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06）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初中统一考试 历史 考试纲要
Ⅰ 考试性质
初中统考历史科考试，目的在评定初中毕业生完成三年初中历史课程之后的历史科知识和能力水平。
同时通过校内发展性评量的作业报告，评核学生制作历史作业报告的基本研究能力、学习过程与态
度。

Ⅱ 考试目标
1.

历史知识
1.1

识记重要的历史要素

1.2

理解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

1.3

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

2. 历史技能
2.1

识别史料类型

2.2

正确应用时空术语

2.3

简单说明历史事件和历史概念

2.4

根据历史资料对历史事实作一般的解释

2.5

解释历史事实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

2.6

应用基本历史概念回答问题

2.7

能根据确定的主题收集、整理和运用历史资料，完成作业报告
2.7.1

能依据报告主题收集资料

2.7.2

能摘取和整理资料

2.7.3

能陈述对主题的认识

2.7.4

能具备积极进取和负责任的品格

Ⅲ 试卷结构
试卷一：作业报告 20% （*注：属于发展性评量）
试卷二：统一考试 80% （*注：属于总结性评量）
试卷一：作业报告
1．说明
历史科是华文独立中学的人文社会学科之一，其课程目标包括培养学生收集和整理资
料的能力。初中统考历史科为有效考核学生这方面的能力，特设属于发展性评量的作
业报告。学生通过作业报告学习历史，不仅只是知识的吸收，也能培养各种学习能力。
本作业报告属于校本评量的一种形式，所提呈之分数除须符合考试目标，也将反映各
独中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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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
作业报告是学生整理某一课题资料的呈现。学生须根据考试局在应考前一年发布的相
关主题范畴，在老师的指导下，并考虑学校的客观因素，从范畴中择定课题 （主题、
题目），并于指定日期内完成报告。报告内容不超过 3 千字，教师根据评分标准评分。

3. 评分标准
作业报告按考试目标要求，分两大项评分：（I）作业报告，占 12%；和（II）学生态
度，占 8%；两项目总计 20%。每大项根据若干评分标准按等第评分，细则如下：
（I）作业报告
等第
项目

4～3

2

能自行广泛收集资

在教师协助下，广泛收

料。

集资料。

1）能自行分辨及摘

1） 在教师协助下分辨

1
单一性收集资料。

资料收集

取合适的资料。

及摘取资料。

1）资料缺乏分辨及摘
取或直接使用下载
文章。

2）内容切合主题。

2） 内容基本符合主题。 2）内容不切合主题。

3）前言和结论能展

3）前言和结论能表达

3）没有前言和结论或

内容呈现
现对主题的感悟。

个人心得。

前言和结论与主题
无关。

4） 条理基本清晰；

4）条理清晰；

格式/版面

各部分逻辑关系

各部分逻辑关系基

合理。

本合理。

4）没有条理。

1）格式完整。

1） 格式尚算完整。

1）格式散乱。

2）版面整洁。

2） 版面尚算整齐。

2）版面凌乱。

注：1）等第即为每项之分数，教师根据标准评分。
2）每个项目只能打一个等第的分数，三个项目最高分合计 12%。

（II）学生态度
等第
4～3

2

1

项目
时间掌握

提早或按时完成。

稍微延后完成。

1）认真、积极、主动。 1）中规中矩。
过程态度 2）能够按照分配完成
任务。

2）基本能够完成分配
的任务。

严重逾期完成。
1） 敷衍、懒散、被动。
2）不能完成分配的任务
或完成很少的任务。

注：1）等第即为每项之分数，教师根据标准评分。
2）每个项目只能打一个等第的分数，两个项目最高分合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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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二：统一考试
1．形式
采用闭卷笔试方式，试卷满分为 80%，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2．试卷结构
甲部：选择题（40%）……………………………………… 作答时间：50 分钟。
40 题全答。
[比例分配：马来西亚史 16 题，世界史 24 题。]

乙部：作答题（40%）…………………………………… 作答时间：1 小时 10 分钟。
A 组：综合题（10%）
(a) 项 填充题

3%

(b) 项 配对题

3%

(c) 项 看图简答 4%
[比例分配：马来西亚史 6%，世界史 4%]
B 组：问答题（30%）
马来西亚史

2 题选答 1 题

世界史

3 题选答 2 题

Ⅳ 考试内容
1. 马来西亚史部分
一级内容主题

二级内容主题

1.1 15 至 18 世纪 1.1.1 马六甲王国的政
的马来半岛

治、经济和外交

王国

发展
1.1.2 葡萄牙与荷兰对
马六甲的殖民统

知识内容
1.1.1.1 马六甲王国的建国经过、重要人物贡献、对外
关系和成为伊斯兰教中心的经过
1.1.1.2 马六甲王国的兴衰原因
1.1.2.1 葡、荷占领马六甲的经过
1.1.2.2 葡、荷占领马六甲的原因和统治

治
1.1.3 柔佛王国的兴衰
（含三角战争）

政策
1.1.3.1 柔佛王国的兴衰
1.1.3.2 三角战争的原因和结果
1.1.3.3 柔佛首相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1.1.4 马来社会与文化

1.1.4.1 马来邦国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
1.1.4.2 马来人的传统习俗和伊斯兰教对马来社会的
影响
1.1.4.3 马来语文的发展、文学和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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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内容主题
1.2 英国殖民势
力入侵马

二级内容主题
1.2.1 海峡殖民地的
组成

知识内容
1.2.1.1 英国占领槟榔屿和新加坡的原因
1.2.1.2 英国占领槟榔屿和新加坡的经过
1.2.1.3 《英荷条约》

来半岛

1.2.1.4 海峡殖民地的成员、组成的原因、经济和社会
发展
1.2.2 英国干涉马来土
邦的经过

1.2.2.1 英国对马来各邦内政的干涉
1.2.2.2 拿律战争
1.2.2.3《邦咯协定》签订的经过和内容
1.2.2.4《邦咯协定》的影响
1.2.2.5 参政司制度
1.2.2.6 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接受参政司制度的原因
1.2.2.7 叶亚来与吉隆坡
1.2.2.8 马来联邦
1.2.2.9 统治者会议

1.3 英国扩大在

1.3.1 马来属邦

1.3.1.1《曼谷条约》签订的背景与顾问官制度

马来半岛

1.3.1.2 港主制度与柔佛

和北婆罗

1.3.1.3 苏丹阿布·巴卡的近代化政策

洲的势力

1.3.1.4 马来属邦的特色
1.3.2 英国在北婆罗洲
的扩张

1.3.2.1 詹姆士·布洛克成为砂拉越的拉惹
1.3.2.2 白人拉惹的统治措施
1.3.2.3 英国北婆渣打公司成立的经过及丹特的作为
1.3.2.4 渣打公司统治北婆的措施

1.3.3 我国反抗殖民统
治的活动
1.4 英殖民统治

1.4.1 英殖民统治下的

下的发展

经济、社会、教

情况

育与文化发展情

1.3.3.1 各地反殖民统治的共同点
1.3.3.2 砂拉越石隆门事件和霹雳巴丝沙叻事件
1.4.1.1 锡矿业和橡胶业的发展情况及其主要推动人
物
1.4.1.2 城市兴起、交通建设、多元民族社会的形成与

况

发展；对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政策的认识
1.4.1.3 分而治之政策下的教育发展及各源流教育的
重要代表学校

1.5 日本侵略
我国

1.5.1 日本入侵我国的

1.5.1.1 日军登陆日期、地点；在新加坡的抵抗行动；

经过、统治政策，
以及人民展开的

英军投降日期
1.5.1.2 日据时期的统治措施

抗日斗争

（包括行政、社会经济和民族政策）
1.5.1.3 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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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内容主题

二级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1.6 紧急状态与

1.6.1 紧急状态与华玲

1.6.1.1 马共的武装斗争、紧急状态的内容及英殖民政

马来亚联合

会谈

府的剿共措施

邦的独立

（含阁员制和市议会选举、1955 年大选）
1.6.1.2 华玲会谈背景、日期与地点；双方和谈代表及
内容
1.6.2 马来亚联邦和

1.6.2.1 马来亚联邦计划的内容；马来人的反对声浪和

马来亚联合邦

巫统成立的经过；非马来人的反应
1.6.2.2 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内容和左翼团体的反对
行动
1.6.2.3 宪制谈判和独立经过；宪法的重点

1.7 马来西亚的
成立与发展

1.7.1 马来西亚成立的

1.7.1.1 北婆和砂拉越殖民权的转移和当地人民的反

经过

让渡
1.7.1.2 东姑倡议的原因和国际间的反应；成立的经过
和诞生

1.7.2 五一三事件及

1.7.2.1 五一三事件发生的背景、导火线和结果（含国

其后续发展

阵的成立和国家原则的提出）

1.7.3 新经济政策

1.7.3.1 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成就和问题

1.7.4 我国教育政策与

1.7.4.1 单一教学媒介语的起始：

华教发展

《1952 年教育法令》、《1956 年拉 萨 报 告
书》、《1961 年教育法令》、《国语法令》
1.7.4.2 南洋大学的创办；董教总、华文独中及独中工
委会的出现；独中复兴运动

1.7.5 我国积极参与的

1.7.5.1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和组织运作

国际性组织
——东盟

2. 世界史部分
一级内容主题
2.1 总论

二级内容主题

知识内容

2.1.1 历史的概念

2.1.1.1 历史的要素；史料辨别；历史时期的划分

2.1.2 世界四大古文明

2.1.2.1 四大古文明的历史发展和文化遗产；古印度文
明与东南亚的关系
（含狼牙修和吉打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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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内容主题
2.1 总论

二级内容主题
2.1.3 世界三大宗教

知识内容
2.1.3.1 创立和发展
2.1.3.2 伊斯兰文化

2.2 中国古代史

2.2.1 中国各朝代的
顺序

2.2.1.1 中国各朝代的顺序
2.2.1.2 中国各朝代的历史发展特色
（包括大一统与分裂；民族大融合；兴衰交替
等）

2.2.2 周朝的封建制度
和宗法制度

2.2.2.1 封建制度的内容
2.2.2.2 宗法制度的内容和作用

2.2.3 秦始皇的功绩

2.2.3.1 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

2.2.4 汉武帝的政绩与

2.2.4.1 汉武帝的统治政策

丝绸之路
2.2.5 魏晋南北朝的民

2.2.4.2 丝绸之路的开通
2.2.5.1 北方各族的融合；中原文化的南播

族融合
2.2.6 隋朝的重要建设
2.2.7 唐太宗的政绩与
东亚的唐化运动

2.2.6.1 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及大运河
2.2.7.1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2.2.7.2 东亚的唐化运动

2.2.8 宋朝的政治发展

2.2.8.1 宋太祖的统治政策；两宋的政治和社会特色

2.2.9 元朝兴亡

2.2.9.1 元朝的统治政策

2.2.10 明 朝 专 制 与 郑

2.2.10.1 明太祖的专制王权；明成祖的

和下西洋

建设
2.2.10.2 郑和七下西洋的影响

2.2.11 清朝前期的

2.2.11.1 康熙、雍正和乾隆的统治措施；

盛世
2.2.12 中 国 文 化 之 代
表及特色

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2.2.12.1 东周时期学术思想的产生背景及其内容
2.2.12.2 宗教信仰
2.2.12.3 史学特色
2.2.12.4 科学技术发展的特色和四大发明

2.3 中国近现代
史

2.3.1 鸦片战争

2.3.1.1 背景、近因与导火线、爆发与结果

2.3.2 洋务运动与变法

2.3.2.1 洋务运动的背景、内容、失败原因和意义

维新

2.3.2.2 甲午战争的爆发
2.3.2.3 甲午战争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与甲午战争
2.3.2.4 维新运动的经过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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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内容主题

二级内容主题

2.3 中国近现代

2.3.3 辛亥革命与中华

史

知识内容
2.3.3.1 辛亥革命的背景、经过和结果

民国的建立
2.3.4 东南沿海人民

2.3.4.1 东南沿海人民移居海外的原因、

移居海外
2.3.5 新文化运动与
五四运动
2.3.6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方式和集中地
2.3.5.1 新文化运动的经过和内容
2.3.5.2 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
2.3.6.1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的发展
2.4 南亚及东南
亚史

2.4.1 东南亚各国沦为

立与初期的发展
2.4.1.1 印、菲、缅及印支三邦的殖民宗主国；印、菲、

殖民地
2.4.2 东南亚各国的
独立与发展

缅地区的重要殖民政策
2.4.2.1 促成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产生的内外部因素
2.4.2.2 菲律宾宣传运动和卡地普南武装斗争；印尼至
善社和苏卡诺的作为；缅甸德钦党和昂山的作
为
2.4.2.3 印、菲、缅的独立经过
2.4.2.4 军人独裁的东南亚国家——菲律宾、缅甸和印
尼（包括原因和特色）

2.4.3 暹罗的不同发展

2.4.3.1 暹罗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的改革
2.4.3.2 1932 年不流血政变；披汶的大泰族主义
2.4.3.3 军人政治的特色

2.4.4 印度甘地的不合

2.4.4.1 印度的殖民宗主国；印度社会的特殊性；印度

作运动及其独立
经过
2.5 欧洲古代史

2.5.1 古希腊城邦政治

的独立与分裂
2.4.4.2 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精神和内容
2.5.1.1 城邦政治的特点；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的政
治特色

2.5.2 罗马帝国的兴衰

2.5.2.1 罗马帝国的兴衰；罗马的法律制度

及其法律制度
2.5.3 中古欧洲的政治、 2.5.3.1 基督教对中古欧洲的影响；欧洲封建制度的内
经济和社会特色

容和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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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内容主题
2.5 欧洲古代史

2.6 欧洲近现代
史

二级内容主题
2.5.4 近代欧洲的兴起

知识内容
2.5.4.1 文艺复兴的意义和精神；起源于意大利的原
因
2.5.4.2 宗教改革的原因、发展和天主教的回应
2.5.4.3 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开发的路线和影响
2.5.4.4 上述事件与近代欧洲兴起的关系

2.5.5 欧洲的文化演进
特色

2.5.5.1 按欧洲史发展顺序说明各阶段的文化发展特
色
2.5.5.2 哲学思想代表人物和重点；文学特色和代表；
艺术特色和代表；科学发展特色和代表

2.6.1 英国君主立宪制
的确立及责任内
阁制

2.6.1.1 英国清教徒革命及光荣革命的经过和意义
2.6.1.2 责任内阁制的内容

2.6.2 启蒙运动

2.6.2.1 启蒙运动产生的原因、内容、主要代表及思
想

2.6.3 美国独立战争

2.6.3.1 英国殖民北美 13 州；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结束
2.6.3.2 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独立宣言》和美国
宪法的要点

2.6.4 法国大革命

2.6.4.1 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和意义；《人权
宣言》的重要内容
2.6.4.2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2.6.5.1 拿破仑的成就及其时代的意义

2.6.5 拿破仑称霸欧洲
2.6.6 工业革命

2.6.6.1 工业革命的意义、背景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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