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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马来西亚，我们应持续致力于倡导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以解决马来西亚
种族和宗教相互交织的关系，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2018年的大选后的局势发展给所有大马人敲响了警钟。从仇恨言论、抗议、暴力
反抗乃至不同种族与宗教间日渐紧张的关系， 都在反映大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和宗教仇恨。 

因此，在荷兰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支持下，马来西亚普世穆斯林组织（Komuniti 
Muslim Universal，简称KMU）推动了一个为期六个月的#Kebersamaan #同心 
推广运动。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内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多元化探
讨，以解决这盘根交错的问题；同时也推广尊重、不歧视和非暴力等先进的思想
价值观。

#Kebersamaan #同心 运动包括影片、评论专栏、系列讲座和线下交流论坛。参
与者涵盖各个信仰、种族、性别、地区和年龄等的各界专家、社区领袖、青年团
体和大众公民，以提倡多元化交流。 

最后，我们制作了多语言的#Kebersamaan #同心 手册，来发表整个运动计划所
收获的成果。此手册有英语、马来语、华话、淡米尔语和阿拉伯语版本。希望借
由这本手册引导国内三大领域——国家、社会和企业——共同携手促进我国的言
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Aizat Shamsuddin 艾扎 杉苏鼎
  创办人兼活动负责人



了解马来西亚言论
自由和宗教信仰自
由的主要问题

During the anxieties caused by the Covid pandemic, Malaysia and 
even the world has seen an overflow of post truth narratives and 
fake news. In effect, it is important to practice mindfulness, share 
solutions, and more importantly, share our truths to the matter. 
In this age where opinion has overwhelmed fact, campaigns like 
#Kebersamaan has bridged people across diverse backgrounds 
to come together to share their ideas and ideals of moderation, 
progressiveness through innovation and centered thinking. I was 
honored to be able to share our work from Parlimen Digital, and 
hope that our collective thinking, bersama (together), will see a 

more progressive Malaysia focused on visions of the 
future that hold us together.”

Jean Vaneisha, Organiser of Parlimen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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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言论明显上升

 随着仇恨与分化社会的言论及文章日益增加，尤其是通过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发
表，为社会进步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这些政治、宗教和社区领袖在社会上都具有
影响力和权威性，他们的仇恨言论往往会制造更多仇恨舆论，并危及马来西亚平
等社会和人权的发展。

从最近的反对ICERD和《罗马条约》（Rome Statue）集会；扎基尔·奈克
（Zakir Naik）的仇恨言论；百年兴都庙的暴力骚乱；爪夷书法长期的争论；全
国“优先购买穆斯林产品” 活动（Buy-Muslim-First，简称BMF）， 以及很多类
似的事件里都可以看到，具有挑拨和仇恨的言论都带有政治利益以及原教旨思想
主义的目的。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这些言论都使问题愈加严重。更甚的是，他们还试
图利用某些种族或宗教来当代罪羔羊。以上种种都加深了种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
鸿沟，这些重重压力也导致政府不能落实良好的政策，在施政上也变得反反复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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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的法律和政策

联邦和州政府的法律、伊斯兰教令（FATWA）、政府或商业政策都有侵犯和平的
行使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令或政策。这些不仅侵犯了个人或不同宗教信
仰的团体，也侵犯了倡导这些权利的人权组织、艺术家和学者。

在国家政府层面，这些法律一般上会用“侮辱伊斯兰教或亵渎神灵”；“异端教
义”和“破坏公众团结”来定罪。 但实际上，往往都是为了让少数群体或评论的
个人或团体保持沉默。这将导致执行这些法律的政府和机构无法容许公众的批评
和审查，而树立了危险的先例。

企业方面，求职者和员工所遭遇带有宗教、信仰与种族背景歧视的就业政策也都
源于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而非个人能力。

这些法律和政策导致某些个人或群体被系统性歧视，同时也一併渗透至我们的社
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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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污名化为跨族群、
跨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内部之间的对话带来挑战

种族、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对话无论是在国家和社会上都不被重视。这些对话被来
自恐惧和偏见的污名所包围，而且往往会被认为：一，这些交流只是自说自话，
而不是允许互相交流和包容所有宗教信仰的空间；二，这是一个强迫改变宗教信
仰的空间，而不是一个相互学习和理解的空间；三，这是一个只有学者和宗教菁
英圈子的空间，而不是普罗大众的空间；四，这些对话带有宗教优越感，认为其
他宗教信仰群体都是异教徒（Kaffirs），而看轻跨宗教交流。即便我国已独立六
十多年，这些污名仍是建立包容性社会的阻碍，同时还会约束其他群体参与跨族
际以及宗教信仰之间的交流。

#Kebersamaan campaign is 
important to me as Malaysian 
because we live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where diversity of 
races and religions are celebrated and 
our differences are tolerated with respect.
Calvin Ohsey, Interfaith Activist



向马来西亚政府、
社会和企业提出的促进宗教、
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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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伦理的使用社交媒体

透过影片推广、社区参与等的觉醒活动，社交媒体用户应被教育如何合乎伦理地
使用社交媒体。 特别是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要降低传递错误信
息和虚假信息的风险，除了核实信息来源以外，还得谴责任何对某些种族和宗教
群体，无论任何事件背景所发出的以偏概全，以及诋毁的信息。

同时，象征多元化、人权和具有信仰包容性的
反制的言论也应被广泛提倡，并且大力宣导。

KMU’s #Kebersamaan campaign is a meaningful 
platform that has encouraged Malaysians to discuss 
the topic of harmon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Whether 
it is through talk series, articles, or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all of which have been done in Malay 
and English, the campaign has given people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the opportunity to initiate and 
participate in honest conversations, and to diversify 
the discourse on issues surrounding interfaith and 
interracial relations.

Afra Alatas, Graduate,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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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族群以及宗教信仰之间相互交流的质量。

跨族群以及跨宗教信仰的交流活动，如团体对话、艺术、体育，和文化等，应超
越分享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交流的范畴。举办这些活动时，需真诚地处理跨族群和
跨宗教信仰所存在的问题，包括种族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个人或群体因
行使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而受到的迫害。除此之外，这些活动也应包含各个阶层
背景的参与者，并涵盖多数与少数群体、地方领导人、妇女、青年以及家庭成
员。

在这里，参与者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在与他人分享善行或生命逆境的过程
中，而了解到人性化的一面。透过这种方式，可让参与者产生对其他群体的同理
心及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这些互动必须持续进行，以应对不断涌现的问
题，促成正面的思维和态度，并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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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包容性的教育环境和课程。

马来西亚的教育系统从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因按照种族、宗教和阶级的分类而
变得分离。因此这个问题有必要立即解决。

其中的解决方法可透过，让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和教师在处于相互包容的环境下
日常互动，使跨族群和跨宗教的交流变得普遍。为达致这一点，教育课程应将强
调多元文化与宗教、批判性思维教学，以及全面性历史(这里指的是不“排斥”某
些族群、宗教或非宗教社群，并把他们纳入主流教育课程里）。
 
这些可以帮助年轻一代建立跨越群体的关系，真正的做到宽容和融洽，并减少仇
恨言论的影响，好让他们可以在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和宗教的马来西亚里生活。

#Kebersamaan campaign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people to learn more about 
freedom of religion, belief and 
expression in Malaysi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racial and 
interfaith relations especially Malaysia is 
unique consider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people 
we have. This campaign contributes to more understanding 
for people the current issues in Malaysia and opens a space 

for people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nd compare it 
with other countries’ practices. 

Diyana Fazirah, Corporate Sector 
Pract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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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纳入社会主流。

将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普及化并付诸实践，以解决从平民老百姓到国家和宗教领
袖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冲突。 这可以通过由独立调解人、怀有不满情绪的群体、以
及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面对面的协商，然后在考量各方的担忧后，达成一个大
家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这是一个集体开诚布公的过程。特别是对那些怀有不满情绪的群体来
说，他们能通过参与决策和协商，来获得具体的结
果，而非来自政府的惩罚。另一方面，这也防止了
仇恨、报复和暴力行为的风险。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a collective effort such as the 
#Kebersamaan campaign to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 ethnic and religious polarisation we 
are seeing in Malaysia. #Kebersamaan campaign 
invites us to focus instead on our shared values and 
hopes to bridge our differences and dispel existing 
prejudices. I hope #Kebersamaan campaign will 

inspire others to also take on this noble 
yet important initiative.

Dr. Azmil Bin Mohd Tayeb, 
Lecturer,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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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法律和政策，以促进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

政府和企业应修订那些基于宗教信仰、思想和种族，而歧视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法
律和政策。
 
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应受到保护，同时也应免受任意的制裁行
动（突袭、逮捕、拘留、禁令、注销登记等），以及极端威胁（恐吓，死亡威
胁，仇恨言论等），以确保他们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行使上述的权利。
 
政府应根据核心人权公约和条约修订法律。 除此之外，也可以参考《安曼宣言》
Amman Message（保护穆斯林社群内少数群体的义务），《马拉喀什宣言》
Marrakesh Declaration（保护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义务），《贝鲁特宣言》
Beirut Declaration（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和平等的义务）中的建议，
以及其他以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最佳实践。

Discourses of #Kebersamaan 
campaign have given a push for 
better social diversity. Values 
such as inclusivity, empathy and 
justice have been revitalised. The spirit 
of #Kebersamaan or #Togetherness 

affirms that in challenging 
situations, there will be 
a light of humanity that 
could come to illuminate.
Dr.Lee Ken Teo, Cofounder 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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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政府

社会

监督仇恨言论，和提高公众
的醒觉

修订带有歧视性的法律与
政策，并确保言论自由和
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保护

建立一个国家机构，普
及化和平解决冲突的方
法

设立国家委员会，以普及化
跨族群、跨宗教，以及宗教
内部之间的交流

提倡带有包容性环境、多元文
化、批判性思维教学和全面性历
史的教育体系

提高公众醒觉

在民间普及化跨族群和跨
宗教，以及宗教内部之间
的交流

推广教育系统里的包容性的环
境、多元文化、批判性思维教
学和全面性历史

推广在民间和平解决冲突的
方法

倡导修订带有歧视性的法律与
政策，并确保言论自由和宗教
信仰自由受到保护

监督仇恨言论

在职场上普及化跨族
群、跨宗教，以及宗教
内部之间的交流

推广职场上和平解
决冲突的方法

支持教育系统里包容性的环
境、多元文化、批判性思维
教学和全面性历史

修订带有歧视性的公司政
策，并确保所有员工受到
保护，以及获得公平的对
待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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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什么是 #同心 推广活动？ 
 
 在因2018年大选后种族主义和仇恨宗教日趋严重的驱动下，#Kebersamaan #
同心 运动计划通过正面多元的对话来解决马来西亚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的问
题，同时也在社会中推广尊重、不歧视和非暴力等先进的思想与价值观。 

2. 马来西亚对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是什么？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1和第10条）保护人民和平与自由地实践和表达思想
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权。然而，在其他法律、伊斯兰教令（FATWA）和商业
政策中却有许多限制。这些法律、伊斯兰教令和商业政策，会基于某些个人或
群体的身份、种族，以及宗教信仰，而被明或暗地里歧视。这些都应予以修
订，以促进更好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3. 什么是仇恨言论？ 
 
仇恨言论是指对某些个人或群体，特别是针对宗教信仰、种族或性取向的个人
或群体，发表带有偏见的辱骂或威胁性的言论与文字。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言论自由也有其限制。因为仇恨言论可能会导致更大的
伤害，例如歧视和基于仇恨的暴力。 因此，这应当严加监督和谨慎，以防止
双重标准和权力滥用。在马来西亚，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奉行宗教信仰和言论自
由，以丰富公众的论述和对话，来对抗仇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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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什么是跨族群、跨宗教，以及宗教内部之间的交流？ 
 
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让来自不同宗教信仰、教派和种族的参与者进行讨论、互
动和理解，从而专注回人本身来弥合差异。 
 
有些交流是在直接接触的环境下进行的，包括对话、培训和研讨会，以及间接接触的
环境下进行的，包括艺术、体育、文化、人道主义和社会活动。 
 
理想的环境和方法可能需要视当地的情况、整体目标和参与者的状况，并从中探索出
最好的方式，来灌输民众多元的跨文化经验、批判性思维和同理心。 

5. 什么是和平解决冲突？ 
 
这是一个为了和平处理某些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或冲突的解决方法。这一过程必须包
括由独立调解人；不满的群体；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面对面进行协商，然后在考量
各方的担忧后，达成一个大家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Living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like Malaysia is always a blessing 
for me. Getting to know many people from other races and 
religions made me thankful for who I am. We could share our 
thoughts about God and demonstrate our diverse cultural values 
which should be unique to Malaysia. For these reasons, I believe 
why #Kebersamaa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needed. Our 
differences should not be a stumbling block for u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our life and coexistence. Instead, such differences 
should teach us to be more thoughtful with others and guide us to 
appreciate our existence. Above all,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we 

crave for the truth and peace for whichever religion 
we choose to believe in.
Rs Azira Sulaiman, Master’s Student,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of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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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uniti Muslim Universal (KMU) Malaysia was 
founded in 2015 by former radicalised youth. Inspired by 
their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KMU Malaysia is a 
youth-led, faith-based, grassroots,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that embodies and advocates for Qur’anic 
and Prophetic values of social justice and equality for all, 
for the 21st Century. Towards achieving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2030, its focus 
areas are:
1. Prevention and Counter Violent Extremism (P/CVE)
2.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FoRB)
3. Women’s Rights
4.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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