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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马来西亚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在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十七届

会议期间接受了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在会议期间，共向马来西亚提出了 232 项

建议，其中 150 项建议获接受。有 113 项建议获完全接受；有 22 项建议获原则

上接受；还有 15 项建议获部分接受。1 

2.  本国家报告反映了在本报告所述期内(即 2013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马来西

亚人权形势的发展。报告侧重论述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结果的后续行动，其中包

括政府在落实接受的建议方面，以及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二. 方法和磋商进程 

3.  外交部多边事务司人权和人文处的一项任务是协调和编写国家报告。2 编写

过程是通过一种国家机制方法进行的，建立该机制旨在监测建议的落实情况。该

机制包括 2014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与政府有关部委和机构的定期互动和磋

商。为了有效评估执行情况，将已接受的所有建议分为 7 大类。 

4.  马来西亚政府认真考虑利益攸关方对人权的评论和意见，与包括民间社会组

织(CSO)和马来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在内的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

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会议。 

5.  政府赞赏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在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方面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

的性质。马来西亚希望对在第二次审议期间提出建议的联合国会员国表示感谢，

并重申马来西亚致力于建设性地参与普遍定期审议进程。 

6.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认为有必要不断监测和跟踪这些已获接受建议的落实情

况，以确保履行其国际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马来西亚人的人权。 

 三. 已接受建议的落实情况 

 A. 国际义务 

  提交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报告 

(建议 37) 

7.  马来西亚期待与所有国际机构，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

《残疾人权利公约》等人权条约机构密切合作。马来西亚 2016 年 8 月提交了关

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并于 2018 年 2 月 20

日在日内瓦作了介绍。报告强调了马来西亚妇女在教育、健康、经济、政治和法

律方面取得的进展。相关部正在最后完成《残疾人权利公约》报告，并将适时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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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际机制的合作 

(建议 38、39、44、45) 

8.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马来西亚认为，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接触将为其正

在进行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做出积极贡献。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已经接待

了八次专题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访问。3 

9.  今年下半年，马来西亚将接待儿童买卖和性剥削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访问(9

月)和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访问(11 月)。政府还同

意邀请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19 年对

马来西亚进行国家访问。 

  批准国际人权文书 

(建议 1、5、9、11、20、22、23、24) 

10.  马来西亚虽然不是其它六项国际人权文书的缔约国，但政府仍致力于确保

马来西亚的立法框架符合核心公约阐述的基本原则。 

11.  倘若马来西亚要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只有在明确的政策

指导下，通过修订《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宪法》)的关键条款之后才能加入，

同时，将与相关部委和利益攸关方讨论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酷刑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权利国际公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问题。 

12.  鉴于加入任何条约均为一国的主权权利，马来西亚只有在制定相关政策、

行政和业务程序以及国内法律框架以确保充分遵守国际义务之后，才能决定是否

有可能加入。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正在研究马来西亚加入其余六项人权文书的可行

性。 

  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罗马规约》) 

(建议 14、26、27) 

13.  需要认真考虑加入《罗马规约》的可能性，因为它将涉及修订国家《宪

法》和其他相关立法，以确保充分遵守《罗马规约》规定的义务。目前，虽然马

来西亚没有任何专门的立法囊括《罗马规约》规定的罪行，但其中的行为在一定

程度上由《刑法》和马来西亚的其他法律定为普通罪。 

  加入《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 

(建议 7) 

14.  马来西亚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的第一和第二任择

议定书。马来西亚已制定了适当的立法、行政和政策框架，以满足保护和儿童的

需要，并促进他们的身体、心理智力和情感发展。2001 年颁布的《儿童法》对

儿童的保护和发展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因此，马来西亚坚信，虽然马

来西亚尚未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第三任择议定书，但有充

分的机制和程序来处理儿童问题。尽管如此，马来西亚将继续评估加入该任择议

定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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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的法律制度为所有《儿童权利公约》所载权利遭到侵

犯的儿童提供求助途径。 

 B.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促进和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整体情况 

(建议 61) 

16.  政府继续在决策和立法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保持平衡。自 2013 年以来，政府已取消 1969 年《紧

急(公共秩序及防止罪案)条例》，作为持续努力谋求上述平衡的一部分。 

  死刑 

(建议 106、105、107、116) 

17.  通过修订 1952 年《危险药物法》第 39 条 B 款，废除了对贩毒罪的强制性

死刑。该修正案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生效，赋予法院在判决方面以酌处权，法院

可根据每一个案的实际情况选择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 

  公平审判权 

(建议 147) 

18.  在马来西亚，每个被拘留者都有权获得公平审判。对于受法庭审理的案

件，被拘留者享有各种权利，例如有权指定其选择的律师。对初审法院一级的任

何定罪，都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集会自由权 

(建议 163、164) 

19.  政府将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通过执行 2012 年《和平集会法》(PAA)，确

保享有《宪法》第 10 条所载的和平集会的自由权利。只要它们符合现行国内法

律，政府就致力于促进和保护这些权利。在 2013-2017 年期间，政府对提交的

26,685 个公共集会申请，批准了其中 25,901 个，批准率达 97.1%。 

  普选 

(建议 170) 

20.  对涉及选举委员会和其他有关当局选举活动所提申请的所有调查，都是在

规定的时间内根据国内法进行的。对于受害方，可根据相关法律提供补救途径。 

21.  可以向高等法院提出质疑选举结果的请愿书，由其决定选举委员会进行的

选举是否合规。《宪法》第 118 条为任何符合资格的公民质疑选举结果提供了途

径。选举请愿书须在选举结果在宪报刊登后 21 天内，由候选人、选举代理人或

选区的登记选民向高等法院提出。 

22.  每一选举请愿书应由选举法官在选举请愿书提交之日起 6 个月内审理。4 针

对选举法官的判决提出的上诉可在判决作出之日起 14 天内提交联邦法院，并在

6 个月内得到解决。联邦法院的判决为最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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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煽动叛乱法》 

(建议 48、49) 

23.  政府正在与有关部委和机构进行磋商，审查《煽动叛乱法》。 

  执法行动期间坚守人权 

(建议 77) 

24.  已将使用武力和严格遵守人权标准的内容纳入执法机构的培训。这类内容

也在各自的标准操作程序中列明。 

  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 

(建议 97、153、155) 

25.  政府根据《宪法》规定，组织了各种方案，以进一步加强各宗教和族群之

间的互动以及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尊重。为此，通过宗教和种族组织、牧师、机构

和地方大学之间的合作，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举办了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 

26.  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本国的官方宗教，但《宪法》也明确规

定了信仰和奉行任何宗教的权利。因此，政府坚定致力于营造宽容、和谐的文

化，以便更好地促进人的福祉，作为维护马来西亚和平与和谐的主要因素。根据

马来西亚法律，侮辱任何宗教均被视为刑事犯罪，将受到惩罚。 

  防止酷刑的举措 

(建议 76、125) 

27.  马来西亚严格禁止一切形式的虐待，包括酷刑。在这方面，有关使用武

力、对待和严格遵守人权标准的内容已纳入对相关执法人员各自标准操作程序的

培训。警察总监为此目的发布了一份标准操作程序，包括 2012 年《治安罪(特别

措施)法》和根据《和平集会法》为和平集会提供便利。 

28.  虽然马来西亚没有签署联合国《酷刑公约》，但政府不容忍任何形式的酷

刑。《刑法》将可能被视为酷刑和造成伤害的行为定为犯罪。除了《刑法》之

外，诉讼当事人还可以因遭受酷刑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民事救济。 

29.  马来西亚全国人权委员会还举办了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活动，作为提高

认识方案的一部分，并根据 1999 年《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法》向执法机构提供

与人权有关的教育。 

  言论自由 

(建议 160、169) 

30.  总的来说，在马来西亚记者和博主可以自由行使言论自由权。《宪法》第

10 条载有见解和言论自由。政府还致力于确保所有公民享有基本自由，只要它

不损害他人行使权利。 

31.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马来西亚人的公共空间不断扩大。尽管如

此，在报道新闻或发布文章时，在线新闻门户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平台必须确

保它们在线提供的信息准确，并非故意误导，并且不违反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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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一届政府目前正在审查《印刷品和出版物法》，该法被视为钳制媒体和

限制获取信息的工具。除此之外，政府正在建立一个由有关各方参与的媒体委员

会，以期建立一个独立的媒体监督机构。 

  司法改革和拘留 

(建议 127、148) 

33.  马来西亚司法机构正在着手改革法院系统，以加快处理案件和加强司法机

构的独立性。马来西亚司法机构还采用了电子法院系统(案件管理系统，法院记

录转录和电子填写)，以便于法院档案的管理，并制定了一个处理案件的关键绩

效指数，它要求法院每月举行庭审，确保案件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听审和处理

完。为此，司法机构的努力也赢得了国际上的承认。5 

34.  成立了一个法官道德委员会作为确保司法系统独立性的支持机制，对违反

《法官道德守则》的法官作出调查。《宪法》第 125 条规定，可以将违反《准

则》任何规定的法官解职。 

35.  所有作出的逮捕和拘留都遵守了法律和法规以及公认的人权标准。《宪

法》规定，每个被捕者或被拘留者均应被告知被捕的理由，并允许其本人选择法

律代理。 

36.  马来西亚当局致力于确保其监狱设施完好，并符合国际标准，包括《联合

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和《曼谷规则》。 

 C.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土著人民的权利 

37.  政府正在努力通过第 10 个和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MP)和政府转型计划

(GTP)兼顾城乡地区的发展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6 

38.  在 2011 年至 2015 年实施第 10 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政府投入了大量资

源，以增进人民的福祉。医疗保健行业的改善导致预期寿命增加，婴儿和产妇死

亡率下降，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的改善。住房方案改善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

力，并制定了指导方针以创造更有利的生活环境。 

39.  同样，在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2016-2020 年)，福利仍然是一个优先事

项，改善医疗保健部门的重点是解决获得服务不足的群体的需要，改善卫生系统

的提供，以提高效率和效益，并加强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除此之

外，还将为贫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包括青年人和新婚夫妇在内，提供住

房支持。7 

  促进社会和经济权利 

(建议 62、63、64、173) 

40.  在第 10 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政府的重点是提高所有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水

平，特别是底层 40% (B40)家庭。实施的战略是： 

(a) 扩大获得能力和能力建设方案和受教育机会； 

(b) 通过创业提高创收潜力； 

(c) 加强获得便利设施；和 

(d) 为特殊目标群体，例如沙巴和沙捞越的土著人民，实施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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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加强国家发展计划时，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提出了四个主要方面：(一) 

加强包容性以实现公平社会；(二) 改善所有人的福祉；(三) 加速人力资本发

展，增强国家地位；(四) 重新设计经济增长以实现更大的繁荣。 

  解决收入不平等和消除贫困问题，包括土著人民 

(建议 79、80、81、82、83、84、85、86、214、215、216) 

42.  马来西亚对消除贫困方案8 进行了重新分类，将目标群体扩大到包括属于

40%最低收入群体的家庭。 

43.  在这方面，政府根据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第 3 章确定了若干战略，即加强

对公平社会的包容性。这些战略包括： 

(a) 提高底层 40%群体的收入； 

(b) 加强土著经济共同体； 

(c) 赋予少数群体权能；和 

(d) 满足特殊群体的需要。 

44.  由一个中央理事会协调各中心之间的社会保护方案的实施，以提高效率，

并得到现有数据库相互联通的有力支持。找准受援者也得到了改进，更多地以需

要为基础，同时考虑到人口和地理因素。 

45.  政府还推出了平价商店计划，以合理和有竞争力的价格销售消费品，但并

不影响质量。 

46.  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的重点是通过创收活动改善土著人民的生活质量，为

传统安置地提供现代基础设施、教育机会和医疗援助，从而解决弱势和处境不利

群体的关切问题。 

47.  其他方案包括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重新安置举措、基础设施、电力和经过

处理的供水。其中一项重新安置措施，即霹雳州的村庄综合发展项目，包含在同

一地区有譬如学校、社区礼堂和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等。 

48.  政府提供支持，提高人们对土著社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其中一项方案是

学生优才方案，旨在满足土著儿童的需求，以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为鼓励更多

的土著儿童上中学，政府在交通和零花钱方面提供了帮助。还设立了一项特别奖

学金计划，以增加土著学生继续升学，包括在海外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 

49.  为了提高土著人民的技能，9 政府提供了额外培训方案，涉及营销和成立小

企业，如包装，钉标签，营销，包括在线平台以及基本会计和业务管理方面的软

技能。在受训期间，学员们获得了津贴、膳食和住宿。 

50.  通过诸如农业、旅游和创业技能等方案找出并发展了社区的经济潜力。除

其他外，政府引入了创收方案和其他商品化农业活动，如商业油棕榈和橡胶，以

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进步。 

51.  对于沙巴和沙捞越人民来说，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10 强调提高所有人的收

入，减少各州的收入差距，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并推行各种方案以创造经济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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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根据沙巴州原住民(PKAN)计划和沙捞越州土著居民(PKB)计划，开展的以

人为中本的一项计划是原住民习惯权利下的土地测量计划。11 该计划的目标是

保障和保护沙巴和沙捞越原住民的权利，其目的是扩大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经

过测量的土地将用于橡胶和棕榈油等作物开发，以提高这两个州原住民的社会经

济福祉。 

53.  政府还在沙捞越偏远地区为槟城人开发了农村转型中心(RTC)、小型农村转

型中心和农村服务中心。所有这些设施都建在关键位置，如社区聚集场所和社交

场所，以提供基本和必要的设施，并鼓励政府机构之间以更加协调的方式实施方

案。 

54.  马来西亚还通过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论坛和大型会议继续分享在消除贫穷

和政府援助穷人方案(eKasih)数据库方面的经验，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东盟各国部长关于农村发展和消除贫困会

议、亚非农村发展组织和亚洲及太平洋农村综合发展中心。 

  改善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 

(建议 171、172、176、186、187) 

55.  在第 10 个和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中，人民的福祉至关重要，重点是医疗

保健服务、公共安全、经济适用房、社会融合和体育运动。12 

56.  政府为城市地区的青年提供了负担得起的出租住房方案，为农村地区的青

年提供了第二代住房方案。根据第二代住房方案，政府对每套价值 6.5 万至 15

万林吉特的住房补贴 30%。 

57.  政府还制定了深入基层方案，鼓励民事登记，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

以便利获得社会服务。国家登记部(NRD)实施的我的登记(MyDaftar)方案为那些

无证件者提供帮助。自 2012 年至 2017 年，国家登记部为 8,412 个独立的深入基

层方案中的 227,481 份申请提供了便利。 

58.  为了支持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儿童，特殊教育服务中心为全国各地在校

全部或部分接受包容性课程的学生提供了帮助。支持服务包括评估学生的表现和

能力水平，帮助计划，以帮助提高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学习潜力和福祉，以

及就特殊教育需要管理相关问题与学生和教师作出咨询。 

  改善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建议 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8、189、190) 

59.  马来西亚不断采取行动，根据人口健康需求改善医疗保健的覆盖面和可及

性。这包括通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相一致的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和 2016-2020

年与健康相关的其他目标，支持全民健康保险。13  

60.  卫生部(MOH)通过固定诊所和医院网络为人口提供服务，辅以陆地、水面

和空中的移动式服务，如飞行医生服务和改善联通城乡地区的创新战略。14 

61.  政府推出了“创建国家健康社区计划”，该计划使社区成员能够开展和实

践健康的饮食和行为。扩大了预防传染病促进健康计划，包括沟通行为影响方

案，旨在减轻登革热的传播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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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非公民也可以按特别收费获得公共医疗服务。外籍工人健康保险计划是针

对有证件的外籍工的强制性保险计划，它涵盖政府医院的住院服务。 

63.  通过家庭帮助服务和针对弱势群体(老年公民、残疾人和单身母亲)的活动和

支持，促进了社区福利。提供全面的健康和社会支持，旨在增加获得保健服务的

机会，及早发现和治疗健康问题，并使家庭和社区有能力帮助和照顾这类群体。15 

64.  马来西亚承认，培训医务工作者，如长期培训职前和在职保健人力资源，

包括医生、牙医、药剂师、护士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是提供高质量保健服务的一

项重要内容。从 2013 年至 2018 年，拨出了 15.06 亿林吉特，用于 66,661 人的这

种培训。 

65.  政府还与当地和外国大学合作，增加卫生部门医疗专家的人数。2017 年，

与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合作开展的一项新专科培训计划补充了对现有当地医学专

家的培训。 

66.  政府通过一站式家庭中心、诊所和流动服务，提供有关计划生育、生殖健

康和育儿技能服务，覆盖城市和农村人口。国家人口和家庭发展委员会(LPPKN)

也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实施了深入基层计划，通过流动服务接触目标人群。16 

67.  马来西亚的孕产妇死亡率目前为每 10 万活产 29.1 例(截至 2016 年)。对孕

产妇死亡的保密调查表明，由于与现有的病情有关，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基于

这一发现，实施了孕前护理，作为对有疾病和先前怀孕有严重产科并发症的妇女

作出早期干预。 

68.  在加强青少年性生殖健康服务方面，政府制定了一项关于医务工作者管理

青少年性生殖健康问题国家指南，其中考虑到了法律、道德、社会文化和宗教观

点。所涉及的领域包括青少年怀孕管理和堕胎申请、虐待管理、性传播感染和避

孕服务。 

69.  每年定期开展培训，在政府初级卫生保健机构登记的青少年怀孕案例呈下

降趋势，从 18,652 例(2011 年)减少到 9,617 例(2017 年)。 

70.  通过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中概述的多部门和影响力大的方案，马来西亚实

现了一项千年发展目标，即在 2002 年至 2015 年期间将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减少了

一半。谈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马来西亚决心步入快车道并实施长

期对策，正如本国 2016-2030 年国家艾滋病战略规划(NSPEA)所述，到 2030 年

消除艾滋病。17 

71.  目前，所有政府卫生机构都提供免费艾滋病毒筛查设施。18 2017 年，超过

5 万人造访了这类政府设施进行自愿艾滋病毒筛查。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例数从

2002 年的 6,978 例稳步下降至 2017 年的 3,347 例同样，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也

有所下降，这直接归因于采用更能负担得起和可以获得的一线和二线抗逆转录病

毒治疗方法。 

72.  马来西亚不断与其他国家分享专门知识和技能，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

织)合作，在马来西亚开展研究访问/培训方案。马来西亚还在区域和国际讲台上

分享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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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受教育的机会 

(建议 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28) 

73.  马来西亚继续以全面方式向全民提供优质教育。政府已将 2013-2025 年马来

西亚教育蓝图(MEB)中的所有举措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的战略和第 11 个马来西

亚计划保持一致。马来西亚通过为所有儿童打造有吸引力和可行的教育途径，努

力确保到 2020 年普及教育，并从学前班到高中实现全员入学率。在立法、政

策、机制、结构或资源分配方面没有性别歧视。除此之外，还通过各种举措努力

改善受教育机会。19 

74.  马来西亚教育系统在 13 年中(2013-2025 年)通过马来西亚教育蓝图启动了一

项全面转型方案。2017 年，全国公立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为 6,096 所，2017 年

学前教育入学人数为 204,105。政府不断鼓励和支持私立学前教育机构开设更多

的学前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以增加儿童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2017 年小学

教育总的入学率为 97.9%，而中学教育总的入学率为 91.3%。 

75.  还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SEN)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2017 年，全纳教育中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比例增加到 40.88%。原住民学生的入学人数在 2017 年

也增加到 38,834 人。 

76.  政府还加强了体育学校，以培养国家未来的运动员，加强了艺术学校，以

培养青年艺术人才，也加强了 9 年制连读学校，以解决沙巴和沙捞越原住民和当

地人的文盲和辍学问题。 

77.  爱心帮助学校(SBJK)于 2013 年开课，为被边缘化的街头儿童在安全的环境

中提供正规教育，其目的是确保这些儿童继续接受教育，同时保护他们免受各种

社会恶习的浸染。扩大了贫困学生信托基金和奖学金范围，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

供经济帮助。 

78.  政府还通过开办社区学院和开放大学鼓励持续学习，从而为终身学习提供

支持。2017 年的入学人数为 506,557 人，2016 年为 501,896 人。此外，为给学生

提供恰当的环境发展沟通、协作、创造力和思辨技能，大多数学校都配备了互联

网连接。 

79.  政府还确定了举措，以进一步改善教师职业。政府为全国学校的教师需求

和供应作了长期筹划，以确保为所有学校，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校培训适

当的教师。 

80.  政府还为教师制定了标准指南，即持续专业发展总体规划、业效标准和职

位说明，以保持高标准的专业教学。马来西亚师范教育课程也与全球教育政策同

步发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形势和未来机会，而不分性别。教师备有教

学法，以满足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的教学和学习过程以及学习方式。 

81.  为了促进全民扫盲和普及教育，政府允许其他组织实施替代教育方案。 

82.  根据“替代教育政策”(AEP)，允许非公民儿童在私人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开

办的替代学习中心(ALC)就读。“替代教育政策”允许私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

人道主义基础上开办社区学习中心，为沙巴和沙捞越种植区的有证件移民工人的

非公民儿童提供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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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政府还参加了关于将东盟社区教育权纳入主流的对话和会议，突出了跨领

域问题，并创建了加强教育和人权的区域合作平台。政府与国际机构合作，分享

受教育权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参与各种国际讲坛，就如何改善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实现全纳和公平教育提出建议。 

84.  政府的重点是提高沙巴和沙捞越土著人和原住民学校的入学率，并采取措

施，确保土著人民接受符合需的优质教育。迄今为止，有专供土著人的 93 所公

立小学。提供适当和全面的教育方案成功地提高了土著人民的入学率和过渡率。

截至 2018 年，全国共有 8 所 9 年制学校运营。截至 2018 年，全国共有 8 所 9 年

制学校运营。四所 9 年制学校提供基础职业教育，使土著学生能够获得马来西亚

技能证书，并可继续在职业学院就读，以便获得更高水平的认证。 

85.  政府还制定了一项方案，鼓励完成小学教育的原住民儿童继续接受中学教

育。根据这项方案，政府提供财政援助和交通手段，以降低中学的辍学率。 

 D. 妇女、儿童和残疾人 

  促进和增强妇女权利及对两性平等的认识 

(建议 65、66、67、68、69、70、94、95、96) 

86.  政府认识到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签署国的国际义务以及

对执行《北京行动纲要》的承诺，并继续致力于确保马来西亚妇女和女童在各级

享有平等机会。 

87.  2015 年 8 月成立了妇女咨询和协商理事会，旨在根据国家妇女政策及其提

高妇女地位行动计划赋予妇女以权能。在 2018 年赋予妇女权能的五个战略类别

(健康、安全、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基础上，该理事会得到 5 个工作委员会的协

助。 

88.  马来西亚在公共部门有 35.8％的妇女担任决策职位，因而超出了 30%这一

目标。然而 2016 年在企业部门的公营和私营上市公司中，这一比例为 29.9%。

从 2012 年至 2017 年，有 1,051 名有能力的女候选人接受了女性主管培训计划，

其中包括入职董事会准备程度评估和技术以及软技能培训，以确保为企业部门源

源不断地提供合格的女性主管。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市值中，女性占百强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 19.7%，而政府设定的目标为

18.0%。 

89.  在第 11 个马来西亚计划中，赋予妇女权能仍然是一项优先事项，其中实施

了各种方案，将女性劳动参与率从 2016 年的 54.3%提高到 2020 年的 59%。这些

措施符合将马来西亚根据经济转型计划到 2020 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战略。 

90.  政府还为弱势妇女，尤其是底层 40%的单身母亲、寡妇和土著群体妇女实

施了若干经济赋权方案。实施的方案包括通过发展妇女企业家方案，中小企业能

力建设方案，以及专门针对土著妇女企业家的帮助方案，支持创业。此外，土著

妇女受到技能和职业培训方案的培训，提高了她们获得更多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

的技能。为农村妇女也开展了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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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根据 2018 年国家预算，政府列出了 4 项措施，以提升妇女在本国的作用，

即在 2018 年底之前对与政府有业务联系的公司，与政府有关的投资公司和法定

机构须做到至少 30%的董事会成员为女性；将私人部门的产假从目前的 60 天增

加到 90 天；为妇女培训和创业方案拨款 2,000 万林吉特；对于在退出就业市场

后选择重返工作岗位的女性，可享受个人免税。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建议 71、72、73、149、150、151、230) 

92.  政府敏锐地意识到有责任确保儿童的身体、情感、安全和福祉。为此，政

府于 2014 年实施了智慧儿童拯救和保护运动，以传播有关儿童安全的信息，并

提高在校儿童的认识。 

93.  关于所有新生儿的登记，《1957 年出生和死亡登记法》、1948 年《出生和

死亡登记条例》(沙巴第 123 章)和《1951 年出生和死亡登记条例》(沙捞越第 10

章)规定，所有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婴儿，无论其父母的国籍或法律地位如何，均

可办理正式的出生登记手续和获得出生证明。还必须强调，现行法律赋予合格的

知情人有权向登记官提供有关出生的信息。 

94.  政府通过国家登记部开展了若干方案，鼓励出生登记，包括借助全国各大

医院的综合出生登记系统。该方案能够在医院现场收集出生详情，并与国家登记

部系统连接。这有助于登记官跟踪逾期申请出生证案例。此外，国家登记部成立

了移动登记队，前往全国偏远地区进行出生登记。国家登记部还在农村转型中心

设立了办事处，以加快农村乡镇的出生登记。 

95.  关于保护儿童问题，根据 2001 年《儿童法》，成立了儿童法庭，审理涉及

违法儿童的所有案件(但被控犯有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其中儿童与成年人同为被

告，或者儿童在被正式指控之前已年满 18 岁的情况除外)。每个法院由一名治安

法官主持，并由两名顾问协助，其中一人必须是女性，就影响到儿童的法令的任

何考虑向法院提出建议。除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法官、儿童及其父母/监护人、辩

护人、证人和与案件直接有关的其他人可出席外，法院的诉讼程序不对外公开。

法院还要求儿童的父母/监护人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出庭，除非这样做不合理，或

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96.  2017 年 7 月 10 日生效的 2017 年《性侵儿童犯罪法》规定，除其他成文法

律规定的性侵儿童罪行外，还应对某些罪行及其处罚作出规定。这些性犯罪包括

儿童色情、诱骗儿童和性侵罪。根据该项法律，犯罪者可能面临长达 30 年的监

禁和鞭笞。继 2017 年《性侵儿童犯罪法》通过后，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成立了

一个性侵儿童犯罪特别刑事法院。法院配备了便利儿童的设施，并设有专门的司

法和法律官员，以加快对这种案件听证会的速度。 

97.  2007 年颁布了《儿童证人证据法》，以保护儿童证人，在法庭程序中采用

有益于儿童的程序，以减少这些儿童证人所遭受的创伤，使儿童证人能够在法庭

上作证，但与被控犯罪者以屏幕隔开，或者通过现场连线或录像进行。法院可允

许儿童证人由成年人陪同，同时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下在任何诉讼中提供证据。

除上述情况外，政府还继续奉行以往的政策，如国家儿童政策和国家儿童保护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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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金)合作，成立了一个儿童照料和儿童保护

股，在父母、监护人和家庭成员的支持下，根据国际最佳做法，包括儿童的照

料、安全和保护，培养儿童保护干事的能力。在各地区社会福利办公室也设立了

该股。 

99.  关于婚姻问题，不同的法律对穆斯林婚姻和非穆斯林婚姻的最低年龄作出

了规定。20 

100.  政府不容忍强迫婚姻。《法律改革(结婚和离婚)法》第 22 条第(6)款规定，

除非书记官确信婚姻双方自愿同意，否则不承认婚姻有效，而第 37 条规定，任

何人使用武力或威胁强迫他人违反意愿结婚，将受到惩罚。21 

101.  政府为努力解决童婚问题，在保护儿童协调委员会下设立了儿童婚姻工作

队。该工作队由相关政府机构、学者和活动家组成，以确定童婚中的相关问题。

该工作队提议在伊斯兰教法官和首席部长以及土著首领批准童婚申请之前，应提

交医务报告和社会报告供其审议。 

  加强保护妇女免受暴力侵害 

(建议 128、130) 

102.  已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保护妇女免遭家庭暴力的权利。例如，2013 年对

《刑法》进行了修订，以便更好地防范家暴和性犯罪。根据对《刑法》的修正

案，对那些被判犯有性犯罪、配偶虐待罪的人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 

103.  此外，在“提高妇女地位行动计划”中，政府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列为 13

个关键领域之一。除此之外，其他措施还包括修订相关的立法，如《刑法》，

1955 年《就业法》和 1994 年《家庭暴力法》，并提高对解决暴力侵害妇女问题

重要性的认识。 

104.  《刑法》第 375 条 A 节主要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妻子的法律保护，虽未在该

条款中明确规定“婚内强奸”一条，但将丈夫为了进行性交对妻子的伤害定为犯

罪。除第 375 条 A 节外，《刑法》还有其他现行规定，妻子可根据案情予以引

用。除其他外，可一向指控丈夫犯有伤害罪，最高可判处 20 年徒刑。这种惩罚

通常与强奸相似，而且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对“婚内强奸”作出的具体规定。 

105.  因此，虽然马来西亚的“婚内强奸”的法律形式可能与其他司法管辖区不

同，但上述法律规定证明，马来西亚实际上对“婚内强奸”问题给予了应有的重

视，并承诺为受害者提供充分的保护。 

  孕妇和青少年保健 

(建议 175、185、229) 

106.  马来西亚通过扩大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保健设施，继续改善妇幼保健服务的

可获得性和质量。除了医院和固定诊所外，还有供门诊病人、孕妇和儿童的流动

医疗服务。这些举措使得在怀孕和分娩期间可以获得专业护理，并获得优质计划

生育服务和信息。 

107.  在解决缺乏恰当父母照顾的儿童问题，政府始终坚持以家庭为基础的照料

这一概念作为养育子女的方式。2001 年《儿童法》通过护理和保护以及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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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令维护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优先考虑儿童法院向可靠的家庭成员、亲属、

合适人员或中心下达安置令，以确保为儿童提供家庭式照料。 

108.  在减轻职业母亲的负担方面，政府为在政府工作场所设立托儿所提供拨款

和在私营部门工作场所设立托儿所提供免税奖励。对父母在公共部门任职，每月

收入低于 5,000 林吉特的家庭，每月为每个儿童提供不少于 180 林吉特的保育费

补贴。 

109.  根据 1955 年《就业法》的规定，马来西亚的职业妇女有权享受连续 60 天

产假。已经颁布了若干修正案，允许延长产假，允许孕妇享受带薪产假(至少 22

周)，以便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在产假期间，女职员不能被解雇。 

110.  政府官员在任职期间分娩，有权享受最长 360 天的带全薪产假。男性政府

官员也享有 7 天的陪产假。 

111.  马来西亚继续努力加强孕前保健服务，教育患有慢性病的妇女，以便在开

始怀孕之前优化健康，并确保提供更多的计划生育方法。 

  残疾人的权利 

(建议 204、205、206、207、208) 

112.  全国残疾人委员会(MKBOKU)成立了 6 个分委员会，侧重于以下具体领

域：教育、交通工具、优质生活护理、就业、残疾人登记和通用设计与构建环

境。 

113.  就业委员会制定了四个方案的范围，其总体目标是增加残疾人加入劳动力

大军。计划范围包括就业指导方案、经济赋权方案、增强商业帮助方案和残疾人

才提升方案。 

114.  制定了“就业指导”方案，旨在通过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社区的认识和理

解，促进残疾人参与社区生活。该方案的重点是培训课程的开发，对残疾人平等

培训教练和工作教练的培训。 

115.  为了鼓励残疾人自谋职业，政府通过技能发展计划推出了经济赋权方案。

还成立了工业培训和康复中心，通过职业培训和医疗康复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116.  根据 2007 年推出的商业促进援助计划(BEAS)，该计划协助残疾人企业家

改善经营，同时为其他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该计划作为一种工具，使残疾企业

家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在商业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并为其他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 

117.  政府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于 2016 年启动了大马残疾人才提升方案。该

方案使雇主能够获得经济援助，指派残疾人接受培训，以获得进入劳动力市场所

需的技能和知识。这一举措补充了早先实施的残疾人就业指导方案。 

118.  2016 年教育部(MOE)在全纳教育方案下实现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30.24%的入学率。截至 2017 年，在全系统中有 4,308 所小学和 2,002 所中学为所

有类别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教育。约有 40.88%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全国

的中小学就读。该项目现已扩大到 44 所学校，预计到 2025 年将包括更多的学

校。 

119.  2016 年制定了“全纳教学实施指南”，旨在帮助主流教师和特殊教育教师

在全纳教室中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开展教学和学习课程。该指南包括有关不



A/HRC/WG.6/31/MYS/1 

GE.18-13856 15 

同类别残疾特征的信息，特殊教育和学习方法，以及其他支持服务，如理疗、学

习安排和特殊学习工具。 

120.  为了满足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需求，推出了各种措施，例如设在医院里

的学校和特殊教育服务中心。还为六类残疾儿童实施了名为残疾儿童学前班

“TASKA OKU”的试点项目，即唐氏综合症、自闭症、有视力、听力、身体和

学习障碍者。建立残疾儿童学前班预计将为残疾儿童提供机会，并减轻低收入家

庭的负担，从而获得早期护理和优质儿童教育。 

121.  政府还在全国 544 个中心通过早期干预和康复为残疾人实施社区康复方

案。 

122.  还开发了一个名为“PDKNet”的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方案，以协助残疾人

康复，并提高残疾人使用计算机软件程序的知识和技能。 

123.  政府还制定了《通用设计规划指南》，以支持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

《指南》概述了规划设施和设计城市环境的需要，重点是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设

施。 

124.  1984 年《统一建筑章程》(UBBL)第 34 条 A 节，(修正案)(1990 年)规定了

为残疾人提供便利的必要性，马来西亚所有州，包括联邦领土，都已实施了提供

这种便利的措施。 

125.  全国残疾人委员会继续就与健康和残疾有关的问题向政府提供意见和建

议。为此，政府实施了“2011-2020 年残疾人保健行动计划”，旨在通过为各级

医疗保健提供平等机会以改善和保持残疾人的健康。 

 E. 外籍工、难民、寻求庇护者和贩运人口问题 

  努力打击人口贩运 

(建议 131、132、133、137、141、142) 

126.  马来西亚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努力赢得了国际承认，2017 年《美国人口

贩运报告》中将马来西亚升级为第二级。为了努力加强各机构之间的调查合作，

根据 2007 年《打击人口贩运和反走私移民法》(ATIPSOM)，2017 年成立了一个

特别工作队。它由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局(RMP)、马来西亚移民局、马来西亚海事

执法局、劳工部、马来西亚皇家海关、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组成。 

127.  在起诉方面，定罪数量从 2015 年的 7 起增加到 2017 年的 147 起。 

128.  此外，马来西亚在 2015 年对《打击人口贩运和反走私移民法》进行修订

后改进了举措，吸引非政府组织参与关怀和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VOT)。修正案

包括设立一个由内政部长主持的高级别委员会，支付补偿金和津贴，允许自由行

动和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服务。此外，该修正案为部长指定除了公职人员以外的任

何人为保护干事铺平了道路。关于上述津贴，2017 年《〈打击人口贩运和反走

私移民法〉(对被贩运者支付津贴)条例》于 2017 年 3 月 1 日生效。 

129.  若干能力建设方案是在内部和与外国战略伙伴和国际组织合作进行的，如

东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和澳大利亚――

亚洲打击贩运人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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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作为解决贩运人口问题不懈努力的一部分，政府于 2018 年 3 月设立了特

别法庭来处理贩运人口案件。它由至少具备 25 年司法和法律服务经验的高等法

院法官主持。 

131.  在执法和打击贩运和走私管理方面，2017 年《马来西亚边境安全局法》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生效，其颁布旨在确保马来西亚陆地边界不受任何走私活动

或其他非法活动的影响。 

  打击人口贩运，同时保护妇女和儿童 

(建议 134、135、138、139、140、143) 

132.  马来西亚 2015 年 2 月 23 日至 28 日邀请联合国关于贩运人口，特别是妇

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贾马里亚纳罗女士访问马来西亚。

她在报告中建议马来西亚更多地关注其他形式的贩运，如劳动剥削。她支持对

《打击人口贩运和反走私移民法》的修正案，并认为马来西亚正朝着以受害者为

中心的正确方向迈进。 

133.  政府为人口贩运受害者设立了 7 个庇护所，其中 4 个专为女性，1 个专为

男性，2 个专为儿童。政府还确保人口贩运受害者充分了解他们有权与各自国家

的外交使团和顾问代表取得联系。这些政府庇护所欢迎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管理人

口贩运受害者，以确保他们的福利得到保障。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咨询、心理社

会活动和非正规教育等支持。 

134.  为了进一步支持非政府组织在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保护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政府向本身拥有庇护住所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财政援助，以管理人口贩运受

害者。这项工作反映了政府不断致力于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135.  政府还为重返社会提供实际、心理和社会帮助，例如住房、咨询和信息、

医疗、心理医生和津贴，以及就业和基本技能培训机会。 

  合作和分享打击人口贩运的经验 

(建议 136) 

136.  政府参加了区域和国际一级一些讲习班和会议，例如由专家工作组制定了

《东盟禁止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公约》(ACTIP)，该公约于 2015 年 11 月

21 日举行的第 27 届东盟首脑会议上获签署。马来西亚随后于 2017 年 9 月 7 日

批准了该公约。 

137.  马来西亚还通过参加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问题的讲习班，继续与美国

国土安全调查部和司法部等政府间和非政府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38.  与国际司法团、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移民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若干项

活动。此类活动的组成部分包括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 

139.  马来西亚和所有东盟成员国(AMS)是《东盟关于刑事事项法律互助条约》

(志同道合的东盟成员国条约)的缔约国，以打击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并在该地

区的执法互助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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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 

(建议 217、218、222、223、224) 

140.  政府坚持确保使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受到保护，确保马来西亚劳动法规定的

所有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得到平等保护，例如 1955 年《就业法》、1967 年《劳资

关系法》、1959 年《工会法》、2011 年《国家工资协商委员会法》、1990 年

《工人最低住房和设施标准法》和《打击人口贩运和反走私移民法》。 

141.  政府还采取了下列步骤： 

(a) 与来源国就雇用外籍工签署双边安排； 

(b) 为所有外籍工人制定了标准雇用合同； 

(c) 要求所有雇主根据《外籍劳工补偿计划》和《外籍工人健康保险计划》

为外籍工人上保险；以及 

(d) 确保外籍工拥有护照等身份证件，以便在我国行动自由。 

142.  1981 年《私营就业机构法》对所有私营职业介绍所予以管辖，根据该法第

28 条第(2)款(b)项的规定，对于违反或未遵守本法任何规定者，施以不超过

250,000 林吉特的罚款。来源国的私营职业介绍所也有必要防止在招聘工人到马

来西亚工作之前对其索取过高的费用，从而可能导致债务质役。 

143.  此外，所有在马来西亚就业的有证件的外籍工都享有马来西亚国内法规定

的最低工资、福利和法律保护。《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进一步确立了这一点，保

障所有人的权利和平等保护。所有外籍工也有权获得司法救济，法律规定的任何

法律补救措施，并有权获得，例如司法机构颁布的“法院配备的法律顾问计划”

规定的法律援助服务。 

144.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政府为国人推出了一个无需通过招聘机构服务可

直接雇用所选来源国现有外籍家政工人的在线系统，从而减轻了有关各方的财政

负担，将债务质役风险降至最低，并确保外籍家政工人的权利和保护，包括按照

现行劳动法，执行标准雇佣合同和适当的健康和职业事故保险。 

  管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建议 226、227) 

145.  尽管未签署 1951 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但政府基于人道主

义理由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了临时庇护所，并继续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难民署)合作管理这类问题。 

146.  凡是拥有难民署马来西亚代表签发的身份证的人，可以使用当地的医疗机

构，他们可以在当地任何医疗设施求医治病，从门诊到住院治疗，从急救到母婴

保健服务都包括在内。根据这项安排，收取的费用比按照 1951 年《费用法》(第

209 号法案)为外国人规定的费用低 50%。这也适用于为持有难民署卡的儿童接

种疫苗。在教育部注册的替代学习中心允许为马来西亚难民署持卡人的子女提供

教育(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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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马来西亚还参加了《关于全球难民契约的纽约宣言》及其承诺，其中包

括：(一) 支持保护所有难民和移民的人权，不论其地位如何；(二) 支持那些拯

救、接收和收容大量难民和移民的国家；(三) 为难民署确定的到第三国重新安

置的所有难民寻找新的家园。 

148.  2016 年，政府与难民署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队，提供更密切的合作和信息

共享，以应对马来西亚移民管理问题上的挑战。在该工作队内，成立了由双方相

关机构/单位牵头的技术工作组，以解决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具体问题。 

 F. 国家人权机制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NHRAP) 

(建议 57) 

149.  政府于 2018 年 3 月启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2 目的是实现体制和

立法改革，提高认识，并在本国培养强大的人权文化。它还成为马来西亚保护和

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路线图。 

150.  其他目标包括： 

(a) 为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履行确保人权

得到保障的责任提供指导； 

(b) 在与人权有关的问题上，赋予有关人权问题的机构以权能； 

(c) 促进依照《宪法》批准国际人权条约，并协助政府监测本国履行国际义

务的情况； 

(d) 提高对人权的敏感认识； 

(e) 重视国家发展中的人权领域。 

151.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包括 5 个支柱，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弱势群体的权利，沙巴和沙捞越土著人民和原住民的权利以及国

际义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经过了与政府内外利益相关方的磋商过

程。 

  全国人权委员会 

(建议 51、52、53、54、55、60) 

152.  全国人权委员会在履行作为国家人权机构的作用方面付出了各种努力，以

促进和保护马来西亚的人权。政府继续与全国人权委员会合作，确定和解决本国

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因为双方在确保公民权利受到保护和维护方面具有相同的目

标。全国人权委员会在人权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并在“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的整个发展阶段向政府提供支持。 

153.  2016 年，全国人权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关于在东南亚国家建立国家人权机构

的圆桌讨论会。圆桌讨论会旨在鼓励尚未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东盟成员国建立此

种机构，并促进加强现有的这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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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一般性建议，国际合作，人权教育和培训，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 

  促进和保护人权 

(建议 58、59) 

154.  政府在总理府内设立了一个国家廉政和治理部。其目的是确保改革公务员

制度朝着善治、廉正和遵守人权方向转变。该部通过与私营部门，包括法定机构

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合作，监测、协调和处理人权问题。该部门的设立证明了政府

致力于以制度化，系统化和整体化的方式处理人权问题。 

  人权教育 

(建议 74、75、78) 

155.  教育部和全国人权委员会在 222 所学校开展了人权最佳实践方案

(HRBPS)，以培养对人权和儿童权利的尊重和负责任的态度。还采纳该方案以鼓

励学生和教师在规划和实施学校活动时了解和关注人权和儿童权利问题。 

156.  在正规课程中，将人权内容按主题、问题、观点和方法等分门别类纳入下

列课程：道德教育、历史、经济、地理、文学、语言、艺术、公民意识和公民资

质，而课外活动包括： 

(a) 成立人权俱乐部； 

(b) 举办人权节日/活动； 

(c) 举行纪念活动或其他活动，以纪念与人权有关的特定国际或国家日； 

(d) 打击学校或社区中的欺凌、骚扰或暴力行为的宣传活动；和 

(e) 采用以人权为中心的周边社区社会服务方案。 

157.  2016 年，教育部与全国人权委员会合作举办了人权最佳实践方案奖，以表

彰全国参与活动的学校。2017 年，教育部和全国人权委员会为中小学教师举办

了培训师培训班，以制定人权教育课程模块。 

158.  政府与全国人权委员会一起还在高等教育机构开办了教育和能力建设方

案，以提高大学讲师和学生对基本人权和所承担责任的认识。人权教育和培训也

扩展到从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人民志愿军(RELA)、监狱监管人员和地方当局的

执法人员。 

  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 

(建议 87、88、89、90、91、92、93、154) 

159.  马来西亚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继续促进教育及和解对话，作为努力

推进社会、文化和宗教之间自我节制、容忍和相互尊重的价值观的一部分。马来

西亚伊斯兰认知研究所举办了“生命对话”会议，从宗教角度讨论了问题。这种

促进各种宗教团体之间对话的方法被视为促进不同宗教和信仰之间相互作用的一

种伙伴关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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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本着和平解决冲突的精神，与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合作开发了一种宗

教间调解认证培训课程模块。该课程的目的是使参加者更好地了解本国的各种宗

教，并探讨解决宗教之间冲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161.  还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与社区和宗教团体通过圆桌讨论进行了一系

列互动，以营造一种共同的责任感，建立一个更富有伦理道德的社会，并遏制马

来西亚人之间的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宗教偏执的威胁。这包括诸如“青年在宗

教间谅解中的角色”等圆桌讨论，其中涉及促进宗教信徒之间谅解与和谐委员

会、宗教间服务联谊小组、马来西亚佛教传教会和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 

162.  政府还向社区领导人提供了关于和平进程的培训，重点是社区调解技能。

目前，已有 1,208 名社区调解员接受了所需技能的培训，并获得了认证，可以在

解决冲突过程中进行调解。 

163.  2010 年还提出并提倡了自我节制价值观，以对抗引发仇恨、偏执和其他极

端行为的极端和激进思潮。 

  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 

(建议 231、232) 

164.  全国人权委员会是亚太国家人权机构论坛的成员，该论坛的重点是通过如

专题人权问题培训和讲习班，以及制定国家人权机构手册等方案和活动，支持在

该区域建立和加强国家人权机构。 

165.  全国人权委员会还是英联邦国家人权机构论坛的成员，这是一个国家人权

机构的国际网络，它旨在促进成员机构之间分享信息、经验和做法，并鼓励英联

邦国家建立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并协助国家人权机构履行受权的

活动。 

166.  除此之外，全国人权委员会还积极参与东南亚国家人权机构论坛

(SEANF)，这是一个独立的次区域人权论坛，由东南亚 6 个国家的人权机构组

成，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和东帝汶。东南亚国家人

权机构论坛的目标是将本身变成一个有效促进、保护和实现东南亚地区人权的区

域机制。东南亚国家人权机构论坛最近通过了 2017-2021 战略规划，概述了其未

来 5 年工作重点的主题领域。 

167.  全国人权委员会还与马来西亚驻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的代表保

持定期联系，并与该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合作，共同组织各项方案，例如： 

(a) 2015 年 10 月在吉隆坡举办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关于青年在促进东

盟人权方面的作用的区域讲习班； 

(b) 2016 年 5 月在吉隆坡举办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关于媒体在促进人

权方面的作用研讨会；和 

(c) 2017 年 3 月在吉隆坡举办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关于分享国际人权

法良好做法的司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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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This was an increase to 64.6% of the accepted recommendations compared to the first UPR held in 

2009 where Malaysia accepted 62 out of a total of 103 recommendations.  

 2 The present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A/HRC/RES/5/1, A/HRC/RES/16/21, A/HRC/DEC/17/119 and other relevant guidelines for the UPR 

process. 

 3 The eight visits received were from: i. Special Rapporteur (S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1998); ii.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2001); iii. SR on the right to education (2007); iv. WG on Arbitrary Detention (2010); v. 

   SR on the right to food (2013); vi. SR on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2014); vii. SR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TIP),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2015); and viii. SR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rights (2017).  

 4 The Chief Judge or any Judge nominated by the Chief Judge.   

 5 On 5 May 2017, the Federal Court of Malaysia was admitted as the 107th member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onstitutional Justice (WCCJ) and officials attended the 4th Congress of WCCJ on 11–

14 September 2017 at Vilnius, Lithuania which discussed issues on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cluding 

human rights cases, law as a key element for democracy,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6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pheres, these programmes are formulated with the people as the 

centrepiece of all development efforts, reinforcing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bring further 

development to the people by enriching their lives, providing people dignity, and uplifting their 

potential to partake in the prosperity generated.  

 7 As of 2017, 84,490 units of the Public Housing Programme were completed while 24,662 units are 

under construction.  

 8 This is done through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building,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pecial 

programmes for the targeted groups. Various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initiatives are also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needs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gend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9 Skills such as baking, culinary, retailing, motor vehicle repairs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0 Under the 11th MP, the Government has allocated RM150.66 million to Program Khas Anak Negeri 

(PKAN) Sabah encompassing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e courts, capacity 

building and native customary land survey programme. Besides that, the Sabah Stat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Mini Estet Sejahtera (MESEJ) programme to uplift the income of natives in rural 

areas through commodity plantation,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cash crops plantation. It is design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of MESEJ programmes will work, receive salary and dividend from the outputs 

of the programme. Similarly, the Government has allocated RM200 million for Program Khas 

Bumiputera (PKB) Sarawak under the 11th MP. The allocation channelled 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invol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basic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native courts, capacity building and native customary land survey programmes. 

 11 Cumulatively, since the 10th MP, a total of 827,813 hectares of land has been surveyed in Sarawak, 

while a total of 67,805.92 hectares of land has been surveyed in Sabah.  

 12 Through the 10th MP, the Government has improved access to quality healthcare services by 

upgrading healthcare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healthcare personnel, promoting 

healthy lifestyles, and extending nationwide preventive care programmes. Under the 11th MP, the 

Government is striving to accelerate efforts to achieve universal access to quality healthcare by 

targeting under-served areas, and increasing capacity of both facilities and healthcare personnel.  

 13 In the 11th MP, at least 121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cluding primary health care facilities, have been 

planned.  

 14 These initiatives include 1Malaysia Clinic, 1Malaysia Mobile Services, Orang Asli Mobile Services, 

Family Doctor Concept, Pharmacy Information System, extended clinic hours, drive-through and 

postal pharmacy. 

 15 This programme has benefited 6,614 senior citizens and 1,740 PWDs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more 

than 2,400 volunteers.  

 16 Under the 11th MP, 5 mobile services were added to the existing 10 services making LPPKN’s mobile 

services available throughout Malaysia.  

 17 NSPEA has been endorsed as the country’s blueprint to combat HIV outlining the fast track activities 

to be achieved by 2020 and long-term activities by 2030.   

 18 1,061 health clinics and 143 hospitals inclusive of other government hospitals that are not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MOH.  

 19 The initiatives include: i. setting up 11,215 pre-schools and 499 day-care centres which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rural areas and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rural children including indigenou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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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introduced to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The fee is minimal, between RM10 to RM120 per 

annum, as it is subsidised by the Government; ii. continuous outreach programm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various agencies, including NGOs, to reduce school drop outs and out of school children; iii. 

revision of the policy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from 6 to 11 years of schooling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stay in school and ensure that they obtain a secondary level certificate upon leav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iv. expans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including SEN students to enrol i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chools and colleges; and v.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athways such as Form 6, Pre-University, Matriculation and foundation programmes. 

 20 For non-Muslim marriages, the minimum age for marriage is 18 years. However, the Chief Minister 

may, in his discretion, grant a licence authorizing the solemnization of a marriage of a female who is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if she has completed her 16th year as provided for under section 10 and 

subsection 21(2) of the Law Reform (Marriage and Divorce) Act 1976 (LRA). For Muslim marriages, 

the minimum age for marriage is 18 years for male and 16 years for female. However, if they wish to 

marry below that minimum age, they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Syariah Judge as 

provided for under section 8 of the Islamic Family Law (Federal Territories) Act 1984 and other 

States’ Islamic Family Law Enactment/Ordinance.   

 21 Section 37 of LRA reads: Any person who uses any force or threat – (a) to compel a person to marry 

against his will; or (b) to prevent a person who has attained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from 

contracting a valid marriage,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on conviction, be liable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three thousand ringgit or 

to both.  

 22 NHRAP is a public document that takes a systematic approach in advancing human rights by placing 

it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