%，文言文占 40%（〈初

中華文課程綱要〉，1994、〈高中華文課程綱要〉，1994 修訂）。選文收

入國內外華文作品以及華文作品以外的中譯文。為讓教學更為彈性，每單元

平均收入 3 至 4 篇課文，類分講讀課文與自讀課文其中 1 或 2 篇為自讀課文。

課文按照已定的模式（根據單元訓練）選入，是學生訓練語文能力的材料，

                                              

51「考慮當前實際情況，文言文只占少部分，並偏向於摘取文字淺顯、內容易於了解的短

小篇章，旨在使學生對文言的基本知識有個初步了解」（第一套華文課本初一至高三（全

12 冊）〈編輯說明〉）。 
52「副教育部長雲時進律師向本報透露，全國中學的華文課本由明年（1988）起將採簡體

字」（《南洋商報》〈政府中學華文課本明年起改用簡體字〉1987 年 3 月 1 日[3（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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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選入的文章未必為作者代表作，為配合教學需要文章略有刪節或更動詞

句（董總《華文》〈編輯說明〉，1993－1999）。各單元環繞著一個語文能

力訓練中心而設計，以縱向結構為主，訓練由淺至深，聽、說、讀、寫和思

維的能力等訓練呈螺旋式提升，橫向則訓練中心不斷轉換，避免程式化教

學，以下為各項語文能力訓練說明與單元分布： 

1. 聽說訓練（六個單元）：即說話能力和聽說能力的訓練，

著重聽講、說服、演說、辯論等聽說訓練。 

2. 閱讀方法訓練（四個單元）：著重如何求知，如何進行

知識累積、知識整理等。 

3. 文學欣賞訓練（六個單元）：在求知閱讀和欣賞閱讀的

基礎上進行鑑別和批判性的閱讀。 

4. 讀寫訓練（八個單元）：寫作訓練和閱讀訓練配合進行。

以讀促寫，閱讀時以從作品中得到寫好作文的啟迪為

主。 

5. 語文思維訓練（六個單元）：結合讀寫訓練進行。 

6. 古文閱讀訓練（十八個單元）：著重文言文通讀訓練。 

（董總《華文》〈編輯說明〉，1993－1999）   

 

（三）第三套《華文》（初中 2004－2007） 

第三套《華文》延續第二套，採單元式編排。不同的是初中由每冊 8 個

單元濃縮成 7 個單元，初中每冊 28 課。課文之前說明學習要求，課文之後

附作者簡介、註釋、學習提示和練習，語文知識置於課本附錄，與前套不同

的是語文知識已簡化。文百比例因與第二套《華文》的課綱一樣，並無改變，

另外亦類分講讀與自讀課文。前套課文不適合用以教學已作抽換。單元結構

的設計以縱向結構為主，亦兼顧各單元之間的橫向連結。單元安排與培養目

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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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說訓練（六個單元）：即口語交際能力的訓練。 

2. 文學作品欣賞（六個單元）：培養初步文學欣賞能力。 

3. 讀寫一體（十六個單元）：以提高學生的讀寫能力為

重點，學好用好課文，把閱讀訓練和寫作訓練結合起

來，讀中有寫，寫中有讀，以讀帶寫，以寫促讀。 

4. 語文思維訓練（六個單元）：著重於思維在聽說讀寫

語言活動中的作用。 

5. 古代詩文閱讀（八個單元）：培養初步的古代詩文閱

讀能力。 

6. [附錄]語文知識與應用：包括現代漢語語音、詞彙、

文字、語法、修辭和標點符號等。 

（董總初中《華文》〈編輯說明〉，200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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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內容分析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設計 

針對馬華選文，本研究其中之一項研究目的為分析獨中華文課本馬華選

文教學內容之呈現與變化。使用的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本章解釋內容分

析法如何運用於教科書內容的研究，並且說明內容分析研究設計。本章共分

四小節：（一）內容分析研究設計（二）發展主題類目（三）研究工具與研

究對象（四）檢核與資料處理。 

 

一、內容分析應用於教科書 

內容分析法是早期應用於傳播界的研究方法。1952 年，Berelson 著作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奠定了學術基礎，把內容分

析定義為：「一項研究技巧，為客觀、有系統、定量的，描述顯著的傳播內容」

（Berelson，1952：18；引自 Krippendorff，2004）。53
Berelson 所指的內容

分析偏向定量分析因此不足以達致研究的理想性，舉教科書為例若以

Berelson 的定義來詮釋，則無法深入探討教科書內容因詞形變化所產生的意

義以及意識形態的傳達（Weinbrenner，1990：30）。歐用生（2003：166）

表示內容分析法應用於教科書應加強「質」的分析，如後設分析和語意分析

方法可以顯示教科書內容所隱藏的訊息。因此為了深入解釋文件潛在內容的

傳達，定質的分析方法已因應發展需要建立基礎。Krippendorff（2004：15-17）

指出使用定質分析的例子，用於分析演講稿、對話內容、修辭、用於人種誌

範疇，另外除了文本，聲音、圖像、影像、傳播符號亦可為分析形式。楊孝

濚（民 78：906）表示：「內容分析是一種量化的分析過程，但不純粹是定量分

析，是以量的變化來推論質的變化，是定量和定質並用的研究方法」。為達致內

容分析法的理想性，可同時並用定量和定質分析。 

                                              

53Berelson defined content analysis as: “A research technique for the objective, systematic 
and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manifest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 (Berelson，

1952：18；引自 Krippendorff，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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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法運用於教育領域，尤其正式文件－教科書是常見。周珮儀、

鄭明長（2008）合撰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之探究〉指出研究教科書的內容

層面幾乎都用內容分析法，是最早也是最普遍被使用的研究方法： 

(一) 它被用來檢視各學科教科書內的重要主題和概念出現的

頻率以及分布情形。 

(二) 為教科書意識型態的分析，以檢視教科書內政治、性別、

族群等的偏見。 

(三) 於教科書發展層面，常用來比較各年代新舊版本內容以及

了解各種主題在教科書發展過程的演變。 

（周珮儀、鄭明長，2008：199）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視馬華選文於獨中華文課本的教學內容趨向，研究將發展

出獨中《華文》馬華選文歸類之「主題類目」。王石番（1989：190）定義

主題類目為：「傳播題材，主題類目是用以探究傳播內容是屬於甚麼類的問題……

一篇文章可能只有一個主題，也可能有若干主題」。陳惠齡（2001：96）解釋

文學作品之主題表示：「主題指文學作品中整個形象體系所顯示出來的基本

思想，也是作者立言的本意……作品既是作者最深沈的生命律動和精神潛

流，則唯有透過深刻晶瑩的觀察、透視、統攝，才能將作品底層的主題意識

刨掘出來」。54為達至研究目的，筆者將把發展出來的「主題類目」，透過

量化的技巧，將馬華選文依據主題類目進行歸納，觀其變化。內容分析的進

行有助於了解各馬華選文於獨中華文課本的分布狀況以及各版本內容之變

化，以便於探討內容趨向。另外，本研究將以質的分析，包括課文插圖、題

解、課文字句如何呈現，以透視作品深層意涵。 

 

                                              

54挖掘作品主題意識之方法：「（一）從標題小序入手（二）從分析題材入手（三）從情

節線索入手（四）從概括段意入手（五）從人物形象入手（六）從象徵事物入手（七）

從作品特定時空入手（八）從作者創意意圖入手」（陳惠齡，2001：10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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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模式 

本研究主要檢視文件內容於不同時間所呈現的變化。將參考楊孝濚

（1989）「同一來源而不同時間的傳播內容」分析模式，以觀察馬華選文在獨

中華文課本於不同的時間（年代），所產生的內容差異與發展趨勢如何。楊

孝濚（1989）「同一來源而不同時間的傳播內容」分析模式，見圖三－5： 

 

               來自 A 來源的            來自 A 來源的 

             訊息:時間 t1                                     訊息:時間 t2 

                 A xt1                                                           Axt2 

   內容變項 

X 

    傳播內容之趨勢 

圖三－5 「同一來源而不同時間的傳播內容分析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楊孝濚「同一來源而不同時間的傳播內容分析模式」（1989：

911，圖 25-2） 

註：A 為來源；X 為內容變項；t 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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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展之「同一來源而不同時間的傳播內容」分析模式，見圖三－6： 

                             

 獨中《華文》 

                 第一套           第二套            第三套 

           （20 世紀 80 年代）（20 世紀 90 年代）（21 世紀近 10 年） 

                Axt1              Axt2             Axt3 

馬華選文 

X 

                              發展趨勢 

圖三－6 本研究之內容分析模式 

資料來源：參考楊孝濚「同一來源而不同時間的傳播內容分析模式」（1989：

911，圖 25-2） 

註：來源 A－獨中《華文》課本；內容變項 X－馬華選文；不同時間 t
1、t

2、

t
3－20 世紀 80 年代、20 世紀 90 年代、20 世紀近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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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題類目 

一、馬華選文主題類目研究 

馬來西亞獨立以後，教育部極力於建構學童熱愛本邦的觀念。1969 年

發生 513 種族衝突事件，灌輸國民熱愛國家以及民族團結更為迫切。其中，

1970 年宣布的五大國家原則：信奉上蒼、忠於君國、維護憲法、遵從法治

和培養德行，須灌輸於全國學校之學童（Lee Ting Hui，2011：119；引自

Ruslan Zainuddin，2005；Suhana Saad，2012：117）。55課本內容主要根據

課程綱要進行編寫。觀察所得，無論是 1963 年「國民型中學試用華文課程

綱」、1988 年「中學華文綜合課程綱要」還是 2001 年「中學華文綜合課程

綱要」，以上馬來西亞教育部所頒布的華文科課程綱要一直被保留下來的其

中一項不變之培養目標，即是灌輸學生國民意識：效忠國家、各民族和睦相

處、團結一致。雖然課程局發展出的獨中「華文課程綱要」較為彈性，但仍

然遵從大原則《華文》內容可見國民意識的灌輸。 

此外，馬華文學主題分類研究甚少，未有前人發展相關之主題類目分析

表。近年來，相關之內容分析研究成果有：李寶鑽（2006）博論《馬來（西）

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研究（1957－2003）》和葉玉賢（2008）博論《馬來

西亞華人中國認同之研究－以尊孔獨立中學為研究場域》。然而前者所作之

內容分析是針對獨中《華文》作品內各國作家之分布，類分本國作家、中國

作家、外國作家、其他；後者檢視獨中《華文》各類文學之分布，中國文學、

馬華文學、翻譯文學、其他。可能得到線索的即是黃錦樹（2009）的〈製作

華文，想像華人：馬來西亞獨中華文中學初中華文課本三種版本分析〉當中

提及的本土篇章包括馬來作家的譯文，指出選文內容有如：本地風光、自然

景物、愛國愛鄉、種族和諧、華族歷史文化。2012 年出版了目前第一本適

用於高中至大專院校的馬華文學教材讀本－《馬華文學文本解讀（全二

冊）》，從中可見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選入並以書寫類型分類：「選文以文本

創作與文體範例分類……讓讀者清楚的認識馬華文學的創作方式與文本類

                                              

55Tool of unity, National Principles：”belief in god, loyalty to king and country, upholding 

the constitution, rule of law, good behavior and morality”（Suhana Saad，20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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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多元與豐富……」。然而黃錦樹（2012）表示作品有的以文學史分類，

有的以題材或文學思潮分類，造成目錄系統混亂。56
 無論如何，《馬華文

學文本解讀》盡可能展現多元書寫，主要打破學生對馬華文學的刻板印象且

豐富了教材。可見之主題除了團結愛國，大致有華族文化歷史、鄉愁愁緒、

民族文化藝術、政治關懷、自然生態等。 

 

二、馬華選文主題類目發展 

為檢視《華文》馬華選文內容發展之如何，本研究將以獨中重視的教育

目標－五育：德、智、體、群、美，發展為主要類目。57次要類目的發展遵

循獨中華文課程綱要教學目標、選材原則，並參考黃錦樹（2009）〈製作華

文，想像華人：馬來西亞獨中華文中學初中華文課本三種版本分析〉、李麗

卿（1989）《國中國文教科書之政治社會化內容分析》、林美芳（2006）《國

民中學國文教科書中現代散文內容分析之研究》學者過去發展的次要類目而

成。類目定義如下： 

 

                                              

56《馬華文學文本解讀（全二冊）》目錄雜亂無系統，詳見引起筆戰之評論：黃錦樹（2012

年 4 月）〈黃錦樹：野性的思維？－《馬華文學文本解讀》的怪異分類及其他〉。2012

年 10 月 17 日，擷取自：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3424；黃錦樹（2012 年

4 月）〈黃錦樹－關於「野性的思維」〉。2012 年 10 月 17 日，擷取自：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3652。 
57詳見〈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課程目標研究〉《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林國安，2004：

6-19）。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3424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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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育類 

 獨中注重五育均衡發展，尤其以德為首（林晃升，1987：686）。培養

學生具備良好的品德、道德判斷知能和心理素質，能對自己與社會負責任。

此大類延伸出 4 項次類目： 

(1) 勤勞樸實：勤勞、認真、負責、簡樸。 

(2) 積極進取：樂觀進取、激勵上進、自我實現。 

(3) 勇敢堅毅：有勇氣、堅定有毅力。 

(4) 飲水思源：不忘自身民族根源。 

 

2. 智育類 

 書面上授予學生常識以便提升生活能力，解決生活疑難。另外，灌輸語

文應用的技巧以便提升溝通、判斷、蒐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此大類延伸出

5 項次類目： 

(1) 文學知識：文學類的知識。 

(2) 歷史知識：歷史事件、人物事蹟的知識。 

(3) 地方知識：地域性自然資源、環境的知識。 

(4) 人生哲理：生命的智慧。 

(5) 儒學知識：儒家思想與主張。 

 

3. 群育類 

 馬來西亞為多元文化國家，強調的是民族團結、尊重各族群不同的文化

習俗、關懷友族，維護民族與民族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此大類延伸

出 4 項次類目： 

(1) 關懷社會：議論事件、關懷社會、關心時事。 

(2) 團結友愛：民族間和睦相處、互相尊重、友愛、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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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華社互動：華族間的互動與凝聚精神。 

(4) 熱愛國家：熱愛、效忠國家。 

 

4. 美育類 

 美學教育為培養學生創造與鑑賞美的能力，樹立健康的審美情操，感悟

生活周遭自然與生活美，提升人文與生活素質。此大類延伸出 4 項次類目： 

(1) 風土民情：市井風貌、鄉土人情、民俗風情。 

(2) 民間藝術：民間藝術，包括舞蹈、繪畫、建築等。 

(3) 華族功績：華族貢獻、史蹟。 

(4) 生活觀感：對周遭自然環境的感受。 

 

5. 體育類 

 培育學生愛好運動以便擁有健康的體魄，培養堅韌不拔的精神達致身心

健康。此大類延伸出 1 項次類目： 

(1) 運動：鍛鍊身體達致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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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進行內容分析，目的在於觀察馬華選文於三套獨中華文課本之間

的教學內容趨向如何。在進行內容分析之前，必須訂定「分析單位」與「分

析類目」並對發展出來的類目分析表進行信度與效度的檢驗。訂定分析單位

與分析類目須明確定義才能達致科學的研究方法（歐用生，2003：156）。 

 

（一）分析單位 

分析單位是文件內容量化所依據的單位。歐用生（2003：156）表示：「教

科書的內容分析，通常以章、節、單元、課、段、詞、句、字、頁等為分析單位」。

本研究之分析對象為教學用課本，因此將以「課」為分析單位，進行次數的

計算。 

 

（二）分析類目 

類目是文件內容歸類的標準。本研究主類目為教育目標－五育：德、智、

體、群、美；次要類目遵循獨中華文課程綱要教學目標和選材原則發展而成，

文章歸入類目以表三-4「類目分析表」為依據： 

 

表三－4 分析類目說明一覽表 

主類目 次類目 說明 

德育類 勤勞樸實 勤勞、認真、簡樸踏實的文章 

積極進取 樂觀進取、激勵上進、自我實現的文章 

勇敢堅毅 意志堅定、勇於面對逆境的文章 

飲水思源 教育學生莫忘自身民族根源的文章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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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育類 文學知識 傳達文學知識的文章 

歷史知識 傳達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文化知識的文章 

地方知識 傳達地域自然資源、自然環境、藝術文化知

識的文章 

人生哲理 對生活體驗、生命意義有所啟迪的散文、

詩、小說、寓言或故事 

儒學知識 認識儒家思想和主張的文章 

群育類 關懷社會 議論社會現象、關懷社會、關心社會的報導

和議論文 

團結友愛 各民族間的友情、互相尊重、團結一致的文

章 

華社互動 華族社群互動與凝聚精神的文章 

熱愛國家 熱愛與效忠馬來西亞的文章 

美育類 風土民情 描寫市井風貌、鄉土人情、民俗風情的文章 

 民間藝術 描繪民間藝術的文章 

華族功績 歌頌與讚美華族功績的文章 

生活觀感 人對生活與周遭自然環境的感受，包括觀景

抒情、托物抒情、咏物抒情、寫人記事等抒

發情懷的生活小品 

體育類 運動 鼓勵鍛鍊身體達致身心上健康的文章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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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一）分析來源 

本研究之分析對象鎖定獨中工委會課程局編纂的《華文》。獨中工委會

課程局目前已編纂三套《華文》。第一套《華文》於 1983 年至 1991 年間完

成出版；第二套《華文》於 1993 年至 1999 年間完成出版；第三套初中《華

文》於 2004 年至 2007 年間完成出版。內容分析抽取樣本根據課文作者介紹

和課文題解進行判斷，另新華文學作品、早期南渡作家和中譯馬來文學作品

不為研究範圍，故不納入分析。表三－5 為分析來源一覽表： 

 

表三－5 分析來源一覽表 

套別 冊別 出版時間 

第一套 

1983－1991 

 

初一上冊 1983 年 11 月 

初一下冊 1984 年 06 月 

初二上冊 1985 年 12 月 

初二下冊 1987 年 05 月 

初三上冊 1987 年 12 月 

初三下冊 1988 年 05 月 

高一上冊 

高一下冊 

高二上冊 

高二下冊 

高三上冊 

高三下冊 

1988 年 12 月 

1989 年 05 月 

1989 年 11 月 

1990 年 04 月 

1990 年 09 月 

1991 年 04 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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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第二套 

1993－1999 

 

初一上冊 1993 年 06 月 

初一下冊 1994 年 03 月 

初二上冊 1994 年 09 月 

初二下冊 1995 年 03 月 

初三上冊 

初三下冊 

1995 年 08 月 

1996 年 03 月 

高一上冊 1996 年 10 月 

高一下冊 

高二上冊 

高二下冊 

高三上冊 

1997 年 04 月 

1997 年 10 月 

1998 年 03 月 

1998 年 10 月 

高三下冊 1999 年 04 月 

第三套 

2004－2007 

 

初一上冊 2004 年 10 月 

初一下冊 2005 年 03 月 

初二上冊 2005 年 10 月 

初二下冊 2006 年 04 月 

初三上冊 2006 年 10 月 

初三下冊 2007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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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對象 

1. 第一套《華文》1983-1991 

第一套《華文》(全 12 冊)之馬華選文，初中 6 冊選文有：李蘊郎〈牽牛

花開了〉、〈馬華新詩二首：米軍〈跳「瓏玲」〉；吳岸〈鵝江浪〉〉、夏

諾〈永恆的懷念（上、下）〉、洪絲絲〈海葬〉、原甸〈我們的家鄉是座萬

寶山〉、〈本地詩：高青〈獻歌〉〉、梁志慶〈根〉、斌子〈地下錫礦場〉、

佚名〈砂朥越的長屋〉、王葛〈翼〉、方修〈馬華新文學的萌芽〉、吳進〈熱

帶三友〉、佚名〈朋友，你可曾想起〉、槐華〈水塔放歌〉、吳岸〈我何曾

睡著〉、苗芒〈兩個老人〉；高中 6 冊：李業霖〈響應禮俗革新運動〉、甄

供〈手的禮讚－「百花之夜」遐想〉、陳雪風〈咖啡店〉、方修〈愛因斯坦

小故事〉、以今〈椰樹〉、杏影〈月麗中天的晚上〉、〈短評二則：方修〈談

「破紀錄」〉；〈拖屍〉〉、鐵抗〈寂寞‧漁港〉、王錦發〈還是懂一點儒

學好〉。58選取統計之選文共 26 課佔總冊數 240 課之 10.83%，初中 17 課為

120 課之 14.17%；高中 9 課為 120 課之 7.5%。 

 

2. 第二套《華文》1993-1999 

第二套《華文》(全 12 冊)之馬華選文，初中 6 冊選文有：以今〈彗星‧

種子〉、蕭村〈牛車夫〉*、梅井〈馬來民族的舞蹈藝術〉*、慧適〈橡實爆

裂的時節〉、梅井〈不相識則無從相愛〉*、李蘊郎〈牽牛花開了〉*、〈馬

華新詩二首：米軍〈跳「瓏玲」〉；吳岸〈鵝江浪〉〉、渺凡〈兒時的雨〉、

李植翁〈含羞草〉、白楊〈生命的肯定〉、夏諾〈永恆的懷念〉、高青〈獻

歌〉、原甸〈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洪絲絲〈海葬〉*、年紅〈金鍊〉、

慧適〈墾殖區去來〉、吳進〈熱帶三友〉、方修〈馬華新文學的萌芽〉*、

佚名〈砂朥越的長屋〉*、斌子〈地下錫礦場〉、端木虹〈古城的街道〉*、

杏影〈趁年輕的時候〉、殷枝陽〈犧牲者的治療〉*、梁志慶〈峇迪布〉、

                                              

58夏諾〈永恆的懷念〉因篇幅過長分為兩課方便教學，本研究將其整合為一課方便統計。

〈本地詩〉原以兩首詩為一課，一為高青〈獻歌〉；一為馬來作家東革‧華蘭〈致華族

男女青年〉，因研究需要因此只選取高青〈獻歌〉為統計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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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卒〈稻稈畫〉、何乃健〈那年的草色〉*、臻杰〈夕陽‧歸帆‧月夜〉、

一介〈理髮店和理髮師傅〉、許心倫〈當榴槤花開的時候〉*；高中 6 冊：

苗芒〈兩個老人〉、甄供〈手的禮讚－「百花之夜」遐想〉、藝青〈螞蟻反

擊戰〉、楊丹〈攀登〉、倪子仲〈檳城大橋行〉、方理〈永康祠〉、林笛〈永

恆的故鄉〉、張碧芳〈訪沈慕羽先生〉、吳岸〈榴槤夜市〉、〈小說兩篇：

云里風〈慈善家〉；蕭笛〈夜了〉〉*、柏一〈三明治〉*、邱聲明〈在椰鄉

的日子〉*、戴小華〈與龍應台對話〉*、凡民〈菸槍〉、梅國民〈峇峇漫談〉、

孟沙〈研討會〉*、林連玉〈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所開幕上的講話〉*、方

修〈愛因斯坦小故事〉。選取統計之選文總共 47 課，佔總冊數 306 課之

15.36%，初中 29 課為 156 課之 18.59%；高中 18 課為 150 課之 12.00%。59
 

 

3. 第三套《華文》2004-2007 （初中） 

第三套初中《華文》(全 6 冊)之馬華選文有：李蘊郎〈牽牛花開了〉、

夏諾〈永恆的懷念〉、白楊〈生命的肯定〉*、梁志慶〈根〉*、李植翁〈含

羞草〉、梁志慶〈黃花鄉鎮〉、蕭村〈牛車夫〉、沈慕羽〈沈慕羽日記二則〉、

吳岸〈獨中頌〉、佚名〈砂朥越的長屋〉、梁志慶〈峇迪布〉、吳進〈熱帶

三友〉、〈地方新聞二則：凡寧〈談「虛報電話」〉；康寧〈讚「禮貌運動」〉、

艾斯〈人間銀河〉、野蔓子〈露臺情〉、何乃健〈那年草色〉、莫泰熙口述，

黃禎玉撰稿〈不離不棄〉、〈社會課題報刊資料三則：馬來西亞報章記者〈戴

小華：燃放爆竹只是形式，節慶應重情感交流〉；馬來西亞報章記者〈總警

長尹樹基再警告：售煙花爆竹將被檢控〉；馬來西亞報章記者〈社論：其身

不正，雖令不行〉〉*、梁月梅〈黑膠靴〉、方昂〈磨刀人〉、田思〈海鷗〉、

田思〈井〉*、杏影〈趁年輕的時候〉。選取統計之選文初中 23 課為 168

課之 13.69%。表三－6 為分析對象一覽表： 

                                              

59「*」號為選讀課文，表示教學時彈性處理，教師可選教或學生自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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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6 分析對象一覽表 

第一套《華文》（1983－1991） 

初一上冊 初一下冊 

李蘊郎〈牽牛花開了〉 

馬華新詩二首： 

   1. 米軍〈跳「瓏玲」〉 

   2. 吳岸〈鵝江浪〉 

夏諾〈永恆的懷念（上、下）〉 

洪絲絲〈海葬〉 

初二上冊 初二下冊 

原甸〈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 

高青〈獻歌〉 

梁志慶〈根〉 

斌子〈地下錫礦場〉 

佚名〈砂朥越的長屋〉 

王葛〈翼〉 

初三上冊 初三下冊 

方修〈馬華新文學的萌芽〉 

吳進〈熱帶三友〉 

佚名〈朋友，你可曾想起〉 

槐華〈水塔放歌〉 

吳岸〈我何曾睡著〉 

苗芒〈兩個老人〉 

高一上冊 高一下冊 

李業霖〈響應禮俗革新運動〉 甄供〈手的禮讚－「百花之夜」遐

想〉 

陳雪風〈咖啡店〉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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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上冊 高二下冊 

方修〈愛因斯坦小故事〉 

以今〈椰樹〉 

杏影〈月麗中天的晚上〉 

短評二則： 

   1. 方修〈談「破記錄」〉 

   2. 方修〈拖屍〉 

高三上冊 高三下冊 

鐵抗〈寂寞‧漁港〉 

王錦發〈還是懂一點儒學好〉 

 

－ 

第二套《華文》（1993－1999） 

初一上冊 初一下冊 

[單元一 學說準確的華語] 

以今〈彗星‧種子〉 

[單元三 觀察自然和觀察生活] 

蕭村〈牛車夫〉* 

[單元四 自然段] 

梅井〈馬來民族的舞蹈藝術〉* 

[單元五 略讀] 

慧適〈橡實爆裂的時節〉 

梅井〈不相識則無從相愛〉* 

[單元六 意義段] 

李蘊郎〈牽牛花開了〉* 

[單元一 朗讀和朗誦] 

馬華新詩二首： 

   1. 米軍〈跳「瓏玲」〉 

   2. 吳岸〈鵝江浪〉〉 

[單元三 觀察感受的抒寫] 

渺凡〈兒時雨〉 

[單元五 精讀] 

李翁植〈含羞草〉 

白楊〈生命的肯定〉 

[單元六 中心和主題] 

夏諾〈永恆的懷念〉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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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上冊 初二下冊 

[單元二 詩歌的情與志] 

高青〈獻歌〉 

原甸〈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 

[單元五 知識的累積] 

洪絲絲〈海葬〉* 

[單元一 把事情說清楚] 

年紅〈金鍊〉 

慧適〈墾殖區去來〉 

[單元三 閱讀中的記憶] 

吳進〈熱帶三友〉 

方修〈馬華新文學的萌芽〉* 

[單元六 靜態說明] 

佚名〈砂朥越的長屋〉* 

[單元七 文章的結構] 

斌子〈地下錫礦場〉 

初三上冊 初三下冊 

[單元二 抒情散文的情與景] 

端木虹〈古城的街道 〉* 

[單元三 讀寫中的聯想] 

杏影〈趁年輕的時候〉 

[單元六 寫人] 

殷枝陽〈犧牲者的治療〉* 

[單元一 說明要準確] 

梁志慶〈峇迪布〉 

馬卒〈稻稈畫〉 

[單元三 讀寫中的想像] 

何乃健〈那年的草色〉* 

[單元六 景物描寫] 

臻杰〈夕陽‧歸帆‧月夜〉 

一介〈理髮店和理髮師傅〉 

許心倫〈當榴槤花開的時候〉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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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上冊 高一下冊 

[單元一 簡述與複述] 

苗芒〈兩個老人〉 

[單元二 詩歌的語言] 

甄供〈手的禮讚－「百花之夜」

遐想〉 

[單元三 擴展閱讀] 

藝青〈螞蟻反擊戰〉 

[單元五 對比] 

楊丹〈攀登〉 

[單元七 環境描寫] 

倪子仲〈檳城大橋行〉 

方理〈永康祠〉 

林笛〈永恆的故鄉〉* 

[單元一 發問和答問] 

張碧芳〈訪沈慕羽先生〉 

[單元二 散文的思路] 

吳岸〈榴槤夜市〉 

[單元三 比較閱讀] 

小說兩篇： 

   1.雲里風〈慈善家〉 

   2.蕭笛〈夜了〉 

[單元五 類比運用] 

柏一〈三明治〉* 

[單元七 方法的說明] 

邱聲明〈在椰鄉的日子〉* 

高二上冊 高二下冊 

[單元一 聽講筆記] 

戴小華〈與龍應台對話〉* 

[單元二 小說的人物和環境] 

凡民〈煙槍〉 

[單元七 事理的說明] 

梅國民〈峇峇漫談〉 

[單元五 分析] 

孟沙〈研討會〉*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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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上冊 高三下冊 

[單元一 演說] 

林連玉〈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

所開幕上的講話〉* 

[單元五 綜合] 

方修〈愛因斯坦小故事〉 

 

－ 

第三套《華文》（2004－2007） 

初一上冊 初一下冊 

[單元三 自然段與意義段] 

李蘊郎〈牽牛花開了〉 

[單元四 中心與主題] 

夏諾〈永恆的懷念〉 

[單元五 閱讀‧累積] 

白楊〈生命的肯定〉* 

[單元一 複述與提問] 

梁志慶〈根〉* 

[單元三 略讀與精讀] 

李翁植〈含羞草〉 

[單元五 記述的方法] 

梁志慶〈黃花鄉鎮〉 

[單元 觀察與寫作] 

蕭村〈牛車夫〉 

沈慕羽〈沈慕羽日記二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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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上冊 初二下冊 

[單元二 詩歌的情與志] 

吳岸〈獨中頌〉 

[單元四 靜態說明與動態說明] 

佚名〈砂朥越的長屋〉 

[單元五 說明的順序與方法] 

梁志慶〈峇迪布〉 

[單元六 閱讀與記憶] 

吳進〈熱帶三友〉 

初三上冊 初三下冊 

[單元一 闡述事理] 

地方新聞二則： 

   1. 凡寧〈談「虛報電話」〉 

   2. 康寧〈贊「禮貌運動」〉 

[單元二 寫景散文欣賞] 

艾斯〈人間銀河〉* 

[單元三 記敘中的描寫] 

野蔓子〈露臺情〉 

[單元六 讀書與想像] 

何乃健〈那年的草色〉 

[單元一 討論問題] 

莫泰熙口述，黃禎玉撰稿〈不

離不棄〉 

社會課題報刊資料三則： 

   1. 馬來西亞報章記者〈戴小

華：燃放爆竹只是形式，節慶應重

情感交流〉 

   2. 馬來西亞報章記者〈總警長

尹樹基再警告：售煙花爆竹將被檢

控〉 

   3. 馬來西亞報章記者〈社論：

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單元三 寫人] 

梁月梅〈黑膠靴〉 

方昂〈磨刀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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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寫物寄情] 

田思〈海鷗〉 

田思〈井〉* 

[單元六 讀寫與聯想] 

杏影〈趁年輕的時候〉 

註：課文以「*」標記為自讀課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三套《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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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檢核與資料處理 

一、檢核信度與效度 

（一）信度  

本研究選擇之信度檢測方式為「評分員信度」，約請至少 2 位評分員，

以便檢測編碼結果的一致性。一致性越高，代表信度越高。楊孝濚（1989：927）

表示內容分析信度無法達致 100%精確，若信度達致.8 或以上即是高信度。

根據 Cronbach Alpha 信度係數，若達致.9 或以上表示項目間一致性已達最

佳程度；.8 或以上為優良程度；.7 或以上為可接受；.6 以下則需要進一步的

修改 （George & Mallery，2003：231，引自謝旭洲，2008）。本研究信度

檢定步驟如下：  

 

1. 抽取檢定樣本 

 本研究所抽取的檢定樣本為各三套《華文》內的馬華選文，將重複的課

文刪除後隨機抽取 10 篇檢定樣本，進行信度的考驗。抽取之檢定樣本如表

三－7： 

 



馬來西亞獨中華文課本馬華文學教材編選研究 

74 

表三－7 信度檢定樣本 

序號 課文 作者 

1 牽牛花開了 李蘊郎 

2 砂朥越的長屋 佚名 

3 咖啡店 陳雪鳳 

4 不相識則無從相愛 梅井 

5 海葬 洪絲絲 

6 峇迪布 梁志慶 

7 檳城大橋行 倪子仲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2. 約請評分員 

 檢驗信度至少約請 2 位對教材熟悉之評分員，本研究約請 3 位評分員另

加上筆者共 4 位進行信度檢定。評分員甲任教獨中 9 年；評分員乙任教獨中

2 年；評分員丙與筆者為獨中畢業生曾使用第二套《華文》。 

 

3. 說明歸類原則 

 筆者須向評分員說明類目定義以及歸類方式，一篇文章允許勾選之主題

至少一項；最多三項。評分員將對表三－7 所抽取的檢定樣本進行歸類。 

 

8 

9 

菸槍 

牛車夫 

凡民 

蕭村 

10 人間銀河 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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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度檢驗步驟 

（1）求相互同意值 pi…pii…pn 

 

M：完全同意數 

N1 及 N2：第一與第二評分員應有的同意數 

 

（2）求平均相互同意值 P 

 

N：相互比較的次數 

 

（3）求評分員與研究者信度 R 

 

n：評分員人數 

 

  因研究者獨立進行分析工作，因此須考驗研究者信度： 

 

（李麗卿，1989：78；歐用生，2003：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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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8 評分員之相互同意值 

評分員 甲 乙 丙 

乙 .80 ‧ ‧ 

丙 .60 .60 ‧ 

研究者 .70 .60 .60 

平均相互同意值 P .65   

評分員信度 R .88   

研究者信度 R .78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效度 

 效度是指：「研究結果的品質，效度好是研究結果品質好，研究發現能代表

真正現象；效度不好研究結果的品質差，研究發現偏離事實」（王石番，1989：

299）。歐用生（2003：160）表示「教科書類目發展的過程能由熟悉材料者數

人反覆討論，求周延、明確，且沒有缺漏重要的項目，再經修改和預試即能切合

研究的需要」。因此，筆者與教授以及對獨中華文教材熟悉的華文教師討論

後修訂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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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處理 

筆者將三套獨中《華文》逐課閱讀選取，去除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

台灣、香港、歐美和本地翻譯作品，選文以作家簡介、題解和出處判斷選取。

針對選取之選文進行編碼，歸類以「課」為單位，若選文只有一個主題將劃

記一次，選文若橫跨兩個或以上之主題將劃記第二次以及第三次，限制劃記

最多三次。本研究將以 SAS 統計軟體進行「精簡無序」統計分析，程式將

資料正規化最終只為精確的描述一種事實或現象。統計分析結果以次數和百

分比顯示主題分布情形，以了解三套獨中《華文》於不同年代之馬華選文教

學目的、主題分布變化和發展趨勢。60
 

                                              

60馬華選文歸類結果，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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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馬華選文內容分析  

第一節 主題分布 

一、主類目分布 

 根據第三章的說明，本研究內容分析以教育目標－五育：德育、智育、

群育、美育和體育為主類目。統計分析之結果主要檢視 20 世紀 80 年代、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近 10 年，獨中《華文》所收入的馬華選文，其教育

目標主要著重於五育的哪一類。表四－9 顯示的是三套《華文》馬華選文之

教育目標趨向： 

 

表四－9 主類目分布一覽表 

  20 世紀 80 年代 

第一套《華文》 

20 世紀 90 年代 

第二套《華文》 

21 世紀近 10 年 

第三套《華文》 

（初中） 

主類目 N % 次

序 

N % 次

序 

N % 次

序 

德育 10 22.73 2 14 17.95 3 11 27.50 2 

智育 16 36.36 1 33 42.31 1 14 35.00 1 

群育 10 22.73 2 14 17.95 3 8 20.00 3 

美育 9 20.20 3 17 21.79 2 7 17.50 4 

體育 － － － － － － － － － 

註：N 為次數，%為欄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統計結果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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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以下以排序歸納幾點要項： 

1. 列表顯示 80 年代第一套《華文》馬華選文主要著重於智育（36.36%），

也就是存有目的性的傳達一種資訊或知識。其二，德育（22.73%）與群

育（22.73%）並重，最後為美育（20.20%）。可見作品之選入不偏向於

培育學生審美情操。 

2. 檢視 90 年代第二套《華文》，馬華選文篇章數量的大量增加比前套來

得明顯。列表顯示與第一套《華文》相同，仍然著重於智育（42.31%）。

其二為美育（21.79%），第三為德育（17.95%）與群類（17.95%）。

第二套與第一套相比，馬華選文為美育作用明顯提升。 

3. 至於第三套《華文》，針對初中部分做統計分析，發現馬華選文為智育

功能（35.00%）依然居冠，第二為德育（27.50%），第三為群育（20.00%），

美育（17.50%）最後。總得來說，三套《華文》之馬華選文均無培養體

育的功能。馬華選文主要為智育類內容，德育、美育以及群育的分布皆

有變化無定數。61
 

 

二、次類目分布 

 本研究之主類目（五育）細分各次類目（主題）：（一）德育類分：勤

勞樸實、積極進取、勇敢堅毅、飲水思源（二）智育類分：文學知識、歷史

知識、地方知識、人生哲理、儒學思想（三）群育類分：關懷社會、團結友

愛、華社互動、熱愛國家（四）美育類分：風土民情、民間藝術、華族功績、

生活觀感（五）體育類分運動。表四－10 顯示馬華選文於 20 世紀 80 年代

第一套《華文》、20 世紀 90 年代第二套《華文》和 21 世紀近 10 年，三套

《華文》之主題分布情況： 

                                              

6121世紀近 10年一欄為初中部份之分析，新編高中《華文》尚未出版完成。然而〈高中

华文课本内容大纲〉已擬定，以一份董總華文學科秘書蘇燕卿老師提供的內容大綱得知，

高中《華文》單元將以文體排列：如小說、散文等。另訪談 T2得知，將收入的馬華作品

有：梅國民《峇峇漫談》、方路、李永平、溫任平等的文學作品，文學性較高。21世紀

近 10年初中《華文》之研究分析未能達致精確和完整，但可作為預測參考之用。〈高中

华文课本内容大纲〉於 2011年 1月 27日由蘇燕卿老師透過電子郵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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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 次類目分布一覽表 

  

 

20 世紀 80 年代 

第一套《華文》 

20 世紀 90 年代 

第二套《華文》 

21 世紀近 10 年 

第三套《華文》 

（初中） 

主類目 次類目 N % 次

序 

N % 次

序 

N % 次

序 

德育類 勤勞樸實 2 4.44  2 2.56  1 2.50  

積極進取 3 6.67  6 7.69  4 10.00 2 

勇敢堅毅 3 6.67  5 6.41  2 5.00  

飲水思源 2 4.44  1 1.28  4 10.00 2 

智育類 文學知識 1 2.22  1 1.28  － －  

歷史知識 4 8.89 3 7 8.97  3 7.50 3 

地方知識 3 6.67  11 14.10 2 3 7.50 3 

人生哲理 7 15.56 1 13 16.67 1 8 20.00 1 

儒學思想 1 2.22  1 1.28  － －  

群育類 關懷社會 2 4.44  1 1.28  2 5.00  

團結友愛 5 11.11 2 7 8.97  2 5.00  

華社互動 － －  2 2.56  1 2.50  

熱愛國家 3 6.67  4 5.13  3 7.50 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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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80 年代 

第一套《華文》 

20 世紀 90 年代 

第二套《華文》 

21 世紀近 10 年 

第三套《華文》 

（初中） 

主類目 次類目 N % 次

序 

N % 次

序 

N % 次

序 

美育類 風土民情 5 11.11 2 10 12.82 3 3 7.50 3 

 民間藝術 － －  3 3.85  1 2.50  

 華族功績 1 2.22  － －  1 2.50  

 生活觀感 3 6.67  4 5.13  2 5.00  

體育類 運動 － －  － －  － －  

註：N 為次數，%為欄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統計結果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以下以排序之前三名歸納幾點要項： 

1. 80 年代第一套《華文》馬華選文內容多偏向於「人生哲理」。收入具

啟迪作用的文章，共占 15.56%。第二為「團結友愛」與「風土民情」

各占 11.11%，是為配合國家教育部課綱的要求。第三為「歷史知識」

占 8.89%。 

2. 90 年代第二套《華文》馬華選文依然以「人生哲理」為主，共占 16.67%。

「地方知識」次之占 14.10%。「風土民情」第三，占 12.82%。可見第

二套《華文》之馬華選文更加著重於地方色彩。 

3. 第三套初中《華文》馬華選文暫時以「人生哲理」為主，占 20.00%。

暫時以德育的「積極進取」和「飲水思源」為第二，各占 10.00%。「熱

愛國家」、「地方知識」、「歷史知識」、「風土民情」各占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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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 世紀 80 年代第一套《華文》馬華選文內容三大主題分布 

根據第一要項， 80 年代第一套《華文》馬華選文主題內容偏向於以「人

生哲理」為主。選文內容有如：李蘊郎〈牽牛花開了〉，啟示學生若能堅持

便有所得、王葛〈翼〉以三種鳥類（烏鴉、海鷹、海燕）影射三種不同的精

神面貌，學習海燕般的英勇無懼驚濤駭浪、杏影〈月麗中天的晚上〉讓學生

堅持生活理念，不隨波逐流。關於「團結友愛」，反映的是國家原則與政府

課程綱要的要求，目的為建構國民國家認同以及建立一個和諧的多元文化社

會。用意較明顯的選文如：米軍〈跳「瓏玲」〉、高青〈獻歌〉以及甄供〈手

的禮讚－「百花之夜」遐想〉皆為嚮往實現一個和諧的多元文化社會。另外，

本地色彩濃厚之作品，內容如「風土民情」的選文如：苗芒〈兩個老人〉描

繪較低階層，錫克族的困苦生活、陳雪風〈咖啡店〉描繪咖啡店情景，相當

地道。關於「歷史知識」的選文如：洪絲絲〈海葬〉描述苦力下南洋的悲慘、

〈朋友，你可曾想起〉說明東馬詩巫的荒土開闢史。 

 

（二）20 世紀 90 年代第二套《華文》馬華選文內容三大主題分布 

根據第二要項，90 年代第二套《華文》關於「人生哲理」新編入的選

文有如：李植翁〈含羞草〉、白楊〈生命的肯定〉、以今〈彗星‧種子〉皆

為探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至於「地方知識」，增加的選文有如：梅井〈馬

來民族的舞蹈藝術〉介紹馬來民族舞蹈、梅國民〈峇峇漫談〉介紹峇峇文化

的源流、慧適〈墾殖區來去〉透過遊記介紹國家墾殖計畫、倪子仲〈檳城大

橋行〉介紹檳城大橋結構與建造。鄉土味濃厚「風土民情」，加入的選文包

括了：一介〈理髮店和理髮師〉描繪頗具南洋風味理髮店的內部擺設、吳岸

〈榴槤夜市〉描繪當地人愛吃榴槤的景象、邱聲明〈在椰鄉的日子〉描繪馬

來村莊人民的生活型態。 

 



第四章 馬華選文內容分析 

83 

（三）21 世紀近 10 年第三套初中《華文》馬華選文內容三大主題分布 

根據第三要項，馬華選文暫時著重於「人生哲理」主題內容的選文。主

要還是保留了第二套《華文》大部分「人生哲理」之選文。「飲水思源」的

重視，主要是因為編入華教議題。選文如：吳岸〈獨中頌〉詩歌歌頌獨中，

讓學生了解今日華教發展得來不易、莫泰熙口述，黃禎玉撰稿〈不離不棄〉

要求學生傳承華教薪火，為華族責任。新編入的「歷史知識」選文如：梁志

慶〈黃花鄉鎮〉說明柔佛地方歷史、沈慕羽〈沈慕羽日記二則〉說明馬六甲

與中國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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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分析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三套《華文》於不同的時間所呈現的整體差異並不

特別顯著。原因為：（一）華文課程綱要內容無太大的變化；（二）選文延

用（三）受單元設計的牽制導致選文內容主題相似。比較 80 與 90 年代《華

文》馬華選文發展趨勢，見表四－11： 

 

表四－11 馬華選文發展趨勢一覽表 

主類目 次類目 20 世紀 

80 年代 

20 世紀 

90 年代 

21 世紀 

近 10 年 

（初中） 

80 年代與 

90 年代 

發展趨勢 

德育類 勤勞樸實 40.00 40.00 20.00 － 

積極進取 23.08 46.15 30.77 增加 

勇敢堅毅 30.00 50.00 20.00 增加 

飲水思源 28.57 14.29 57.14 減少 

智育類 文學知識 50.00 50.00 － － 

歷史知識 28.57 50.00 21.43 增加 

地方知識 17.65 64.71 17.65 增加 

人生哲理 25.00 46.43 28.57 增加 

儒學思想 50.00 50.00 － 減少 

群育類 關懷社會 40.00 20.00 40.00 減少 

團結友愛 35.71 50.00 14.29 增加 

華社互動 － 66.67 33.33 增加 

熱愛國家 30.00 40.00 30.00 增加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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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目 次類目 20 世紀 

80 年代 

20 世紀 

90 年代 

21 世紀 

近 10 年 

（初中） 

80 年代與 

90 年代 

發展趨勢 

美育類 風土民情 27.78 55.56 16.67 增加 

民間藝術 － 75.00 25.00 增加 

華族功績 50.00 － 50.00 減少 

生活觀感 33.33 44.44 22.22 增加 

體育類 運動 － － － － 

註：各項數據為列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以下整理幾項要點： 

1. 首先以德育類來看，培養學生「勇敢堅毅」、「積極進取」於 90 年代

第二套《華文》稍微提高。主要保留了舊本的兩篇選文，李蘊郎〈牽牛

花開了〉、方修〈愛因斯坦小故事〉，另新增勵志作品，培養學生堅忍

不拔的意志力如：李植翁〈含羞草〉、白楊〈生命的肯定〉、藝青〈螞

蟻反擊戰〉、以今〈彗星‧種子〉、楊丹〈攀登〉。 

2. 至於智育類，於第二套《華文》增加約一倍數量的「地方知識」，主要

保留了佚名〈砂朥越的長屋〉、斌子〈地下錫礦場〉、吳進〈熱帶三友〉。

增加的選文有：慧適〈墾殖區去來〉、倪子仲〈檳城大橋行〉、梅國民

〈峇峇漫談〉、梅井〈馬來民族的舞蹈藝術〉、端木虹〈古城街道〉、

梁志慶〈峇迪布〉、馬卒〈稻稈畫〉、邱聲明〈在椰鄉的日子〉。「歷

史知識」則保留了前套洪絲絲〈海葬〉以及文學歷史方修〈馬華新文學

的萌芽〉，增加馬六甲歷史端木虹〈古城街道〉、梅國民〈峇峇漫談〉、

凡民〈煙槍〉、方理〈永康祠〉、林連玉〈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所開

幕上的講話〉。「人生哲理」同樣的保留了前套的李蘊郎〈牽牛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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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修〈愛因斯坦小故事〉，新增李植翁〈含羞草〉、白楊〈生命的肯定〉、

以今〈彗星‧種子〉、藝青〈螞蟻反擊戰〉、楊丹〈攀登〉、許心倫〈當

榴槤花開時〉。 

 

3. 群育類的「華社互動」是新加入的元素，可見局勢已比初期穩定。加入

的內容是華教議題，呼籲華社凝聚力量與實現事業理想內容如：林連玉

〈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所開幕上的講話〉和張碧芳〈訪沈慕羽先生〉

較前套大膽。其他「團結友愛」與「熱愛國家」亦有增加趨勢，保留前

套米軍〈跳「瓏玲」〉、高青〈獻歌〉、甄供〈手的禮讚－「百花之夜」

遐想〉、原甸〈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夏諾〈永恆的懷念〉。新增

梅井〈不相識則無從相愛〉、蕭村〈牛車夫〉、倪子仲〈檳城大橋行〉。

「關懷社會」相比第一套《華文》減少了一半，第二套《華文》只有戴

小華〈與龍應台對話〉。結果顯示此套馬華選文較少反映社會動態與現

象。 

4. 美育類的「民間藝術」同為第二套《華文》之新元素。介紹地方藝術特

色，讓學生了解當地藝術文化如：梅井〈馬來民族的舞蹈藝術〉、梁志

慶〈峇迪布〉、馬卒〈稻軒畫〉。「風土民情」亦稍增加，有吳岸〈榴

槤夜市〉、邱聲明〈在椰鄉的日子〉、一介〈理髮店和理髮師傅〉、端

木虹〈古城的街道〉等。關於讚頌「華族功績」的選文於第二套《華文》

不再強調。「生活觀感」之選文也增加一半，有如：慧適〈橡實爆裂的

時節〉、渺凡〈兒時雨〉、何乃健〈那年草色〉、臻杰〈夕陽‧歸帆‧

月夜〉。抽換之選文如表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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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2 80年代與 90年代獨中《華文》馬華選文抽換一覽表 

淘汰 保留 

王葛〈翼〉 李蘊郎〈牽牛花開了〉 

短評二則： 

方修〈談「破紀錄」〉〈拖屍〉 

馬華新詩二首： 

米軍〈跳「瓏玲」〉；吳岸〈鵝

江浪〉〉 

槐華〈水塔放歌〉 夏諾〈永恆的懷念（上、下）〉 

吳岸〈我何曾睡著〉 洪絲絲〈海葬〉 

李業霖〈響應禮俗革新運動〉 原甸〈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 

陳雪風〈咖啡店〉 高青〈獻歌〉 

已今〈椰樹〉 梁志慶〈根〉 

杏影〈月麗中天的晚上〉 斌子〈地下錫礦場〉 

佚名〈朋友，你可曾想起〉 佚名〈砂朥越的長屋〉 

鐵抗〈寂寞‧漁港〉 方修〈馬華新文學的萌芽〉 

李業霖〈響應禮俗革新運動〉 吳進〈熱帶三友〉 

王錦發〈還是懂一點儒學好〉 苗芒〈兩個老人〉 

 甄供〈手的禮讚－「百花之夜」遐

想〉 

 方修〈愛因斯坦小故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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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以今〈彗星‧種子〉 杏影〈趁年輕的時候〉 

蕭村〈牛車夫〉 

梅井〈馬來民族的舞蹈藝術〉 

殷枝陽〈犧牲者的治療〉 

梁志慶〈峇迪布〉 

慧適〈橡實爆裂的時節〉 馬卒〈稻稈畫〉 

梅井〈不相識則無從相愛〉 何乃健〈那年的草色〉 

渺凡〈兒時的雨〉 臻杰〈夕陽‧歸帆‧月夜〉 

李植翁〈含羞草〉 一介〈理髮店和理髮師傅〉 

白楊〈生命的肯定〉 

年紅〈金鍊〉 

許心倫〈當榴槤花開的時候〉 

藝青〈螞蟻反擊戰〉 

慧適〈墾殖區去來〉 楊丹〈攀登〉 

端木虹〈古城的街道〉 倪子仲〈檳城大橋行〉 

方理〈永康祠〉 林笛〈永恆的故鄉〉 

張碧芳〈訪沈慕羽先生〉 吳岸〈榴槤夜市〉 

小說兩篇：云里風〈慈善家〉；蕭笛

〈夜了〉 

林連玉〈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所

開幕上的講話〉 

邱聲明〈在椰鄉的日子〉 戴小華〈與龍應台對話〉 

凡民〈菸槍〉 梅國民〈峇峇漫談〉 

孟沙〈研討會〉 柏一〈三明治〉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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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華文》就初中部分來看，較為注重德育類的「飲水思源」。主

要是教育學生莫忘民族文化根源和傳承華教，其中如：吳岸〈獨中頌〉、莫

泰熙口述，黃禎玉撰稿〈不離不棄〉較為明顯的傳遞維護與堅持華教的使命。

其二，收入之馬華選文偏向以語言訓練為目的，社會評論以及新聞報導增加

了「關懷社會」之內容數量。另外，智育類「地方知識」，「歷史知識」、

群育類「團結友愛」，「熱愛國家」、美育類「風土民情」和「民間藝術」

內容成分估計即將減弱。這是因為新編高中《華文》之單元設計將以文體排

列，且多為收入文學性較豐富之馬華文學作品。然而第二套《華文》被保留

下來的馬華選文計有：李蘊郎〈牽牛花開了〉、夏諾〈永恆的懷念〉、白楊

〈生命的肯定〉、李植翁〈含羞草〉、蕭村〈牛車夫〉、佚名〈砂朥越的長

屋〉、吳進〈熱帶三友〉、何乃健〈那年草色〉、杏影〈趁年輕的時候〉。

另外，梁志慶〈根〉原為第一套《華文》之選文，重新被收入於第三套《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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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容析論 

上一節分析三套《華文》馬華選文發展趨勢。80 年代第一套初編《華

文》以保守的作法，依據國家教育部課程綱要的要求編選文章。馬華選文內

容有勵志作品、關心社會、嚮往民族平等與和諧共處、讚頌華族功績。然而

絕不觸碰華教此類敏感議題。90 年代第二套《華文》受單元牽制文學性不

比前套來得豐富。選入大量含本地色彩之作品為其特色。近年來新編第三套

《華文》則可見華教發展與議題討論。馬華文學作為教材，其思想教育如何

透過課文呈現？本研究將歸納幾項要項分析說明。以下以五項思想教育分別

說明：（一）華族歷史與文化（二）地方色彩（三）愛國意識（四）二戰歷

史（五）左派與儒家。 

 

一、華族歷史與文化  

獨中〈華文課程綱要〉之教學目標其中一項為讓學生了解華族文化淵源

與傳統。選文如梁志慶〈根〉，顧名思義內容即灌輸學生雖然身處馬來西亞

但是必須了解自身的民族文化否則失根。從選文字裡行間可見教化學生飲水

要思源，並且要傳承中華文化與緊繫民族根源： 

「『人也要有根嗎？我們的根在哪裡呀！』一陣嘩笑聲轟然響

起『別笑！』我嚴肅的說，『我們的根就是』我們對自己文化

和歷史背景的認識。有的人對本身民族的文化和歷史缺乏認

識，以為別人樣樣都好，就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甚至還嫌自己

的語言不漂亮：這是失根的人。當然，別人的優點不是不該

學……」。 

（《華文》初一上冊，2004：21）   

沈慕羽〈沈慕羽日記二則〉，日記紀錄沈慕羽呼籲華社保衛馬六甲三保山。

沈慕羽表示三保山是華人「文化之山」，是華巫兩族最早期親和與文化交流

的證明，因此必須致力於保衛華人歷史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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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馬來西亞烈士之山，在此山舉行文化節意義深長。

五百八十年前鄭和大海軍七下西洋，五次防甲……鄭和代表明

成祖宣威馬六甲，沒有辮子，沒有下跪，成祖敕封拜里米蘇拉

為國王，國王年年都到中國進貢，中馬關係深厚。其後，滿速

沙訪華，明賜漢麗寶為后，另五百人隨嫁。滿速沙將三保山賜

於公主五百女僕定居……山上一萬二千個墳墓都是從數百年

前後留下來的。華人把荊棘遍地的山野開闢成今日的馬六甲城

市，他們是馬六甲的功臣。還有那抗日紀念碑下的忠骸他們為

保衛馬來亞而遭蝗軍害……」。 

（《華文》初一下冊，2005：169-170）   

另外，華人南下拓荒畢路藍縷，興學辦校經歷坎坷，前人之豐功偉業不可不

知。選文如編委改寫自鄭子瑜《拉讓江的細訴》等資料的〈朋友，你可曾想

起〉。內容述說華人先驅開墾詩巫的艱辛歷史，課文之前放置黃乃裳與其女

婿林文慶之照片，介紹兩位偉人的功績。部分擷取內容如下： 

「……你可曾知道，這繁榮得來不易？你可曾知道，直至十九

世紀末本世紀初，那裡還是蠻荒一片？當福州農民由黃乃裳引

領，初抵江上三角洲時滿目仍是荊棘，充耳唯有蟲聲？朋友啊

朋友，你更可曾知道，我華族這一批先民，就是開墾詩巫的先

驅？……你可曾想起二十世紀初，我華族先民曾死亡枕籍，葬

身於蠻煙荒林之中？你可曾想起，這數十年來，我華族農工有

多少汗血，灑遍拉讓江心，灑遍江的兩岸？」。 

（《華文》初一上冊，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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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7 佚名〈朋友，你可曾想起〉課文插圖 

資料來源：出自《華文》初三下冊（1988：8） 

 

關於華教，身為獨中生的在學子弟亦須了解獨中創始與發展。選文有如吳岸

的現代詩－〈獨中頌〉，全詩強調著戰鬥者的辛勞喚起了捍衛華文教育記憶、

「堡壘」維護與傳承母語教育的偉大貢獻： 

「怎能忘記啊／當燈光輝煌／那最先在黑夜裡／提燈的人／

怎能忘記啊／當百花盛開／那最先在荒野中播種的人……怎

能忘記啊／那無數創辦華校的／勞動者和戰鬥者的功勳……

啊 獨中／在你的懷抱裡／我們擷取著珍珠般的語言／在你的

寶庫中／我們吮吸著／五千年的芬芳……母親的語言／將世

世代代閃光／民族文化的芬芳／淨潔了我們的心靈……你屹

立在祖國的土地上／象徵著我們民族的精神……」。 

（《華文》初二上冊，2005：40-42）   

莫泰熙口述，黃禎玉撰稿的〈不離不棄〉則道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能有這般

成，是因為華教先輩們與華社對母語教育堅持的成果。全文透過一則「普羅

米修斯」的故事述說華教奮鬥史。最後呼籲孩子傳承母語教育，散播民族文

化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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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教育的路，不是一開始就有明亮溫暖的火把照耀

的……他們熱誠與堅持的心，也和普羅米修斯的心一樣，一直

沒有死過……就好像怡保的劉老師，每天放學後就沿家挨戶地

拜訪家長至深夜，勸他們把孩子送進獨中……我們更希望每一

個孩子，都能像普羅米修斯一樣勇敢、執著，當一個華文教育

的守護天使：用你們的光，照亮自己和後人的腳步：用你們的

熱，傳播民族文化火種……」。 

（《華文》初三下冊，2007：6-9）   

族魂林連玉之演講稿〈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所開幕式上的講話〉更直接的

指出教總維護與堅持母語教育，爭取民族教育平等的立場： 

「……我想大家都還記得，1951 年 12 月 25 日華校教總成立

時，曾經發出宣言，鄭重表示我們要維護華人的文化……我們

具體的口號是：各民族的教育一律平等。我們所持的理由有

三：第一、我們已成為馬來西亞的公民，我們的語文即是馬來

亞聯合邦的民族語言之一。第二、我們是馬來亞聯合邦的多數

民族之一，我們對於聯合邦應盡一切國民應盡的義務，同時應

享一切國民應享的權利；制定政策，是應該充分準種我們的意

見。第三、我們的語文廣泛應用於人民實際生活中，沒有給予

我們平等的地位，就是不合理……」。 

（《華文》高三上冊，19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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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8 林連玉〈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所開幕式上的講話〉課文插圖 

資料來源：出自《華文》高三上冊（1998：18） 

 

二、地方特色 

具有本地色彩之選文，直接反映了教材的本地取材。選文出現的詞彙

如：榴槤、長屋、椰樹、橡膠、峇峇等，皆為象徵性詞彙。獨中《華文》收

入相關之選文有兩種形式：一為較硬性的地方知識說明文；一為文學成分較

高的作品。前者因受到單元的牽制只能放入平白直述的說明文。單元為「文

章的結構」的斌子〈地下錫礦場〉，仔細描述地下錫礦場的內部結構，其中

於課後設計之練習題為：「試根據本文的說明，畫一幅地下錫礦場的縱切畫圖，

並用文字和數字加以說明」（《華文》初二下冊，1994：145）。可見此文多

偏向於寫作教學之用。選文收入東馬相關地方知識如介紹伊班族長屋建築特

色，單元為「靜態說明」的〈砂朥越的長屋〉： 

「在砂朥越的居民當中，人數最多的算伊班人，共約四十九萬

三千人，占全州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他們原本居住在印尼的

加里曼丹，後來向北遷移，來到河流交錯的森林地帶定居，他

們的住屋，就是附有熱帶情調的長屋……在長屋內部，每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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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門口，都有一個『陽台』，互相連接，成為貫穿全屋的『走

廊』。這是長屋最大的特點……各家各戶的房間，往往分成兩

部分，一作臥房兼客廳，一作廚房…….長屋『陽台』的下面，

是用長長的木頭圍成的柵欄，那就是伊班人的『牲口棚』或『家

禽圈』……飼養時，飼料就從地板挖通的窟窿中丟下去，讓它

們搶吃一空……」 

（《華文》初二下冊，1994：135）   

說明馬來西亞特殊社會現象的梅國民〈峇峇漫談〉，介紹了峇峇族群文化歷

史。翻閱教師手冊其中之教學要求是為透過峇峇文化奇異現象，了解華巫兩

族融匯史實以便加強共同建設馬來西亞的信念： 

「馬六甲有一個即有華族某些特徵，又有馬來人某些特徵的社

群，人們稱這個社群為『峇峇』。他們在精神上與生活習慣是

華人，但卻不懂華語方言，只能說馬來話，而在婦女服飾、烹

飪習慣上卻像馬來人……不管峇峇社群的前景如何，最重要的

是，峇峇是馬來西亞的峇峇，他們一定能和其他各族人民一

起，攜手建設一個快樂而繁榮的馬來西亞」。 

《華文》高二上冊（1997：177）   

另外，關於馬來西亞民間藝術特色亦是第二套《華文》所加入的新元素。介

紹馬來民族傳統藝術有梅井的〈馬來民族的舞蹈藝術〉、梁志慶〈峇迪布〉

等。以馬卒〈稻稈畫〉為例，課文說明工藝製作方法與特色： 

「稻稈畫是一種具有馬來農業社會特殊風味的近代藝術品，相

信是傳自爪哇的藝術創作……稻稈畫的製作過程也很簡單，只

須先將乾枯的稻稈撕成粗細不等的長條，就可以在一塊黑布或

黑綢上剪貼成一幅畫……稻稈畫的題材大多都是本地的農村

景物，例如高腳樓，稻田、牛車、魚舟、椰樹、遠山……」。 

（《華文》初三下冊，199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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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9 馬卒〈稻稈畫〉課文插圖 

資料來源：出自《華文》初三下冊（1996：9） 

 

 後者文學成分較豐富，充滿濃郁本土色彩多為寫景之作品，如苗芒〈兩

個老人〉刻劃組屋前賣炒豆印籍同胞生活的困苦：62 

「……每天上午十一點多，當下午班的孩子快要上學的時候，

他頭上頂著他的攤子，手裡拿著木凳子，便在黃土地上高樓的

陰影裡開始他的一天的生活。他纏白頭巾，穿黃布衣圍上白布

沙龍，天天如此。那用牛奶箱釘成的攤子裡擺著四個粗紙袋，

裡面有炒豆和花生。另一個玻璃罐子，放著一種較大的豆，都

是怕吹風了不脆的……」。 

（《華文》高一上冊，1996：4）   

 

                                              

62組屋（Flat），政府組屋，建物發展局所建之公共住宅。另外，筆者認為所描述之場景

為新加坡，年份不詳。見課文插圖（圖四-13）文中所說的印籍老人為錫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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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0 苗芒〈兩個老人〉課文插圖 

資料來源：出自《華文》高一上冊（1996：5） 

 

描寫城市景像如陳雪風刻劃咖啡店場景的〈咖啡店〉： 

「……在月蘭亭咖啡店，我時常和幾位中學生及一些待業青

年，圍坐在後座的一兩張桌子上，前面各擺了一碟便飯或炒粿

條，另加咖啡烏或洋茶。我們總是那麼有點悠然、泰然，將周

遭的嘈雜與喧囂，置若罔聞，一面用餐，一面談著社會上剛剛

發生的一些大小事，不然就爭論一些有關文藝的問題……」。 

（《華文》高一下冊，1989：83）   

另描寫自然風光的有如臻杰的〈夕陽‧歸帆‧月夜〉描繪漁鄉暮色： 

「……夕陽的餘威照紅整個海面，天邊的彩雲，美艷得像魚

鱗，像輕紗，像少女櫻唇上的口紅，像一幅仙宮的勝景……滿

載著魚蝦的漁船，經過兩日一夜的海上搏鬥，三五成群地陸續

趕回家」。 

（《華文》初三上冊，20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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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聲明〈在椰鄉的日子〉描寫童年時作者生活於馬來農村的時光： 

「我家在一條蜿蜓的鹹水河邊，夾岸是蓊鬱的椰林……我和弟

弟都超過了學齡才入學。上學時，要穿過椰林小徑，步行三四

英里到鎮上小學念書。我們先抵達河口，乘馬來人的小渡船，

渡過水流湍急的河面，經過漁村，才到達學校……有時我也和

馬來友伴，到較遠的沼澤叢林捉大紅蟹……」。 

（《華文》高一下冊，1997：195-197）   

 

三、愛國意識 

 研究發現獨中《華文》馬華選文中的灌輸學生國家意識的成分不比前期

重，這可能是因為馬來西亞華人對於國家的認同已無懷疑。然而因應課程綱

要，選文內容多為提倡民族團結、互相尊重、和睦相處之作品。米軍的詩歌

〈跳「瓏玲」〉為愛國文學，寫於馬來亞獨立前夕，華巫印三大民族懷抱希

望共同建立美好的將來： 

「……別笑我像醉漢一般跳得搖腳搖手呀／別笑我如同小孩

一般叫呀唱呀／你知道當這大地屬於我們的時候／我們原就

是一個信仰裡的姊妹兄弟呀……你看那穿紗籠的馬來婆婆／

還有那搖擺著兩條的印度姑娘／都手拉著手來參加我們的夜

會呀……向馬來亞的椰樹、膠林和山丘／唱出我們的戀歌」。 

（《華文》初一下冊，1994：4-5）   

原甸〈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60 年代著名詩歌，曾搬上舞台並譯成馬來

文，以「萬寶山」譬喻鄉土資源豐饒，讓三大民族攜手共同建設未來： 

「在終年炎熱的赤道上／有一顆光輝燦爛的寶石／它曾經埋

在荒草中一個世紀／如今在風雨中閃耀著迷人的光芒／它曾

經是豬仔門夢裡的天堂……／我們讚美古老的亞細亞平原上

的古國／我們讚美斜掛在爪哇海邊的翡翠帶／我們讚美恆河

沖刷著的黃土大地／但我們三倍的讚美著我們的馬來西亞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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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是這項工程的偉大工程師／一切奇蹟都將被人

民創造／三大民族的勞動和智慧／將令萬寶山獻出無盡的瑰

寶……」。 

（《華文》初二上冊，1994：38-41）   

從友族角度來看民族和平共處，促進兩族文化交流的有甄供〈手的禮讚－「百

花之夜」遐想〉。背景為語文出版局屬下的各民族翻譯諮詢委員會，成立二

週年舉辦的文藝晚會－「百花之夜」。華、巫、印三大民族齊聚一堂，表達

的是借以民族作家的「手」，作者渴望共同創造民族平等的未來： 

「棕皮膚的手，黃皮膚的手，黑皮膚的手，在舞台的燈光明暗

之際重複著同樣的動作，發出近乎一致的聲響和節拍，給予登

上臺朗誦詩章的各民族作家以鼓勵，以讚美。你莫輕視這些平

凡的手，發出節拍，是民族心弦的顫動，是民族友愛昇華的表

徵……燈光頓暗，舞台一片靜寂。我想起，當種族主義的烏雲

瀰漫天空之際，是烏士曼‧阿旺那堅定的手，卡住了滔滔的濁

浪，以如椽大筆，揮灑人道主義的清流，除污去垢……」。63
 

    （《華文》高一上冊，1997：35-36）   

馬來西亞為多元文化國家，各民族間須團結一致並平等、自由的建設未來。

高青〈獻歌〉透漏了渴望，課文插圖可見華、巫、印三族同時手執國旗：64
 

                                              

63烏士曼‧阿旺（Usman Awang），課文註釋：「1929 年生，我國傑出的馬來族詩人。

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致力提倡國內各民族團結友愛，大力促進華巫印文化交流活動。

他的詩反映了各族人民的疾苦和心聲」（《華文》高一上冊，1996：36）。 
64拿督斯里郭洙鎮筆名高青。課文作者簡介：「1941 年出生於峇株巴轄白沙浮一個馬來

甘榜（鄉村）。50年代既開始發表詩作。峇株巴轄華仁中學畢業以後，在吉隆坡語文學

院受訓為合格教師。執教於古來時期，半工半讀，修完新加坡大學法律課程，即執律師。

對推動華文教育工作不遺餘力。歷任董教總、獨大、獨中工委會法律顧問」（《華文》

初二上冊，19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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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南方來，懷著故土的苦痛／我從北方來，帶著生活的惡

夢／在這兩洋交界的地方，尋找現世的仙蹤，地下挖出石油錫

米，地上種出膠樹油棕／這土地你的，這土地是我的／這土地

深藏著我們幸福的美夢……讓這土地作證，來個椰林結義，讓

我們永世結為姊妹兄弟」。65
 

（《華文》初二上冊，1994：35-36）   

 

 

圖四－11 高青〈獻歌〉課文插圖 

資料來源：出自《華文》初二上冊（1994：36） 

 

除此之外，身處於多元文化社會應懂得尊重各族風俗習慣，梅井〈不相識則

無從愛〉，透過課文實踐互相了解以及互相尊重各民族間的風俗習慣： 

                                              

65課文註釋：「南方指馬來半島以南如蘇門答臘、爪哇等；北方指馬來半島以北如中國、

印度、泰國等」（《華文》初二上冊，19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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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是個多元種族的國家，國內各種族都擁有本身的傳統文

化與宗教信仰……如果我們到馬來甘榜訪問，事先對馬來社會

的風俗習慣一無所知，那不論在言語或舉止方面，都有可能做

出令受訪者難堪、尷尬，甚至發生誤會的地方。譬如我們進入

馬來朋友的住家之前，沒有把鞋子脫下；主人為我們端茶，我

們只是以左手承接。這些都會被視為不禮貌的態度……如果我

們抱著誠意去了解他族弟兄的傳統風俗習慣，我們將能夠更有

效地協助他族弟兄了解我們的傳統風俗習慣，消除彼此間的誤

會、猜疑與成見，從而建立及鞏固互相諒解、互相關懷與互相

愛護的基礎……」。66
 

（《華文》初一上冊，1993：91-92）   

 

 

圖四－12 梅井〈不相識則無從愛〉課文插圖 

資料來源：出自《華文》初一上冊（1993：93） 

 

                                              

66篇名〈不相識則無從愛〉即馬來諺語，「Tak kenal maka tak cinta」。甘榜（Kampung）

為音譯馬來文，鄉村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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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戰歷史 

 1941 年日軍登陸馬來西亞開始了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大部

分華人無故遭屠殺的事實，是華族永遠不可抹滅的記憶。第二套《華文》其

中有兩篇馬華選文皆為反映日據時期馬來亞人民的困苦與抗日精神的代表

作品。殷枝陽的小說〈犧牲者的治療〉描寫一個抗日青年於獄中受虐，皮開

肉爛明將被判死刑，寧死不屈不願接受治療，捨生取義把治療留給需要的難

友，相信日本鬼子很快撤離難友能有活命的機會。從這篇戰後小說的文字敘

述可見日軍殘暴： 

「……人人都傳說他是甚麼抗日分子，甚麼……頭。而且，在

他身上的刑罰也特別的兇殘；接連四五天不給食物，也不給一

點水喝，弄得一個強健的青年竟然站不穩，手扶著牆壁才能起

步；接著又連續不斷，一天竟至三四次的灌水，灌得飢餓的獄

犯都抵擋不住胃腸的陣痛，吞嚥不下一塊木薯。時日在流逝。

日本鬼子審來審去，得不到一點秘密，也惱羞成怒，暴躁到等

不及用飢餓和灌水的死文手段，不管手頭捉的是皮鞭、木棍，

還是桌子上的茶壺茶杯，都發瘋似的打擊下去，丟擲下去」。 

（《華文》初三上冊，19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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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3 夏諾〈犧牲者的治療〉課文插圖 

資料來源：出自《華文》初三上冊，1995：119 

 

另一篇則是夏諾〈永恆的懷念〉小說敘述日軍殘殺百姓尤其華人，友族朋友

阿末本是自己（華人）仇敵，但最緊要關頭卻見義勇為的救了自己。此文亦

延伸出當敵人入侵國土，民族團結的意義： 

「……客廳泥地上橫陳著兩具屍體。天啊！南生老姥和她的兒

子被殺死了－一定是日本人幹的。一個可怕的意識閃過了腦

際：大屠殺終究開始了！……『你去不得，日本人會殺死你，

見到華人就殺！』。 

（《華文》初一下冊，1994：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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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左派與儒家 

以馬華文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無可否認左翼文學是主流。第一套《華文》

選入的其中一首詩歌是槐華〈水塔放歌〉為當時的佳作。課文為節選作品，

刪去敏感字詞，然而內容明顯傾左：67
 

「我們來自祖國各方／語音上帶著家鄉的風味／在『迎新晚

會』你們給我別上小紅花／我把你們的友情別在心上……一位

夥伴忽而吹起笛子／夜空裡隨即響起激昂的歌聲／『我們用不

忘夥伴的名字／光輝的理想把我們團結在一起……』……最後

一次讓我們齊看明月／在分別前互相勉勵／讓我們緊記住祖

國的召喚／永遠，永遠……」。 

（《華文》初三下冊，1988：52-54）   

另一方面，選文存有的兩篇論及儒學，閱讀選文內容頗見編者心思亦見個人

所持立場。第二套《華文》張碧芳〈訪沈慕羽先生〉一文訪問華教鬥士沈慕

羽先生。談話中，沈慕羽先生提及推動儒家思想的堅持： 

「張：那麼，沈老先生，現在推動儒家思想工委會，已經成立

了。您對這個工委會的操作，有甚麼看法？…… 

沈：……工委會除了在文字和傳播媒介方面努力外，還要多想

辦法灌輸，使人們從小就要接受儒家思想。那就是說，我贊成

最近工委會向教育部建議，把儒家思想滲透教科書…… 

張：我們不但希望能將儒家思想納入教科書裡，也希望華文教

育機構如獨中，也能參與推廣工作……」 

沈：我認為這種做法是無條件的，因為我們保存華教，也就是

保存我們儒家思想嘛！」。 

（《華文》高一下冊，1997：9-10）  

                                              

67槐華〈水塔放歌〉課文題解：「水塔，坐落在南洋大學一座高崗上。雲南國的兒女，喜

歡把它作為聚會與消閒活動的地方。這首作於 1962 年，抒寫大學生活的片斷，並抒發了

獻身祖國的理想」（《華文》初三下冊，19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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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華文》收入的一篇文章〈還是懂一點儒學好〉，為編委－王錦發先

生所撰。呼籲華人了解儒家思想並加以改革或轉化。文章內容可見論戰情

況，儒學成箭靶，作者引中國當代哲學家李澤厚的見解，為科學與中肯的說

法：68
 

「提起儒家，就想起林連玉先生的一則逸事來……報章上討論

儒家的文章很多，有的贊成，有的反對，煞是熱鬧。林先生很

感慨，說正反兩面，都有人在鸚鵡學舌，從這些『鸚鵡』的『立

論』中，可以看出他們並沒有讀過儒家的經典，只是人云亦云。

顯然是為了證明他的論點，林先生大段大段地背誦一些經書的

章節，然後逐段加以解釋說明孔子等人原來主張的是甚麼……

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李澤厚認為，兩千多年來，沉浸，和

積澱在中華民族的意識和無意識底層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

家的東西』，即使不讀孔子的書，甚至不知孔子其人的廣大農

民，他們的行為規範、觀念模式、思維方法、情感態度等等，

無不打上儒家的烙印，『這個孔子倒是活生生的，就在你、我、

他以及中國人的觀念中間』。這種深刻的影響，既『包含優良

的東西，也包含有很壞的東西』李澤厚表示：『歌頌它（即儒

學－引述者）如何好，要求全面守住它；或指責它如何壞，主

張徹底拋棄它，都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作清醒的自我意識

（包括將無意識予以意識化）和歷史的具體分析，以首先了解

而後促進它的轉化或改革』不此之圖，權以情感的價值判斷來

替代客觀的科學描述，倒又正是儒家傳統的弱點。這一弱點在

近日否定傳統中仍然無意識地出現，更值得重視』……」。 

（《華文》高三上冊，1990：29-33）   

  

                                              

68王錦發〈還是懂一點儒學好〉課文題解：「這是一篇配合一項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研討

會的舉行而發表在報端的評論文章，論述了作為華人的我們應該研究儒學，了解儒學思

想，然後促進它的轉化與革新」（《華文》高三上冊，19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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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選文適切性 

 分析三套《華文》跨越三個年代所收入的馬華選文，發現其中有一部分

的選文被保留至第三套新編《華文》，不適合的則被淘汰。以下將以三個層

面進行討論：（一）時代性（二）藝術性（三）思想性。 

 

一、時代性 

 第一套《華文》以篇章式編輯法編排，與《中華文選》和《友聯文選》

相似，收入精選作品。第二套與第三套《華文》則以單元式編輯法編排。採

用單元式編法主要是為了有目的性地、有系統性地進行教學活動。從三個年

代被淘汰的選文來看，主要原因是因為選文內容無法與學生的學習經驗或者

學生身處的環境相連結。教材乏味，無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或引起共鳴，產

生教材「過時」問題。雖然本地取材可倍增學生學習之動機，產生親切感。

然而，馬華文學歷經好幾個階段的演化－從僑民文學到民族文學，並不是每

個發展階段的作品都適合作為教材。因此慎選作品須具備時代精神，不限於

時空障礙，是形成經典範文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之一。 

研究發現，《華文》收入之馬華選文多出自左翼作家手筆。然而只有少

部分內容傾左。舉例說明，明顯傾左的作品如槐華〈水塔放歌〉。另外，明

顯賦予時代使命與文學熱情的選文有：米軍〈〈跳「瓏玲」〉、原甸〈我們

的家鄉是座萬寶山〉等。這些都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曾搬上舞台演藝

或者被翻譯成馬來詩文。從課本作者簡介與題解來看，作者簡介一欄從未提

起作者背景，而課文題解亦沒有特別說明作品創作時代。編者之用心，可能

只為開拓學生視野，增廣學生的文學視野，無別的用意。雖然左翼文學作品

為馬華文壇之主流，然而這類型的作品已不被收入於第三套新編《華文》。

探究原因，這是因為現代中學生對本土的認同，已無法想像和接受前人的經

歷。因此學生閱讀作品感到陌生，覺得乏味。以上即是作品具代表性，但卻

不適合作為中學生學習對象或教師教學用途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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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樣基於時空問題，反映當時社會動態、實事評論的作品也最容

易被淘汰。選文如：李業霖〈響應禮俗革新運動〉，課文題解顯示：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發起組織的『馬來西亞華團華人禮俗革新

工委會』在 1986 年正月 22 日公布了《華人禮儀範例》，提倡

改革華社禮俗中的陋習，發揚華族優良傳統。本文就是針對這

項改革運動作出積極反應，發表於同月 26 日《星洲日報》的

『星期評論』欄」。 

（《華文》高一上冊，1988：73）  

方修之短評兩則：〈談「破紀錄」〉和〈拖屍〉，課文題解顯示： 

「方修在 60 年代曾為一個副刊專欄寫短評，發表他對世事、

社會、文化等課題的片斷感想。這兩則短評就是其中的篇章，

後來收錄在他的雜文集子《長夜集》裡」。 

（《華文》高二下冊，1990：43）  

回顧 20 多年來三套《華文》所選入的馬華選文，三套《華文》之編選問題在

於馬華選文的延用，忽略了選文題材、選文用詞、選文內容思想的「現代性」。

此外，選入之馬華文學作品亦不明顯的反映當代文壇的發展現況，造成「脫節」

問題。69同時，三套《華文》之馬華選文並沒有包括當代馬華文學的全部，西馬與

東馬作家之作品均有收入，然而已成形的在臺馬華文學卻沒有包括在內。70若能與

時並進選入當代作品，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或許可以改變過去對於教材「過時」的

負面評價。 

 

                                              

6970 至 90 年代馬華文學文壇發展，見《馬華文學大系史料 1965-1996》〈導言〉。 
70陳大偉、鍾怡雯、胡金倫（2004：XVII-XVIII）主編之《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 II》

其〈序：鼎立〉提及：「不管從創作或研究角度，旅臺文學已經擁有足夠的「質」量自

成一個板塊，跟五十年來至少累積了五百多部的創作與論述著作的東馬文壇、作品產量

更為龐大的西馬文壇，鼎足而三。當代馬華文學，本來就是三個獨立發展的文學版塊，

如同一個文學的「聯邦」,沒有所謂「中心」和「邊緣」之分,它們一起構成「當代馬華

文學」的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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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性 

 第二套與第三套《華文》以單元式編排，以求達致教學的目的。其教學

目的以語文訓練為中心，訓練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語文訓練單元設

計比較著重在初中部分。高中部分則著重於培養學生的審美觀與思維訓練。

以語文訓練為目的的單元有如：學說準確的華語、知識的累積、閱讀中的記

憶、靜態的說明、寫人、演說、觀察與寫作、聽講與表達、讀書與想像、討

論問題等。為了配合這些單元的訓練目的，所編選的文章必須為此單元服

務，成工具性選文。選文受單元的限制，用詞過於平白直述、內容淡而無味

的選文有如：單元為「略讀」的梅井〈不相識則無從相愛〉、單元為「說明

要準確/說明的順序與方法」的梁志慶〈峇迪布〉、單元為「文章的結構」

的斌子〈地下錫礦場〉、單元為「闡述事理」的〈地方新聞二則：凡寧〈談

「虛報電話」〉康寧〈讚「禮貌運動」〉等。導致出現了不知名的作品，出

處為報章評論或編委自撰、無作家或作者不詳，難免失去作品的藝術價值。

研究發現，此類選文為大多教師或社會人士難以接受。這與他們過往的學習

中文的經驗相違背。訓練學生語文能力無可否認是必須，這是為了顧及教學

對象的學生背景。例如：小六升初中中文水程度欠佳的學生以及少數非華裔

學生。71然而，編選的主要問題在於為單元而選材，而不是從好的材料發展

聽、說、讀、寫的語文訓練。 

馬華選文獨特之處在於明顯可見地域性的詞彙藝術色彩。選文的選入，

容易與學生身處之環境以及學生生活經驗相連結，是適合用於教學的材料。

選文中具有地域色彩之詞類，如陳雪風〈咖啡店〉提及不加奶的黑咖啡『咖

啡烏』（Kopi O）、蕭村〈牛車夫〉稱馬幣為『藍虎』。馬來西亞為多元文

化社會，馬華選文亦可發現馬來音譯詞彙和漢語方言詞彙。蕭村〈牛車夫〉，

均收入於第二套與第三套《華文》： 

                                              

712002-2010 年全馬獨中非華裔（馬來族、印族、其他：外國非華裔學生）人數統計逐年

增加，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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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喜過望，踉蹌地追上，用國語請求到：『因仄，可

以弄幫嗎？』他製住牛車，竟想不到他用閩南話回答我：『先

生，來車上坐，我們是厝邊，不要緊。』『你也會說福建話!』

我驚訝地說，他卻安靜地微笑著……」。 

（《華文》初一下冊，2005：164）   

文中的馬來文音譯詞有如「因仄」（Encik）與「弄幫」（Tumpang）。前

者為先生；後者為搭順風車的意思。「厝邊」（tshu-pinn）為閩南語，是鄰

居的意思。整體而言，本地色彩的增加只為本地作品特色的凸顯。對於作品

文學性的強調，獨中《華文》收入的馬華選文仍須有進步的空間，以讓學生

吸收更多的文學養分，培養寫作興趣。 

 

三、思想性 

獨中《華文》馬華選文作為教學用途，其思想教育於三套《華文》之角

色扮演已於第三節分析討論。教科書內容必會傳達某種的意識形態，然而適

宜或不適宜是需要深入考慮與仔細判斷。如廖冰凌（2009）和潘碧華（2009）

所指，官方《華文》課本（國民中學），馬華文學被用作政治工具，灌輸孩

童國家意識。本研究發現民編《華文》（獨立中學）之馬華文學內容為民族

團結、和睦相處之作品，除了配合華文課程綱要，主要在於透過作品協助獨

中生融入多元文化社會。獨中為華文學校，為讓活動於華社範圍的獨中生融

入多元社會，了解異族文化是必要的。然而，前期（馬來西亞獨立前後）強

烈灌輸愛國意識的作品也隨著華人對祖國的絕對效忠而逐漸淡化。 

另一方面，馬華文學用以傳達華族歷史與文化經驗的現象可發現於獨中

《華文》。華族選擇落地生根轉向本土，然而國家強調教育巫化，以便團結

國民，為華社所擔憂。華族為傳承民族文化，因此維護華教。歷史學科無法

傳達這類的敏感資訊，然而透過文學作品，以詩歌或故事等文體傳達，是讓

獨中生了解民族文化根源以及灌輸維護華教，傳承薪火的主要途徑。華教內

容適度的選擇是獨中所須。研究發現第一套《華文》並不觸碰華教議題，可

被解釋為 513 事件以後以及獨中復興運動初期時局並不穩定。以免殃及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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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順利通過編審只好較為保守。第二套《華文》開始出現相關華教議題，所

收入的有：林連玉〈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所開幕上的講話〉、張碧芳〈訪

沈慕羽先生〉。近期第三套新編《華文》亦見相關之選文的增加。不過，太

過於直白或帶有煽動之情緒不那麼適宜帶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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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取材與反思 

第一節 《華文》選文標準 

文章選入課本作為教學用途，學生以它作為學習範例，這樣具有示範性

用途的文章稱範文。由下可見〈獨中華文課程綱要〉所表明的課文編選標準，

符合了傳統：文字合於規範、思想必須純正、具有培養價值。另外，附加現

代所重視的：課文可讀性和可教性： 

「思想內容健康，有助於培養學生正確思想情操，提高整體素

質；語言文字合乎規範，在用詞、造句、布局、謀篇等方面具

有典範性；難易適度，切合學生實際，亦適合教學」。 

（初中華文課程綱要，1994；初中華文課程綱要；2000 修訂）   

 

「選文應多元性、典範性和可讀性……文質兼美有助於提升學

生的語文素質和整體素質……難易適中，切合學生的學習實際

並利於教學……」。 

（高中華文課程標準，2009 定稿）   

90 年代開始，第二套《華文》改以單元式編排法，並著重於語文訓練。編

選成果，無論課文之思想內容或文字結構皆遭受批評。以下將以幾則評論事

件探討問題所在，從而定義獨中《華文》選文標準。楊邦尼（2007 年 1 月

17；2007 年 6 月 10）發表的兩篇評論〈獨中華文丟了甚麼？〉以及〈誰謀

殺了華文〉，同時針對第三套新編初中《華文》提出意見。評論指出依照單

元訓練目的選入的課文如：初三上冊第二課〈地方新聞評述二則〉，所呈現

的是報紙語言，缺乏漢語典範性以及漢語的美和生命力。另外，初三下冊第

三課〈社會課題報刊資料三則〉及第四課〈發展旅遊業利大於弊〉作者和文

章出處交代不夠詳細，來歷不明不知選文出處，編寫語言缺乏文字規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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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之下學生無法對華文產生學習興趣，質問的是誰謀殺了「華文」。72楊

邦尼針對課文文字規範提出意見。然而問題源頭在於以語文訓練目的，選入

的課文為完成某種訓練，導致呈現的課文文體可能是訪問記錄、演講稿、日

記、新聞、社論、剪報、網站文件等。 

另一則引起討論的選材事件是一篇未來即將收入於第三套高中《華

文》，高一下冊的新聞報導－〈白小八年風雨〉。73引發〈白小八年風雨〉

選文編選事件，事因編審顧問黃玉瑩博士審閱後提出建議，認為此篇不適合

納入《華文》作為教材而引起華社反對。華社指董總不應拒絕課文的選入，

必須讓下一代了解爭取華教的意義。〈白小八年風雨〉摘自本地中文報章－

《東方日報》的 6 篇專題報導，課文分為 6 個部分：白小關閉背景、大本營

阮梁聖宮廟、大聲公熊玉生、白小保校籌款、可敬可佩的白小師長和義工、

抗爭結束，白小重開（莊白綺編，2011：225-235）。課文安排為達成語文

訓練的目的，要求學生收集創校史料進行討論並要求學生模仿課文，撰寫一

篇學校舉辦之運動會的專題報導。〈白小八年風雨〉教學目標是為了：讓學

生了解專題報導的寫作特點、了解華教困境，捍衛母語教育並灌輸受教育是

基本人權的信念、學習白小保校運動成員堅韌不拔的精神（《光明日報》，

2012 年 2 月 5 日［A7］；《光明日報》，2012 年 2 月 3 日）。編審顧問黃

玉瑩博士審閱教材，表示不宜作為課文用以較學的原因有四： 

 

 

                                              

72楊邦尼（2007，1 月 17 日）〈獨中華文丟了甚麼？〉。2012 年 5 月 9 日，擷取自《星

洲日報》：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405；楊邦尼（2007，6 月 10 日）〈誰

謀殺了華文〉。2012 年 5 月 9 日，擷取自《星洲日報》：

http://www.sinchew-i.com/commentary/node/2514. 
73白小事件：2001 年 1 月 3 日教育部以空氣汙染、噪音干擾、交通危險的理由決定關閉

位於雪州白沙羅新村的華文小學（簡稱白小）並令學生遷至培才二校或新校舍上課，村

民與華社為保校而成立白小保校工委會，首位主席為熊玉生主席，跑遍全國帶領爭取重

開白小，學生暫以該村阮梁聖宮廟和租借貨櫃為臨時教室，華社凝聚力量為白小籌款。

2009 年 1 月 5 日白小重開，易名白沙羅中華小學。詳見白沙羅華小保校運動，2012 年 5

月 21 日，擷取自董總華教要聞與文獻：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section&id=23
&Itemid=17.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section&id=23&Itemid=17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section&id=23&Item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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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小事件為政治課題，具爭議性。 

(二) 白小事件列入課本對華教日後發展非常不利。 

(三) 課文部分內容，尤是白小事件起因與事實不符，這是嚴重

問題所在。 

(四) 〈白小八年風雨〉是一篇未經編輯修正的報導，語法不符。 

（《光明日報》，2012 年 2 月 5 日［A7］）  

持反對立場者認為〈白小八年風雨〉理應列入課本，所持的理念是為了

讓華校生了解華教運動、困境和需求。白小事件反映的是國家教育資源分配

不均，保校運動精神是值得學習，白小保校亦可謂華教抗戰的典型楷模，不

容忽視。為了釐清事實，筆名為程材（《星洲日報》，2012 年 2 月 8 日）

的資深前任課本編輯委員，以教育立場回應評論，表示： 

「選文是《華文》課本主體部分，是課堂教學落實教育教學目

標的憑借。在內容上包含社會生活所需的各種知識以便對學生

進行認知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文學教育；形式上

體現了語言文字運用規範，具有一定的示範性，可以訓練培養

學生正確的語言文字應用能力」。 

（《星洲日報》，2012 年 2 月 8 日）   

程材（《星洲日報》，2012 年 2 月 8 日）點出〈白小八年風雨〉不宜作為

教材列入課本，事因課文未能達至專題報導之典範性，內容所提供的訊息不

夠完整不能引導學生進行獨立思考。此外，課文用詞不當、語句不連貫、某

篇錯亂、語意模糊、行文不簡潔、標點誤用而不符《華文》選文標準。74從

白小選材事件得出的結論，若針對內容思想而言，無論是否類屬華教議題，

任何敏感議題由其政治，主要是不能正確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訓練的文章不宜

作為教材。此外，針對文字規範而言必須遵循其大原則，需要注意的是除了

文字規範還必須注意篇章結構，語境語意的安排以及標點等問題。 

                                              

74筆者見此回應張貼於董總行政大樓布告欄。程材（2012 年 2 月 8 日）〈從《白小八年

風雨》談選文標準〉，2012 年 5 月 21 日，擷取自《星洲日報》：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2687.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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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從楊邦尼提出的問題中發現《華文》擷取本地材料改寫成教

材若成範文仍有一段距離。其中原因為根據課程綱要的規劃，課文的選入主

要為達致某種語文訓練，為此尋找適合的材料。若以反向思考，以一篇具備

典範性的文章，從中發展出語文訓練的目的也許是為較好的作法。從黃玉瑩

博士與程材的論點來看，不難發現華教工作者的所持的大原則，而另一項較

為忌諱的即是選取敏感題材作為教學內容。若把政治帶入校園，將危及華教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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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編選考量 

一、《華文》編纂問題 

董總編纂華文課本至今未能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專才難尋。80 年代第

一套《華文》延後出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既是缺乏人才。維護華教是華社共

同目標，這從獨中復興運動便可看出華社的全體動員，以編纂《華文》為例

無論高階知識分子、獨中和國中教師、左右派皆熱心參與並給予意見皆以發

展華教為最終目的。然而於選文問題意見各異，尤其左右兩派所持意見相

反。因此物色適合的專家來判斷是否應當列入課本作為教材，以不至於讓華

教運動出嚴重差錯，這便是邀請王錦發先生領導編纂《華文》的原因之一： 

「問題在於要找人編寫……找一位大家認可的，要找谁呢？我們要

找一位能站在民族教育立場上不排除左派也不排除右派，偏向左派

沒辦法通過政府……那時的文學界傾左而不是傾右…所以文章放

入課本將對整個華教運動帶來很大的影響…因此需要找一位適合

的人來判斷……編纂課本並不簡單，挑選文章，若我懂得自己也先

看一遍因為必須要向獨中工委會等各方面負責，他們是如此信任我

們……因此 70 和 80 年代，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於預備……」。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90 年代編纂第二套《華文》建立於第一套的編纂經驗。因具備教材編

寫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於當地難尋，又因教材改革需要更高階的專業指導。

尋找外援是唯一途徑。董總課程局邀請了中國教授與其研究生組成的教材編

寫工作團隊協助完成作業。然而從中國送回的教材還需要進行審核和修改才

能使用。這是因為中國編寫的教材未必適用於本地學生。需要注意的有如用

詞習慣、深難度、本地色彩等，皆為考量事項： 

「主要是本地找不到適合的人來編寫，只好尋求外援。若本地有人

可以編寫那就更理想了，溝通容易、聯繫方便……中國送回來的教

材，要看適不適合我們的學生使用，如：會不會太深，有沒有本地

色彩。若文章不適合我們將建議更換又或者後面的練習題設計不理

想，我們需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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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   

尋求外援的同時，當地編委依照單元架構推薦選文、進行校對、修改與

設計課後練習等。過去第一與第二套《華文》的編纂問題，依然是人力資源

的問題。編委多為獨中在職教師，然而獨中教師並非全職在編寫教材，課後

還得忙於備課、改作業、出考卷，必要時兼行政。另外，行政重地位於西馬

中部地區，為方便會議的進行，編委多為吉隆坡和雪蘭莪地區的獨立中學華

文老師，北馬與南馬參與的編委不多。如此一來造成編委流動率偏高，資深

且常任編委不多經驗難以傳承。目前第三套初中《華文》出版完成，相隔約

四年才推出高一上冊（2012 年），延後出版原因為： 

「董總雖然收集了各方面意見，但要作一番修改，須要花多年的時

間，有機會和條件才來嘗試編纂第三套課本。然而，要以學校的工

作為重，學校忙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兼顧教材的編寫工作。我們算是

參與比較久的，有時候沒有辦法參與教材討論會議，編委會少了一

些人，就少了一些意見，須要審閱的教材也沒辦法看得很仔細，有

心無力…… 

董總課程局只有一位華文學科秘書，除了課本還要兼顧考試的事

情，讓我們去做這樣的一件事，人力和經費的投入並不是很充

裕……所以她（課程局學科秘書）在找人，希望有經驗、能看到問

題、對課本有想法、有編纂能力的人能持續以便完善和改善它（課

本）……曾經跟台灣的李盈慧老師討論編教材的問題，她說我們人

力這麼少，乾脆買現成的就好了，在程度上或者設計上做一些調

整，這邊就能使用……」。 

（訪問 T1，2010/08/02）   

「我算是全職在寫，不然沒有辦法，戰戰兢兢的寫，因為我們不是

很強的團隊……讓我們來寫（起稿）說服力不夠…不像中國能有那

麼大的專家團隊……」。 

（訪問 T2，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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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第三套初中《華文》出版完成，2008 年就要出版高一課

本，因為必須銜接而過去都沒有間斷過……可能是編纂初中課本消

耗太多的時間和人力，來不及規劃高中課本……編寫一套新的課本

在這之前必須訂定課綱並且檢討，高中課綱沒有辦法完成不可能往

下編，因此便出現高一上冊《華文》修訂本。這樣修訂出來的課本

我們覺得很不理想，因為文章幾乎沒有修改，和舊版（第二套）一

樣應該要重編才對」。 

（訪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   

 以上除了人力資源問題，材料與經費的獲得便是兩大難題。馬來西亞國

內馬華作品教案不多，材料參考與引用涉及版權問題。以下是正在編纂第三

套新編高中《華文》材料尋找問題： 

「馬華文學以我編寫的經驗來看反而是資料獲得的困難……單元

主題若是微型小說，會議上有老師推薦得獎或好的作品，我們會往

這方向尋找……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有足夠的資料，才能著手整理。

以小說為主題的單元，要找李永平的作品《拉子婦》，實際上發現

很多東西（材料）反而評論（評析）不多。整理李永平的文章，另

發現文章、詞句版本不一樣的問題，到底要根據誰的（本版）？課

文如何註解？如何分析？怎樣段落？如何設計練習題？這一篇課

文至少要花兩個星期的時間準備，另外還要給教師手冊尋找補充資

料……溫任平，我們找他的詩，甚至要把人也找出來……通常會從

報章或網路尋找材料……」。 

（訪問 T2，2010/08/02）   

「選用馬華文學難度較大……我們沒有中國那樣的資源……不同

的出版社針對一個課綱出版不同版本的教科書，補充資料、賞析、

教案能如此豐富……」。 

（訪問 T1，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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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華選文編選問題 

為配合教育部課程綱要的要求，培養學生對國家的熱愛與效忠以及各民

族間的團結友愛，馬華文學被納入課本作為教材，定型為政治工具。另外，

馬來文學翻譯作品的選入，用意與馬華文學一樣。類似的馬華選文納入 80

年代第一套《華文》，編選考量如下：  

「……要反映本地的內容，讓學生懂得本地的作家、本地的色

彩……民族團結課文內容的呈現，是因為 513 種族衝突事件以後，

政府課程綱要的走向強調民族團結和好和睦。所以不可乖離它（課

程綱要）……〈獻歌〉是打獨大官司的情節…我（作者拿督斯里郭

洙鎮）把它寫成：『從南方來指馬來人，從北方來指華人……那兩

交界的地方，找一個樂土……這土地是你的也是我的，共同來建

設……花開朵朵，鳥聲嚦嚦，舒暢的呼吸自由空氣，讓土地做證，

來個椰林結義』。 

米軍<跳玲瓏>，是左派作家，獨立以前的作品。我後來把它批過是

因為內容說的是民族之間的友愛關係。不管左派還是右派，寫得好

我們承認它（作品）。 

Usman Awang〈致華族男女青年〉，說的是種族之間的關係，他寫

這樣的文章有這樣的胸襟算是一個比較好的作家（馬來作家）。Keris 

Mas 也寫這類平和的文章，這樣才可以促成兩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這是其中一個我們要做的特色」。75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1976 年，曾有一篇討論馬華文藝做為教材困境的評論－〈華文課程綱

要和馬華文藝〉。事因檳城馬華公會文教局通過一份華文課程綱要草案，提

倡儘量採用本地作家及報章所刊雜誌所登的文章。蘊空（1976 年 12 月 27

日）表示馬華文藝作品雖多亦符合選材原則與教學目標，質問文章語法、結

                                              

75馬來詩人 Usman Awang，筆名 Tongkat Warrant，1983 年獲國家文學獎，提倡國內各

民族團結友愛，促進文化交流；馬來短篇小說家 Kamaluddin Muhamad，筆名 Keris Mas，

1981 年第一位國家文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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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體載、風格是否達致水準給予學生學習典範。其中亦說明了方言口語化

的文字不適於教學，潤飾的話亦無法大幅度改寫，懊惱的是若要符合標準選

上的作品寥寥無幾。這也是編纂《華文》所遇到的問題： 

「作品內容盡量不改，若我們要修改他（作者）的一兩個句子，我

會跟他聯繫……像高一上冊就有這樣的情況，他（作者）的句子跟

我們在教學生的語法上有一點衝突，我問他可不可以修改，通常有

些堅持不改，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是文學，文學跟語法不要混在一

起。那我們就協調，若到最後可以說服他的話我們就修改，要不然

就盡量保持原稿…… 

方言的話，我們可以接受，尤其是小說。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就是，

作者寫了一句粗口，我們開會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編委意見不一

樣，作者寫：「他媽的」，相當文雅的粗口，我們要刪掉，但是有

編委認為，他在這個地方這樣罵，就凸顯了人物的個性，他就是一

個老粗，老粗講話不可能文縐縐，如果這樣罵是很附和，而且是小

說，為的是塑造小說裡面的人物。但我們覺得如果課本裡面出現粗

口，那以後學生寫作文他可不可以用？這會引伸另外一個問題。這

種特殊的狀況，我們會謹慎的考慮，也會經過討論，才來決定要刪

還是要留」。 

（訪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   

「……像馬華文學我們考量的就是語言規範問題……還有文章內

容有沒有誤導性……到底要不要修改？還是保留……像「囉蒂

ROTI」（麵包）這詞若改了就沒有「味道」了……」。 

（訪問 T2，2010/08/02）   

此外，針對馬華選文編選數量較少的問題事出規劃問題，單元結構的設計，

課文的選入需要配合單元的教學要求，選入的馬華文學作品文體主要以散

文、小說、新詩為主限制了編選篇幅。另外，好的馬華文學作品也未必適合

作為教材，編委考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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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選文的時候都會提醒，大家也都有相同的默契不能忽略馬

華文學，畢竟我們都在這片土地上，因此我們有額外考量，如散文

單元一定會找馬華作家的散文作品，但如寫人記事的散文若這單元

我們需要 3 篇，馬華文學最多也只能收入 1 篇，因為其他好文章還

很多，而且還要考慮古文、現代文…… 

不一定是主觀的好壞，而是最適合學生閱讀……比如我們找新詩會

比較困難，臺灣的詩人很多，好的作品一定會有，可是有些作品，

不容易找到適合中學生閱讀，可能太長、可能探討的課題敏感、或

程度太深……不是馬華詩人的詩歌不好，而是沒有找到更適合成為

教材的作品。馬華文學沒有收入課本，並不能代表它不好……」。 

（訪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   

「我們規劃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但沒有規劃馬華選文篇章比

例……不過盡量安排……新編高中課本將放入何乃健、溫任平、方

路的作品……有時候在編選的過程中發現好像漏掉了甚麼，要編選

進來發現沒有空間可以選入了……我們比較會選擇較有代表性的

如天狼詩社，一個時代的代表性，不管評價如何，他（溫任平）是

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 

（訪問 T2，2010/08/02）   

「……也希望放入馬華文學作品……一般參與工作坊的編委趨向

於選取中國現代文……比例肯定少了，因為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

剩下的以現代文來做分配肯定是少了……有時候看上的文章因篇

幅太長便成節選，或者棄用……」。 

（訪問 T1，2010/08/02）   

以紀實文學而言，編委尋找當地材料作為教材也是困難重重，以下為編選第

三套高一下冊〈白小八年風雨〉編委遇到的問題： 

「有一個關於報導的單元……我們找白小事件，請教很多人甚至改

寫，因為報章報導和實際上可以放入課本的不一樣。如報章上的一

篇報導只有一張照片，文字說明照片，它是報導的一個部分而我們



第五章 取材與反思 

121 

要重新整理，把它重編和重新組合，有的時候只有一個標題或一個

綱要題目，若我們要把它化成課文就要這樣整理，而且還要照會本

地作者」。 

（訪問 T2，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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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之實施概況 

一、教師教學問題 

 課本是課程進行的主要依據並主導教學活動的進行，教師是否能完善的

使用教本是非常重要的。關於教師教學問題，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

工委會課程局曾在西馬和東馬各個區域舉辦《華文》單元式教學講座。目的

為了讓教師了解單元式教學法。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

雖提供教學培訓。然而，從獨中教師流動率偏高的情況來看，教學經驗難以

傳承。師資短缺是主要問題。76獨中教師除了授課還須兼行政，分身乏術維

持教學品質更是吃力。師資的匱乏導致非相關科系畢業之教師也必須跨科系

教授非專業科目。非相關科系畢業或未受訓練之教師多以過去學習華文的經

驗教授華文。77部分教師對以單元式教學法設計的教本以及選文品質產生意

見。認為與印象中的傳統華文課本全然不同。如此不論馬華篇章，整體之情

況若依照傳統的教學法（篇章式）進行教學，成效必有落差。另外，教師較

少有接觸馬華文學作品的途徑。不論非本科系畢業之教師，即使是中文系畢

業也未必能開拓研究馬華文學的視野，備課的同時也發現資料不足等問題： 

「董總課程局收集老師們的回饋，尤其剛開始推出第二套課本的時

候……大部分老師不太能接受，也不很欣賞這樣的課本……很多教

師反映不像華文課本，翻開卻找不到幾篇好的文章。過去一些好的

文章都不見了，因為單元不需要它，結果選了一些作者不詳的文章

這是一個問題……而且像說明方法的單元，說明文的內容可能是科

學性文章，像說明激光（x 光），有科學的知識在內，老師們覺得

這不像『華文』」。 

（訪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   

                                              

76近兩年（2009-2010）華文學科教師短缺人數統計：2009 年 1 月份至 3 月份共計 10 人

（〈2009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10：889）；2010 年上半年共計 8 人（〈2010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11：289）。 
772010 年，全馬獨中教師教育專業資歷統計顯示：具有教育專業資歷者 1181 人

（32.36%）；不具有教育專業資歷者 2464 人（67.64%）（〈2010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

報告書〉，201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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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教學方法也需要改進……幸運的話有些老師有文學基礎，是

中文系畢業，有的不是本科系畢業會覺得華文誰都可以教，過去都

是這樣……另外華文老師不但要教華文，偶爾也要兼歷史、地理

課，所以若要投入專研教好華文，時間也不夠，常常都是隨手拿了

課文，明天上課今天準備……儘管老師手上一本課本、一本教師手

冊，若想豐富教材，多吸收一些也會上網搜索。但是馬華文學上網

搜索卻沒有東西（補充資料）。因此教的人也會覺得很困難，補充

不了甚麼……材料來得很辛苦、很難……不是每一篇都能找到相關

的訊息……」。 

（訪問 T1，2010/08/02）   

「……若我覺得選讀文章好的話我會教，但考試不考所以老師彈性

處理……教的方法有很多，如引導學生去閱讀，然後進行討論也是

一種方法……」。 

（訪問蘇燕卿老師，2010/02/10）   

根據郭蓮花（2009）〈馬來西亞高中生馬華篇章閱讀調查〉的調查，研

究顯示學生接觸馬華文學最直接途經主要是華文課本，然而除了課本以外教

師亦同時扮演重要角色引導學生學習，推薦學生閱讀當地作家作品。事實上

有多少教師曾推薦學生閱讀本地作家作品？又或是曾深入了解馬華文學？

這是需要檢討的。除了課本以外，課外讀物尤其銷量較好的「中學生」或是

校園散文集或主辦之馬華文學校園座談皆是推廣馬華文學走進校園的最佳

途徑。 

 

二、學生學習問題 

獨中雖為民辦教育，董教總作為眾校之統領然而各校各自為政。在大環

境的需求下獨中雖以統考為主，學生亦可選擇同時選考政府考試。因此獨中

產生雙軌制辦學的情況。以學生學習的角度來檢討馬華文學作為教材的教學

效績，以下將以統一考試華文科考試範圍以及單元安排的自讀文章問題進行

討論。若為雙軌制，獨中生必須參加統一考試與政府考試。獨中學制為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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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高中三年共六年。初中三年級將同時應付初中統一統考（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Junior Middle；UEC-JML）以及政府初級文憑考試

（Lower Secondary Assessment；PMR）。高中較有緩衝時間。高二應付政

府高級文憑考試（Malaysian Certificate of Examination ；SPM），高三則應

付 高 中 統 一 統 考 （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Senior Middle ；

UEC-SML）。獨中生須掌握華、英、巫三種語言，應付考試比一般國中生

來得吃力。由於時間緊湊，教學不得以偏向以考試為教學導向。同時，獨中

《華文》教本的設計必須同時應付兩個考試。因此若不為考試範圍或者須要

趕課，學生與老師逼不得已，自然忽略。筆者翻閱 2005 年至 2010 年間初中

與高中統考華文科歷屆考題，發現馬華文學無論文學常識或作品選取較少被

設計為考試內容。78僅有 2008 年高中統考之文學知識題目為： 

「以下哪位是馬華作家？A.夏衍 B.秦牧 C.甄供 D.白先勇」。 

（董總考試局編，2011：38）   

根據訪問與調查結果，馬華文學史過去的確曾被規劃為華文科的一節

課，然而也從董總出版的方修著作《馬華新文學簡史》之封底發現這一段文

字： 

「《馬華新文學簡史》是著名馬華文學史家方修先生的力作之一。

內容充實資料豐富，概括了 1919 至 1942 年二十多年的馬華新文學

發展的歷程。特別著重於文學運動和作者作品的論述。本書原於

1974 年面世，今已絕版。董總出版小組徵得方修先生同意重印出

版，並由作者親自重新校閱，補漏訂正，還於書末增加附錄《馬華

新文學史問答題》，可供讀者鞏固記憶、辨識重點及複習之用。本

書即是一般讀者研習馬華文學史的優良讀物，也是獨中生參加全國

華文獨中統一考試高中華文科馬華文學史部分不可不備的參考

書」。 

（方修，1989）   

                                              

78獨中統一考試初、高中華文科考試綱要，見附錄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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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課本馬華文學編選比例確實不多，因此獨中統一考試較少出

題。文學常識還是以中國文學知識或是國外作家作品的一道題目為

主，很少很少有馬華文學的題目」。 

（訪問 T1，2010/08/02）   

「早期獨中的高一課程，有一節課是馬華文學史；高三有一節課是

中國文學史。可是後來都取消掉了……現在濃縮華文科只剩下 6 節

課」。79
 

（訪問 T2，2010/08/02）   

獨中學生近日之素質也是因素之一，曾有報導指出學生華文程度水準低落，

這情況每況愈下問題出在學生身處現今環境因素。若問及學生是否對馬華文

學有印象或感興趣，答案往往令人出乎意料： 

「……不說馬華文學，若問學生學習華文是否感興趣，他也不一定

有興趣。那不是馬華文學的問題，學生對於學習華文的動機並不強

烈……像現在高三的學生，我帶的高二高三班級，統考作文需要六

百字，他們寫六百字作文都覺得辛苦，寫得不流暢，我覺得沒有達

到一定的水準，就算是理科班優秀班級，他們也沒有興趣學語文、

學華語。朗讀一篇文章也沒辦法念得準確，書寫不流暢，中文字寫

得歪歪斜斜。 

我覺得是大環境的問題，現在的學生普遍上不閱讀、少閱讀，可能

瀏覽網頁，用火星文交談。若沒有以閱讀作為寫作根基，寫的文章

不可能寫得好……學生也不太關心身邊事物，譬如翻閱報章關注新

聞或評論，學生不覺得感觸的話就不可能有感動把事情寫出來。我

教華文教了十多年，早期教的學生會發現一些很優秀的學生，很多

愛寫作而且寫出很多好文章，改學生的文章覺得感覺舒服，現在卻

很難，一班裡面找不到一篇。偶爾有徵文比賽，要求我們投稿，改

完了選找不到一兩篇好的文章去投稿」。 

                                              

79初中與高中各年級每週上課 6 節課，每節 40 分鐘。包括作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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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T1，2010/08/02）   

「……以老師的多年教學經驗，學生若對文學感興趣都會感興趣，

沒有分馬華文學或其他文學……現在的速食文化，短訊、Facebook

聊聊，談話有頭沒尾，學生比較沒有耐心好好的去想或整理一段比

較長的文章，靜不下思考，應用的文字很直接，手頭上有甚麼就順

手捉來而不是長期閱讀所積累下來的……老師需要很有條理的去

引導他們慢慢學習……」。 

（訪問 T2，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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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取材建議 

一、取材途徑 

 獨中第二與第三套《華文》是一套著重於語文訓練的教本，收入選文主

要以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為主。研究顯示馬華選文的比例並不高。因應課程

綱要的教學目標，馬華選文為傳達某種特定的訊息如：灌輸國家意識、華教

議題等。單元的設計亦限制了大部分作品入選的機會。馬華文學一直以來被

呼籲收入課本作為教材，這是環境需要也是當地作家的期望。讓學生接觸本

土事物，閱讀味道濃厚的作品，得以培養學生閱讀與寫作興趣。 

檢視三套《華文》選入的馬華選文，連續被保留下來的作品跨越了三個

年代並通過教材評鑑的門檻，表示應有一定的教學價值與意義。選文如：蕭

村〈牛車夫〉、李蘊郎〈牽牛花開了〉、夏諾〈永恆的懷念〉、佚名〈砂拉

越的長屋〉、吳進〈熱帶三友〉經過時間的磨練與累積將形成「朱自清〈背

影〉」般的經典。80翻閱早期報章評論，研究前人選材經驗，發現需要考慮

的細節如：蘊空（1976 年 12 月 27 日）指出方修編纂的《馬華新文學大系》

與趙戎主編的《新馬華文文學大系》雖收集了高水準的文藝作品但是大系編

選標準未必符合課程綱要的取材標準。另外，當時擔任馬來西亞寫作人（華

文）協會主席的孟沙（1987 年 9 月 29 日）其評論－〈從中學課本選文談起〉，

指出根據新課程綱要編寫的初中華文課本本土篇章內容充滿本地色彩、道德

價值與愛國精神。然而編選時曾顧慮的是選入本土篇章是否會降低華文程

度？內容的呈現是否通過審核？  

回顧三套《華文》所呈現的選文，文章出處大致分為三種途徑：成冊之

文學作品（散文集、短篇小說集、詩集、雜文集、評論集、作家作品自選集、

文學史冊）、報章（社論） 和網路（新聞評論）。如此看來，成冊之文學

作品是選材的主要途徑。根據歷屆編委選取馬華文學作品的經驗，取材途徑

主要透過： 

                                              

80吳進的〈熱帶三友〉於 70年代馬來西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華文》便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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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大系》……有些人收藏書籍，吳天才藏

書相當豐富，後來南方學院整批買了放在那裡可供參考」。 

（訪問拿督斯里郭洙鎮，2012/02/29）   

「……得獎作品會考慮選用的，但是新生代作家作品入選的比較

少……」。 

（訪問 T1，2010/08/02）   

「……報章、網路或找對馬華文學熟悉的朋友詢問」。 

（訪問 T2，2010/08/02）   

如今市面上可供購買的成冊作品集已日漸增多，絕版之作品也可在主要館藏

地如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華社研究中心尋得。81此外，網路時代資訊獲得

不像過去來得艱難，馬華文學電子圖書館、世界華文作家網馬華文學電子

書、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等線上資源皆為取材途徑。 

 

二、取材建議 

2012 年 2 月，出版了目前第一本供高中和大專院校參考的教學讀本－

《馬華文學文本解讀》。《馬華文學文本解讀》籌備了 5 年，由諸位專家學

者們聯合編纂，為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Malaya）以及拉曼大學（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中文系必修課之教本。82此教本可說是呈現了馬華文

學教材地圖，收入了代表性作品如：韋暈〈烏鴉港上黃昏〉、溫瑞安〈龍哭

千里〉、吳岸〈達邦樹禮讚〉、黎紫書〈國北邊陲〉、李永平〈拉子婦〉等。

題材多元化，也具現代性吸引學生學習，是選材可以參考的材料。筆者回顧

自身在獨中求學經驗，只覺《華文》選入的本土作品閱讀起來額外親切熟悉

且易產生共鳴。但是卻沒有印象深刻之作品。另外，筆者向獨中和國中畢業

生進行調查訪問之時，發現學生對馬華文學常識或本地作家作品並不熟悉，

                                              

81楊貴誼 200 箱，四萬冊藏書贈於華社研究中心。2013 將設立楊貴誼贈書珍藏室，部分

圖書數位電子化，詳見：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45500?tid=14. 
82《馬華文學文本解讀》出版新聞發布，詳見：

http://www.sinchew.com.my/node/238810?tid=1.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45500?t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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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筆者驚訝的是學生反問馬華文學是甚麼？馬華文學作為教材該以何種形

式呈現且改善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以下為將歸納幾項建議： 

(一) 愛國與民族團結精神的灌輸，是為因應教育部課程綱要的教育目標，尤

其身處多元文化社會，加上獨中生大多時候活動於華社環境，適度的選

入篇章是必須。 

(二) 本地題材最容易與學生生活經驗互相結合且引起共鳴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選取作品題材不妨多從生活周邊環境著手，以地方特色：地方景物

（自然風景、人文造景等）、文化色彩（飲食、衣著、信仰等）、本土

藝術（戲劇、圖畫等）、地方歷史文化等為出發點。然而需要特別注意

的是作品的時代性藝術性與趣味性。 

(三) 華人生活在馬來西亞這片土地上，除了傳承傳統文化也已隨著環境的變

遷，發展出獨特的文化特質。選取此類作品可承載此類文化特質。馬來

西亞華族習俗如：十五拋柑、獨創飲食文化肉骨茶、獨創文藝二十四節

令鼓等等。 

(四) 應讓學生了解馬華文學發展脈絡，深化其印象而非以一篇〈新馬華文學

的萌芽〉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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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華教敏感議題於獨中歷史課本難以直述。為讓現代獨中生了解華教歷

史，選入華教題材是近日之體現。作品呈現不必過於故意或直接，亦避

免把政治議題帶入教室。83
 

(六) 應讓學生認識本地作家，選取其代表作品而非以一篇無作者或之作品呈

現，以便於學生沿著線索，延伸閱讀。84
 

(七) 馬來西亞由西馬和東馬組成。應增加東馬相關之題材才不至於失衡。 

                                              

83以華教為題材之馬華文學作品：柳舜、臻林、王如明〈南大頌〉、高寧〈華文教育，我

們的母親〉、冰梅《何以自處》、謝克《助學金》、馬亞〈美妮〉、吳岸〈驪歌－記一

個華文獨中畢業生離校時的感觸〉〈觀鄉村兒童演出〉〈獨中頌〉〈流蝕之後〉〈在 21

世紀台階上〉、田丹〈盾－獻給林連玉導師〉、甄供《播下春風萬里》《憑著這顆心》、

方成《曹公公》、文征《風雨飄搖》〈華教著墨點匱乏；馬華文學缺批判性〉（2004 年

4 月 23 日，東方日報， 版 A13）。 
84劉國寄討論經典出席：方北方《頭家門下》、陳雪風編《是詩非詩》、方昂《鳥權》、

鄭雲成《那一場政治演說》、葉寧《飛躍馬大校園》、小黑《白山黑水》、梅淑貞《梅

詩集》、商晚筠《癡女啊蓮》、鞠藥如《貓戀》、愛薇主編《與女兒的貼心話》、黎紫

書《天國之門》、鐘怡文《垂釣睡眠》、溫瑞安《山河錄》、潘雨桐《靜水大雪》、黃

錦樹《烏暗瞑》、丁雲《載夢船》、黃錦樹《夢與豬與黎明》、陳大為《再鴻門》、何

乃健《稻花香里說豐年》、黃昏星和周清嘯詩合集《兩案燈火》、李永平《吉陵春秋》、

張貴興《群像》、張貴興《柯珊的兒女們》、庄若《我的自由》、黃錦樹《馬華文學與

中國性》《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期待「經典出席」〉（1992 年 6

月 8 日，星洲日報，版 S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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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早在 20 世紀初便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主要是海

外僑校－中華學校的設立。新式學堂依據《奏定學堂章程》辦學，華文學科

教學方法奠定了現代語文教育的基礎，注重聽、說、讀、寫語文的訓練，去

除死記硬背的古老教學方法。相對應的，教學課本完全以中國教本為主，內

容多為關心和反映中國情況。1912 年中華民國的成立，又因 1919 年白話文

的提倡，海外版的華文課本成為政黨宣揚三民主義、灌輸反殖民的工具。但

是不同的是配合南洋環境，加入南洋色彩的內容。1951《方吳報告書》對英

屬華文學校作了調查並提出建議，針對教科書問題，主要提出華文、地理和

歷史課本內容皆反映中國，不適合當地學童學習。因此教科書的本土化從這

時期由英政府的行動採取才較為正視。由於本地資源的缺乏，中國出版商編

寫海外版華文課本，由本地審核，後來才逐漸轉向本地編寫、審核、出版。 

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後，灌輸學童認同本土為重要任務而華文課本愛

國意識的傳達，主要透過馬華文學作品。馬華文學的選入意味著教科書在地

化現象。1961 年《拉曼達立報告書》的頒布，導致獨中的產生。60 年代末

至 70 年代初，獨中沒有明確的辦學方針，學生來源多為超齡與落第生，逐

漸地陷入困境。華教危機喚醒了全國華社，從社會低層到最高階層的華人全

體動員，掀起一場全國性的獨中復興運動拯救華文教育。1973 年，《華文

獨立中學建議書》的提呈擬定了獨中的辦學方向，獨中工委會的成立則為貫

徹所提呈之《獨中建議書》。1975 年，獨中工委會成立了統一考試委員會，

並且舉辦首屆以華語為考試媒介語的統一考試。為了支配獨中統一考試以便

於規劃考試範圍，統一課程編輯委員會於 1976 年成立著手籌備編寫統一課

本。 

獨中華文課本的產生背景在於 1973 年《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的提呈。

在短時間內編纂各科教科書工程浩大，所遇到的困難主要是人力與財力問

題。華文課本延至 1982 年，由「馬來西亞中學華文教學研討工作委員會編

輯出版組」籌備， 1983 年正式出版。當時參與編纂工作的人員上至博學之

專業人士下達國中與獨中華文教師、社會人士。研究發現華文課本延後出版

原因主要有二：一為遵循「急用先編」原則，以數理課本為優先；二為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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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得適合人選判斷選文適切性。90 年代第二套《華文》則由董總課程局於

1993 年編纂出版，不同之處為邀請中國教授協助編寫，由本地審核。尋求

外援的主要原因是專才難尋、人力資源難以集中。第二套《華文》有別於傳

統的篇章式編輯法，取單元式的安排較為科學與系統，有助於課程進行的有

效性，其次著重於語文的訓練。然而，語文教育的轉變，部分選文不為大部

分老師所接受，也因語文知識的設計問題，因此有修訂必要，產生第三套《華

文》。 

本研究針對三套獨中《華文》之馬華選文進行內容分析以觀其變化。內

容分析以教學目標「五育」為主類目，發現馬華選文於三套《華文》主要著

重於智育。起群育與德育作用的馬華選文，因課程綱要的關係必占一定的份

量，然而美育最不為看重。另外，本研究針對內容主題的分析，從馬華選文

內容所發展出來的主題檢視其分布情況。研究發現 80 年代第一套《華文》，

編選的馬華選文內容最為保守，不選入華教敏感議題。這是因為當時政治局

勢與華教發展的不穩定，因此敏感內容將無法通過審查，亦容易引起政府注

意。另外，80 年代第一套《華文》主要遵循教育部課程綱要之教學目標，

選入的內容主要以嚮往民族平等以及和諧共處為主。90 年代第二套《華文》

與前套不同的是選入大量具有濃厚本地色彩的作品。目的為讓學生熟悉本

土，閱讀文章產生共鳴。選文內容亦可見相關之華教議題的出現，但不多。

新編第三套初中《華文》馬華選文篇章幅度比第二套來得少，選文內容亦見

華教發展與社會議題討論的增加。華教內容叮嚀學生傳承薪火，維護民族文

化。三套《華文》的馬華選文於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變化，然而變化差異不

大。得出之原因有三：一、華文課程綱要內容無太大的變化；二、選文延用；

三、受單元設計的牽制導致選文內容主題相似。 

本研究針對獨中《華文》馬華選文思想教育的目的，類分五項說明：一、

華族歷史與文化；二、地方色彩；三、愛國意識；四、二戰歷史；五、左派

與儒家。分析發現華族歷史與文化之內容，所傳達的華族歷史經驗，表現了

民族的憂患意識。地方色彩則比較傾向於專業知識的傳達，借助於本地色彩

濃厚的馬華選文，增加學生對於土地的認識、認同本土，得以引起學生共鳴

與親切感。愛國意識與獨立前後不同，不再強硬地灌輸愛國意識，比較傾向



第六章 結論 

133 

於透過文章，幫助獨中生融入多元文化社會的作用。二戰歷史所呈現的是日

軍入侵馬來西亞的殘酷惡行，讓華族世代難忘。至於左派與儒家之思想傳達

則較為隱性，且後期已逐漸淡化。 

然而，馬華選文篇幅之多少實無正式規劃，完全依照設計好的單元編排

之。探討三套《華文》馬華選文被淘汰或保留的原因，主要發現所選入的文

學作品內容主要因「過時」問題，而不適合納入課本作為教材。另外，第二

套與第三套《華文》因單元的設計，限制了馬華文學篇章的選入，導致選文

被淘汰。一些被保留下來的課文，主要是因為突破空間的障礙，更賦予教學

意。此外，作家之代表性作品或被公認為好的作品，有可能無法成為教材，

原因還得歸咎於教學意義。語文教育著重－聽、說、讀、寫的訓練，為達至

單元的教學要求，選入的文體為演講稿、報導等。因此導致詞句過於平白直

述，喪失語文藝術美感。 

根據以上三套《華文》馬華選文編選結果以及分析情況來看，推斷編輯

群的編寫理念，大可從編輯群背景來分析。研究發現第一套《華文》編輯群

陣容強大，編輯群主要為本地文學出版界、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專業人士，屬

於全體性的腦力激盪，提出意見進行編選。可見作品的選入為多元的、具代

表性的且文學養分較高，為馬華文學作為獨中《華文》課本的教材形式奠定

了基礎。第二套與第三套《華文》的馬華選文根據第一套《華文》的基礎延

伸，編輯群主要由獨中教師組成，召開會議蒐集教學建議進行討論，編寫完

畢呈上審核。新增之選文多為了達致教育的某種目的而編寫，文學養分實比

第一套來得薄弱且延用選文導致無反映當代文壇發展情況。三套《華文》之

馬華選文亦沒有包括當代馬華文學的全部板塊造成脫節，編輯者實應跟上腳

步。 

獨中《華文》選文如何達致基本標準，研究發現：其一必須達致文字的

規範；其二為選文不涉及敏感內容。針對文字規範，馬華文學作品特色主要

包括方言詞彙和馬來音譯詞，可以為作品增添本土色彩不為壞處，但是作品

若過於口語化則為不恰當。對於編委挑選適合的作品或題材，主要問題為尋

找作品資料的困難。這是因為從來沒有人設計過任何的教案，作品資料的有

限難以在教學上作深入的補充說明。另外，編選馬華文學作品之主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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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從成冊之文學作品集挑選出來，取材途徑較為狹隘。長久以來，馬華文

學作品常被呼籲收入課本，然而教學效果不太令人滿意。本研究主要得出三

個主要原因：一、馬華文學列為考試比重嚴重偏低；二、以考試為教學導向，

馬華文學多為自讀文章，因此自然忽略；三、教本資料不豐富，學生對本地

作家缺乏認識，無法延伸閱讀作者相關作品。回到問題的源頭，教本的編寫

主要根據華文課程綱要所指導的教學目標與原則。華文課程綱要實有修訂必

要，這是因為目前的獨中華文課程綱要在教材規劃上不為完善、欠缺特色且

五育培養失衡，教學目標著重語文訓練，所給之指令侷限了選文的選入，致

使編選結果不為理想。 

回顧馬來西亞華文課本的發展，無可否認馬華文學的選入意味著華文的

本土化現象，也被推向政治工具性的發展，並未能讓學生留下印象。馬華文

學做為教材應以何種方式呈現，本研究最後建議馬華作品的選入：獨中《華

文》初中部分的聽、說、讀、寫語文訓練，可加強凸顯華族生活於馬來西亞，

獨具華族文化特質之作品，承載屬於華族之文化；獨中《華文》高中部分的

文學欣賞與思考訓練，可以作者為主，選擇其代表作品，豐富文學養分，讓

學生認識本地作家，留下印象以便後續的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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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全馬 60 所獨中分布圖 

 

資料來源：出自《董總卅年（下冊）》（1987：6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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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全馬 60 所獨中人數統計表 1973-2010 

 

資料來源：出自〈2010 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11：280，圖表 2） 



 

iii 

附錄三、全馬 60 所獨中非華裔人數統計表 2002-2008 

 

年份 華文獨中學生總人數 非華裔學生人數 非華裔學生人數比率（％） 

2002 54048 686 1.27 

2003 52850 527 1.00 

2004 53005 510 0.96 

2005 53402 694 1.30 

2006 54755 663 1.21 

2007 55818 779 1.40 

2008 58212 791 1.36 

2009 60490 923 1.52 

2010 63735 977 1.53 

資料來源：整理自〈2008-2010 年董總獨中工委會工作報告書〉（2009：304，圖表 11；2010：330，圖表 8；2011：284，圖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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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獨中統一考試華文科考試綱要（初中） 

初中統考《華文》科試卷分兩部分： 

試卷一：寫作（40%）                                                                  作答時間：1 小時 45 分

鐘 

（甲）作文（30%） 

1. 命題體裁包括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書信（私函），共出五題，任選一題。不可作詩歌或戲劇作文題型包

含命題作文、半命題作文、給材料作文等。 

2. 作文題型包含命題作文、半命題作文、給材料作文等。 

3. 用白話文寫作，文長至少 400 字。 

（乙）應用文（10%） 

1. 擬通告、啟事或公函。 

2. 共出兩題，任選一題。 

3. 用白話文作答，按規定的格式書寫。 

 

試卷二：語文測驗（60%）                                                              作答時間：1 小時 30 分

鐘 



 

v 

（甲）語文基礎知識（20%） 

1. 命題注重理解、應用、分析等語文能力的測試，知識記憶的考查只占小比例。 

2. 題型： 

（一） 選擇題（10%）； 

（二） 簡答題（10%）。 

3. 各項知識點命題項目與測試摘要： 

 項目 測試摘要 

語音  一般華語韻調知識 

 常見多音字的不同讀音 

 容易誤讀的字詞 

 漢語拼音 

 為拼音寫出正確的漢字 

 判斷漢字注音的正誤 

文字  寫規範的漢字 

 多音多義字 

 改正錯別字 

 字義解釋（包括了解多音多義字在不同詞語中的

意義） 

詞語  一詞多義現象  合具體語境上下文理解詞語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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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語的感情色彩（辭義的褒貶） 

 成語、格言 

 判定詞語的感情色彩 

 準確用詞 

語法  12 類詞（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

代詞、副詞、介詞、助詞、嘆詞、擬聲詞） 

 單句的成分（主、謂、賓、定、狀、補） 

 複句（並列、遞進、選擇、轉折、因果、 

假設、條件複句）  

 正確組織句子（簡明、連貫、得體） 

 確切理解和使用實詞、虛詞 

 確定單句的主要成分和附加成分；注意各成分間

的合理搭配與順序 

 找出句子的主幹 

 複句中關聯詞語的運用 

 日常語言（句子單位）的理解與表達 

修辭  常用的修辭方式 －比喻、比擬、誇張、排比、

對偶、反復、設問、反問、借代、對比、引

用 

 理解修辭格在具體語境中的表達效果 

 識別及運用常見的各種修辭方法 

其他  課文要求背誦的篇章段（以詩詞曲為主）  考查教材中要求背誦的篇章段（以詩詞曲為主） 

 

註：上列各種語文基本知識點命題項目，不是每一次考試都作全面的考查，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側重於某些項目。一

些命題項目也會在現代文閱讀中進行考查。 



 

vii 

（乙）現代文閱讀（25%） 

1. 閱讀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和一般時事、科技類文章及文學作品，能理解思想內容，分清結構層次，領會詞

句的含義，具有一定的語言感受能力，瞭解基本的寫作方法。 

2. 測試內容：出兩則短文，題型包括選擇題、填充或簡答題。 

（丙）文言文閱讀（15%） 

1. 文言文閱讀測試包括文言字、詞、句和篇章內容的理解等方面。 

2. 測試內容：出兩則短文（課內外各一篇），題型包括選擇題、填充或簡答題。 

註：本科命題遵循下麵幾個原則: 

① 命題依據《馬來西亞全國華文獨中初中統一考試華文科考試綱要》和獨中初中《華文》教材（初中三個年級，共 6 冊課

本） 

② 強調應用，突出各種語文能力的綜合考查，特別注重考查語言文字的理解和運用能力。 

③ 考核內容疏密適度，題量適度，難度適當，面向大多數，便於考生發揮。 

④ 考核題型多樣，注意平曲適度，以力求調動學生學習語文的積極性。 

資料來源：出自〈馬來西亞全國華文獨中統一考試各科考試綱要－初中華文〉：http://www.djz.edu.my/v2/syllabus.php. 

http://www.djz.edu.my/v2/syllabu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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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獨中統一考試華文科考試綱要（高中） 

Ⅰ 考試性質 

高中統考《華文》科考試是一項具有水準檢測和選拔性質的考試，目的在於檢查評估高中畢業生理解和運用華語文的能力，

也從中回饋華文教學的情況，檢測高中華文教學的品質，同時，考生也可根據考試成績，選擇升學或就業的方向。 

 

Ⅱ 命題原則 

高中統考《華文》科命題遵循下面幾個原則： 

1. 覆蓋面要與課程綱要、教材內容相適應，注意各個方面的知識塊： 

a 兼顧字、詞、句、段、篇的測試； 

b 語文知識與讀、寫能力要有適當的比例，注意知識向能力的轉化； 

c 涵蓋古文、今文和各地的華文文學、文化作品。 

2. 語文能力的要求分識記、理解、分析綜合、應用、鑒賞評價五個層級，其中特別注重考查語言文字的理解與運用能力。 

a 識記：指識別與記憶。如字形字音字義、文學知識。 

b 理解：指懂得並能加以解釋。如理解詞語的意義、理解文言文詞語、理解古今文句、翻譯文言文語句、正確把握文

意，瞭解文章作者的觀點、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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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析綜合：指分解剖析和歸納整理。如內容分析、要點分析、觀點歸納、中心歸納、觀點推斷。 

d 應用：指對語文知識和能力的靈活運用。如標點符號的使用、詞語的使用、修改病句、變換和選擇句式、作文（包

括應用文寫作）。 

e 鑒賞評價：指對閱讀材料的賞析和評價。如文學作品的內容、語言、表達技巧的鑒賞。 

3. 題量適度，難度適當（一般水準 60％，為多數考生可得分數；較易的 20％；較難的 20％），面向大多數，不出偏題、怪

題和過度艱深的題目。 

 

Ⅲ 考試內容 

一、寫作 

會寫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及常用應用文。 

1. 作文 

基本要求： 

a 準確、全面地理解題意； 

b 思想健康、中心明確、材料充實； 

c 語言規範、準確、連貫、得體； 

d 結構完整，條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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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文體要求：記敘能清楚完整，詳略得當；描寫能具體、生動；說明能把握特徵，語言簡明；議論能論點明確，

論據充分，論證合理。 

e 書信符合格式及行文習慣； 

f 字體端正、文面整潔； 

g 文長至少 600 字。 

2. 應用文 

基本要求： 

a 應掌握的應用文種類包括： 通告、啟事、公函； 

b 準確理解題意； 

c 中心明確，語言規範、準確； 

d 符合格式及行文習慣。 

二、語言知識與文學知識 

1. 語言知識著眼于應用，不考專門名詞及術語。 

a 語音：中文拼音；字詞認讀。 

b 漢字：造字法與結構方式（著重形聲字）；辨識及修改錯別字。 

c 詞語：根據語境辨析詞語的意義、準確運用詞語；正確使用詞語（包括成語、同義詞、反義詞的運用，詞義的褒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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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句子：分析單句的成分；複句中關聯詞語的使用；修改病句。（病句類型：語序不當、搭配不當、成分殘缺或贅餘、

結構混亂、表意不明、不合邏輯）。 

e 修辭：理解並運用常見的修辭方法。（修辭方法包括： 比喻、比擬、借代、誇張、對偶、排比、設問、反問、層

遞、對比）。 

f 標點符號：正確使用標點符號 

2. 文學知識側重於識記。 

a 高中課本涉及的中國文學基本知識。（詩經、楚辭、諸子散文、史傳文學、漢賦、樂府、唐詩、宋詞、元曲、唐宋

散文、明清小說）。 

b 高中課本（不包括自學課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中國重要作家的時代及代表作；外國重要作家的國別及代表作；

馬華作家及代表作。 

三、現代文閱讀與鑒賞 

能閱讀與鑒賞一般的社會科學類、科學技術類的文章及文學作品。 

a 理解語句：理解詞語在文中的含義；理解文中重要的句子。 

b 把握文意：整體感知，把握文中重要資訊；瞭解作者的思路，把握作者在文中的觀點和態度。 

c 分析文章：分析、歸納閱讀材料的中心思想；分析閱讀材料的結構、層次、表現形式，並能根據要求進行歸納、整

理；對閱讀材料的思想內容、社會意義、表達技巧、語言運用作初步的評價、鑒賞，或者發表自己的感想、心得；

在閱讀中對對比、類比、分解、分類、分析、綜合、歸納等思維方式能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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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言文閱讀 

能閱讀淺易的文言文 

a 理解文句：根據上下文正確解釋常見實詞的詞義；瞭解常見文言虛詞在文中的用法；瞭解文言文中的詞類活用現象

及文言文中的特殊句式；文言翻譯成現代漢語。 

b 把握文章內容：正確理解文章思想內容；瞭解作者的觀點、態度；簡單分析文章的內容。 

 

Ⅳ 試卷結構與測試細目表 

高中統考《華文》科試卷分兩部分： 

試卷一：寫作（40％）                                                                 作答時間：1 小時 45 分鐘 

（甲）作文（30％） 

1. 體裁包括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書信（私函），共出五題，任選一題。不可用詩歌或戲劇體裁作答。 

2. 作文題型包括命題作文、半命題作文、給材料作文等。 

3. 用白話文寫作，文長至少 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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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應用文（10％） 

1. 命題範圍包括通告、啟事、公函。 

2. 共出兩題，任選一題。 

3. 用白話文寫作，按規定的格式書寫。 

試卷二：語文測驗（60％）                                                             作答時間：1 小時 45 分鐘 

甲組 語言知識與文學知識（24％）； 

乙組 現代文閱讀與鑒賞（20％）； 

丙組 文言文閱讀（16％）。 

註：本科命題遵循下麵幾個原則: 

① 語文測驗題型包括單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填充題、簡答題。 

② 現代文閱讀出兩篇文章。 

③ 文言文閱讀出兩篇短文，一則課內，一則課外。 

資料來源：出自〈馬來西亞全國華文獨中統一考試各科考試綱要－高中華文〉：http://www.djz.edu.my/v2/syllabus-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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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馬華選文歸類一覽表 

第一套《華文》（1983-1991）馬華選文歸類一覽表 

 德育 智育 群育 美育 體育 

勤
勞
樸
實 

積
極
進
取 

勇
敢
堅
毅 

飲
水
思
源 

文
學
知
識 

歷
史
知
識 

地
方
知
識 

人
生
哲
理 

儒
學
思
想 

關
懷
社
會 

團
結
友
愛 

華
社
互
動 

熱
愛
國
家 

風
土
民
情 

民
間
藝
術 

華
族
功
績 

生
活
觀
感 

運
動 

牽牛花開了                   

馬華新詩二首:  

1. 跳「瓏玲」 

2. 鵝江浪 

                  

永恆的懷念                   

海葬                   

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                   

獻歌                   



 

xv 

根                   

地下錫礦場                   

砂朥越的長屋                   

翼                   

馬華新文學的萌芽                   

熱帶三友                   

朋友，你可曾想起                   

水塔放歌                   

我何曾睡著                   

兩個老人                   

響應禮俗革新運動                   

手的禮讚 

－「百花之夜」遐想 

                  

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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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小故事                   

椰樹                   

月麗中天的晚上                   

短評二則:  

1. 談「破紀錄」 

2. 拖屍 

                  

寂寞‧漁港                   

還是懂一點儒學好                   

 



 

xvii 

 

第二套《華文》（1993-1999）馬華選文歸類一覽表 

 德育 智育 群育 美育 體育 

勤
勞
樸
實 

積
極
進
取 

勇
敢
堅
毅 

飲
水
思
源 

文
學
知
識 

歷
史
知
識 

地
方
知
識 

人
生
哲
理 

儒
學
思
想 

關
懷
社
會 

團
結
友
愛 

華
社
互
動 

熱
愛
國
家 

風
土
民
情 

民
間
藝
術 

華
族
功
績 

生
活
觀
感 

運
動 

彗星‧種子                   

牛車夫                   

馬來民族的舞蹈藝術                   

橡實爆裂的時節                   

不相識則無從相愛                   

牽牛花開了                   

馬華新詩二首:  

1. 跳「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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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鵝江浪 

兒時的雨                   

含羞草                   

生命的肯定                   

永恆的懷念                   

獻歌                   

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                   

海葬                   

金鍊                   

墾殖區去來                   

熱帶三友                   

馬華新文學的萌芽                   

砂朥越的長屋                   

地下錫礦場                   



 

xix 

古城的街道                   

趁年輕的時候                   

犧牲者的治療                   

峇迪布                   

稻稈畫                   

那年的草色                   

夕陽‧歸帆‧月夜                   

理髮店和理髮師傅                   

當榴槤花開的時候                   

兩個老人                   

手的禮讚 

－「百花之夜」遐想 

                  

螞蟻反擊戰                   

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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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檳城大橋行                   

永康祠                   

永恆的故鄉                   

訪沈慕羽先生                   

榴槤夜市                   

小說兩篇： 

1. 慈善家 

2. 夜了 

                  

三明治                   

在椰鄉的日子                   

與龍應台對話                   

菸槍                   

峇峇漫談                   

研討會                   



 

xxi 

在麻坡華校教師會新會所開幕上

的講話 

                  

愛因斯坦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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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華文》初中（2004-2007）馬華選文歸類一覽表 

 德育 智育 群育 美育 體育 

勤
勞
樸
實 

積
極
進
取 

勇
敢
堅
毅 

飲
水
思
源 

文
學
知
識 

歷
史
知
識 

地
方
知
識 

人
生
哲
理 

儒
學
思
想 

關
懷
社
會 

團
結
友
愛 

華
社
互
動 

熱
愛
國
家 

風
土
民
情 

民
間
藝
術 

華
族
功
績 

生
活
觀
感 

運
動 

牽牛花開了                   

永恆的懷念                   

生命的肯定                   

根                   

含羞草                   

黃花鄉鎮                   

牛車夫                   

沈慕羽日記二則                   

獨中頌                   



 

xxiii 

砂朥越的長屋                   

峇迪布                   

熱帶三友                   

地方新聞二則： 

1. 談「虛報電話」 

2. 讚「禮貌運動」 

                  

人間銀河                   

露臺情                   

那年草色                   

不離不棄                   

社會課題報刊資料三則： 

1. 戴小華：燃放爆竹只是形式，

節慶應重情感交流 

2. 總警長尹樹基再警告：售煙花

                  



馬來西亞獨中華文課本馬華文學教材編選研究 

xxiv 

爆竹將被檢控 

3. 馬來西亞報章記者社論：其身

不正，雖令不行 

黑膠靴                   

磨刀人                   

海鷗                   

井                   

趁年輕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