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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标准作业程序 

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 

(2021 年 8 月 5 日更新) 

 
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行动 简介 

涉及地区 在行动管制令、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地区的膜拜场所。 

行动管制 膜拜场所的出席人数限制为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大小的 50%。 

宗教及膜拜活动

时间表 

被允许的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宗教及膜拜活动的时间如下： 

a. 上午 6 时正至下午 2 时正 

b. 下午 4 时正至晚上 10 时正 

卫生工作 在每次的膜拜活动时进行 30 分钟消毒工作。 

监视活动 被委任的团结局官员将在 1988 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第 3 条文（342

法令）下监视是否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 

在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期间，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不被允准的活动: 不被允许的活动项目如下： 

a) 握手和碰触 

b) 宗教游行 

c) 未经过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允许下跨县和跨州 

 

固定指令 

• 16 P.U(A) 29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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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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膜拜场所的管理职责（膜拜活动仪式前） 

行动 简介 

新冠肺炎传染病 

预防措施 

 

膜拜活动仪式前 

1. 在入口处为信众开设健康检查柜台，以限制参与人数，进行体温

检查，筛查如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和流感等症状。 只有健康

的信众才得以进入。 

2. 所有膜拜场所理事管理成员、宗教领袖和工作人员在开始执勤前

必须进行健康检查。 

3. 在网络覆盖的范围里，必须使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没有网

络覆盖的膜拜场所则需要手填，提供资料记录（签到记录簿）。 

4. 膜拜场所管理层应确保信众使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记录膜

拜场所信众的出席情况或在签到记录簿中填写姓名和电话号码。 

5. 在登记柜台提供洗手液。 确保有症状的信众不要进入膜拜场

所。 

6. 在宗教活动（膜拜活动）开始之前，确保空间和周边区域的清

洁，包括厕所和所有空间，并做好卫生工作。 

7. 一般上，需确保膜拜场所通风良好。 

8. 厕所的使用应根据当下可使用的厕所数量进行限制。 

9. 膜拜场所的大门只在限定的可作业时间里对信众开放。 

10. 执勤人员应控制入口处，并限定信众的人数。 如果该地方变得

过于拥挤，应暂时停止让信众的入内。 

11. 不允许任何涉及碰触的仪式或活动。 

12. 若发现包括宗教领袖在内的任何理事成员有发烧、身体不适的症

状，他们将被禁止继续执勤。 

13. 始终确保在整个宗教仪式中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 

在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期间，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不被允准的活动: 不被允许的活动项目如下： 

a) 握手和碰触 

b) 宗教游行 

c) 未经过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允许下跨县和跨州 

固定指令 

• 16 P.U(A) 293/2021 规则 

• 342 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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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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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膜拜场所的管理职责（膜拜活动仪式后） 

行动 简介 

 

新冠肺炎传染病 

预防措施 

 

膜拜活动仪式后 

1. 膜拜场所将立即关闭，避免信众耽搁聚会。 

2. 在膜拜场所内外和周围地区进行巡逻和检查，以确保信众已经离

开。 

3. 在宗教活动（膜拜活动）之后，确保空间和周边区域的清洁，包

括厕所和所有空间，并做好卫生工作。 

4. 所有食物都必须包装（包装食品），不允许在膜拜场所内用餐。 

 

包括： 

在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期间，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不被允准的活动: 不被允许的活动项目如下： 

a) 握手和碰触 

b) 宗教游行 

c) 未经过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允许下跨县和跨州 

 

固定指令 

• 16 P.U(A) 29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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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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信众的职责（膜拜活动仪式前） 

行动 简介 

 

新冠肺炎传染病 

预防措施 

 

膜拜活动仪式前 

1. 在宗教仪式开始之前，信众不允许在膜拜场所内外聚集或集会。 

2. 同意遵守并理解所提供的指南 (标准作业程序)。 

3. 在进入膜拜场所之前，通过检查温度和使用洗手液进行健康检

查，并使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或手填记录簿签到。 

4. 信众必须待在膜拜场所理事成员所提供的地方。 

5. 时常注意保持人身一米距离以及时刻佩戴口罩。 

6. 不要握手或互相碰触。 

7. 若出现疑似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和感冒等病症，请禁止出席该

活动。 

 

包括： 

在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期间，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不被允准的活动: 不被允许的活动项目如下： 

a) 握手和碰触 

b) 宗教游行 

c) 未经过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允许下跨县和跨州 

 

固定指令 

• 16 P.U(A) 29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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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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信众的职责（膜拜活动仪式后） 

行动 简介 

 

新冠肺炎传染病 

预防措施 

 

膜拜活动仪式后 

1. 信众需按部就班，在完成宗教仪式后散会，有秩序地通过指定的

门离开。 

2. 宗教仪式结束后，禁止在膜拜场所外聚集或集会。 

 

包括： 

在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期间，非伊斯兰教膜拜场所的宗教及膜拜活动。 

不被允准的活动: 不被允许的活动项目如下： 

a) 握手和碰触 

b) 宗教游行 

c) 未经过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允许下跨县和跨州 

 

固定指令 

• 16 P.U(A) 29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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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