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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穆斯林殡葬仪式的标准作业程序 

国家复苏计划（第二阶段） 

(2021 年 7 月 5 日更新) 
 
活动及规则：住宅区内非穆斯林的殡葬管理 

 
行动 简介 

遗体准备管理 遗体的处理工作只允许不超过 5 人。（沐浴/清洁/穿衣） 

殡葬仪式和 

最后送殡仪式 

a) 住宅区内家属的出席人数不可超过 12人，但须视房屋空间大小而定。 

b) 殡葬仪式是根据宗教信仰和习俗进行的，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不

得举行群众游行。 

c) 所有家属必须佩戴口罩、用消毒液清洁双手、保持一米以上的人身距

离、不鼓励握手和碰触。不鼓励 60 岁及以上的家属和 12 岁以下的儿

童参与。 

d) 但凡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喉咙痛和感冒等症状的家属不得参

与。 

e) 主人家应确保所有家属都理解并遵守所提供的指南。 

f) 主人家应定时对经常接触的表面和周围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 

g) 在住宅的院子里安装额外的帐篷需要获得地方政府部门 (PBT) 的批准。 

h) 家属在火化或葬礼完成后需立即散去。 

 
包括： 

在行动管制令 /加强式行动管制令期间，在住宅/膜拜场所/墓地/火葬场非穆斯林的殡

葬管理。 

 
不被允准的活动:  

请参阅行动管制令一般标准作业程序中的不被允许的活动清单。 

 
固定指令 

• 16 P.U(A) 225/2021规则 

• 342法令 

• 2021年紧急状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修订）法令 

• 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卫生部及州政府发出的指令 

• 根据政府各部门机构的指令、规则和标准作业程序 

• 卫生部任何时候所颁布的指示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秘书处 

中文翻译版 
2021年 7月 16日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PENGURUSAN PENGEMBUMIAN SELAIN ORANG ISLAM SEMASA TEMPOH 
PELAN PEMULIHAN NEGARA (PPN) FASA 2 

Dikemaskini pada 5 Julai 2021 

 

活动及规则：非穆斯林膜拜场所的殡葬管理——膜拜场所的告别仪式活动 

 
行动 简介 

遗体准备管理 遗体的处理工作包括膜拜场所理事成员只允许不超过 5 人。（沐浴/清洁/穿

衣） 

膜拜场所的最后送

殡仪式 

a) 家属的出席人数不可超过 12人，包括膜拜场所的理事成员。 

b) 殡葬仪式是根据宗教信仰和习俗进行的，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不

得举行群众游行。 

c) 膜拜场所的管理层必须在入口处提供一个柜台，方便检查体温及使用

洗手液，使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或以签到记录簿记下家属的在场情

况。 

d) 膜拜场所管理层需确保所有家属佩戴口罩并保持一米以上的人身距

离。不鼓励 60 岁及以上的家属和 12 岁以下的儿童参与。 

e) 膜拜场所管理层需确保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喉咙痛和感冒等症

状的家属不得参与。 

f) 膜拜场所管理层应定时对经常接触的表面和周围区域进行清洁和消

毒。 

 
包括： 

在行动管制令 /加强式行动管制令期间，在住宅/宗教场所/墓地/火葬场非穆斯林的殡

葬管理。 

 
不被允准的活动:  

请参阅行动管制令一般标准作业程序中的不被允许的活动清单。 

 
固定指令 

• 16 P.U(A) 225/2021规则 

• 342法令 

• 2021年紧急状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修订）法令 

• 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卫生部及州政府发出的指令 

• 根据政府各部门机构的指令、规则和标准作业程序 

• 卫生部任何时候所颁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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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及规则：非穆斯林墓地及火葬场的殡葬管理——墓地及火葬场的葬礼 

 
行动 简介 

遗体准备管理 遗体的处理工作包括墓地及火葬场理事成员只允许不超过 5 人。（沐浴/清洁/

穿衣） 

墓地及火葬场的葬

礼 

a) 出席的家属的人数不可超过 12人，不包括墓地和火葬场理事成员。 

b) 殡葬仪式是根据宗教信仰和习俗进行的，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不

得举行群众游行。 

c) 火葬场管理层必须在入口处提供一个柜台，方便检查体温及使用洗手

液，确保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喉咙痛和感冒等症状的家属不得

参与。 

d) 除了没有网络覆盖的墓地和火葬场外，在网络覆盖的区域里，必须使

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签到，墓地和火葬场管理层需确保在场所内的

信众使用 MySejahtera 或在手填签到记录簿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 

e) 墓地和火葬场的管理层需确保家属佩戴口罩。 

f) 不鼓励 60 岁及以上的家属和 12 岁以下的儿童参与。 

g) 火葬场管理层应定时对经常接触的表面和周围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 

 
包括： 

在行动管制令 /加强式行动管制令期间，在住宅/宗教场所/墓地/火葬场非穆斯林的殡

葬管理。 

 
不被允准的活动:  

请参阅行动管制令一般标准作业程序中的不被允许的活动清单。 

 
固定指令 

• 16 P.U(A) 225/2021规则 

• 342法令 

• 2021年紧急状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修订）法令 

• 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卫生部及州政府发出的指令 

• 根据政府各部门机构的指令、规则和标准作业程序 

• 卫生部任何时候所颁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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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及规则：撒放骨灰仪式 

 
行动 简介 

撒放骨灰仪式 a) 将骨灰撒放到河流和大海的过程只允许不超过 5人的直系亲属参与。 

b) 撒放骨灰仪式是根据宗教信仰和习俗进行的，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完

成，不得举行群众游行。 

 
包括： 

在行动管制令 /加强式行动管制令期间，在住宅/宗教场所/墓地/火葬场非穆斯林的殡

葬管理。 

 
不被允准的活动:  

请参阅行动管制令一般标准作业程序中的不被允许的活动清单。 

 
固定指令 

• 16 P.U(A) 225/2021规则 

• 342法令 

• 2021年紧急状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修订）法令 

• 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卫生部及州政府发出的指令 

• 根据政府各部门机构的指令、规则和标准作业程序 

• 卫生部任何时候所颁布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