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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历史课本是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2017年修订版小
学标准课程	 (KSSR	 Semakan	 2017)，并为实现国家教育哲理	
(Falsafah	 Pendidikan	 Kebangsaan)的目标而编写的。本书的编
写着重道德价值观、爱国精神、国民意识与公民价值的灌输，
旨在培养具备竞争力、宏愿、优秀情操且爱国的马来西亚国
民。
	 本书的内容编排着重各种学习理论，其中包括探索教学
法、建构学习理论、个案研究、未来研究、课外学习、信息与
通信技术以及应用21世纪教学技能。
	 高层次思维技能与趣味教学的融入使得历史教学变得更生
动有趣。同时，这也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与创新的历史思维。
此外，本书中的活动包括要求学生进行研究以获取相关资料，
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提供学生学习的经验与技能。通过以上各
种方法，我们希望学生能以同理心看待历史，并以此培养出成
熟的人格素养与开放性的思维来对待历史知识。
	 六年级历史课本是五年级历史课本的延续。六年级历史的
主题是“我国的繁荣昌盛”，并分为以下的三个标题：

标题十：我的国家马来西亚

	 本标题讨论马来西亚成立的历史事件以及相关的历史人
物。本标题也说明马来西亚各州州名的由来。本标题内容旨在
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并以国家为荣。此外，通过本标题，我们
希望学生能领会国家原则，并理解其目标是塑造个人情操的基
础，也是促进国民团结的桥梁，旨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标题十一：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本标题讨论我国的多元族群社会。此外，学生也将通过本
标题了解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文化与艺术。通过以上的了解，
学生能够明白为了国家团结，我们必须秉持包容的态度，尊重
其他族群的文化艺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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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十二：我国的成就与荣耀

	 本标题说明我国在经济、体育、国家领袖和参与国际组织
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荣耀。理解领袖与人民的合作如何取得上述
的成就，能使学生更珍惜领袖的贡献，并培养学生尊重其他族
群的态度。学生也将通过本标题了解我国所参与的国际事务及
其重要性。理解并领会本标题内容能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和强
烈的国民意识。

	 六年级历史课本将以上三个标题划分成十个独立的单元。
每个单元都是根据《六年级课程与评价标准》中的学习标准编
写的。本书末页的参考书目旨在方便教师参考。

以下为本书使用的图标：

单元学习概述。

简介

使用历史思维基础技能分析历
史。历史思维基础技能包括历
史的基本要素、时间概念、时
间顺序和转换、主要证据、想
象和同理心、课题讨论及资源
搜索。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说明学生必须掌握的学习
内容。

你将会学到什么？

培养学生的道德价值观。

公民核心价值 激发学生思考历史事件的提问。

高层次思维技能

通过在博物馆的学习，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爱国家
历史遗产的精神。

v



通过附加资料协助学生更清楚
与深入了解某事件。

学生根据所了解的历史事件
回答简单的提问。

强调三个元素，即价值观、
爱国情操和历史教诲。学生
温习单元学习成果，并联系
到个人、对社会及对国家的
行为。学生将以身为马来西
亚国民而感到自豪。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与评估指南。
展示通过文本、问题或各种活动，
显性或隐性的知识。

解释生字新词。

我们希望学生通过六年级历史课本的趣味学习方式，提升历
史知识水平。此外，学生也能间接地掌握知识与技能、实践
道德价值观，进而成为具备高尚人格素养、爱国，并以身为
马来西亚人为荣的国民。

12.4.3
K12.4.7

你知道吗

快问快答

词汇表词汇表

各种自主学习和户外学习的活
动，如	i-Think、做一做、个案
研究、未来研究、21世纪教学
活动和信息与通信技术。

活动

协助老师进行有效的单元
教学。

给老师 的话

以各种形式的练习评估学生
的学习进度。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通过内容总结帮助学
生复习所学的知识。

学习标准与公民意识

扫描二维码以获取视频
或其他附加资料。

二维码

扫描AR码以获取该页
面的“增强现实技术”
(Augmented	Reality,	AR)	
的资料。

Google 
Play Store

App Store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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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繁荣昌盛我国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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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十：我的国家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成立马来西亚的成立一一单元

简介

结束成立马来西亚的谈判后，
东姑阿都拉曼从伦敦返国

国家元首于默迪卡体育场发表施政御词，
并由东姑阿都拉曼见证。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葛波勋爵 (Lord Cameron Cobbold，左) 和
两位英国籍委员

马来西亚的成立是指马来亚联合邦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
砂拉越、沙巴与新加坡组成一个联邦国家的历史事件。本单元探
讨本地领袖和英国殖民当局的马来西亚概念与成立马来西亚的原
因。本单元也探讨成立马来西亚的进程、功臣、参组马来西亚的各
邦，以及成立马来西亚进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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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来西亚的概念与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
2   成立马来西亚的进程。
3   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与参组马来西亚的各邦。
4   成立马来西亚进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  尊重
•  仁爱

1   研究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
2   探究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
3   想象成立马来西亚进程中所面对

的挑战。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公民核心价值

AKPS

资料来源：Ghazali Shafie, 2015. Memoir Ghazali Shafie: Penubuhan Malaysia.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东姑阿都拉曼在宣布马来西亚成立的大典
上高呼七声“默迪卡”联合国调查团（沙巴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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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立马来西亚的最初概念是由本地领袖和英国殖
民当局所提出的。这个概念是将马来亚联合邦、砂拉
越、沙巴、新加坡与汶莱联合组成联邦国家。

马来西亚的概念与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马来西亚的概念与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

成立马来西亚的概念

5 老师，1955年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
长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曾提出联合的概念。他
建议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和汶莱
加入马来亚联合邦。

老师为你们感到骄傲，因为你
们都答对了！对于提出成立马
来西亚概念的领袖，我们应该
珍惜他们的贡献与智慧。

1  你们是否知道成立
马来西亚的概念是
由本地领袖和英国
殖民当局提出？请
各组的代表根据手
上的资料，说说成
立马来西亚的最初
概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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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学生根据历史时间线说明成立马来西亚的概念。

老师，1951年英国驻东南亚高级总督马
尔科姆麦克唐纳	(Malcolm MacDonald) 就合
并一事与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沙巴
和新加坡的领袖进行了多次会谈。

10.1.1

4

给老师 的话

老师，在1887年，英国北婆罗洲公
司董事布拉西勋爵 (Lord Brassey) 建
议把砂拉越、沙巴、马来半岛和海
峡殖民地合并起来。

2 

3 1938年，本地领袖如依布拉欣
耶谷 (Ibrahim Haji Yaakob) 和哈仑
阿米努拉昔 (Harun Aminurrashid) 

也提出“大马来由” (Melayu 

Raya) 的概念。

你知道吗

主 张 把 马 来 半 岛 、	
新加坡、加里曼丹、
菲律宾群岛与印度尼
西亚群岛合并起来	。

大马来由 (Melayu Raya)

5



  马来西亚的成立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平衡族群结
构、加快独立步伐与促进各邦发展。

1. 根据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将学生分成四组。 
2. 每组搜集有关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与好处的附加资料。
3. 讨论珍惜领袖们的贡献与智慧的重要性。展示讨论成果。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

Goldfish Bowl

保障国家安全 平衡族群结构

• 只合并新加坡与马来
亚联合邦将导致族群
结构不平衡

• 共产党不但威胁新加坡，
也影响到马来亚联合邦的
治安。东姑阿都拉曼认为
新加坡会成为共产党的	
基地

• 除了新加坡，砂拉越
也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

• 成立马来西亚能抵御
		共产党的威胁。马来亚
		联合邦具有对付共产党	
的经验

• 这个进程必须获得各方
的协商与支持

资料来源：Mohd bin Samsudin, 2016. Persekutuan Malaysia 1961-1966: Penubuhan dan Cabaran. 
Bangi: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 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
	沙巴与汶莱的合并将能
平衡族群结构

K10.1.6
6



 引导学生从各个层面理解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

  马来西亚的概念早已被本地领袖与英国殖民当局
提出。因顺应当时的局势与挑战，马来西亚的概念才
得以落实。因此，我们应该珍惜他们的贡献与智慧。	

加快独立步伐 促进各邦发展

• 成立马来西亚能加快
砂拉越、沙巴、新加坡
与汶莱脱离殖民统治

• 成立马来西亚能促进基
础建设、社会与经济的
发展

• 这个进程必须获得各方
的协商与支持

• 成立马来西亚能提升国
民的生活水平

给老师 的话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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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马来西亚的进程成立马来西亚的进程

1961年
5月27日

1961年
7月23日

1961年
7月

1962年
1月17日

1962年
6月21日

成立葛波委员会的目的
是什么？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二维码
马来西亚成立的		

虚拟展览

葛波委员会的成员，从左至右分别是敦莫哈末嘉	
扎里沙菲宜(Tun Muhammad Ghazali Shafie)、丹斯里	
王保尼、葛波勋爵、大卫·华德斯顿	(Sir. David 

Watherston)、安东尼·阿贝(Sir. Anthony Abell) 。
资料来源：Memorial Negarawan, Arkib Negara Malaysia.

	 为确保成功，领袖们在成立马来西亚的过程中采取
了一些步骤，其中包括访问有意参组的各邦、成立马来
西亚忠诚委员会	 (Jawatankuasa Setia Kawan Malaysia, JSKM)、
成立葛波委员会 (Suruhanjaya Cobbold)、成立跨政府委员会	
(Jawatankuasa Antara Kerajaan, JAK) 与举行公投 (Referendum)。

东姑阿都拉曼在	
新 加 坡 艾 德 菲	
(Adelphi) 酒店提出
成立马来西亚的
概念。

成立马来西亚	
忠诚委员会，以
加强砂拉越与沙
巴领袖对成立马
来西亚的信心。

葛波委员会移交民意调
查报告予英国殖民当局
与马来亚联合邦。调查
报告显示三分之二的砂
拉越与沙巴人民支持成
立马来西亚。

1 3
5

东姑阿都拉曼访问砂拉越
以向当地领袖说明成立	
马来西亚的概念。

成立葛波委员会进行
调查，以收集砂拉越
与沙巴的民意。

2 4

8



 根据历史时间线，引导学生理解成立马来西亚的进程。
10.1.2

K10.1.5

	 	 马来西亚的成立给予我们
许多的历史教诲。各方的真
诚、同理心和协商精神，为我
国带来繁荣与昌盛。

1962年
8月30日

1962年
9月1日

1963年
7月9日

1963年
8月12日

1963年
9月16日

马来西亚忠诚委员会的代表团
在吉隆坡开会
资料来源：Memorial Negarawan, Arkib Negara Malaysia.

 1963年7月9日在英国伦敦举行
《马来西亚协定》的签署仪式
		资料来源：Memorial Negarawan, Arkib Negara Malaysia.

联合国马来西亚任务调查团的代表
资料来源：Memorial Negarawan, Arkib Negara Malaysia.

给老师 的话

在吉隆坡、砂拉越
古晋、沙巴亚庇和
新加坡市政厅宣布
马来西亚成立。

《马来西亚协定》
在伦敦的马尔伯勒
大楼	(Marlborough 

House) 签署。

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进行
协商。新加坡举行的公投结
果显示新加坡人民支持成立
马来西亚。

成立由英国、马来亚
联合邦、砂拉越与沙
巴代表组成的跨政府
委员会。这个委员会
的工作是制定保障砂
拉越与沙巴权益的宪
法草案。

联 合 国 成 立 联 合 国	
马来西亚任务调查团	
(United Nations Malaysia 

Mission , UNMM) 以核实	
砂拉越与沙巴人民参	
组马来西亚的意向。

7

10

9

6

8

9



• 砂拉越保守党(Parti
   Pesaka Anak Sarawak,   

PESAKA) 领袖 

• 马来西亚忠诚委员	
会	(JSKM) 成员

• 1963年于伦敦签署	
《马来西亚协定》	
的代表之一

	 领袖间的协商与合作促成马来西亚的成立。各方的
真诚合作成功成立马来西亚。

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和参组马来西亚的各邦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和参组马来西亚的各邦

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

•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简称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领袖

• 提出成立马来西亚	
的概念

• 代表马来亚联合邦	
在伦敦签署《马来	
西亚协定》

• 巫统领袖
• 马来亚联合邦副	

首相
• 跨政府委员会 (JAK)

成员

1.  学生读完以上课文内容后进行此活动。
2. 选出一名学生坐在椅子上扮演上述任何一位领袖。
3.  扮演领袖的学生必须回答其他学生的提问。
4. 学生也须说明协商精神在成立马来西亚时的重要性。
5. 其他学生轮流扮演其余领袖并回答同学的提问。

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敦阿都拉萨
(Tun Abdul Razak Hussein)

敦天猛公朱加巴里恩
(Tun Temenggung Jugah 

anak Barieng)

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敦阿都拉萨	
(Tun Abdul Razak Hussein)

敦天猛公朱加巴里恩
(Tun Temenggung Jugah 

anak Barieng)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Hot Seat

K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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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民族统一机构，	
简称沙统 (United  

Sabah National 

Organisation, USNO)  
领袖

• 向沙巴人民解释成	
立马来西亚的缘由

•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领袖
• 支持成立马来西亚，	

以阻断共产主义在	
新加坡的扩张

丹斯里拿督阿玛史蒂芬
卡隆宁甘	

(Tan Sri Datuk Amar Stephen 
Kalong Ningkan)

• 砂拉越国民党	
(Sarawak National 

Party, SNAP) 领袖
• 在成立砂拉越联盟

(Perikatan Sarawak) 和
推动成立马来西亚
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敦拿督慕斯达法哈仑
	(Tun Datu Mustapha Datu Harun)

敦拿督慕斯达法哈仑
	(Tun Datu Mustapha Datu Harun)

李光耀
(Lee Kuan Yew)

李光耀
(Lee Kuan Yew)

丹斯里拿督阿玛史蒂芬
卡隆宁甘	

(Tan Sri Datuk Amar Stephen 
Kalong Ning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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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拉越国家党 (Parti 
Negara Sarawak,    

PANAS) 领袖
• 支持成立马来西亚
• 1963年于伦敦签署	

《马来西亚协定》	
的代表之一

• 卡达山民族统一机
构，简称民统 (United 

National Kadazan

    Organization, UNKO)  
领袖

• 倡议成立马来西亚忠
诚委员会	(JSKM) ，以
推动马来西亚的成立

• 巫统领袖
• 葛波委员会成员
• 任职外交部常任秘

书长期间，对推动
成立马来西亚的贡
献良多

拿督班达阿邦哈芝慕斯
达法	(Datu Bandar Abang 

Haji Mustapha)

敦莫哈末嘉扎里沙菲宜	
(Tun Muhammad 
Ghazali Shafie)

敦莫哈末弗亚史蒂芬
Donald Stephens (Tun 

Muhammad Fuad Stephens)

敦莫哈末弗亚史蒂芬
Donald Stephens (Tun 

Muhammad Fuad Stephens)

拿督班达阿邦哈芝慕斯
达法	(Datu Bandar Abang 

Haji Mustapha)

敦莫哈末嘉扎里沙菲宜	
(Tun Muhammad 
Ghazali Sha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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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团结就是力量”这
句话诠释领袖们在成立马
来西亚时所作的努力。进行有关成立马来西亚功臣

的个案研究。

 引导学生更深入地认识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10.1.3  

• 马来亚印度国大党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 主席
• 与马来亚联合邦内阁				

委员会(Jawatankuasa

    Kabinet ) 共同审阅葛波		
委员会报告

• 马华公会领袖
• 葛波委员会马来亚联

合邦的代表
• 负责调查砂拉越和沙

巴人民对成立马来西
亚的意愿

个案研究活动

丹斯里王保尼
(Tan Sri Wong Pow Nee)

丹斯里王保尼
(Tan Sri Wong Pow Nee)

敦善班丹
	(Tun V. T. Sambanthan)

敦善班丹
	(Tun V. T. Sambanthan)

给老师 的话
13



	 研究《马来西亚宣言》(Pemasyhuran Malaysia)，			
并回答问题。

文献研究文献研究

阅读上述文件。
(i)   谁签署上述文件？
(ii)  上述文件是在什么时候签署的？
(iii) 列出参组马来西亚的各邦。
(iv) 说明维持我国繁荣与团结的重要性。

文献研究活动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以罗马字书写的马来文翻译版
《马来西亚宣言》

以爪夷文书写的马来文版
《马来西亚宣言》

K10.1.7 

Dengan nama Allah Yang Maha Murah lagi Maha Mengasihani, segala puji-pujian 
bagi Allah Tuhan seru sekalian alam dan selawat dan salam bagi junjungan kita 
Nabi Muhammad dan bagi sekalian keluarga serta sahabat-sahabatnya.
 Bahawasanya oleh kerana suatu perjanjian yang diperbuat pada sembilan 
hari bulan Julai tahun seribu sembilan ratus enam puluh tiga antara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United Kingdom, Borneo Utara, Sarawak dan Singapura, maka telah 
dipersetujui bahawa hendaklah disekutukan Negeri Sabah, Negeri Sarawak, dan 
Negeri Singapura deng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yang mengandungi Negeri 
Pahang, Negeri Terengganu, Negeri Kedah, Negeri Johor, Negeri Sembilan, Negeri 
Kelantan, Negeri Selangor, Negeri Perak, Negeri Perlis, Negeri Pulau Pinang dan 
Negeri Melaka dan bahawa persekutuan itu hendaklah dinamakan “MALAYSIA”.
 Dan bahawasanya oleh kerana pihak-pihak dalam perjanjian yang tersebut telah 
bersetuju bahawa mulai daripada penubuhan Malaysia maka Negeri Sabah, Negeri 
Sarawak dan Negeri Singapura hendaklah tamat daripada menjadi jajahan takluk Duli 
Yang Maha Mulia Baginda Queen dan Duli Yang Maha Mulia Baginda Queen tiada lagi 
mempunyai kedaulatan dan kuasa dalam ketiga-tiga buah negeri itu:
 Dan bahawasanya oleh kerana telah dimasyhurkan suatu perlembagaan bagi 
Malaysia yang akan menjadi kanun yang muktamad di dalamnya:
 Dan bahawasanya oleh kerana perlembagaan yang tersebut itu diadakan syarat 
bagi menjaga keselamatan hak-hak dan keutamaan-keutamaan Duli-Duli Yang 
Maha Mulia Raja-Raja serta hak-hak asasi dan kebebasan sekalian rakyat dan bagi 
menggalakkan keamanan dan kemesraan di dalam Malaysia sebagai kerajaan 
yang mempunyai Raja yang berperlembagaan dan yang berdasarkan demokrasi 
cara berparlimen:
 Dan bahawasanya oleh kerana perlembagaan yang tersebut itu telah disahkan 
oleh suatu undang-undang yang diluluskan oleh Parlime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dan Parlimen United Kingdom maka telah berjalanlah kuat kuasa 
perlembagaan itu pada enam belas hari bulan September tahun seribu sembilan 
ratus enam puluh tiga.
 Maka dengan nama Allah Yang Maha Murah lagi Maha Mengasihani, saya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engan persetujuan dan perkenan ke 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Seri Paduka Baginda Yang di-Pertuan Agong, Yang Terutama 
Yang di-Pertuan Negara Singapura, Yang Terutama Yang di-Pertua Negara Sabah 
dan Yang Terutama Gabenor Negeri Sarawak dengan ini MENGISYTIHAR dan 
MEMASYHURKAN bagi pihak umat Malaysia bahawa mulai daripada enam belas 
hari bulan September tahun seribu sembilan ratus enam puluh tiga  bersamaan 
dengan dua puluh lapan hari bulan Rabiulakhir tahun Hijrah seribu tiga ratus lapan 
puluh tiga, Malaysia yang mengandungi Negeri Pahang, Negeri Terengganu, 
Negeri Kedah, Negeri Johor, Negeri Sembilan, Negeri Kelantan, Negeri Selangor, 
Negeri Perak, Negeri Perlis, Negeri Pulau Pinang, Negeri Melaka, Negeri Singapura, 
Negeri Sabah dan Negeri Sarawak dengan izin dan kehendak Allah Rabbul Alamin 
akan kekal menjadi sebuah negara demokrasi yang merdeka lagi berdaulat 
serta berasaskan kebebasan dan keadilan dan sentiasa mempertahankan serta 
memelihara keamanan dan kemesraan umatnya dan mengekalkan keamanan di 
antara segala bangsa di dunia ini.

Pemasyhura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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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沙巴和
新加坡共同组成马来西亚。

参组马来西亚的各邦

汶莱拒绝加入马来西亚。新加坡
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

你如何庆祝每一年的
马来西亚日？

 引导学生认识参组马来西亚的各邦。

给老师 的话

你知道吗

马来亚联合邦

砂拉越

沙巴（北婆罗洲）

新加坡

南中国海

西

北

南

东

10.1.3 

马来西亚的成立促使我国繁荣至今。
每年的9月16日，我们一起庆祝马来
西亚日(Hari Malaysia) 以示国民和谐与			
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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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学生搜集马来西亚成立时所面对的其他挑战。 10.1.4

成立马来西亚的挑战成立马来西亚的挑战

 1963年9月16日，在历经种种挑战后，马来西亚终
于成立了。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应该对促成马来西亚
成立的功臣感到自豪。

参考各种资源，搜集马来西亚成立时所面对的其他挑战。

活动

给老师 的话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SUPP) 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该党支持			
汶莱、砂拉越与北婆罗洲 (沙巴)自组联邦。

	 成立马来西亚的进程是从解释其缘由开始，后来
又面对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对抗，整个过程并非一
帆风顺。

东姑阿都拉曼和我国领袖致力于让
人民相信成立马来西亚的目的。

Berita Harian, 1963年9月18日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印度尼西亚认为马来西亚的成立威胁	
	其国家地位，因此自1963年至1966年	
	期间，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采取了	
“对抗政策”(konfrontasi)。

通过各国领袖的协商与合作，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
及菲律宾的紧张关系最后得到缓解。国际合作能确保
区域的繁荣和稳定。

另外一个挑战来自菲律宾。菲律宾控诉沙巴为
其领土的一部分。

东姑阿都拉曼在马来西亚忠诚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演说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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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地领袖与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概念。
• 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

 保障国家安全
 平衡族群结构

1. 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
• 东姑阿都拉曼
• 敦阿都拉萨
• 敦天猛公朱加巴里恩
• 敦拿督慕斯达法哈仑
• 李光耀
• 丹斯里拿督阿玛史蒂芬卡隆
宁甘

• 敦莫哈末弗亚史蒂芬

国内外的挑战

	 本单元讨论了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其进程、参组
的各邦以及所面对的挑战。认识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让
学生更珍惜我国的历史。下一个单元将更深入地讨论马
来西亚的州属。

马来西亚的概念与成立马来西亚的原因

成立马来西亚的进程

成立马来西亚的功臣和参组的各邦

成立马来西亚的挑战

• 拿督班达阿邦哈芝慕斯达法
• 敦莫哈末嘉扎里沙菲宜
• 丹斯里王保尼
• 敦善班丹

2. 参组马来西亚的各邦包括马来
亚联合邦、砂拉越、沙巴 (旧称
北婆罗洲) 和新加坡

 加快独立步伐
 促进各邦发展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 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成立马来
西亚的概念

• 访问砂拉越
• 成立马来西亚忠诚委员会
• 成立葛波委员会
• 葛波委员会移交民意调查报

告予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亚
联合邦

• 成立跨政府委员会
• 与新加坡协商；新加坡举行公投
• 在伦敦签署《马来西亚协定》
• 成立联合国马来西亚任务调查团
•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宣告

成立

17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历史事件 序号

1. 在伦敦马尔伯勒大楼签署《马来西亚协定》。

2. 成立马来西亚忠诚委员会。

3. 在新加坡举行公投。

4. 在吉隆坡、砂拉越古晋、沙巴亚庇和新加坡	
市政厅分别发布马来西亚的成立。

5. 东姑阿都拉曼在新加坡艾德菲酒店提出成立				
马来西亚的概念。

A 协助你的朋友找寻参组马来西亚的各邦。圈一圈。 

B 顺序排列成立马来西亚的历史事件。

马来亚联合邦

菲律宾	

汶莱

砂拉越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沙巴（北婆罗洲）	沙巴（北婆罗洲）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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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认识成立马来西亚的历史，我们为领袖之
间积极的协商与合作，共同领导国家迈向成功而感
到自豪。

个人
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必须拥有爱国
精神和珍惜领袖们
的贡献。

国家
人民必须坚守协商
与合作的精神以维
护国家和谐。

社会
认识成立马来西亚
的历史能让我们团
结合作，共同维护
国家主权。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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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由十三个州和联邦直辖区组成。本单元讨论
马来西亚各州属。这些州属的统治者都采用不同的尊
称。此外，本单元也说明各州的首府与皇城。州旗、
州歌、州徽是每个州的荣耀和主权的象征。

二二

简介

玻璃市
吉打

槟城

霹雳

马六甲

柔佛

彭亨

登嘉楼

吉兰丹

森美兰

单元

标题十：我的国家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州属

雪兰莪

吉隆坡
联邦直辖区

布城联邦直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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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州属名称的由来。
2   阐述州歌作为州标志的意义。
3   找出那些获选为皇城的县属的共同点。

1   马来西亚各州属的名称。
2   马来西亚各州的统治者。
3   各州的首府和皇城。
4  州旗、州歌、州徽是州的象征。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AKPS

南中国海

•  尊重
•  负责任

公民核心价值

西

北

南

东

砂拉越

纳闽联邦直辖区

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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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的州属拥有独特的名称由来。各州的名称
来源记录在口述历史和文献资料中。

马来西亚各州属的名称马来西亚各州属的名称

吉打

• 玻 璃 市 的 名 称 相 传 源 自 暹 罗 文	
“prow-lowy”，意指漂流的椰子

• 玻璃市名称也源自“获得”(peroleh),	
意指吉打苏丹达祖丁哈林二世把	
玻璃市交给拉惹赛胡先托管，以感
谢他抵抗暹罗

玻璃市

• 槟城的原名是“Pulo Ka Satu”。吉打的马来人把槟城称为
槟榔角(Tanjong Penaga)，源自该岛屿上随处可见的槟榔树 
(pokok penaga)

• 槟城的名称，也与当时的主要商业产品｜｜槟榔有关

槟城

• 吉打的名称据说源自“Kheddah”，	
意思是捕捉大象的陷阱

• 也有人说吉打的名称源自阿拉伯语	
“Qadah”，意指阿拉伯商人在马来	
世界兜售的一种高脚玻璃杯

• 淡米尔文记载吉打为“kadaram”	
或“kalagam”

资料来源：Hazman Hassan dan Mohd Kasturi 
Nor Abd. Aziz, 2021. Salasilah Perlis Asal Usul 
Pemerintahan Jamalullail.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资料来源：Ahmad Zaharuddin Sani Ahmad Sabri, 2016. Sejarah Kedah 
Dua Millenia. Sintok: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资料来源：Noriah Mohamed, Muhammad Haji 
Salleh dan Mahani Musa, 2006. Sejarah Awal Pulau 
Pinang. Pulau Pinang: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试把马来谚语“Tak kenal 

maka tak cinta”与爱国意识
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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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

森美兰

• 霹雳的名称在马来文是“银”的意思，	
意指水里银灿灿的鱼

• 另一种说法是指霹雳盛产银灿灿的锡米

• 相传雪兰莪的名称源自该河口的门塘高树 
(pokok mentagau)。在河口经商的商人称此
地为瓜拉雪兰高 (kuala selangau)，后来成为
瓜拉雪兰莪	(Kuala Selangor)

• 雪兰莪的名称也源自当时经常出现在该河
流的一种昆虫“selangur”(sangur)

雪兰莪

资料来源：Raja Masittah Raja Ariffin, Che Ibrahim Salleh, Norazlina Mohd Kiram 
dan Hasnah Mohamad, 2016. Etimologi Nama Negeri di Malaysia. Serdang: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资料来源：Tan Sri Datuk Abdul Samad Idris, 1987. Takhta Kerajaan Negeri Sembilan.
Kuala Lumpur: Utusan Printcorp Sdn.Bhd.

资料来源：Buyong Adil, 1981. Sejarah Selangor.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 森美兰由九个小州联合组成。九个小州成立于
1773年，	即双溪乌绒、日叻务、林茂、柔河、	
日来、乌鲁彭亨、南宁、昔加末和巴生

•“negeri”(州) 一词源自米南加保语的方
言“nagari”

资料来源：Lembaga Muzium 
Negeri Sembilan.

• 根据阿拉伯的资料，马六甲源自阿拉伯
语“Malakat”，意指商人汇集的市场

• 马六甲地名也源自马六甲树。据说当时
拜里米苏拉在马六甲树下休息时，看见
白鼠鹿踢他的猎狗，因此就以那棵树为
该地方命名

马六甲

资料来源：Zakiah Hanum, 1989. Asal Usul Negeri-negeri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南宁

双溪乌绒

柔河
林茂

	日叻务
雪兰莪 彭亨	

乌鲁彭亨	

马六甲
柔佛

马
六

甲
海

峡

巴生
昔加末

日来

双溪乌绒

柔河
林茂

	日叻务
雪兰莪 彭亨	

乌鲁彭亨	

马六甲
柔佛

马
六

甲
海

峡

巴生
昔加末

日来

南宁

23



登嘉楼

1. 分组活动。
2. 每组找出各州的名称来源与其特点。
3.  以思维导图写出以我国各州属独特遗产

为荣的方式。
4. 展示成果，其他组别的学生贴上写着评

语的便签。

柔佛
• 柔佛的名称源自阿拉伯语“Jauhar”，	

意指价值昂贵的珠宝
•   根据《马来纪年》文献，柔佛也被称	

为乌绒丹纳	(Ujong Tanah)

有效性证据
进行访谈。根据访谈
结果，找出你的居住
地和州属名称来源的
证据。

资料来源：Zakiah Hanum, 1989. Asal Usul Negeri-negeri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资料来源：Buyong Adil, 1984. Sejarah Pahang.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资料来源：Muhammad Salleh Haji Awang, 1992. Sejarah Darul Iman 
hingga 1361H=1942M. Kuala Terengganu: Percetakan Yayasan Islam 
Terengganu. 

• 彭亨的名称源自麻坑树	(pokok Mahang)

• 根据《马来纪年》文献，彭亨被称为因陀罗补
罗(Inderapura) 或者补罗	(Pura)。补罗的意思是
城市或市镇

彭亨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Gallery Walk 活动

K10.2.7

• 登嘉楼的名称据说源自“taring anu”的			
发音，意指在杜蓉岛	(Pulau Duyong) 发现		
的象牙或其他野兽的巨大獠牙

• 登嘉楼的名称也源自“terangnya ganu”，
与彩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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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州属的名称出自不同的资料来源。认识这
些州属的名称，同时理解这些名称与自然遗产有关联，
是令人引以为荣的事。

 引导学生了解马来西亚各州名称的由来，尤其是口头和书面资料。	

• 吉兰丹的名称源自“kilatan”一词，意思是北大年
马来人 (Melayu Patani) 眼中所见的明亮之光。此词语
久而久之被称为吉兰丹	(Kelantan)

• 吉兰丹的名称也和早期生长在吉兰丹沿海一带的野
生白千树 (Gelam Hutan 或 Kelam Hutan) 有关

吉兰丹

•	联邦直辖区包括吉隆坡、纳闽和布城。
•	吉隆坡 (Kuala Lumpur) 的名称与当时在鹅麦河与巴生河的采锡矿活

动，导致河口堆满泥巴的意思有关。
•	纳闽的名称源自(labuhan)，意指船只停泊的港口。
•	布特拉再也 (Putrajaya) 源自独立之父东姑阿都拉曼布特拉，“jaya”

的意思是胜利或者到达巅峰。

资料来源：Arba’iyah Mohd Noor. “Perkembangan Pendidikan Islam di Kelantan” dlm. 
Malaysia Dari Segi Sejarah (Malaysia In History), Vol. 36, hlm. 68-83, 2008.

• 砂拉越的名称与原名双溪佘拉	(Sungai Serak) 的	
砂拉越河有关，意指一种被称为“sarawak”的
矿物

• 据说砂拉越的名称也源自葡萄牙语“cerava”，
意指锑矿

砂拉越

资料来源：S. Baring Gould, 2019. A History of Sarawak. Kuala Lumpur: Silverfish Books. 

资料来源：P. J. Rivers. “The Origin of ‘Sabah’ and A Reappraisal of Overbeck as Maharajah” 
dlm.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7. No 1 (286), 2004.

• 沙巴的名称源自在沙巴西部沿海一带，作为
食物来源的沙巴蕉	(pisang saba)

• 1877年出版的历史文献《沙巴的摩诃罗阁》 
(Maharajah of Sabah)	中也记载了沙巴的名称

沙巴

给老师 的话

你知道吗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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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统治者是州首脑。各州统治者的不同尊称彰显我
国的独特性。

	 认识州统治者能够培养尊敬与效忠君王的精神。

吉打、霹雳、雪兰莪、柔佛、	
彭亨、登嘉楼和吉兰丹采用苏
丹的尊称。玻璃市则采用拉惹
的尊称。

各州统治者各州统治者

 引导学生认识马来西亚各州统治者的尊称。
10.2.2

K10.2.5

槟城、马六甲、砂拉越和
沙巴采用州元首尊称。

联邦直辖区的州统治者
是国家元首。

给老师 的话

你知道吗

最高统治者

森美兰州采用最高统治者尊称。

州元首

苏丹或拉惹

效忠与尊敬州统治者
有什么重要性？

敦阿都泰益玛目(Tun Pehin 

Sri Haji Abdul Taib Mahmud) 

受委任为砂拉越州元首
资料来源：Utusan Borneo.

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
资料来源：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玻璃市州拉惹登基仪式
资料来源：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敦朱哈马希鲁丁(Tun 
Datuk Seri Panglima (Dr.) Haji 
Juhar Datuk Haji Mahiruddin) 
受委任为沙巴州元首
资料来源：Utusan Bor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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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首府
皇城	

南中国海	

	 马来西亚各州属都有首府，当中有几个州属也有						
皇城。

	 身为爱国的人民，
我们必须认识各州的首
府和皇城。我们必须保
护和维护，并珍惜我国
的历史遗产。

首府和皇城首府和皇城

 引导学生认识各州的首府和皇城。	
10.2.3

K10.2.7 

首府是州行政中心。首府的发展是基于
它是行政、公共设施、教育机构和作为
职业的中心。

联邦直辖区没有首府和皇城。	

皇城是指拥有历史遗产的城市。例如	
皇宫、大臣的行政大楼、古老的商店、
展览馆和纪念碑。

西

北

南

东

亚娄
加央

安南武吉

乔治市
瓜拉江沙

怡保

哥打
峇鲁

瓜拉登嘉楼

莎阿南

巴生 神安池

关丹

北根

芙蓉

马六甲市 麻坡

新山

古晋

亚庇

给老师 的话

你知道吗

建议保护和维护我国各州
历史遗产如皇宫和古老行
政大楼的方法。

亚罗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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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州的州旗、州歌和州徽是州主权的象征。			
这些象征体现子民对州的认同。

州旗、州歌和州徽是州的象征州旗、州歌和州徽是州的象征

州旗 州歌 州徽

玻璃市

森美兰

柔佛

登嘉楼

雪兰莪

资料来源：Bahagian Istiadat dan Urusetia Persidangan Antarabangsa,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Aamiin-Aamiin

Berkatlah Yang 
di-Pertuan Besar 

Lagu Bangsa 
Johor

Selamat Sultan

Duli Yang Maha 
M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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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旗 州歌 州徽

彭亨

吉兰丹

吉打

霹雳

砂拉越

沙巴

说出以稻禾为州徽
标志的州属。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二维码

Allah Selamatkan 
Sultan Kami

Selamat Sultan

Allah Selamatkan 
Sultan Mahkota

Allah Lanjutkan 
Usia Sultan

Ibu Pertiwiku 

Sabah Tanah Airku 

州旗、州歌和
州徽的资料 29



州旗 州歌 州徽

1.  教师播放一首州歌。
2. 学生轮流聆听，并理解州歌歌词大意。
3. 学生向其他组员说明歌词的大意。

	 认识各州州旗、州歌和州徽，	
使我们更珍爱与效忠国家。人民	
必须尊敬与认同象征各州荣耀的	
标志。

 引导学生认识州旗、州歌和州徽。 
10.2.4

K10.2.6

Rally Table

吉隆坡 
联邦直辖区

纳闽
联邦直辖区 

布城联邦直辖区

马六甲

槟城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给老师 的话

为什么尊敬州的标志
那么重要？

Maju dan Sejahtera

Melaka Maju Jaya

Untuk Negeri Kita

资料来源：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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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让我们理解马来西亚各州与联邦直辖区
的名称、州统治者的尊称、各州首府和皇城。本单
元也让我们认识各州州旗、州歌和州徽。学习本单
元能够培养学生深厚的爱国精神。下一个单元将探
讨塑造国民情操的国家原则。

每个州的州旗、州歌
和州徽，象征子民对
州的认同。

州属
的名称

首府和
皇城

州统治者 州旗、州歌
和州徽

• 玻璃市
• 吉打
• 槟城
• 霹雳
• 雪兰莪
• 森美兰
• 马六甲
• 柔佛

• 苏丹或拉惹
• 最高统治者
• 州元首

• 彭亨	
• 登嘉楼
• 吉兰丹
• 砂拉越
• 沙巴
• 联邦直辖区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亚娄
加央

安南武吉

乔治市
瓜拉江沙

哥打 
峇鲁

瓜拉登嘉楼

怡保

莎阿南

巴生
神安池

关丹
北根

芙蓉

马六甲市 麻坡

新山

指导：

首府
皇城

西

北

南

东

亚庇

古晋

南中国海

亚罗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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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 彭亨

柔佛 吉兰丹

登嘉楼 玻璃市

吉打

马六甲

联邦直辖区

森美兰

槟城	 沙巴

雪兰莪 霹雳

搭配下列各州属和联邦直辖区的名称和旗帜。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1  

5 

9 

2  

6 

10  

13  14  

3  

7  

11  

4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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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每个州，能够
培养我们的爱国精神，并
为国家在全球的特殊地位
感到骄傲。

国家
人民热爱国家，才会更加
团结、积极向上。

个人
认识各州的名称、州旗、
州歌和州徽，能够提升	
个人的爱国意识。

社会
团结和勤奋的社会，能够提
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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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原则(Rukun Negara)是为促进族群和谐与团结而制定的国
家理念。本单元探讨制定国家原则的原因，每个国民都必
须了解国家原则的目标与五大原则。本单元也说明国家原
则在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功能。

国家原则国家原则三三

简介

单元

标题十：我的国家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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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动理事会 (MAGERAN)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1   研究制定国家原则的原因，并理解	
当时所面对的课题。

2   诠释国家原则的目标与五大原则。
3   说明社会团结的发展历程。

1   制定国家原则的原因。
2   国家原则的目标与五大原则。
3   国家原则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  仁爱

公民核心价值

AK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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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原则是保障我国国民和谐的国家理念，也是
马来西亚人民所奉行的指南。国家原则的制定有其特
殊的历史背景。

国家原则的背景国家原则的背景

国家咨询理事会	(MAPEN) 由66位代表组成，他们
来自国家行动理事会	(MAGERAN)、州政府、政党、
砂拉越和沙巴、宗教团体、专业机构、公共服务
领域、报社、教师组织、工会和商会。 国家行动理事会

同学们，1970 年	8月31日，我国庆祝独立13周年时，
第四任国家元首颁布了国家原则。

苏丹依斯迈纳西鲁丁
沙 (Tuanku Sultan Ismail 
Nasiruddin Shah Ibni 
Almarhum Sultan Zainal 
Abidin)

1

有谁知道制定国
家原则的历史？

2

达妮亚和扎妮莎说
得真好！看来同学
们都蛮了解国家原
则的背景。

5

老师，我知道。1969年	
5月 1 3日的事件发生之
后，就由国家行动理事会
负责管制我国。国家原则
就是在那时制定的。

3老师，1970 年	3月4日，国家
原则由国家咨询理事会(Majlis 

Perundingan Negara, MAPEN) 属
下的国家原则委员会所制定。

4

你知道吗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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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国家原则有几个原因，其中包括经济地位的	
落差、居住地区的分化与政治理念的不同。

制定国家原则的原因制定国家原则的原因

10.3.1
K10.3.4  引导学生理解制定国家原则的原因。

	 制定国家原则是为了巩固社会团结和不分彼此的精
神。我们有责任领会和实践国家原则，以营造社会和谐
与安宁。

给老师 的话

经济地位
的落差

居住地区
的分化

政治理念
的不同

• 马来人住在乡村和内陆地区；华人住在城市地区；
印度人住在园丘

• 居住地区的分化导致各族群间缺少交流

1

2

3

资料来源：Rukun Negara Malaysia.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 政治理念的不同加剧族群间的紧张关系
• 族群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1969年5月13日发生

种族冲突事件

• 英国殖民统治当局从外国引进人力，以便服务于经
济领域

• 各族群从事不同的经济领域导致社会分化，进而造
成各族群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马来人：自给性农业
 华人：矿业和商业
 印度人：园丘业

马来人的定居点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印度人在橡胶园工作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华人在矿场采锡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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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原则有五项目标与原则。这五大国家原则是
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指南。国家原则中的理念是促进
族群和谐与团结的关键因素。

国家原则的目标与五大原则国家原则的目标与五大原则

 引导学生理解和实践国家原则。

因此，我们——马来西亚人民，誓言同心
协力遵照以下原则来达到上述目标：

原则

信奉上苍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维护宪法	KELUHURAN PERLEMBAGAAN

培养德行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忠于君国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尊崇法治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决心致力于：
• 促进全民团结
• 维护民主生活方式
• 创造公平社会，全民能公正且平等地分享国家			

财富
• 确保国家丰富且多元的文化传统得以自由发展
• 建立善用现代科技的进步社会

目标

资料来源：Malaysia, 2020. 50 Fakta Rukun Negara.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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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原则

信奉上苍

	 信奉上苍是指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是以
宗教为核心。这项原则能孕育出尊重不同宗
教的国民。此外，这项原则也能团结我国的
多元社会。

为什么实践“信奉上苍”的原则对我国的
多元社会如此重要？

	 马来西亚社会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10.3.2
39



第二项原则

忠于君国

	 忠于君国是指每个马来西亚国民效忠作为国
家首脑的国家元首。这项原则能塑造团结且富有
爱国精神的马来西亚社会。

国家元首检阅皇家马来兵团 (Rejimen Askar 

Melayu Diraja, RAMD) 第一营仪仗队

谁是马来西亚的国家
首脑？

资料来源：Parlimen Malaysia.

国家元首和国家元首后端坐在国家皇宫大殿的宝座之上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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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原则

维护宪法

	 维护宪法是指维护作为马来西亚的最高法律——	
《联邦宪法》。这项原则能确保没有任何单位能超越	
《联邦宪法》，同时要求人民接受、遵守和捍卫宪法。

1. 分组进行活动。
2. 利用互联网搜集《联邦宪法》	

的资料。
3. 展示资料。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TMK

国家原则中的“维护宪法”
指的是什么？

2020年5月18日举行的第十四届国会第三季
第一次会议开幕仪式
资料来源：Parlimen Malaysia.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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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原则

尊崇法治

	 尊崇法治是指每个马来西亚国民尊重和遵守法
律。遵守法律能保障社会和谐与国家治安。身为爱国
的一分子，我们必须捍卫这项原则。

为什么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		我们应如何捍卫
“尊崇法治”的原则？

布城司法宫
(Istana Kehakiman, Putrajaya)

新山高等法院大楼
(Kompleks Mahkamah Tinggi 

Johor Bahru, Johor) 砂拉越古晋法院大楼
(Kompleks Mahkamah Kuching, Sarawak)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K10.3.5
42



第五项原则

培养德行

	 培养德行是指实践能彰显马来西亚人民高尚素养
的道德价值观。实践道德价值观能塑造有纪律、品德
高尚、和谐、互助与相互谅解的社会。

	 国家原则是国家理念，旨在培养具有高尚人格
素养的国民。国家原则也使我国各族人民能团结一致
且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国家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创意绘制有关五大
国家原则的i-Think
思维导图。

1. 模拟咖啡馆的场景。
2. 教师提出讨论课题——马来西亚人民

在生活中实践了“培养德行”，这项
原则的重要性是什么？

3. 学生分组进行讨论。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Cafe 

活动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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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原则旨在培养团结且具包容态度的国民。国家
原则是促进忠诚与爱国精神的指南。

国家原则的功能国家原则的功能

信奉上苍的原则旨
在培养遵守宗教教
义的个人。

朱莉亚，你说得对。有宗教信仰的社会
能避免嫉妒、背叛、贪污、滥用毒品和
道德堕落。

 引导学生理解国家原则在国民生活中的功能。

塑造有宗教信仰的社会

1

2

信奉上苍也能使国民保有
谦虚、感恩和珍惜上苍恩
赐的态度。

3

在限时五分钟内列出遵守宗教教义的好处。

速写活动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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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培养爱国精神

巩固社会团结

国家原则能塑造富有爱国精神
的社会。富有爱国精神的国民
会效忠国家，愿意为国家牺
牲，也会尊重国家主权的象征
如国旗、国徽和国歌。

马来西亚社会必须秉持共享的精神与包容
的态度。通过国家原则，国人能谅解和尊
重不同族群的宗教和文化。

为什么法律对一个
国家这么重要？

塑造富有爱国精神的社会

培养尊重法治的态度

国家原则能引导人民远离威胁我国
治安的犯罪活动。遵守法律能带来
社会和谐与安宁。

青年反毒运动
资料来源：www.aadk.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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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道德价值观

国家原则能塑造具有高尚德行
的马来西亚社会，从而为我国
社会带来和谐与安宁。

为什么道德价值观在社会生活
中这么重要？

塑造有高尚情操的社会

	 国家原则培养了各族国民
的包容、合作与相互谅解的精
神。在塑造国民的高尚情操方
面，国家原则至关重要。

正直的操守会影响我们在教
育、事业和生活中的表现。
一个有诚信的人，能避免我
们在生活中犯错，比如在考
试中作弊。

国家原则不但能塑造有高尚情操
的社会，也能培养正直的人。

10.3.3
K10.3.6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为什么在塑造国民的
高尚情操方面，国家
原则这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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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讨论制定国家原则的历史和原因。理解国
家原则的目标和实践其理念，能培养具有爱国精神的国
民。下一个单元将讨论马来西亚的族群。

• 塑造有宗教信仰的社会
• 塑造富有爱国精神的社会
• 培养尊重法治的态度
• 巩固社会团结
• 贯彻道德价值观
• 塑造有高尚情操的社会

国家原则
的背景

国家原则的目
标与五大原则

制定国家原则
的原因

• 经济地位的落差
• 居住地区的分化
• 政治理念的不同

• 五项目标
• 五项原则

 信奉上苍
 忠于君国
 维护宪法
 尊崇法治
 培养德行

国家原则
的功能

同学们，1970年8月31日，我国庆祝独立13周年时，

第四任国家元首颁布了国家原则。

苏丹依斯迈纳西鲁丁沙
(Tuanku Sultan Ismail 
Nasiruddin Shah Ibni Almarhum 
Sultan Zainal Abidin)

1

有谁知道制定国	
家原则的历史？

2

达妮亚和扎妮扎说
得真好！看来同学
们都蛮了解国家原
则的背景。

5

老师，1970年3月4日，国家
原则由国家咨询理事会 (Majlis

Perundingan Negara, MAPEN) 属下
的国家原则委员会所制定。

4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老师，我知道。1969年
5 月 1 3 日 事 件 之 后 ，	
国家行动理事会负责	
管制我国。国家原则就
是在那时制定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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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原则和以下情境进行配对。

忠于君国信奉上苍

维护宪法

培养德行

尊崇法治

情境国家原则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1

2

3

4

5

安沙住在距离学校较远的地方，他每天骑自行车来
回学校。为了安全，他在来回学校的路途中都遵守交
通规则。

课外活动结束后，马蒂雅娜在回家路上看到一个拄
着拐杖的老婆婆无法过马路。她扶老婆婆过马路。

马大法律系毕业的伊登现在是国会议员。他参与国
会下议院立法的工作。

吉塔的家人不分种族，重视邻里关系。有一天，她的
爸爸发高烧入院。吉塔一家人和邻居按各自的宗教
信仰为她的爸爸祈祷，愿他早日康复。

沙吉星获录取参与国防部举办的突击队训练。他对
军事有浓厚的兴趣，有志于贡献国家，捍卫我国的
独立性和主权。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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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会和实践国家原则能塑造团结、和谐与安宁的
社会。国家原则必须成为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指南。

社会
包容与相互谅解，为社会
带来和谐与安宁。

国家
社会和谐与安宁，能巩
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个人
领会和实践国家原则，
使我们成为有礼和懂得
相互谅解的人。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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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社会由和睦共处的多个族群组成。本单元探讨马来
西亚多元族群、族群聚落、经济活动、传统乐器、舞蹈、    
游戏与民间故事。

四四

简介

单元 马来西亚的族群马来西亚的族群

标题十一：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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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
2   各族群过去和现在的聚落与经济活动。
3   各族群的传统乐器与舞蹈。
4   各族群的传统游戏。
5   我国的民间故事。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公民核心价值

AKPS
1   说明马来西亚各族群聚落与经济 

活动从过去到现在的演变和发展。
2   发挥传统游戏的创意。
3   发掘各族传统乐器的共同点。

•  愉快
•  尊重

51



 马来西亚各族群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都
不同。其中包括马来族、华族、印度族、半岛原住民、
伊班族、马兰诺族、卡达山杜顺族、比达友族、巴瑶族
和伊拉农族。各族群的文化特色需要大家的珍惜，才能
发扬光大。

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

 印度族多以淡米尔语沟通。有些印度人
也以泰卢固语 (Telugu) 、马拉雅拉姆语
(Malayalam) 沟通。

 印度女性的传统服装是纱丽 (sari)，男性    
服装是陀地 (doti)。

 伊班族是砂拉越最大的族群。他们的沟通语言 
是伊班语。

 在嘉华节或婚宴时，他们会以传统服装示人。 
伊班族女性会穿上纺织图案的彩布 (pua kumbu)， 
而男性则会穿上鸟裳 (baju burung) 和 (kelambi) 哥 
兰比。

 以马来语沟通、遵守马来传统习俗并信奉伊斯兰教。
 马来族的传统服装以女性马来套装 (baju kurung) 和男性马来 
男装 (baju Melayu) 为大家所熟悉。

马来族

 华族多以华语或者方言如闽南语、客家语、   
粤语等沟通。

 华族女性的传统服装是旗袍，男性的是长衫，
这些服装多数以柔软的丝绸制成。

华族

印度族

伊班族

分组讨论我们必须维护各族群文化
特色的原因。

 引导学生从不同资料认识各族群的身份象征。

讨论活动

给老师 的话
11.1.1
K11.1.752



 早期来自中国的商人和马六甲当地女性通婚的
后代。男性被称作“峇峇”(Baba)，女性被称
作“娘惹”(Nyonya)。他们以峇峇语沟通。

 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 
与本地文化融合而成。他们的传统服装是绣
花哥峇雅(kebaya bersulam) 和峇迪沙笼 (kain batik 

sarung)。

峇峇和娘惹

原住民手工艺博物馆位于吉隆坡的
白沙罗路 (Jalan Damansara)。此博物
馆协助维护和发扬原住民的文化艺
术遗产。

指示： 

1. 学生分成四组以完成下列研究：
(a) 原住民的背景和人口统计
(b) 聚落与日常活动
(c) 乐器与服饰
(d) 信仰与葬礼

2. 参观后，每组必须展示成果。

 卡达山杜顺族是沙巴最大的族群，其中的族群分支拥
有自己的语言。

 每个族群的传统服饰具有本身的独特色彩。他们会在
出席婚宴、丰收节或参加比赛时穿戴传统服饰。

卡达山杜顺族

资料来源：Tan Chee-Beng, 2021. The Baba of Melaka. Selangor: SIRD.

原住民手工艺博物馆

原住民手工艺博物馆

马来半岛原住民

 马来西亚半岛的原住民分为三大 
族群，即尼格利陀族 (又称塞芒 
族) 、塞诺伊族和原始马来人。

 他们在手工艺品、草药与语言
方面，仍然坚持保存各自的传统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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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拉尼族 (Serani) 又称欧亚裔，是葡萄牙人和本
地人通婚的后代。他们使用克里斯坦语 (Kristang) 

和英语。
 此族群拥有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与音乐。 
他们最著名的舞蹈是布兰乐舞 (branyo) 和法拉佩
拉舞 (frapeirra)。

 仄迪族 (Chetti) 或土生印度人是來自印度的商人与
本地女子通婚后所生下的后代。他们多数居住在
马六甲，沟通语是克里奥尔马来语(Melayu kreol)。

 他们在团庆时，穿绣花哥峇雅和峇迪纱笼传统 
服装。

仄迪族

锡克族

色拉尼族

 暹罗族分布在吉打、吉兰丹、玻璃市、槟城
和霹雳。

 暹罗族说泰语和马来语。他们在新年庆祝泼
水节，并在暹樾举行仪式时穿上传统服装。

暹罗族

1. 分组活动。
2. 每组学生运用互联网，搜集马来西亚

各族群的特色。
3. 各组学生展示成果。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TMK

克里奥尔马来语
是由两种语言组
成的。

词汇表词汇表

 锡克族的母语是旁遮普语 (bahasa Punjabi)。
 锡克族男性的服装是长至膝盖的上衣和裤子
(tahmat/tamba) 及缠头巾。锡克族女性的服装
是旁遮普套装 (salwar kameez)，即旁遮普装
搭配长围巾(dupatta) 或者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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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族群互相包容且和睦共处
是马来西亚的特色。我们学习和
分享马来西亚各族群的特色能够
培养爱国精神。

你如何向外国人介
绍马来西亚的多元
文化？

11.1.1
K11.1.6
K11.1.8

比达友族马兰诺族

龙古斯族

马来族 肯雅族

砂拉越的其他族群

沙巴的其他族群

 砂拉越由多元族群组成，包括马来族、比达友族、肯雅族、 加拉
毕族、马兰诺族、比沙雅族、卡达央族、克延族、本南族和伦巴
旺族。

 这些族群的特色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语言、宗教信仰、传统服装和
文化中。

 沙巴由多元族群组成，包括巴瑶族、比沙雅族、姆律
族、卡达央族、伊拉农族、龙古斯族、苏禄族、汶莱
马来族和双溪族。

 他们的语言、宗教信仰文化都极富特色。

给老师 的话

 引导学生理解有关珍惜各族群文化特色的重要性， 并分享我国各族群
的资料。

姆律族

巴瑶族

伊拉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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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族群过去和现在的聚落与经济活动马来西亚族群过去和现在的聚落与经济活动

马来西亚的地理环境
适合居住。丰富的天
然资源促使各种经济
活动产生。独立前，
经济活动或从事的工
作领域决定各族聚落
的形成。

过去

捕鱼 制作胶片

马来族
• 住在乡村、沿海地带与河畔
• 从事农耕、捕鱼、小生意与    

公共服务的工作

华族
• 住在市镇与城市
• 从事采矿与经商

印度族
• 住在园丘与市郊
• 从事园丘、小生意与码头工人

的工作

马来半岛原住民
• 住在内陆地区，主要是霹雳、

雪兰莪、彭亨、吉兰丹和 
登嘉楼

• 从事手工艺、狩猎与采集森林
资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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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与成立马来西亚后，国家越来越繁荣。国家领袖执
行各种政策以促进我国的发展。
 各族群因经济活动而分群居住的问题已获得解决。族群
之间的包容精神促使他们一起工作，同住一个地区。

 引导学生理解马来西亚族群过去和现在的聚落与经济活动。
11.1.2

K11.1.6

现在

砂拉越族群

• 住在内陆地区的伊班族、肯
雅族与加拉毕族，以种植稻
米与采集森林资源为生

• 住在河谷地带的比萨亚族和
比达友族，从事农耕活动

• 住在沿海的马来族、马兰诺
族和卡达央族，从事经商、
造船和生产硕莪的工作 

沙巴族群

• 住在内陆地区的姆律族从事农
耕与采集森林资源的工作

• 大部份卡达山杜顺族和龙古斯
族住在内陆地区。卡达山杜顺
族从事种植稻米的工作；龙古
斯族则以手工艺品闻名

• 巴瑶族从事务农与捕鱼的工作
• 住在沿海地带的汶莱马来族、       

伊拉农族和苏禄族，从事捕
鱼、造船和经商的工作

 各族群重视国家繁荣甚于个人利益的态度，成功建立
团结的马来西亚。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马来西亚各族人
民和睦共处，不再分群而居。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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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和舞蹈是历史悠久的艺术。我国各族群拥有独
特又有趣的乐器和舞蹈，部分融合了中东、中国、印度
和马来西亚的元素。这些文化遗产是我国的特征。

 大多数的乐器由天然资源如动物皮革、植物和矿物
制成，体现了制造者的智慧。

马来西亚族群的传统乐器和舞蹈马来西亚族群的传统乐器和舞蹈

乐器

为什么我们必须珍
惜具本地特色的传
统乐器？

昂格隆是由捆 
绑在为“ancak”
竹架的竹筒制 
成的。

昂格隆
(Angklung)

甘布斯琴
(Gambus)

长喇叭 
(Nafiri)

格杜克鼓
(Geduk)

格杜克鼓是一种
双面鼓。鼓面是
以牛皮制成，并
以尼红木 (kayu 

nibung)箍牢。

甘布斯琴由硬
木如菠萝蜜树
干制成。

长喇叭以金属
制成，一般以
银为主。长喇
叭的管子略扁
并刻有图案。用吸管、香蕉叶、稻

草和铝罐等材料制作
乐器。

马来族

资料来源：Nik Mustapha Nik Mohd Salleh, 2009. 
Alat Muzik Tradisional dalam Masyarakat Malaysia.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Penerangan Komunikasi dan 
Kebudayaan Malaysia.

活动

 引导学生认识马来西亚族群的乐器。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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钹

铜铃
 (Talam)

维纳琴
(Veenai)

布朗古拉尔笛 
(Pullangkulal)

柳琴

柳琴是一种拨
弦乐器。其拨
片由牛角或塑
料制成。

铜铃是铜制
的，相击就 
会发出声音。

鼓

擂鼓时，用两支
鼓棒或鼓槌敲击
鼓面。鼓身由硬
木制成。

竹笛

竹笛由竹筒制
成。笛身有六
个按孔，一个
吹孔和一个笛
膜孔。

玛塔兰鼓的两
个鼓面以羊皮
制成。鼓身由
木制成并用绳
子捆绑固定。

布朗古拉尔笛 
由竹制成。吹 
奏时，手指按 
压或放开笛孔 
就会发出声音。

钹由两个圆形
的铜片组成。

维纳琴由硬木
制成，琴身布
满雕刻。拨动
七根金属琴弦
就能发出声音。

玛塔兰鼓
(Mattalam)

印度族

华族

资料来源：Pertubuhan Kesenian dan 
Kebudayaan Indi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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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汝来风笛
是伊班族著名
的乐器。此乐
器以竹筒插在
晒干的葫芦上
制成。

 我国民族演奏的传统乐器，成功地孕育了优秀的音
乐艺术遗产。国民应该彼此欣赏这些独特的乐器。 

葫芦笙是卡达
山杜顺族的乐
器。此乐器用
蜂蜡把竹筒和
晒干的葫芦黏
合而成。

筒昆鼓流行于
卡达山杜顺族。
此乐器以当地 
的波令竹 (buluh 

poring) 制成的。

双面鼓的其中 
一面称为歌得
藤 (ketebong)。 
鼓的另一面以 
羊皮或鹿皮拉 
紧固定。此鼓 
以塩木和达邦 
木制成。

安格汝梦排锣 
是伊班族、比 
达友族与马兰 
诺族的著名乐
器。排锣是由 
一组铜制小锣 
组成的。

沙贝琴是克延
族、加拉毕族
与肯雅族常用
的乐器。沙贝
琴由柳桉木制
成，拨动琴弦
就发出声音。

沙贝琴
(Sape)

库铃手锣由一
组铜锣组成。
巴瑶族、汶莱
马来族与卡达
山族多使用此
乐器。

库铃手锣
(Kulintangan )

葫芦笙
(Sompoton) 筒通鼓是由印茄 

木制成的椭圆形
鼓。此乐器常由 
龙古斯族演奏， 
并在沙巴族群中 
拥有不同的名称。

筒通鼓 (Tontog)筒昆鼓
(Tongkungon)

安格汝来风笛
(Engkerurai)

安格汝梦排锣
(Engkerumong)

双面鼓
(Gendang)

砂拉越族群

沙巴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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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六甲王朝时代，我国已经出现传统舞蹈。每个
族群的舞蹈动作都有其特殊含义和目的。

传统舞蹈

萨平舞 (Tarian Zapin)

玛咏舞 (Tarian Makyung)

• 过去的舞蹈员都是男性。现在 
属于男女双人舞

• 主要演奏的乐器包括甘布斯琴、 
双面鼓、热巴那大鼓 (rebana) 与 
沙槌(marakas)

• 此舞蹈是节庆和婚宴上常见的余
兴节目

• 玛咏舞是综合了舞蹈、音乐与 
歌唱的戏曲艺术

• 演奏的乐器包括大锣 (tawak)、 
铜锣 (gong)、大鼓 (gendang ibu)、

   小鼓 (gendang anak)、茶南鼓
(canang)、可西钹 (kesi)、笛子
(serunai) 和弦琴 (rebab)

• 过去，玛咏舞属于宫廷和国家 
官方仪式的表演艺术

狮子舞

• 狮子舞一般称为“舞狮”，是农
历新年、新店开张和迎接贵宾时
的表演活动

• 演奏的乐器包括钹、大鼓与铜锣
• 狮子舞象征和谐、平安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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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多舞 (Tarian Bharata Natyam)

• 一般相信，英雄舞是过去为了教
导砂拉越伊班族战术、娱乐表演
与庆典仪式而设的舞蹈

• 配演的乐器包括中鼓(bebendai)、
   歌得藤鼓、排锣和大锣
• 为达雅节和庆典仪式的娱乐          

表演

英雄舞 (Tarian Ngajat)

演绎

1. 分组活动。
2. 每组搜集马来西亚传统舞蹈。
3. 根据所得资料，每组演绎舞蹈并说明其特点。
4. 最后，要求同学讲解有关分享多元族群特色的重要性。

资料来源：Rohana Sali dan Mohamed Roselan Malek, 1995. Tarian Tradisional. Selangor: Penerbitan Prisma Sdn.Bhd. 

活动

资料来源：Pertubuhan Kesenian dan Kebudayaan 
India Malaysia.

K11.1.8

• 婆罗多舞是印度传统舞蹈
• 此舞蹈的动作启发于大自然，

并具有特殊含义
• 它是印族文化表演的开幕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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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旺舞 (Tarian Sewang)

 引导学生认识马来西亚族群的乐器和舞蹈。
11.1.3

K11.1.7

• 苏马绍舞是沙巴卡达山杜顺族   
的传统舞蹈。卡达山族称之为  
苏马绍舞，而杜顺族称之为苏 
马瑶舞 (sumayau)

• 这个舞蹈的主要演奏乐器是锣
• 在丰收节庆典上以苏马绍舞 

酬谢稻神

苏马绍舞 (Tarian Sumazau)

给老师 的话

邦戈拉舞 (Tarian Bhangra)

 如今，传统舞蹈成功促进马来西亚社会的友好关
系。我们应当推广本地独特的文化遗产，让我国享誉
国际并为之感到骄傲。 

• 社旺舞是象征马来半岛原住民 
的舞蹈。舞蹈员以花卉、椰叶、
圆叶刺轴榈、亚答叶和树皮为 
身上的绶带

• 演奏的乐器是竹敲乐器 (buluh 

centong)、鼓、克力 (kereb)、彭 
索 (pensol)、特它瓦 (tetawak)

• 常见于庆典仪式、祛病治疗和 
聚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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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传统游戏包括室内游戏、户外游戏和野外游
戏。成人与小孩会以个人或分组方式进行这些游戏。传
统游戏能促进各族之间的合作、创意与良性竞技的精
神。部分民族传统游戏融合了中东、中国、印度和马来
社会的元素。

民族传统游戏民族传统游戏

室内游戏

• 马来播棋即冲格 (congkak)。两名游戏者在
冲格上的排洞轮流放入“棋子”(如玻璃
弹珠)

• 过去，人们在地面挖洞作冲格，并以橡
胶籽或小石子作为棋子

• 一般是由至少两人一起玩的游戏，  
游戏时需要五或七粒小石子

• 先把所有石子往上抛再以手掌接住，      
之后再往上抛并以手背接住，手背 
所接住的小石子数量为点数

• 五粒石也被称为五粒子或者七石子

五粒石

资料来源：Syed Mahadzir, 2009. Permainan Tradisi Rakyat
(Siri Khazanah Budaya). Kuala Lumpur: E1 Publication Sdn. Bhd. 

马来播棋

围棋

• 围棋是两人使用黑白二色棋子对弈的棋类
游戏

• 对弈者将布局以占据棋盘上的围地。围地
最多者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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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铃可以是单人或多人一同游戏
• 游戏者手持一根两端有把手的绳，以便抖

动、转动或抛接铃头 (铃片) 游戏者依据个
人技术与创意自由表演

扯铃或空竹游戏

• 蛇棋又称蛇梯棋，由二至四人一起玩， 
游戏者以掷色子决定走几步

• 先到达终点者胜出

蛇棋 (Paramapadham)

查图兰加古印度象棋 
(Chaturangam)

• 这是一种两人对弈的棋类游戏。
此游戏通过模拟战场以体现军队
在战场上的实力

• 战胜敌军或将死对方国王者胜出

马来播棋、五粒石、卡巴迪、踢毽子、吹箭、
竹枪、藤球、跳格子、丢铁罐子和打棍子被   
列为国家遗产。

你知道吗

民族传统游戏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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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游戏

• 踢毽子原是华人的传统游戏， 
马来社群称为“tating lawi”。
现在是全民游戏

• 游戏者用脚踢由三至四根鸡羽
毛插在上面的胶片或者厚纸制
成的毽子。踢毽子次数最多者
胜出

踢毽子 (Chap Teh)

• 印度社群的传统游戏。两组对
垒，每组七人

• 其中一方派一名攻击手，以触
碰敌方选手得分。被触碰的选
手将被淘汰出场

卡巴迪 (Kabaddi)

藤球 ( Sepak Raga)

• 藤球源自马六甲王朝。现在是
各民族的团体游戏

• 游戏由一名球员以手抛掷藤球
给队员开始。接球的人先用脚
触球几次，再把球踢给其他球
员。球员们轮流用脚控球，以
避免藤球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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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游戏

 各 种 传 统 游 戏 展 现 我 国 各 族 的 智 慧 与 创 意 。            
各族的包容和团结精神，能让国民更珍惜本土的独特          
文化。

 引导学生认识马来西亚族群的传统游戏。
11.1.4

K11.1.6

放风筝 (Wau)

• 此游戏通常在农耕收成后进行。放风筝需要两人
合作，一人负责持风筝，另一人负责提线

• 起风时，提线者逆风奔跑并拉线，让风筝升空

• 荡秋千是砂拉越马兰诺族在庆祝祭海节  
(Pesta Kaul) 时进行的游戏

• 秋千架的形状类似金字塔，以竹竿或棕
榈树干一层一层搭建而成。秋千架的顶
端系上可以摆荡的藤制绳子。游戏者将
轮流跳上摆动的秋千直到秋千停摆

荡秋千 (Tibau)

• 沙巴哥打毛律的人民聚会时，常玩踢彩盒游戏
• 彩盒挂在十米高的竹竿上，踢球击中者为胜彩

盒中有各种礼物，如奖金、食物或一些吸引人
的礼品

打陀螺 (Gasing)

• 打陀螺的玩法有两种，即“转陀螺”(gasing 

uri) 和“斗陀螺”(gasing pangkah)
• 打陀螺有几个步骤，即缠陀螺、转陀螺、打

陀螺和起陀螺。此游戏考验转陀螺的技巧，
陀螺转得越久，游戏者的技术越高明

给老师 的话

踢彩盒 (Sepak Mang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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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亚说对了。     
奶奶，快讲，快讲，
我们要听故事啦！

 民间故事是在社群里流传已久的故事。民间故事
没有特定作者，它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为社群共同拥
有。民间故事为我们带来告诫、教诲和娱乐。

马来西亚的民间故事马来西亚的民间故事

聆听民间故事有
什么好处？ 什么是民间故事？

我知道民间故事包括      
各种传奇、神话、创世  
故事、滑稽故事、动物  

寓言和人物故事。

奶奶今天为你们讲民间
故事｜｜《仑才和他的葫芦瓜》， 
另外还有砂拉越的《山都望公主 
的传说》及沙巴的《努努克拉岗 

的传说》。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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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仑才和他的葫芦瓜》(Si Luncai dengan Labu-labunya)

活动 阅读上述故事

1. 仑才拥有什么过人之处 ？
2. 以一句谚语或成语形容仑才的行为。
3. 说出故事所带来的启示。

国王的随从在海上划了很久的船，仑才
从麻袋里偷窥，发现船上有几个葫芦
瓜。他灵机一动，对国王的随从说： 
“可怜啊！我看你们辛苦地划了这么
久，要不要我唱唱歌为你们消除疲
劳？”随从拒绝了，可是仑才不理会，
他开始唱起歌来，“ 仑才和他的葫芦
瓜下水了，别理他，别理他！” 国王
的随从陶醉在他的歌声中，也跟着唱起
歌来。最后，他们快乐地唱歌，“ 仑
才和他的葫芦瓜下水了”“ 别理他，
别理他！”他们反复地对唱，放下警戒
忘我地唱。

话说仑才因戏弄国王与大臣被判刑。

国王的随从把他装
进麻袋里，搬上船
后便出海。

1  

2  

3  

仑才看到他们松懈了，悄悄地从麻袋里
爬出来。他把几个葫芦瓜装进麻袋里，
另外拿走两个葫芦瓜，偷偷地滑下水，
并借助葫芦瓜的浮力逃离。随从以为仑
才还在麻袋里，就把麻袋抛入海后回去
交差了。

4  

资料来源：Othman Puteh dan Aripin Said, 2010. Himpunan 366 Cerita Rakyat 
Malaysia.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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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都望公主擅长纺织， 
而实京让公主擅长舂米。
姐妹俩的手艺为两个村子
带来了繁荣。

来自天庭的山都望公主和实京让公主，下凡平息巴西古
宁 (Pasir Kuning) 和巴西布爹 (Pasir Putih) 两个村子的纠纷。 
两位公主下凡的条件是不准争吵，否则将受到天谴。

砂拉越流传《山都望公主的传说》(Santubong Sang Puteri) 

山都望公主和实京让公主各有什
么长处？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资料来源：Othman Puteh dan Aripin 
Said, 2010. Himpunan 366 Cerita 
Rakyat Malaysia.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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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姐妹俩同
时爱上了马塘 (Matang) 的
瑟拉彼王子 (Putera Serapi)。
姐妹俩争执不下，互不相
让，于是实京让公主用舂
米杵击伤山都望公主的脸
颊。山都望公主则用纺锤
刺反击，刺伤实京让公主
的头部。

1.  围成一个圆圈。
2. 在限时一分钟内轮流传递一个球。
3. 一分钟结束时，握着球的学生必须讲一个民间故事，

在该故事讲完后继续游戏。

姐妹俩因为违反誓言，天空顿时电闪雷鸣，紧接着，
天上降下一道光，姐妹俩化成了两座山。

山都望公主脸上的伤成为   
山都望山的裂痕。实京让
公主的头则破裂后化成格
拉岛 (Pulau Kera)、沙丹岛
(Pulau Satang) 和达郎达郎岛
(Pulau Talang-talang)。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Circl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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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鸡挥动翅膀时，掉落下   
来的村民便在那里建立家园。   
最后，村民们分散各地，并创
造了自己的方言。

 精彩的民间传说体现了国家文化的多样性。我们
要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以让它世代流传。

11.1.5
 引导学生理解民间故事并获得启示。

资料来源：Jacqueline Pugh-Kitingan dan Cifford Sather. 
“Storytelling in Sabah and Sarawak” dlm. Ghulam-Sarwar Yousof, 
2004. Performing Arts: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Didier Millet.

这故事关于沙巴担布南 (Tambunan) 和兰
瑙各族的来源。话说双溪利瓦古 (Sungai 

Liwagu) 的居民在巨大的努努克树下休息，
一只镀金的巨鸡来到他们的面前。

沙巴流传《努努克拉岗的传说》(Nunuk Ragang)。

给老师 的话

Nunuk ragang 的意思是一种
红色的无花果树。 

词汇表词汇表

村民成群结队爬上巨鸡的
翅膀，随它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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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
• 马来族
• 华族
• 印度族
• 伊班族
• 卡达山杜顺族

• 色拉尼族
• 砂拉越的其他族群
• 沙巴的其他族群

• 马来半岛原住民
• 峇峇和娘惹 
• 仄迪族
• 锡克族
• 暹罗族

马来西亚族群的传统乐器和舞蹈：

• 传统舞蹈：玛咏舞、萨平舞、狮子舞、婆罗多舞、英雄舞、
苏马绍舞、社旺舞、邦戈拉舞。

马来西亚族群过去和现在的聚落与经济活动：

民族传统游戏：
• 室内游戏
• 户外游戏
• 野外游戏

马来西亚的民间故事：
• 《仑才和他的葫芦瓜》
• 《山都望公主的传说》
• 《努努克拉岗的传说》

- 马来族：昂格隆、甘布斯琴、
长喇叭、格杜克鼓

- 华族：鼓、 钹、 柳琴、竹笛
- 印度族：布朗古拉尔笛、铜
铃、 玛塔兰鼓、维纳琴

• 过去：各族群的聚落与经济活动都不同 

• 现在：各族群不再因经济活动而分群居住

 本单元让我们从职业、聚落、乐器、舞蹈、游戏和
民间故事理解马来西亚各族的特色，从而促进族群之间
的尊重和团结。下一个单元将探讨我国的宗教与信仰。

- 砂拉越族群：沙贝琴、安格
汝来风笛、安格汝梦排锣、
双面鼓

- 沙巴族群：库铃手锣、葫芦
笙、筒昆鼓、筒通鼓

• 传统乐器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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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出图片中传统游戏的名称。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写出一项将传统游戏传承给下一代的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根据下列图片回答问题。

B 上图显示我国的传统舞蹈。

1. 写出舞蹈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跟同学一起学习以上舞蹈。

3. 你知道我国还有哪些传统舞蹈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i) (ii) (iii) (iv)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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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多元族群的特色反映在乐器、舞蹈、游戏和
民间故事上。这种多元特色，让我们更珍惜民族的文
化和风俗。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国家
拥有品德高尚的社会，能让我国
享誉国际，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个人
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
必须认识和尊重其他族
群的文化与风俗习惯。

社会
尊重其他族群的风俗习惯和文化，
能建立品德高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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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宗教与信仰五五

马来西亚有各种宗教与信仰。本单元探讨马来西亚社会的各
种宗教与信仰，并说明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在《联邦宪法》
中的地位。此外，本单元也提供有关马来西亚各宗教场所的
资料。

布城布特拉清真寺
(Masjid Putra, Putrajaya)

简介

单元

标题十一：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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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马来西亚各种宗教与信仰的基本历
史资料。

2   诠释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在《联邦宪法》
中的地位。

3   搜集马来西亚各宗教场所的重要资料。

1   马来西亚的各种宗教与信仰。
2   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
3  《联邦宪法》中其他宗教的地位。
4   马来西亚各宗教场所的名称。

玻璃市加央保安宫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  尊重
•  仁爱

公民核心价值

AKPS

砂拉越古晋圣公会圣多玛教堂 
(Gereja St. Thomas’s Cathedral, 
Kuching, Sarawak)

雪兰莪黑风洞姆鲁甘
神庙 (Kuil Dewa Murugan 

Batu Caves,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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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是由多元族群组成的独特国家。此外，    
马来西亚人民也有多元的宗教与信仰。

 马来西亚有各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 
兴 都 教 、 锡 克 教 和 道 教 ， 信 仰 则 有 儒 家 思 想 。 
这些宗教通过统治者、商人和传教士以不同的方式在 
马来西亚传布。

马来西亚的宗教与信仰马来西亚的宗教与信仰

 引导学生理解马来西亚各种宗教与信仰的教义。

伊斯兰教是贯彻

生活各层面的宗

教。伊斯兰教徒 

(穆斯林) 只崇拜

真主阿拉。伊斯

兰教有两大信仰

支柱，即五功  

(Rukun Islam) 与 

六信 (Rukun Iman)。

伊斯兰教教义出 

自神圣的《古兰

经》和《圣训》 

(Hadis)。

基督教是奉耶稣 
基督 (Jesus Christ)  
为救世主的宗教。 
基督教徒把星期 
日视为礼拜日， 

并在教堂进行宗 
教活动。《圣经》 
是基督 教的主要 
经典。

马来西亚的宗教

《圣训》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Nabi Muhammad SAW) 的言行录，由 
 追随者所编著。

伊斯兰教

基督教

说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
圣典。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词汇表词汇表

给老师 的话

《古兰经》 
(Kitab al-Quran)

《圣经》
(Kitab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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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奉行悉
达多·乔答摩 

(Siddharta Gautama) 

的教义。悉达多·

乔答摩被称为佛
陀。佛教徒信仰 

佛陀所教导的四 

圣谛 (苦、集、灭、

道) 与八正道。要实

现“四圣谛”就必 

须遵循“八正道”。 

佛教的主要经典收 

录在《大藏经》中。

锡克教由宗师纳
纳克 (Guru Nanak) 

创立。锡克教信
徒主要是印度旁
遮普人。锡克教
的宗教传统和教
义与旁遮普的历

史、社会和文化有

关。锡克教信仰 

一神论，称上帝为 

“Waheguru”。 

《斯里古鲁格兰
特萨希卜》是
锡克教的圣典。

兴都教徒相信
“业报说”，即
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他们也相
信轮回，即生命

是生死循环，不会
止息的。他们相信
业报会影响轮回。
兴都教圣典是
《吠陀经》。

1. 分组活动。
2. 仔细观察课文中圣典

的图片。
3. 搜寻马来西亚社会各 

种宗教与信仰的教义。
4. 分组讨论后展示成果。

佛教

兴都教

锡克教

《斯里古鲁格兰特萨希卜》
(Kitab Sri Guru Granth Sahib)

资料来源：Mohd Rosmizi Abdul Rahman, 2011. 
Agama-agama di Dunia. Bandar Baru Nilai: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Islam Malaysia.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什么是“业报说”？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大藏经》

Kajian Gambar

《吠陀经》
(Kitab V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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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重视道 
德价值观，如仁
爱、守礼、孝顺
父母等。儒家学
说以孔子思想为
主，记录了孔子

与其弟子言行的 
《论语》是主要
经典。

道教源于老子。
道教徒相信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并以“道”作为
生活准则。 

《道德经》是 
 道教的经典。

为什么宗教信仰在生活
中那么重要？

《道德经》

儒家思想

道教

分组讨论在生活中奉行宗教与信仰的重要性，并创意
展示成果。

《论语》

资料来源：Cheu Hock Tong, 1988. Chinese Beliefs and Practice in South East Asia. 
Suba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 (M) Sdn.Bhd.

儒家思想重视哪些道德价值观？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活动

11.2.1
K11.2.680



• 特米亚族 (Temiar)

原住民和色迈族
(Semai) 原住民会
进行驱邪仪式

 除了前面提到的宗教，一部分马来西亚人还有其
他的信仰。他们的信仰主要属于大自然崇拜。这种信
仰被称为泛灵信仰 (animisme)。泛灵信仰者相信山洞、
树木或石头皆有自然精神与灵魂，所以对其进行崇
拜，以祈求获取现实利益。

马来西亚的其他信仰

• 原住民相信疾病
是由邪恶力量带
来的

凯利岛上原住民举行祭海仪式的目的是什么？

• 凯利岛 (Pulau Carey)上的
    玛美里族 (Mah Meri) 原住
    民举行祭海仪式，祈求
    海神的保佑与宽恕

马来半岛原住民
的信仰

资料来源：Jasiman Ahmad dan Rosnah Ramli, 1997. Siri Kebudayaan Masyarakat Malaysia: Masyarakat Orang Asli. Melaka: 
Associated Educational Distributors (M) Sdn.Bhd.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玛美里族原住民的祭海仪式
资料来源：Astro Awani.

81



砂拉越和沙巴
族群的信仰

“密灵”(Miring) 仪式
资料来源：Utusan Borneo.

为什么比沙雅族进行长达 
两夜的“塔马鲁克”仪式？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资料来源：Persatuan Bisaya, Sarawak.

伊班族信仰至上神 (Petara)。伊班人
相信至上神能通过梦境或通灵给他
们指示。
• 伊班人进行“密灵”仪式崇拜   

至上神
•“密灵”仪式以念诵咒语开始
• 通灵说唱人 (Lemambang) 是宗教 

首领或祭司

比沙雅族进行的“塔马鲁克” 
(Tamarok) 仪式

务农的比沙雅族相信超自然
的力量。
• 开辟新农地时，他们会念

诵咒语以祈求辟除邪灵的
干扰

• 他们也会进行长达两夜的   
“塔马鲁克”仪式，为病
人驱邪

资料来源：Persatuan Bisaya, Sara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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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丰收节的祭稻神仪式 
(Magavau/Maga’au)
资料来源：Kadazandusun Cultural Association.

送传统食物篮仪式 (Ngeduang) 
资料来源：Nandra Hitong, Penyelidik                  

Masyarakat Bajau.

 引导学生理解我国的各种信仰。

 马来西亚人信奉的各种宗教与信仰都教导信徒           
行善。对不同宗教与文化的谅解与尊重，能保障社会和
谐与安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了解宗教与信仰的
重要性。

资料来源：Encik Nandra Hitong.

给老师 的话

巴瑶族奉行送传统食物篮仪式 
和马贡波仪式。
• 沙巴西海岸—— 哥打毛律的巴

瑶族奉行这种仪式。在送传统
食物篮仪式上，死者家属宴请
所有到来的客人

• 沙巴东海岸—— 仙本那的巴瑶
族则奉行“马贡波”(Mag’ombo) 
仪式

• 这个仪式是祭祀祖先的灵魂，
以祈求平安幸福

卡达山杜顺族信仰京诺罗兴岸  
大神(Kinorohingan) 和稻神。
• 他们相信京诺罗兴岸大神能赐

予平安与庇护
• 他们进行祭稻神仪式，因为他

们相信稻神的庇佑
• 这个仪式由祭司(Bobohizan)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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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学生理解伊斯兰教在《联邦宪法》中的地位。

《联邦宪法》中的伊斯兰教《联邦宪法》中的伊斯兰教

Islam ialah agama bagi Persekutuan tetapi agama 
lain boleh diamalkan dengan aman dan damai di 
mana-mana bahagian Persekutuan.

Di dalam tiap-tiap negeri selain negeri-negeri yang
tidak mempunyai Raja, kedudukan Raja sebagai Ketua
Agama Islam di negerinya ... 

Perlembagaan negeri Melaka, Pulau Pinang, Sabah dan 
Sarawak memperuntukkan kedudukan Yang di-Pertuan 
Agong sebagai Ketua Agama Islam di negeri itu.

... Yang di-Pertuan Agong menjadi Ketua Agama Islam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Labuan dan Putrajaya.

Perkara 3 (1)

Perkara 3 (2)

Perkara 3 (3)

Perkara 3 (5)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

资料来源：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说明《联邦宪法》第三条第一款的内容。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给老师 的话

 1957年，各政党和团体提呈备忘录予马来亚宪法委
员会 (Suruhanjaya Perlembagaan Tanah Melayu) 之后，伊斯
兰教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官方宗教。伊斯兰教被定为联
邦宗教，其地位在《联邦宪法》第三条款列明。任何涉
及改变《联邦宪法》中伊斯兰教地位的事项，必须获得
国家元首和马来统治者的御准。

11.2.2

 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的地位，获得各族
的认同。我们必须尊重宪法中的相关条款，以
维护国民所达成的共识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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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学生理解其他宗教在《联邦宪法》中的地位。
11.2.3
K11.2.7

 在和平与和谐的情况下，信奉其他宗教能得到 
《联邦宪法》的保障，人民有权自由选择各自的宗教与
信仰。

 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能塑造相互谅解与尊重的 
社会。尊重宗教与信仰是值得我们珍惜的行为。

其他宗教在《联邦宪法》中的地位其他宗教在《联邦宪法》中的地位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

资料来源：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给老师 的话

Perkara 11 (1)

Perkara 11 (3) (a)

Tiap-tiap orang berhak menganuti dan 
mengamalkan agamanya dan tertakluk pada 
fasal (4) mengembangkannya.

Tiap-tiap kumpulan agama berhak–
(a) menguruskan hal ehwal agamanya sendiri;...

《联邦宪法》第三条和
 第十一条

二维码

尊重多元宗教与信仰能带来
团结。针对这个课题，进行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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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宗教都有各自的宗教场所。宗教场所是进行宗
教活动的地方。这些宗教场所具有代表其宗教的特点。
宗教场所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各种建筑风格。

清真寺是穆斯林的宗教场所。

马来西亚的宗教场所马来西亚的宗教场所

• 1963年兴建，1965年8月27日开幕
• 其建筑风格结合现代化、伊斯兰

和本地特色
• 可同时容纳15 000名信徒
• 国家清真寺的建立象征团结、包

容与伊斯兰教作为我国官方宗教
的崇高地位

• 兴建于18世纪
• 马来世界中古老的清真寺之一
• 坐落于吉兰丹哥打峇鲁的尼南 
布里村 (Kampung Nilam Puri, Kota 
Bharu, Kelantan)

• 其建筑风格带有马来特色

吉隆坡国家清真寺
(Masjid Negara, Kuala Lumpur)

吉兰丹甘榜劳务清真寺
(Masjid Kampung Laut, Kelantan)

吉兰丹甘榜劳务清真寺

吉隆坡国家清真寺

穆斯林的宗教场所

我国的清真寺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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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建于1645年
• 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华人

庙宇
• 传扬儒、释、道三教的

场所

马六甲青云亭

基督教徒的宗教场所是教堂。

佛教徒、道教徒与儒家思想信
仰者的膜拜场所被称为寺、庙
或樾。

• 兴建于 1893年
• 沙巴最古老的教堂
• 马来西亚最古老的花岗石教堂
• 坐落于沙巴山打根

• 兴建于 1932年
• 吉打和玻璃市暹罗族群的宗教场所
• 吉打大暹樾之一
• 坐落于吉打古邦巴素的高岭 (Kodiang)

吉隆坡国家清真寺
(Masjid Negara, Kuala Lumpur)

砂拉越诗巫的阿尔卡迪姆
清真寺
(Masjid Al-Qadim, Sibu, Sarawak)

资料来源：Utusan Borneo.

沙巴圣迈哥勒教堂 (Gereja St. Michael, Sandakan, Sabah)

沙巴圣迈哥勒教堂

巴东昔拉文也南佛寺

基督教徒的宗教场所

佛教徒、道教徒与儒家思想信仰者的膜拜场所

吉打巴东昔拉文也南佛寺
(Wat Boonyaram
Padang Sera, Kedah)

马六甲青云亭
(Tokong Cheng Hoon Teng, 
Hang Tuah Jaya, Melaka)

砂拉越阿尔卡迪姆清真寺

• 兴建于1830年
• 坐落于砂拉越诗巫省
• 由来自苏门答腊的传教士——沙兰米南

加保 (Tuan Haji Salam Minangkabau) 所建立
• 建筑风格类似阿贡淡目清真寺 (Masjid 

Agung Demak)

资料来源：Hood Salleh, 2006. Peoples 
and Traditions: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Editions Didier 
Mi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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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徒的生活中，宗教场所具有重要的功能。国民
必须遵守宗教场所范围内的礼仪。

• 兴建于1901年
• 原名钻禧锡克庙 (Diamond 

Jubilee Sikh Temple)
• 结合摩尔式 (Moor) 与现代的

建筑风格
• 在《国家遗产法令》下获得

国家遗产地位

槟城风车路锡克教谒师所

槟城风车路锡克庙
(Wadda Gurdwara Sahib,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在
宗教场所时的礼仪？

11.2.4
K11.2.5 引导学生理解各宗教场所与在宗教场所内须遵守的礼仪。

摩尔式 (Moor) 建筑概念是一种
结合北非、葡萄牙与西班牙特
色的建筑风格。

马来西亚宗教场所
的资料

词汇表词汇表

给老师 的话

二维码

兴都教徒的宗教场所是兴都庙。

兴都教徒的宗教场所

• 兴建于1922年
• 坐落于新山地不佬路
• 1996年，这座兴都庙以玻璃为建筑 

材料重建
• 是我国唯一一座玻璃兴都庙，已列

入《马来西亚纪录大全》

柔佛阿鲁米古斯里拉惹卡
里安曼兴都庙

阿鲁米古斯里拉惹卡里安曼兴都庙
(Kuil Arulmigu Sri Rajakaliamman, Johor 
Bahru, Johor)

锡克教徒的宗教场所

锡克教徒的宗教场所是
谒师所 (Gurdw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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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说明马来西亚人民信奉的宗教与信仰。这些
知识将帮助学生了解下一个单元所要探讨的民族节庆。

马来西亚的
宗教与信仰

马来西亚 
的宗教场所

• 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兴都教、锡克教、
道教和儒家思想

• 马来半岛原住民的信仰
• 砂拉越和沙巴族群的信仰

《联邦宪法》
中的

伊斯兰教

• 第三条第一款
• 第三条第二款
• 第三条第三款
• 第三条第五款

其他宗教在  
《联邦宪法》

中的地位

• 第十一条第一款
• 第十一条第三款
   (a)项

• 伊斯兰教：清真寺
• 基督教：教堂
• 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寺、庙、樾
• 兴都教：兴都庙
• 锡克教：谒师所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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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填写正确的答案。

B 写出下列宗教场所的名称。

1. 伊斯兰教的圣典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锡克教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创立。

3. 卡达山杜顺族信仰能赐予平安与保佑的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 是联邦直辖区的伊斯兰教最高领袖。

5. 暹罗族的佛寺被称为 ______________。

《古兰经》 宗师纳纳克 京诺罗兴岸大神国家元首 樾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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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宗教都要求信徒具备高尚的品德与慈悲的胸怀。
并教育人类珍惜和平与安宁。

个人
我们要恪守宗教教义，
以便能推己及人。 社会

推己及人能塑造和谐的
社会。

国家
和谐的社会
能带来国泰
民安。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吉隆坡国家清真寺
(Masjid Negara,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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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最大的特色是多元族群及欢庆各种节庆。本单元
讨论马来西亚各族群的主要节庆与庆祝目的。同时，也探
讨过去与现在庆祝节庆的方式。

Sinopsis

马来西亚的节庆马来西亚的节庆六六

简介

单元

标题十一：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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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集马来西亚节庆的资料。
2   研究马来西亚庆祝节庆的原因。
3   找出过去和现在庆祝节庆方式 

的异同。

Asas Kemahiran Pemikiran Sejarah

•  尊重
•  愉快

1   马来西亚各族群的主要节庆。
2   庆祝节庆的目的。
3   过去和现在庆祝节庆的方式。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公民核心价值

AKPS

马来西亚的  
主要节庆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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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学生理解我国的主要节庆。

	 马来西亚以多元节庆闻名。这些节庆以和谐与传统的
方式庆祝。宗教与民族传统的节庆有开斋节、哈芝节、农
历新年、屠妖节、大宝森节、光明节、嘉华节、丰收节、
圣诞节、卫塞节、原住民新年和海神节。

马来西亚各族群的主要节庆马来西亚各族群的主要节庆

11.3.1
K11.3.4

节庆如何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
感情？分组讨论以上课题。

• 在回历10月1日(1 Syawal)，穆斯林庆祝
开斋节

• 象征穆斯林完成一个月的斋戒习俗所
获得的喜悦

开斋节

• 华人在农历正月初一庆祝农历新年
• 新年前夕称为除夕，全家会齐聚一 

堂吃年夜饭。农历新年共庆祝十五天，
元宵节是此节庆的最后一天

华人农历新年

为什么我们要传承节庆的传统？

资料来源：Kementerian Kebudayaan, Kesenian dan Warisan Malaysia, 2006. Hari-hari Perayaan Masyarakat 
Malaysia. Kuala Lumpur: KeKKwa.

活动

给老师 的话

哈芝节
• 穆斯林于回历12月10日(10 Zulhijah) 庆祝哈 

芝节，并连续庆祝三天，即回历12月11日、 
12日和13日。这三天也被称为“塔什利格
节”(Tasyrik)

• 穆斯林会宰牲和施赠牲肉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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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妖节

• 兴都教徒在淡米尔历七月 (Aippasi) 庆祝屠妖节
• 屠妖节是兴都教庆祝“驱走黑暗迎接光明”及
  “善良战胜邪恶”的庆典。节庆期间，教徒绘 

制古拉姆 (kolam) 和点灯

• 兴都教徒在淡米尔历十月月圆当天 (通常落 
在公历一月下旬至二月初之间) 庆祝大宝森节

• 大宝森节是教徒还愿、感恩与许愿的日子，
他们祭拜战神姆鲁甘 (Dewa Murugan)

• 每年6月1日，达雅族、伊班族与比达友族庆祝 
嘉华节

• 这是族人庆祝丰收，感谢神恩的节庆。在庆典
时，达雅族于长屋内表演英雄舞

嘉华节

• 每年的5月，卡达山杜顺族与姆律族庆祝丰收节
• 他们感谢神灵赐予丰收。仪式开始时，由祭司带

领祭拜。庆典上也跳苏马绍舞助兴

丰收节

• 每年的12月25日，基督教徒庆祝圣诞节
• 这一天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教会组

织的圣诗班会沿户报佳音和派送礼物

圣诞节

大宝森节

1. 分组活动。
2. 其中一组的同学列出我国各族群节庆的差异。
3. 把要点交给另一组，拿到要点的同学必须根据 

要点作出解释。与同学分享讨论结果。

Trade a Problem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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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尊重与珍惜友族的信仰与传统节庆， 
以塑造和谐与团结的社会。

 引导学生认识马来西亚的主要节庆。
11.3.1

K11.3.5

• 每年的5月，佛教徒庆祝卫塞节
• 卫塞节是纪念释迦牟尼佛或佛陀诞生、成道与
涅槃的日子。佛教徒会在节日当天浴佛与供养
僧众

卫塞节

光明节 (Vaisakhi)

• 锡克教徒于锡克历四月庆祝光明节
• 于锡克历的4月14日，锡克教徒聚集在锡

克庙祈祷
• 这是庆祝丰收感谢神恩的节庆，他们也

在锡克庙外载歌载舞

• 原住民的新年落在每年的12月31日，原住民有许多
小部落，他们的新年都有不同的名称，耶昆族的新
年称为“Tahon Baro”；色迈族则称为“Jis Pai”； 
“Tahun Bahauk”是特姆安族 (Suku Temuan) 的新年。
玛美里族的新年是“Tawun Empai”

• 色迈族也会庆祝根鼓琅日。在这个节日里，他们祈
祷全村繁荣昌盛

• 雪兰莪和森美兰的原住民则庆祝祭祖日

原住民新年、根鼓琅 (Genggulang) 与祭祖日

• 每年6月，马六甲的葡萄牙裔庆祝海神节
• 他们向渔民的守护神｜｜海神圣彼得致敬。

除了装饰渔船，他们也呈献传统的布兰乐舞

海神节 (San Pedro)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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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族群庆祝节庆有不同的目的，包括宗
教庆典、欢庆新年、答谢神恩、祈善辟邪与纪念宗
教人物。

 马来西亚人民必须彼此尊重各族群的节庆，以维护
节庆的传承与共享和谐的生活。

庆祝节庆的目的庆祝节庆的目的

 引导学生了解庆祝节庆的目的。11.3.2
K11.3.5

1. 教师提出我国庆祝的节庆与庆祝节庆的目的，要求学生说出
尊重各族节庆的重要性。

2. 分组讨论。
3. 与其他组同学分享讨论成果。

2 欢庆新年

宗教庆典 1 
• 开斋节
• 哈芝节

• 圣诞节
• 大宝森节

3答谢神恩
• 嘉华节
• 丰收节

• 光明节
• 海神节

祈善辟邪

纪念宗教人物

• 屠妖节

• 卫塞节

4 

5 

• 华人农历新年
• Tahon Baro
• Jis Pai

• Tahun Bahauk
• Tawun Empai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Think-Pair-Share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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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现在庆祝节庆的方式过去和现在庆祝节庆的方式

 我国族群依然庆祝各种节庆，这是一种优良的传
统。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节庆的庆祝方式、祝福和糕
点制作都有一些改变。

通过访问的方式，搜集我国过去和现在各节庆习俗的变迁。

活动

Selamat
Hari Raya

Aidilfitri
Maaf Zahir & Batin

现在

在照相馆拍摄全家福
与家人自拍并上传到
社交媒体

应用电子媒体及社交媒
体发送祝福

过去

邮寄或亲自送上祝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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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与家人在家团聚共享
年夜饭是华人的传统

一些家庭选择在餐馆或酒店
共享年夜饭

以机械化制作糕点方便快捷。
糕点也随处可购得

过去 现在

用面粉绘制古拉姆
用染上不同颜色并晒干后
的米粒或椰渣绘制古拉姆

大家分工合作，用传统的方式
与材料制作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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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学生理解马来西亚节庆过去和现在的庆祝方式。

门户开放活动是指在佳节期间，邀请各族朋友到家中作客享用餐
点。我国政府将六个族群的节庆定为马来西亚人的主要节庆，并
举行门户开放活动。这些节庆分别是开斋节、华人农历新年、屠
妖节、嘉华节、丰收节和圣诞节。

你知道吗

给老师 的话

只有达雅族稻农以各种
仪式庆祝嘉华节

不同工作领域的达雅族
人齐聚一堂欢庆嘉华节

现在的丰收节选美比赛的美后，
必须掌握卡达山杜顺族的历史 
和对过去社会生活面貌的认识

丰收节选美活动选出的美后 

(Unduk Ngadau) 须具备胡米诺
敦精神 (semangat Huminodun)，
即用生命换取人民存续的伟大
精神

过去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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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各族过去和现在庆祝节庆的方式有所改变，
但是一些传统习俗仍然保留至今。

 马来西亚人民必须珍惜
节庆传统习俗，以建立团结
与和谐的社会。

回乡过节

派发红包和赏钱

佳节期间互相
拜访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SWOT
分组讨论以下课题：
• 家庭成员关系融洽的重要性
• 门户开放活动的缺点
• 节庆传统习俗的时机
• 节庆传统习俗的阻力与挑战

 以各种格式引导学生用(SWOT)作分析。

给老师 的话
11.3.3

K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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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工具：
1. 红纸和黄色彩色纸各一张
2. 糨糊
3. 彩色无痕胶带

4. 剪刀
5. 订书机
6. 尺

开心制作 制作迷你灯笼

3 4

6

1 2
2 cm 1 cm

5

将红色彩纸对折，在上端
标记2厘米宽，在其下方标
上1厘米宽的竖线

在上下端和对折处粘贴彩色无
痕胶带作为装饰，把每条1厘米
宽的竖线剪开

将其中两条黄色彩纸粘贴
在红色彩纸内侧的上下端

在黄色彩色纸上标记3条2厘米
宽的线后剪开作为把手，剩余
的彩色纸作为灯笼内部

展开红色彩纸后，将红纸
的上下端分别以订书机固
定上下端，形成灯笼

将剩下的黄色彩纸条固定在
灯笼上端方便悬挂

102



马来西亚各族群
的主要节庆

 本单元讨论马来西亚各族群的主要节庆。我们必须 
尊重友族的文化和习俗，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下一个
单元将探讨国家领袖。

庆祝节庆
的目的

开斋节

哈芝节

华人农历
新年

大宝森节

屠妖节

嘉华节

光明节

丰收节

卫塞节

纪念宗教
人物 宗教庆典

祈善辟邪 欢庆新年

答谢神恩

圣诞节

海神节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原住民
新年、 

根鼓琅和
祭祖日

过去和现在 
庆祝节庆的方式

过去和现在
庆祝节庆方
式的变迁

传承节庆
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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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图片写出庆祝节庆的目的。

假设你出席门户开放活动，说出你的感受和此活动带来的
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___________(i)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iii)

(v)

(ii)

(iv)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B 观察图片，回答有关问题。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104



 理解与体会我国节庆，能够塑造团结与和谐
的社会。我们必须确保传统节庆的传承，国家才
会长治久安。

个人
体会我国的节庆，以塑造
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国民。

国家
和谐的社会能促进国
家的和平与进步。

社会
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与习
俗，能建立生活和谐与
敦睦的社会。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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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袖国家领袖

首相是我国的政府首脑。本单元探讨马来西亚历任首
相的简历、《联邦宪法》中首相的职责和历任首相的
政绩。

简介

标题十二：我国的成就与荣耀

七七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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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我国历任首相简历与背景。
2   诠释我国首相的官方职责。
3   搜集我国历任首相政绩的重要资料。

•  负责任
•  尊重

1   马来西亚历任首相。
2   马来西亚首相的职责。
3   马来西亚历任首相的政绩。

布城首相署
(Kompleks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Putrajaya)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公民核心价值

AK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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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是我国的政府首脑。首相由作为国家首脑的
国家元首委任。

同学们，在马六甲王朝时代，
宰相是行政首长。如今，政府
的行政是由首相领导。

从	1957 年	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开始，我国
就设立了首相职位，并延续至今。

认识我们的首相认识我们的首相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首相一职？首相必须获得国会下议院
多数议员的支持。

你知道吗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对，我曾读过有关
马六甲王朝和首相
传记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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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7年至2021年，我国共有九任首相。我们必须
了解历任首相的生平简介，感念并珍惜他们的贡献。

我们引以为荣的首相我们引以为荣的首相

东姑阿都拉曼曾在哪里担任县长？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东姑阿都拉曼位于吉打州
亚罗士打的故居——默迪
卡屋 (Rumah Merdeka) 

第一任首相
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

• 1903年2月8日，出生于吉打亚罗士打
• 1909年，在亚罗士打惹兰峇哈鲁马来
小学 (Sekolah Rendah Melayu, Jalan Baharu) 

接受教育
• 之后就读于：
   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

   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i Cambridge) 

     修读法律
• 与敦莎丽花罗兹雅 (Tun Sharifah Rodziah 

binti Syed Alwi Barakbah)共偕连理

• 曾担任：
   吉打州居林县的副县长
   巴东得腊县、浮罗交怡县和双溪 
  大年县的县长

• 1955年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 
1957年8月31日至1970年9月22日出任
首相

• 1957年8月30日在雪兰莪俱乐部广场
被冠上“独立之父”的尊称

• 1990年12月6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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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组活动。
2. 搜集优秀的领导特质与拥有优秀	

	领导特质的领袖的重要性。
3. 将搜集到的资料与其他组别进行	

	比较。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TMK
敦阿都拉萨小学毕业后，
曾在哪些学府就读？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敦阿都拉萨位于彭亨北根
的甘榜可拉帝的故居

第二任首相
敦阿都拉萨 

(Tun Abdul Razak bin Hussein)

• 1922 年	3月11日出生于彭亨北根的浮罗
可拉帝	(Pulau Keladi)

• 早年在彭亨州的甘榜占布兰加马来
学校	(Sekolah Melayu Kampung Jambu 
Langgar) 接受教育

• 之后就读于：
   霹雳瓜拉江沙马来学院	(Kolej Melayu 
          Kuala Kangsar)
   新加坡莱佛士学院	(Raffles College, 
          Singapore) 
   英国伦敦林肯法学院	(Lincoln’s Inn, 
          London) 修读法律系
• 与敦拉哈 (Tun Rahah binti Mohamed Noah) 
共偕连理

• 曾担任：
 彭亨州州秘书
 彭亨州州务大臣

• 1970年9月22日至1976年1月14日出任
首相

• 被尊称为“发展之父”
• 1976年1月14日与世长辞

K12.1.4110



敦胡先翁的父亲拿督翁惹化	(Dato’ Onn bin Jaafar) 是巫统创始人。
拿督翁惹化带领马来人反对英国人在1946年4月1日提出的马来亚
联邦(Malayan Union) 计划。

你知道吗

敦胡先翁的中学母校——
柔佛新山英文书院

第三任首相
敦胡先翁

 (Tun Hussein bin Onn)

• 1922 年	2月12日出生于柔佛州新山
• 在新加坡直落古楼小学	(Telok Kurau 

Primary School) 接受教育
• 之后就读于：
   新山英文书院	(English College/Maktab 
          Sultan Abu Bakar, Johor) 
   印度德拉顿 (Dehradun, India) 的印度
          军事学院 (Indian Military Academy)
   英国伦敦林肯法学院 (Lincoln’s Inn) 				

			修读法律系
• 与敦苏海拉 (Tun Suhailah binti Mohamed 

Noah)共偕连理

• 曾担任：
 柔佛州昔加末的助理行政官
 雪兰莪州巴生县和瓜拉雪兰莪县
的县长

• 1976 年	1月15日至1981 年	7月16日出
任首相

• 被尊称为“团结之父”
• 1990 年	5月29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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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敦马哈迪医生曾行医
的地方。

1957年，马哈迪医生在吉打州亚	
罗士打开设马哈诊所	(Klinik MAHA)，
这家诊所营业至今。

你知道吗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敦马哈迪医生位于吉打州
亚罗士打的故居

第四任首相
敦马哈迪医生 

(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

• 1925 年	7月10日出生于吉打州亚罗士	
打的诗布朗霹雳	(Seberang Perak)

• 在诗布朗霹雳马来学校	(Sekolah Melayu  
Seberang Perak) 接受小学教育

• 之后就读于：
   亚罗士打的公立英文中学 (Government 
          English School /Kolej Sultan Abdul Hamid) 
   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 (Kolej 
          Perubatan King Edward VII, Singapura)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i Malaya, 
         Singapura) 修读医学系
• 与敦茜蒂哈斯玛医生	(Tun Dr. Siti Hasmah 

binti Mohd Ali) 共偕连理

• 曾担任：
 玻璃市州和吉打州亚罗士打、日得
拉、浮罗交怡的医生

 马来西亚教育部长
• 1981	年	7月16日至	2003	年	10月30日时

间出任首相
• 被尊称为“现代化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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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阿都拉巴达威在出任首相之前，曾担任过什么职位？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敦阿都拉巴达威的母校——
槟城大山脚高级中学

第五任首相
敦阿都拉巴达威

(Tun Abdullah bin Ahmad Badawi)

• 1939 年 11月26日出生于槟城州峇六
拜的甘榜玻璃市(Kampung Perlis)

• 在甲抛峇底 (Kepala Batas) 的峇东柏
淡马来学校(Sekolah Melayu Permatang 
Bertam) 接受小学教育，并考入特别
马来班 (Special Malay Class)

• 之后就读于：
   槟城大山脚高级中学 (Sekolah Tinggi 
          Bukit Mertajam)
   槟城美以美男子中学 (Methodist 
          Boys School) 
   马来亚大学修读伊斯兰研究系
• 与拿汀斯里恩顿 (Datin Seri Endon binti 

Dato’ Mahmood) 共偕连理
• 在拿汀斯里恩顿逝世后，与敦珍阿
都拉 (Tun Jeanne binti Abdullah) 结婚

• 曾担任：
 国家行动理事会 (MAGERAN) 秘书
 文化、青年及体育部总监

• 2003 年 10月31日至 2009 年 4月3日 
出任首相

• 被尊称为“人力资源发展之父”

113



• 2018 年 5月10日至 2020 年 2月24日												
第二度出任首相

• 曾担任：
 国油 (PETRONAS) 主席
 宝腾汽车 (PROTON，前称普腾) 顾问

• 通过官访日本、泰国和英国，延续与外
国的合作关系

• 推介“2030 年共享繁荣愿景”

拿督斯里纳吉位于彭亨瓜拉
立卑的故居

第六任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	

(Dato’ Sri Mohd Najib bin Tun Abdul Razak)

• 1953 年 7月23日出生于彭亨州瓜拉立卑
• 在吉隆坡圣约翰书院	(St. John Institution)  

接受中小学教育
• 之后就读于：
   英国诺汀汉大学 (Universiti Nottingham, 

         England) 修读工业经济系
• 与拿汀斯里罗斯玛	(Datin Sri Rosmah binti 

Mansor) 共偕连理

• 曾担任：
 国家银行和国家石油 (Petronas) 的公	
关经理

 彭亨州州务大臣
• 2009 年 4月3日至 2018 年 5月9日出任	

首相
• 提出“一个马来西亚”(Gagasan  

1Malaysia) 的理念

第七任首相
敦马哈迪医生

(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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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任首相的教育背景与服务经验，有助于国家
行政变得更有系统和有效率。

 引导学生了解历任首相的简历。

给老师 的话

丹斯里慕尤丁中学母校——	
柔佛麻坡高级中学	(前称公立
英文中学)

第八任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

 (Tan Sri Mahiaddin bin Md Yassin)

• 1947 年 5月15日出生于柔佛州麻坡
• 在柔佛麻坡依斯迈国小	(Sekolah Kebangsaan 

Ismail) 接受教育
• 之后就读于：
   公立英文中学	(Government English School / 

     Sekolah Tinggi Muar, Johor) 
   马来亚大学修读经济与马来文研究系
• 与潘斯里诺莱妮 (Puan Sri Noorainee binti Abdul 

Rahman) 共偕连理

• 曾担任：
 柔佛州州副秘书
 柔佛州州务大臣

• 2020 年 3月1日至 2021 年 8月16日出任首相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的
中学母校——彭亨州关丹
阿亦布爹中学

第九任首相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

(Dato’ Seri Ismail Sabri bin Yaakob)

• 1960 年 1月18日出生于彭亨淡马鲁
• 在彭亨万傲国小 (Sekolah Kebangsaan 

Bangau) 接受小学教育
• 之后就读于：
   彭亨关丹阿亦布爹中学
   彭亨关丹技术中学
   马来亚大学修读法律系
• 与拿汀斯里慕海妮 (Datin Seri Muhaini binti 

Zainal Abidin) 共偕连理

• 曾担任：
 律师
 青年及体育部长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2021 年 8月20日宣誓就任首相

12.1.1

资料来源：Sekolah Menengah Air Putih, 
Kuantan, Pa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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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职责首相的职责

 引导学生理解首相的职责与角色。

	 国家元首依据《联邦宪法》委任首相。首相在	
内阁、各部门和公务员的协助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

陪同国家元首出席马来			
统治者理事会会议

资料来源：Institut Tadbiran Awam Negara, 1993. Negara Kita: Sejarah, Pentadbiran dan Dasar-dasar Pembangunan. Kuala 
Lumpur: Percetakan Negara Malaysia.

为国家元首提供治理
国家事务的咨询

向国家元首提呈内阁
名单

给老师 的话

担任内阁首长并主持每周			
内阁会议

东姑阿都拉曼主持独立后首次内
阁会议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领导下的
内阁
资料来源：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拿督斯里纳吉陪同第15任国家元
首出席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议
资料来源：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敦阿都拉巴达威与第13任国家
元首
资料来源：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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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K12.1.5

	 首相负责推动国家	
发展以造福人民。因此，
我们必须珍惜国家领袖	
所作出的贡献。

为什么首相一职对国家
行政事务至关重要？

说明首相的职责。

敦马哈迪医生与各部门秘书长
进行会议
资料来源：Kementerian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Malaysia.

丹斯里慕尤丁任相时，见证
国家元首颁发委任状予我国
驻俄罗斯大使
资料来源：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1977年，敦胡先翁与埃及总统		
萨达特	(Presiden Anwar Sadat) 进
行会面以巩固两国关系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与外国建立友好关系

推动发展国家的政策

提名大使、外交官与领事
人选，以代表国家与外国
建立国际合作关系

策划与协调国家政策的			
政府首脑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敦阿都拉萨巡视彭亨州文冬美律谷
(Lurah Bilut) 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属下的橡胶垦殖区
资料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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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政绩首相的政绩

	 首相的政绩提升了我国的形象，使我国成为辉煌
和团结的国家。历任首相的卓越表现带领我国持续发
展，人民的福祉也获得保障。

你如何表达对国家领袖的尊敬？

东姑阿都拉曼
的政绩

敦阿都拉萨
的政绩

通过协商方式，争取国
家独立

于1963年9月16日促使
马来西亚的成立

1

2

1957年8月31日，东姑阿都拉曼在	
吉隆坡独立广场高喊“MERDEKA”
资料来源:	Arkib Negara Malaysia.

1969 年 5月13日事件之后，
领导国家行动理事会恢复
国家安宁

推行新经济政策 (Dasar 

Ekonomi Baru)以消除贫穷
和重组社会

K12.1.5

敦阿都拉萨讲解新经济政策的内容 
资料来源:	Arkib Negar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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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项计划旨在塑造有道德操守
的马来西亚社会？

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敦胡先翁
的政绩3

敦胡先翁推介国民信托基金 

(Amanah Saham Nasional)
资料来源:	Arkib Negara Malaysia.

柔佛南部经济区域走廊
(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经济特区)
(Pembangunan Koridor Wilayah 

Ekonomi Selatan / Iskandar 

Malaysia)

敦马哈迪医生
的政绩4

设立经济区域走廊，以平衡经济
发展和吸引大量资金涌入

推出《国家廉政大蓝图》 (Pelan 

Integriti Nasional)，以塑造有道德操
守的马来西亚社会

敦阿都拉巴达威
的政绩

5

推行睦邻计划 (Program 

Rukun Tetangga)以促进	
族群团结

设立国民信托基金以协
助土著持有有限公司的
股票

计划与建造国家发展的标
志性建筑如布城、吉隆坡
国际机场和吉隆坡城中城
(KLCC)，以落实2020宏愿	
目标

设立马来西亚重工业机构
(HICOM)，推动高科技工业
领域的发展。

马来西亚重工业机构	的业
务，主要集中在汽车与造
船业、钢铁制造业和石油
加工业的工业工程。

你知道吗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2020宏愿
(Wawasan 2020)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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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全心全意执行发展国家和造福人民的政策。
因此，我们必须支持国家领袖，以保障国家主权和	
人民团结。

在2009年4月3日提出“一个
马来西亚”的理念。这个理念
旨在巩固族群关系与合作，以
促进国家和谐

设立经济行动理事会	(Majlis 

Tindakan Ekonomi) 以推动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投资

推行政府转型计划 ( P rogram 

Transformasi Kerajaan)，旨在实
行2020宏愿的目标，使我国	
成为高收入国家

在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
的行动管制令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期间，
发放庞大的资金援助人民

拿督斯里纳吉的政绩

6

丹斯里慕尤丁的政绩7

展现我国人民在冠病大流行	
(pandemik COVID-19) 期间英勇
抗疫的海报
资料来源：www.mkn.gov.my.

 引导学生理解历任首相的政绩。
12.1.3
K12.1.6

“一个马来西亚”理念						
	的官方标志，其标语为						
“以民为本，绩效为先”
	资料来源：www.penerangan.gov.my. 

给老师 的话

推介大马一家概念 (konsep Keluarga Malaysia)，在此概念下，
所有家庭成员的宗教与命运将得到保障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8

大马一家的概念，涵盖了各种宗教、民族、族群和年龄
资料来源：www.pmo.gov.my

2019冠状病毒病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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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说明首相的职责和历任首相的简历。
下一个单元将探讨首相的贡献，以及他们为国家
带来的国际成就。

• 作为国家元首的
咨询顾问

• 领导内阁
• 政府首脑
• 建立外交关系

• 东姑阿都拉曼
• 敦阿都拉萨
• 敦胡先翁
• 敦马哈迪医生
• 敦阿都拉巴达威
• 拿督斯里纳吉
• 丹斯里慕尤丁
• 拿督斯里依斯迈

沙比里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首相的职责

我们	
引以为荣的

首相

首相的政绩

2  

3 

1 

4 

认识	
我们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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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正规管道，利用书籍或互联网搜集资料。

B 填写以下列表。

C 将搜集的资料与同学分享。

 引导学生搜集历任首相所作出的贡献的资料。

首相 贡献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给老师 的话

东姑阿都拉曼

敦马哈迪医生

敦阿都拉萨

敦阿都拉巴达威

敦胡先翁

拿督斯里纳吉

丹斯里慕尤丁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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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铭记对民族和国家有功的领袖。国民应
当学习领袖的贡献精神，并以此作为榜样。

个人
我们必须尊敬和
支持国家领袖。

社会
支持英明的国家领袖，能		
塑造有献身精神的社会。

国家
献身精神能维护		
国家主权。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吉打州浮罗交怡首相展览馆  
(Galeria Perdana, Pulau Langkawi, Ke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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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八八单元

标题十二：我国的成就与荣耀

砂拉越古晋 

在殖民时期，我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发展。国家的繁荣取决 
于各经济领域的贡献。本单元探讨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
促进国家发展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经济的成就。

简介

1960年代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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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巴生港口
(Pelabuhan Klang, Selangor)

1   发掘马来西亚早期经济发展的
重要资料。

2   确认对促进国家发展有贡献的
经济活动的资源。

3   观察经济成就的变化和延续。

1   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
2   促进国家发展的经济活动。
3   国家经济的成就。

负责任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公民核心价值

AKPS

1980年代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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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采锡方法是什么？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采用琉琅法淘洗锡米用牛犁田

 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涉及农业与矿业。如今，     
传统经济领域已经发展成为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马来西亚早期的经济发展马来西亚早期的经济发展

 小规模运作
 采用简单的工具如锄头和镰刀
 小资本和少量的人力资源
 以自给自足为主

传统的经济模式1

矿业领域农业领域

资料来源：Perpustakaan Awam Kedah.

资料来源：www.ipoh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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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铁船挖矿

吉兰丹双溪乐卑的金矿开采

 商业化的经济模式带动农地的开发，刺激矿区周边
城市的发展。这些变化为国家带来发展与繁荣。

农业与矿业领域增加国家收入。

为什么经济发展对维持
国家繁荣很重要？说出
你的看法。

 协助学生理解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
12.2.1

K12.2.4

 大规模经营
 采用先进工具如收割机和铁船
 需要大量的资金与人力
 以满足国内需求与出口为目的

商业化的经济模式2

采用机械收割稻米

橡胶园丘

农业领域 矿业领域

学生搜集有关家庭成员从事的
经济活动，与同学分享。

活动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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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为国家带来收入与发展。
现今的新兴工业包括橡胶业、棕油业、石油与天然
气业、汽车制造业和旅游业。

经济活动引领国家发展经济活动引领国家发展

同学们，请说出
为我国带来发展
的经济活动。

橡胶业和
棕油业！

石油业与天
然气工业！

汽车制
造业！

旅游业！

列出我国各领域的工业，与同学
分享。

1. 分组活动。
2. 提出支持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3. 展示成果。

资料来源：Osman Rani, 2007. The Economy: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Archipelago Press dan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Talk Partners

活动

保持
清洁

12.2.2
K12.2.5128



 橡胶与棕油园丘
需要大量人力

 提供就业机会

 提高本地食品的
产量

 增加国民收入

提供就业
机会

推动下游 
工业的产生

发展生物
柴油工业

发展农基
工业

2

 出口橡胶制成品，
如手套和乳胶纱

 出口棕油制成品如
棕榈原油与被提炼
过的油

增加国家
收入

1

3

4

5

 下游工业是从主要 
经济活动发展出来 
的经济活动，如橡 
胶木可制成家具

 通过销售给国内外
市场，增加国家收
入

 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橡胶业与棕油业是推动我国
经济发展的主要农业领域。

橡胶业与棕油业

创造国家经济

 油棕是生物柴油的
重要原料

 油棕可制成各种产
品如食油和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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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10年，砂拉越美里开始开采石油。国家石油
公司, 简称国油 (Petroliam Nasional Berhad, PETRONAS)，成
立于1974年，是我国政府独资拥有的公司。这家公司成
功发展我国的石油与天然气工业。

石油与天然气工业

很好，谢谢你们分享
的资讯。国油在国际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应该以国家的石
油业为荣。

老师，这项工业提
供了就业机会。

老师，通过建立加
油站，也造就了更
多的企业家。

加油站

1 2 

6 

7

同学们，你们能说出
石油业对我国经济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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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极高，石油业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国油的创立成功地为国家带来非
常可观的回酬。

对，嘉丽。我哥哥是  
国油的钻油台员工。

老师，石油业也提
供奖学金给学生到
大学深造，如国油
大学。

在近海沿岸钻探石油 陆地上的石油提炼中心

3  

4   

5 

老师，国油也是一级 
方程式赛车的主要赞 
助商。这项赛事成功 
地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砂拉越美里一号油井 

(The Grand Old Lady, Miri) 

是我国第一口油井

石油勘探区 

二维码 131



 我国的汽车制造业于 1983 年开始发展。人民的
支持与信任使汽车制造业成为我国经济支柱之一，为 
国家的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5 年 7月，普腾推出我国第一款国产车——普腾
赛佳。这项成就推动了我国重工业与高科技工业领域
的发展。

汽车制造业

1985年第一代普腾 
赛佳 (Proton Saga)

在普腾赛佳推展礼前，举办了国产车命名比赛。
依士迈先生 (Ismail bin Jaafar) 脱颖而出，赢得一辆 
1.3L的普腾赛佳。

资料来源：Abdul Aziz Abdul Rahman dan 
Sumangala Pillai, 1997. MAHATHIR Kepimpinan 
dan Wawasan dalam Sains dan Teknologi. 
Serdang: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你知道吗

国家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简称
普腾 (Perusahaan Otomobil Nasional

Sdn. Bhd., PROTON)，是我国第一家汽车制
造公司，成立于1983 年，总部设在 
莎阿南。2005年，普腾在霹雳州 

丹绒马林 (Tanjung Malim) 
设立第二家工厂。

132



 汽车制造业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国家收入不
再只是依赖农业领域。汽车制造业所取得的成就，值得
我们引以为荣。

1993年成立的马来西
亚第二国产车私人
有限公司，简称第

二国产车(Perusahaan 
Otomobil Kedua Sdn. Bhd., 
PERODUA)，积极推动了

国家经济发展。

1994年，第二国产车
推出第一款汽车——
灵鹿 (Kancil)

第二国产车出口到英国
的尼普巴(Nippa) 

 2018年，普腾与吉利控股集团(Geely Holding Group) 
合作，改名为宝腾，并推出新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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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霹雳州肯那岸皇宫
(Istana Kenangan, Perak)

 旅游业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
成功吸引了许多游客。

我国在哪一年第一次推出
马来西亚旅游年？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	 妥善维护具旅游价值的
历史古迹

•	 修复传统建筑能吸引外
来游客

马来西亚独特的旅游资源：

历史建筑与古迹

马六甲古城门——法摩沙堡
(Kota A Famosa, Melaka)

吉打州布秧谷武吉峇株巴辖
兴都教庙宇基址
(Candi Bukit Batu Pahat, Lembah 
Bujang, Kedah)

 我国政府也推出了各种旅游
宣传活动，如 1990 年开始推广
的马来西亚旅游年 (Kempen Tahun 
Melawat Malaysia)，以吸引各国游
客前来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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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浮罗交怡岛

沙巴州京那巴鲁山

•	 多元族群社会的和谐，可
确保游客的安全

•	 丰富多元的文化色彩备受
外国游客的青睐

•	 游客有机会品尝各族群的
美食

独特的文化与和谐的社会

霹雳皇家柏隆公园

分组搜集有关医疗保健旅
游的资料，然后以创意的
方式与同学分享。

天然美景

•	 热带雨林里种类繁多的动植
物是吸引游客的因素之一

•	 独特的地形如岛屿、海滨与
高山是游客的首选之地

资料来源：Kementerian Pelancongan, Seni dan Budaya Malaysia.

活动

砂拉越尼亚洞

本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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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各领域的经济活动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我们应
该感恩并引以为荣。

•	 休闲农业旅游是结合农、
渔、牧与农基工业的旅游
形式

•	 游客可通过入住民宿体验
马来西亚人的生活

休闲农业旅游

•	 举 办 雪 邦 一 级 方 程 式 赛 车 赛 
(Formula One) 与浮罗交怡长途自 
行车赛 (Le Tour de Langkawi )，吸引
热爱体育的游客前来

•	 举办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Muzik 
Hutan Hujan Sedunia)，成功打造国
家的旅游品牌

•	 在浮罗交怡岛举办两年一度的
浮 罗 交 怡 国 际 海 事 与 航 空 展 
(Langkawi International Maritime and 
Aerospace Exhibition, LIMA)，吸引各
大防务厂商前来参展

举办国际体育赛事、
音乐会与展览

 引导学生理解促进国家繁荣的经济活动。

人民如何共享国家繁
荣？说出你的看法。 

搜集浮罗交怡国际海事与航空
展的标志，以创意的方式与同
学分享。

活动

给老师 的话 12.2.2
K12.2.4136



 我国的农业、汽车制造业和石油业生产了许多高品
质的产品，并成功销售到本地与世界各国。因此，我们
应以马来西亚品牌的国货为荣。

马来西亚的经济成就马来西亚的经济成就

1985年，政府展开了购买国货运动。
这些产品包括家具、电器与食品。

农产品 石油产品

食油

肥皂

榴梿

汽油

汽车

润滑油

分组讨论购买和应用国货的好处，并以创意 
的方式展示成果。

活动

12.2.3
K12.2.6

机械产品

煤气

凤梨

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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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地标的摩天大楼，
象征我国的繁荣发展。

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先进而有系统的
通信网络和电子商务，有助于我
国的经济快速增长。

先进与规划良好的网络系统，
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通信网络

电子商务提供人民为
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
贡献的机会。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指应用互联网或以电子交易
方式进行的活动。

 引导学生理解国家经济成就的变化与延续。

词汇表词汇表

给老师 的话

 经济快速增长能推动国家 
发展。能共享国家繁荣，我们 
应心存感激和骄傲。 创建自己品牌的产品，

在学校主办的企业日 
售卖。

活动

12.2.3
138



 本单元让我们理解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进步。下一个
单元将探讨国家体坛成就。

马来西亚在农业与矿业
领域的经济发展
•	早期传统的经济模式

- 小规模运作
- 以自给自足为主
•	商业化的经济模式

- 大规模经营
- 以满足国内需求与

出口为目的

各领域的经济发展增
加国家的收入与推动
国家持续繁荣
•	橡胶业与棕油业
•	石油与天然气工业
•	汽车制造业
•	旅游业

•	国货促进经济发展
•	基础建设、通信网络

与电子商务能够展现
国家的经济成就

马来西亚的
经济发展

经济活动引
领国家发展

马来西亚的
经济成就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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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提供的资料，在气泡图填上有关橡胶业与棕油业的适当
答案。

橡胶 油棕

生物柴油

增加收入

家具业

传统农业

手套

就业机会

食油

简易工具

大园丘

乳胶纱

棕榈原油

 引导学生理解与完成气泡图。
 以个人或分组方式进行。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给老师 的话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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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每个国民应该支持
国家的经济政策，
以确保国家进步。

国家
国家的收入增加，
人民才能共享经济
成果。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书店 

社会
社会经济蓬勃的
发展，能够增加
国家的收入。

	 	在国家领袖英明的领导与管理下，国民就能享有
国家经济发展与进步所带来的成就。国民一致支持国
家政策，也是带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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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的努力下，我国有规划地发展体育运动。本单元
探讨我国体坛在国内外的成就以及体育运动是团结人民
的媒介。此外，本单元也介绍我国所举办的国际体育赛
事与我国的体坛领袖。

简介

体坛成就体坛成就九九单元

标题十二：我国的成就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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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体坛在国内外的成就。
2   体育运动是团结人民的媒介。
3   我国的国际体坛赛事。
4   我国的体坛领袖。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AKPS

•  愉快
•  负责任

公民核心价值

1   搜集马来西亚在国内外体坛成就的 
重要资料。

2   掌握我国主办的国际体育赛事的基本
历史资料。

3   了解我国体坛领袖推动体育发展的 
沿革。

马来西亚体育赛事
的历史时刻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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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国际足球赛事
所取得的成就包括获
得1972年慕尼黑奥运
会和1980年莫斯科奥
运会的参赛资格

• 曾于2010年夺得铃木
杯东南亚足球锦标赛
冠军

 我国体坛取得的辉煌成就，有赖于主办各项赛事
和国内体育组织的努力。

我国的体坛成就我国的体坛成就

1960年成立的马来西亚
羽毛球总会，简称羽总  
(Persatuan Badminton 
Malaysia, BAM) 推动了羽
毛球运动的发展

• 足 总 举 办 马 来 西 亚 
足球联赛(Pertandingan 

Bola Sepak Liga Malaysia)

• 成功栽培出不少有潜
力的国家队代表，如
苏进安、黄有福和沙
法威 (Safawi Rasid)

说出于1963年成立的
体育组织。

  当年为槟城足球队球员 
  的莫哈末法依兹苏比里  
  (Mohd Faiz Subri) 赢得 
“2016年国际足联年度 
  最佳进球奖”(PUSKAS  
  FIFA 2016)。

• 羽总举办全国羽球 
锦标赛 (Kejohanan 

Badminton Kebangsaan)

• 成功栽培出如古纳兰 
(Punch Gunalan)、米斯 
本西迪 (Misbun Sidek)   

和李宗伟等名将

• 我国在国际羽毛球赛 
事所取得的成就包括 
五度夺得汤姆斯杯羽 
毛球赛冠军 (Kejohanan 

Piala Thomas) 以及奥林 
匹克运动会银牌与铜牌

• 曾夺得全英羽毛球公开
赛双打冠军和男子单打
冠军

羽毛球

足球

2

2

1

1963年成立的马来西亚
足球总会，简称足总 
(Persatuan Bola Sepak 

Malaysia, FAM) 推动足球
运动的发展

1

3

3

你知道吗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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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成立的马来西亚
业 余 田 径 总 会 ， 简 称
田总 (Kesatuan Olahraga 
Amatur Malaysia, KOAM) ， 
负责推动田径运动的发
展，现称马来西亚田径
总会(Kesatuan Olahraga 
Malaysia, KOM)

• 我国在国际田径赛事
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夺
得1966年和1982年亚
运会的100米赛跑项
目金牌

• 曾于2017年东运会夺
得 八 面 金 牌 ， 并 协
助 我 国 夺 得 赛 会 总 
冠军

 引导学生理解我国历代名将的事迹与当今体坛发展的关系。
12.3.1

田径

曲棍球

2

1

3

• 马来西亚曲棍球联合 
会举办全国曲棍球联
赛 (Pertandingan Liga  
Hoki Kebangsaan)

• 成功栽培出有潜力的 
国家队代表如潘福禄、 
沙吉星(Sarjit Singh)、 
米纳万( Mirnawan  
Nawawi)

• 我国曲棍球队在国际赛
事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八
次获得世界杯曲棍球赛
的参赛资格

• 曾于1975年世界杯曲棍
球赛夺得殿军；1998年
的共运会夺得亚军

2

1

3

1953年成立的马来
西亚曲棍球联合会
(Konfederasi Hoki
Malaysia, MHC)，负责 
推动曲棍球运动的 
发展

选择一项你们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分组搜集资料，以流程图展示。

活动

给老师 的话

• 田总举办全国田径锦
标赛 (Kejohanan

   Olahraga Kebangsaan)
• 成功栽培出国际名将

如惹加蒂申医生 (Dr. M. 
Jegathesan) 、拉布安毕
特(Rabuan Pit)与沃森南
柏 (Watson Nyambek)

拉布安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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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成功栽培出各族的体育名将，他们扬威国际赛
事，令国人深感骄傲。

李宗伟

国家体育名将

• 曾在2006年、2008年、2012年和2013年排名世界第一
• 获得四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冠军
• 曾五次荣获世界羽联 (Persekutuan Badminton Dunia, BWF)

“最佳男球员奖”

潘德蕾拉丽农
 (Pandelela Rinong anak Pamg)

古汉 (S. Kuhan)

说出我国的壁球
名将。

妮科大卫
 (Nicol Ann David)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分组讨论在体坛
上为我国争光的
各族运动员。

活动

K12.3.5

• 我国的跳水运动员，曾在2012年 
伦敦奥运会为我国夺得史上第一
枚跳水铜牌

• 曾任奥运会国家队第一位开幕式 
女旗手

• 曾夺得2021年东京国际泳联跳水
世界杯赛金牌

• 一直高居世界女壁球手第一名长达108个月， 
是排名世界第一最久的女壁球手

• 八次夺得世界壁球锦标赛冠军，也曾在英国公
开赛、香港公开赛和卡塔尔大师赛中夺冠

• 当选“2021年世界运动会史上最佳运动员” 
(Anugerah Atlet Terunggul Sepanjang Zaman Sukan 

Dunia 2021)

• 是1997年、1999年和2003年马来西亚曲棍球联赛进球最多  
的球员

• 于2000年至2006年担任曲棍球国家队队长
• 曾341次代表我国参加各主要曲棍球赛如世界杯曲棍球赛、

奥运会、曲棍球冠军杯赛、共运会、亚运会和亚洲杯曲棍
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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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阿兹祖 
(Mohd Azizulhasni Awang)

马来西亚秘密战队 (e-Sukan Malaysia)

 引导学生了解我国的体坛成就。
12.3.1

K12.3.7

• 我国的健美名将
• 曾六次夺得“亚洲先生”(重量

级别健美冠军)
• 曾于1986年和1991年荣膺我国

最佳运动员

资料来源：Mohd Sofi Munajir, 2009. 20 Tokoh Sukan, Siri Tokoh Malaysia. 
Selangor: Penerbit Medium Publications.

给老师 的话

国家体育
名将

二维码

• 我国的游泳健将
      曾在1985年曼谷东运会 

    夺得七面金牌
      曾在1987年雅加达东运 

    会夺得七面金牌
      曾在1989年吉隆坡东运 

    会夺得八面金牌

1. 分组活动。
2. 搜集有关运动员在体育赛事 

中保持操守的重要性的资料。
3. 与其他组别所搜集的资料进 

行比较。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Think-Pair-Share

• 2021年2月在自行车冲刺项目世界个人排行榜 
中名列第一

• 曾在2017年香港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麒麟项目 
中夺得金牌

• 曾获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铜牌和2020年东京 
奥运会银牌

• 被称为“袖珍火箭”

• 代表我国参加《绝地求生》2021年全球移动电 
子竞技锦标赛 (Kejohanan Final Global PUBG Mobile, 
PMGC) 

• 成员包括雷蒙陈 (音译，Raymond Tan Boon Sheng)、 
埃卡猜 (Aekachai Areesanan)、阿末弗亚 (Ahmad Fuad 
Razali)、莫哈末哈欣 (Muhamad Hashim)和莫哈末丹
尼斯尤斯尼扎 (Muhammad Danish Yusniza)

• 排名世界第七

马力诺
(Abdul Malek Mohamed Noor)

庄淑玲
(Nurul Huda Abdullah @ Ch’ng Shu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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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21年迪拜世界杯残疾人举重
赛中夺得金牌，刷新世界纪录

 荣获2020年东京残疾人奥运会
金牌

波尼 
(Bonnie Bunyau Gustin)

 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的残疾人运动员。
12.3.1

给老师 的话

 F20级别 (学习障碍) 铅球项目金牌
得主

 以16.84米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

莫哈末吉雅
(Muhammad Ziyad bin Zolkefli)

 2016年里约残疾人奥运会 
T36 级别 (脑性麻痹) 100米
赛跑项目金牌得主

 是“2018年亚洲最佳男残
疾人运动员”，也是我国
第一位荣膺此殊荣的运动
员

莫哈末里祖安 
(Mohamad Ridzuan bin 
Mohamad Puzi)

 各族运动健儿的卓越表现使我国扬威国际。当我国
国旗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升起时，我们都应该感到自豪。

 2016年里约残疾人奥运会 
T20 级别 (智力障碍) 跳远项
目金牌得主，以7.60米的佳
绩刷新世界纪录

 曾荣获2020年东京残疾人
奥运会金牌

拉迪夫 
(Abdul Latif bin Romly)
拉迪夫 
(Abdul Latif bin Romly)

残疾人奥运会
的杰出运动员

 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的表现同样大放异彩。凭着
“我们与众不同”(Kami Luar Biasa)的口号，他们在国际
赛事中为我国写下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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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团结人民的媒介体育是团结人民的媒介

 2005年推行学生交融团 
结计划 (Rancangan Integrasi  

Murid Untuk Perpaduan, RIMUP)

 通过不同源流的学生一同参
与体育活动，以促进各族学
生间的团结

1
 2011年推行“一学生一运动” 
政策 (1Murid 1Sukan, 1M1S)                                  

 让所有学生参与至少一项 
体育活动                                   

 旨在通过体育运动促进各族 
间的团结

2

 每年举办的马来西亚 
全国学联运动会 (Majlis  

Sukan Sekolah Malaysia, MSSM)，
旨在发掘青少年的运动潜能

 这项有规划的体育赛事能    
塑造团结的社会 

3

 我国举办的国内体育活动为各族国民提供参与的机会， 
促进了各族间的团结。无论是校内、州级、国家还是国际 
的体育活动，都能培养团结精神。

资料来源：bsukanspmoe.com/bsms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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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体育赛事对
国家发展很重要？

 引导学生理解体育运动如何促进团结。
12.3.2

K12.3.6

哪项是我国最大型的体育
赛事？

 各州轮流举办的马来西亚 
运动会 ( Sukan Malaysia, 

SUKMA) 是我国最大型的体
育赛事

 各州的各族运动员参与此赛
会成功塑造和谐的社会

 发掘高潜能的运动员，在国
际赛事中为我国争光

4

 大专运动会 (Sukan Institusi 

Pendidikan Tinggi, SUKIPT) 是
专为在籍大专生举办的体
育赛会

 各族运动员参与此赛会，
巩固了团结与和谐的基石

5
1986年首届马来西亚运动会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给老师 的话

资料来源：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各族运动员在体育赛事
中的合作与互助，巩固了马
来西亚各族群之间的和谐。

 残疾人运动会是专为身
障人士设立的体育赛事

 为全国性和国际性赛事
 旨在促进各族间的团结
精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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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国内的体育活动，马来西亚也主办国际体育赛
事。我国能被赋予殊荣并成为国际体育赛事的东道主，
是因为拥有完善的体育设施。

我国的国际体育赛事我国的国际体育赛事

 我国主办了1965 年、1971 年、1977 年、 
1989 年、  2001年和2017 年的东运会

 在1965 年 至 1971 年期间，这项赛事被称
为东南亚半岛运动会 (SEAP)

 这项赛事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
的友好关系

东南亚运动会
（东运会）

东南亚半岛运动会 (Southeast Asian Peninsular Games, SEAP) 

于1959年开始举办，并于1977年改称为东南亚运动会，
简称东运会 (Southeast Asian Games, SEA)。

你知道吗

2017年吉隆坡东运会开幕式上的马来西亚健儿
资料来源：Astro Aw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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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斯杯羽毛球赛
（汤杯赛）

 我国迄今共举办了六届汤杯赛
 1970年、1984年、1988年和1992年的赛场是吉隆坡 
国家体育馆

 2000年和2010年的赛场则是吉隆坡武吉加里尔太子
体育馆 (Stadium Putra)

 这项赛事的成功举办，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我国曾主办两届的赛事
 1975 年的赛场是默迪卡体育场 (Stadium Merdeka)，共有 
12个国家的队伍参与其盛

 2002 年的赛场是武吉加里尔国家曲棍球场，共有16个 
国家的队伍参加，是历史上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

 这项赛事促进我国曲棍球运动的发展

世界杯曲棍球赛

 自1991年起，我国受委为摩托车赛事的主办国
 我国所主办的赛事包括：

 • 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MotoGP)

 • 超级摩托车世界锦标赛 (SBK)

 这些赛事为我国带来可观的收入

摩托车赛事

 自1996年起，我国每年都举办这项国际赛事
 赛事名称取自比赛起点——浮罗交怡
 这项赛事赛程环绕全马，有助于推广我国的
旅游景点

浮罗交怡长途自行车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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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国际体育赛事不但能提高我国知名度，同时也
能吸引外国游客前来我国观赛，为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

 引导学生说明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
12.3.3

K12.3.6

在限时五分钟内列出我
国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
好处，并根据所提供的
资料做报告。

 1998年，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主办这项赛事的国家
 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是主要赛场
 这项赛事的吉祥物是人猿，大会标志则是大红花
 这项赛事成功促进共和联邦成员国之间的邦谊

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One) 和
电动方程式赛车 (Formula E)

季候风杯帆船赛

 自2005年起，我国每年都主办这项赛事
 比赛地点是在登嘉楼州的杜蓉岛 (Pulau Duyong)

默迪卡足球锦标赛 (1957年至2013年)
•	创办这项赛事旨在纪念我国的独立
•	参赛队伍来自邻国和亚洲国家如韩国

与欧洲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 (Republik 

Czechoslovakia)

•	我国曾十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这项赛事是世界帆船对抗巡回赛的压轴赛事

共和联邦运动会
（共运会）

 自2000 年起，我国成为一级方程式赛车主办国
 雪邦国际赛道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SIC) 是 
世界级的赛场

 2014年，我国在布城主办了电动方程式赛车
 这两项赛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赛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Rocket Writing

你知道吗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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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体育成就得以扬名国际，有赖于国家的体坛
领袖和运动健儿的共同付出和努力。因此，体育组织的
优秀领导可说是功不可没。

我国的体坛领袖我国的体坛领袖

 殿下被誉为“马来西亚曲棍球之父”
 于1985年至2004年期间，曾担任马来西亚曲棍
球联合会会长

 于 1992年至2000年期间，曾担任国际曲棍球联
合会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Hockey, FIH) 副会长

 自1992年起殿下发起举办苏丹阿兹兰沙杯曲棍
球赛，吸引了八支世界顶尖队伍参加

 他的运动生涯从我国国家水球队开始，曾代表我 
国夺得1965年、1967年和1969年东南亚半岛运动 
会的银牌 

 于 1992年至2015年期间，曾担任马来西亚奥理会 
(Majlis Olimpik Malaysia, MOM) 秘书

 曾在 1999年汶莱东运会受委为我国代表团团长
 曾在 2002年出任东南亚体育联合会名誉理事

  于 1963年至1980年期间，曾担任足总助理秘书长
  于 1978年至2007年期间，曾担任亚洲足球联合会 
(Asi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 秘书长

  1972年奥运会，担任我国足球代表队的领队兼教练
  曾在2002年国际足联首次在亚洲主办日韩世界杯
足球赛组委会担任总协调

拿督谢国骥

拿督彼得维拉潘 
(Dato’ Peter Velappan)

苏丹阿兹兰沙 (Sultan Azlan Muhibbuddin Shah 
Ibni Almarhum Sultan Yussuf Izzuddin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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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感谢为国争光的各族体坛名宿。

 引导学生认识我国体坛领袖和体坛名宿。
12.3.4  

K12.3.5

给老师 的话

• 在200米、400米、800米和4 x 100米赛跑项目中扬名
国际

  于1964年代表我国参加奥运会
  曾在1965年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中夺得四面金牌，  
1967年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中则夺得三面金牌

  曾在1966年曼谷亚运会夺得一面金牌

• 足坛传奇人物，外号“超级莫”(Supermokh)

  曾167次代表我国出战国际赛事，进球89个
  是1973年、1974年和1976年我国夺得默迪卡足球
锦标赛冠军的功臣之一

  名列世界进球数量最多的足球员之一

• 蜚声国际的羽毛球单打名将
  1965年吉隆坡东南亚半岛运动会金牌得主
  1966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金牌得主
 1966年共运会金牌得主
  是我国在1967年汤杯赛夺冠的功臣之一

拉惹玛妮 (M. Rajamani)

莫达达哈里 (Mokhtar Dahari)

陈奕芳

• 我国短跑名将，被誉为“亚洲飞人” 
 于1960年、1964年和1968年代表我国参加奥运会
  曾在1966年曼谷亚运会，夺得100米、200米和4 x 100
米赛跑项目金牌

惹加蒂申医生 (Dr. M. Jegathesan)

2021

Mokhtar Dahari 89

111
109

84
79

78
77

资料来源：Fifa.com.

Penjaring Gol Terbanyak Dunia 体坛领袖和体坛名宿的
贡献与成就，推动我国现今
体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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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对国家的重要性

个案研究

举办国际体育赛事能促进国家发展。针对这
项说明进行讨论。

• 说出我国主办的国际体育赛事
• 说明主办国际体育赛事与国家发展的关联
• 说明国家发展对人民的影响

• 博物院/档案馆/相关机构
• 书籍/杂志/报章
• 文献/报告/日记
• 受访者
• 官方网站

• 标题
• 问题陈述
• 研究目的
• 研究方法
• 数据分析
• 研究成果

问题陈述

参考资料

研究目的

研究报告

• 结论
• 参考书目
• 附录

 引导学生依照格式进行个案研究。
 以个人或组别方式进行。
 以创意的方式撰写研究报告。 

给老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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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探讨我国的体坛成就和体育运动如何促进
我国各族间的团结。我们必须对体坛领袖与运动健儿
的贡献与努力心存感恩。下一个单元将探讨我国的国
际关系。

 体育组织的角色
  国内体育赛事
  国内外的体育成就
 国家体坛名将

 学生交融团结计划
 “一学生一运动”政策
 马来西亚全国学联运动会
 马来西亚运动会
 大专运动会
 残疾人运动会

 苏丹阿兹兰沙
 拿督彼得维拉潘
 拿督谢国骥
 体坛名宿：
• 惹加蒂申医生
• 拉惹玛妮
• 陈奕芳
• 莫达达哈里

 东南亚 
运动会

 汤姆斯杯                            
羽毛球赛

 世界杯曲棍球赛
 摩托车赛事
 浮罗交怡长途自行车赛
 共和联邦运动会
 一级方程式赛车和电动 
方程式赛车

 季候风杯帆船赛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我国的 
体坛成就

体育是团结
人民的媒介

我国的 
体坛领袖

我国的 
国际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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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写成以下列表。

B 正确回答问题。

1. 各族参与体育活动能 ______________
(a) 提高国家收入
(b) 吸引外国游客
(c) 培养团结精神

 
    

2. 主办以上的国际体育赛事对我国有何好处？
(a) 增加金牌数量
(b) 推广旅游景点
(c) 吸引居民观赛

3. 写一句标语以感谢我国体坛领袖和体坛名宿所作出的贡献。

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

马来西亚田径总会

标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浮罗交怡长途自行车赛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体育组织 主办赛事 体育名将 体坛成就

158



 我们应该维护各族群之间通过体育运动所建立
的团结与和谐。要使我国的体育发展再创高峰，团
结尤为重要。

个人
通过体育运动，各族群
互相尊重，能带来和谐
的生活。

社会
在生活各层面维持族群间
的团结与和睦，能保障社
会和谐。

国家
族群间团结与和睦相处，
便能国泰民安。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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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单元

标题十二：我国的成就与荣耀

十十

国与国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可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本
单元探讨马来西亚加入的区域与国际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
盟、共和联邦、伊斯兰合作组织及联合国。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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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来西亚加入的区域与国际组织。
2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3   马来西亚加入共和联邦、伊合组织与

联合国。

你将会学到什么？

历史思维基础技能

AKPS 1   掌握马来西亚加入的区域与国际组织的	
基本历史资料。

2   诠释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贡献。
3   探索马来西亚加入共和联邦、伊合组织	

及联合国的历史资料。 

•	互相尊重
•	负责任

公民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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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加入区域与国际组织是为了与各国维持友好
关系。

马来西亚加入的区域与国际组织马来西亚加入的区域与国际组织

区域组织
它的成员来自邻近的几个国家。

•	 1967年加入	
•	最初的成员只有五个国家，即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
菲律宾和新加坡

东南亚国家联盟, 简称东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	 1961年加入
•	成员国有马来亚联合邦、泰国

和菲律宾

东南亚协会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

•	 1959年加入
•	成员国有马来亚联合邦、泰国

和菲律宾

东南亚友好与经济条约
(Southeast Asia Friendship and 
Economic Treaty, SEAFET)

马来西亚与以色列(Israel)、	
朝鲜 (Korea Utara) 没有邦交。

区域组织

你知道吗

说出马来亚联合邦加入	
东南亚协会的年份	。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词汇表词汇表

区域组织
马来西亚加入
三个区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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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有责任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人民		
生活和谐。因此，我国采取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的政策。

•	 1957 年独立后加入
•	成员国来自前英国殖民地

共和联邦	(Komanwel)

•	 1969 年加入
•	成立之初有57 个成员国

伊斯兰合作组织，简称伊合	
组织	(Pertubuhan Kerjasama 
Islam, OIC)

•	 1970 年加入
•	成员国来自亚洲、非洲和南美州

120个发展中国家

不结盟运动	(Pergerakan 
Negara-negara Berkecuali, NAM)

•	 1957 年独立后加入联合国
•	这个组织公开给世界各国加入

联合国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PBB)

国际

1. 分组活动。
2. 每个组员写出一个与周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3. 每组把所列出的要点组合成章，以创意的方式分享并展示成果。

 引导学生理解马来西亚所加入的区域与国际组织。
12.4.1

K12.4.6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Chain Link

给老师 的话

国际组织
马来西亚加入
的其中几个
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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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其中一个创始成员国。
我国在落实东盟成立的目标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的成立背景

分组列出东盟的成员国，并向同学展示与解说。

活动 地图研究

•	成立于1967 年 8月8日
•	至今共有10个来自东南亚的成员国
•	除了原有的成员国，新加入的成员国包括汶莱 (1984 年)、越南	

(1995 年)、老挝，缅甸(1997 年)以及柬埔寨 (1999 年)
•	东盟的总部位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	确保政治稳定与社会和平
•	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	在培训和研究领域展开合作
•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东盟的成立宗旨	

缅甸

老挝

越南

泰国

柬埔寨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汶莱

菲律宾

西

北

南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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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致力与周边国家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共享利益。因此，我国的参与深受其他东盟成员国的
重视。

 引导学生理解马来西亚参与东盟所得到的好处。

马来西亚加入东盟的好处

和平与政治的稳定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培训与研究的援助

•	主办东盟外交部长会议
•	协助解决越南侵犯柬埔寨领土的课题
•	协助化解菲律宾南部的政治冲突
•	提出成立“和平自由中立区”
•	参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 (Pertubuhan Menteri-Menteri 

Pelajaran ASEAN, SEAMEO)

马来西亚在东盟的贡献

12.4.2
K12.4.6

东盟成员国通过《1971年	
吉隆坡宣言》宣布东盟	
为“和平自由中立区”	
(Kawasan Aman, Bebas dan 

Berkecuali, ZOPFAN)

•	在砂拉越的民都鲁	
进行尿素肥料工业	
的合作
•	举办东南亚运动会

在槟城设立区域科学	
与数学教育中心
(Reg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 RECSAM)

给老师 的话

•	成立于1967 年 8月8日
•	至今共有10个来自东南亚的成员国
•	除了原有的成员国，新加入的成员国包括汶莱 (1984 年)、越南	

(1995 年)、老挝，缅甸(1997 年)以及柬埔寨 (1999 年)
•	东盟的总部位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	蓝色：和平与稳定
•	红色：勇气与活力
•	黄色：繁荣
•	白色：纯洁
•	十根稻穗：成员国的友好与团结
•	圆形图案：团结一心的东盟

东盟标志的含义

其中的好处包括：

资料来源：Kementerian Luar Neger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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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与共和联邦 (Komanwel)马来西亚与共和联邦 (Komanwel)

共和联邦秘书处设立在哪里？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1.  搜集马来西亚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2. 以思维导图创意呈献成果。
3.  展示在历史角落。

21 世纪技能与活动21 世纪技能与活动 Mind Map

	 我国在独立后加入共和联邦，积极参与共和联邦的
活动。

共和联邦成员国
二维码

•	成立于1931年12月11日
•	由54个成员国组成。除了卢旺达(Republik 

Rwanda) 和莫桑比克(Mozambique) ，成员国
为前英国殖民地
•	共和联邦秘书处设在伦敦

•	维护成员国的友好关系
•	成员国之间在教育、经济、卫生以及青年与体育

各领域进行合作

共和联邦的成立背景

共和联邦的成立宗旨

共和联邦标志

西

北

南

东

图例
共和联邦
成员国

K12.4.7

资料来源：Kementerian Luar Neger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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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联邦成员国的友好关系，协助我国维护和平
与捍卫国家主权。因此，我们必须珍惜并努力与其他
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马来西亚加入共和联邦的好处

 引导学生理解马来西亚加入共和联邦的好处与贡献。

给老师 的话

•	马来西亚批判南非实施种族隔离政策
•	在马来西亚与共和联邦成员国的联合施压下，南非在	

1993年终结了种族隔离政策
•	马来西亚是	1989年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	(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CHOGM) 的主办国
•	发布《1989年浮罗交怡宣言》，阐明成员国在保护环境	

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责任

•	有机会与成员国合作以提升教育水平
•	共和联邦所提供的奖学金，让我国学子有机会获得大专深造的机会

•	在卫生领域分享看法与经验
•	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资料分享与分析，共同抗疫，如2019冠状病毒

•	有机会在经济发展课题上提出看法，并与成员国交换意见
•	让马来西亚的品牌产品得以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共和联邦成员

国

•	 1998年举办共和联邦运动会
•	让马来西亚的运动员有机会在共和联邦运动会竞技
•	提供机会予马来西亚青年代表国家参与共和联邦秘书处主办

的青年会议

教育

经济

卫生

青年与体育

马来西亚在共和联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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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与伊斯兰合作组织马来西亚与伊斯兰合作组织

伊合组织
的标志

谁提出成立伊合组织？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

伊合组织
的成员国

二维码

资料来源：Kementerian Luar Negeri Malaysia.

图例
伊合组织
国家

伊合组织
的成立背景

•	伊合组织成立于1969年9月25日
•	东姑阿都拉曼受委为首任秘书长
•	伊合组织秘书处设在沙地阿拉伯的吉达	

(Jeddah, Arab Saudi)

•	伊合组织由57个国家组成
•	伊合组织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	

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
联系与维护和平。伊合组织的

成立宗旨

西

北

南

东

	 我国领袖在推行伊斯兰合作组织	(简称伊合组织) 
的宗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伊合组织的宗旨是维护世
界和平。

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
东姑阿都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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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学生理解马来西亚加入伊合组织的重要性。

	 马来西亚致力于达成伊合
组织的宗旨。我国对维护世界
和平所作出的贡献，获得成员
国认可。

12.4.4
K12.4.7

分组讨论伊合组织对我
国的重要性，并与同学
分享。

活动

给老师 的话

设在沙地阿拉伯吉达的
伊合组织秘书处

马来西亚
对伊合组
织的贡献	

马来西亚
加入

伊合组织
的好处

其中的好处包括：
•	提升伊斯兰国在国际之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的合作
•	获得伊斯兰发展银行(Bank Pembangunan Islam)

的贷款
•	提供教育奖学金

我国在推行伊合组织宗旨方面扮演着以下角色：
•	1975年协助成立伊斯兰发展银行
•	1991年协助解决波斯尼亚(Bosnia)与黑塞哥维那

(Herzegovina)危机，简称波黑危机
•	谴责以色列的残暴行为，马来西亚全力支持	

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	1983年成立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
•	1974年与2003年主办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

2017年伊合组织首脑会议

马来西亚国际
伊斯兰大学
(Universiti Islam Antarabangsa 
Malaysia, U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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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加入联合国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安宁与和平。
联合国大会是马来西亚对全球事务发声的平台。

马来西亚与联合国马来西亚与联合国

为什么联合国使用多种
语言作为官方语言？

联合国的标志

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联合国的成立宗旨

•	维护世界的安宁与和平
•	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	共同解决国际纠纷与维护人权

联合国的成立背景

•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10月24日成立
•	公开给世界各国参与
•	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的纽约
•	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					

俄罗斯语和西班牙语

联合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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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在联合国
的贡献

解决国际纠纷

关注巴勒斯坦课题

提倡高素质教育

推动反毒品运动

•	马来西亚通过联合国教育、
科学与文化组织，又称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为“全民
教育”的理念做出奋斗
•	2017年，马来西亚获选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

•	在马来西亚的建议下，国际反
毒品大会于1987年6月在奥地利
维也纳召开
•	我国第四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受委为大会主席•	针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努
力寻求公平与永恒的解决方案

12.4.5
K12.4.8  引导学生理解马来西亚在联合国的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是推动各国在教育、科学
与文化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共创和平。

资料来源：Kementerian Luar Negeri Malaysia.

•	于1965年、1989年至1990年、 
1999年至2000年和2015年至 
2016年，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的非常任理事国
•	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并前往
			刚果	(1961年)、纳米比亚(1989年)、	

索马里 (1992年)、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纳(1992年)和黎巴嫩  

(2007年) 执行任务
•	 1990年派遣观察员前往伊朗｜

伊拉克边境视察

你知道吗

给老师 的话

马来西亚加入联合国的好处

其中的好处包括：
•	在联合国提倡的决策中，维护和捍卫我国人民利益
•	继续在全球课题上，积极提出看法与意见
•	高度配合协助解决各种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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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大马之光

	 马来西亚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并作出贡献，获得
联合国的肯定。

马来西亚人对联合国的贡献获得联合国的认可

 引导学生解析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重要性。

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
资料来源：Aminuddin bin Baharudin.

马来西亚维和部队获得联合国颁授勋章

•	 1989 年至 1990 年，担任
联合国安理会主席	
•	 1996 年至 1997 年，担任

联合国第51届大会主席

丹斯里拉查里	
依斯迈
 (Tan Sri Razali Ismail)

拿督马芝兰
奥斯曼博士
(Datuk Dr. Mazlan 

Othman)

•	 1999 年至 2002 年与2007年，
担任联合国外太空事务处	
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颁发的证书

以国际社会对我国认可的重要性为主题，
分组创作诗歌，并在课堂上呈献。

•	向联合国汇报外太空
事务

活动

给老师 的话

二维码

K12.4.8172



《汉都亚传》

玛咏舞

砂拉越姆鲁洞

	 马来西亚在联合国的贡献获得成员国的认可，人民
应继续努力并引以为荣。

	 我国的历史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获得列入的
组别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记忆名录
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文
化遗产。

槟城州乔治市市政厅

•	 砂拉越姆鲁山国家
公园

•	 沙巴京那巴鲁国家
公园

•	 马六甲海峡历史城市｜｜
马六甲市和乔治市 (2008年)

•	 霹雳玲珑谷考古遗址			 
(2012年)

•	 玛咏舞 (2005年)
•	 咚当撒央民谣 (2018年)
•	 马来武术 (2019年)
•	 送王船	(2020年)

资料来源：Jabatan Warisan Negara, 2013. World Heritage Malaysia, 
Al Bukhary Series VI. Kuala Lumpur.

世界自然
遗产

（2000年）

世界记忆
名录遗产	

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
遗产

•《汉都亚传》(2001年)
•	 吉打苏丹阿都哈密书信	

(1882年-1943年) (2001年)
•《马来纪年》 (2002年)
•	 登嘉楼史迹石碑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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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在区域与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为国家
带来进步，同时也让我国拥有良好的形象，并获得国
际社会的认可。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区域组织
•	东南亚友好与经济条约
•	东南亚协会  
•	东南亚国家联盟

国际组织
•	共和联邦
•	联合国
•	不结盟运动
•	伊斯兰合作组织

马来西亚加入的区域与国际组织

•	成立背景
•	成立宗旨
•	加入的好处
•	马来西亚的贡献

•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国家		
联盟
•	马来西亚与共和联邦
•	马来西亚与伊斯兰合作			

组织
• 马来西亚与联合国

174



填一填。

 引导学生填写正确的资料。
 以个人或组别进行。

思考与作答思考与作答

给老师 的话

组织名称组织标志 加入年份 好处 贡献

共和联邦

1967

成立	
马来西亚	
国际伊斯兰	
大学

参加联合国
维和部队

二维码
思考与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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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加入不同的区域与国际
组织。为了确保世界繁荣与和平，我国提出的独特
见解与贡献，赢得了各国的尊敬。

吾爱吾国吾爱吾国

个人
我们应该与邻居维
持友好关系，以确
保和谐的生活。

社会
和谐的社会促进
团结并带来各种
好处。

国家
国民团结是受他国
尊敬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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