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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第四期是以“1965年

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355

法令）修正案”为主题。相关议题的

论述，相信读者都不会陌生，甚至有

者感到厌倦。以编者之见，如此重要

的议题在华社被重点模糊化、焦点转

移化，主要是行动党企图推卸其政治

责任。毫无讳言，上届大选行动党和

伊斯兰党合作，推出“福利国”的政

治宣言，误导华社伊斯兰党已经放弃

神权回教国的理念，以便把选票投

给伊斯兰党，壮大该党是铁一般的事

实。实情是伊斯兰党从来没有放弃神

权回教国的理念，该党在大选后加快

其迈向神权回教国的步伐，才导致后

来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例如雪兰莪

Thirst演唱会被逼取消、德国啤酒

节被迫在停车场举办、超模比基尼摄

影赛被逼取消等等）及今天严峻的局

面，行动党责无旁贷。

本刊为了避免读者认为编者蓄意

以“马华的政治立场，论述相关议

题”的错误诠释，决定只收录学者的

文章。加上马华领袖在这方面，已经

明确且多次发表该党的立场和看法，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不妨

到马华的网页http://www.mca.org.

my参阅相关的资料。不过值得一提

的是，马华在“355法令修订案：问

与答”这部分梳理论述有序，深入浅

出、简明扼要，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参

考。

编者决定收入陈中和博士的〈伊

庭限权取消的影响〉、〈严肃看待伊

斯兰法庭的扩权〉和〈355法令修正

案的合理与不合理〉，主要的考量点

是陈博士这方面的专业。他长期观察

大马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并多次就国

际和本国伊斯兰政治公开演讲和提呈

研究报告，可对这次的主题有深且广

的论述。

〈伊庭限权取消的影响〉一文主

要是从历史的脉络出发，探讨伊斯兰

法庭的起源与发展，文中详细地讨论

伊斯兰法庭的权限如何随着国家的发

展而改变，更提出如果其权限无限扩

大的结果是严重冲击大马现有的法

律体制和社会环境。陈博士一再强

调，“大马的立国精神是世俗国，我

们的开国领袖都认可马来西亚是世俗

国，我们就应该要做一个维护立国精

神的好公民，尽一个好公民的义务，

反对任何破坏立国精神，破坏人权的

法律。”这个论点，值得我们深思。

陈中和在〈严肃看待伊斯兰法庭

的扩权〉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伊斯兰

法庭的权限，说明虽然目前伊斯兰法

庭受限于联邦宪法，但是随着90年

代国家伊斯兰化的进程，各州伊斯兰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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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增加了不少刑事条例，并通过

许多案例来佐证他的看法。文中也就

伊斯兰法庭和其他等级的法庭作出比

较，并假设随着该法庭惩罚额度上限

取消，将会加重宗教治国的气氛和导

致国家世俗体制毁灭的结果。笔者再

以目前实现伊斯兰刑法的穆斯林国家

进行对比，结论是“穆斯林只有相对

多数的马来西亚一定要全面实行伊斯

兰刑法的人，不但脱离现实，也实在

居心叵测。”

〈355法令修正案的合理与不合

理〉则全面解读该修正案是否合理。

文中详细剖析哈迪阿旺修正案与现有

法案的区别，并指出其法律比例原则

的不合理性。此外，文中也详细解释

伊斯兰法庭是属于州级的法庭，假设

哈迪阿旺的修正案通过将严重恶化各

州伊斯兰法律不平等。陈中和也分析

该修正案通过后，如何恶化穆斯林和

非穆斯林的法律不平等。

纵观陈博士的研究，“1965年

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355

法令）修正案”不是危言耸听，也不

是一个伪命题，更非不涉及某种刑事

（如不偷不抢）的非穆斯林就可以置

身事外。须知道时局发展到今天，已

经不纯粹是政党之间的“口水战”，

而是撼动立国的根基和整个国家往后

方向的重大分水岭。有鉴于此，编者

认为华社和非穆斯林有必要在这议题

上，团结一致和保持高度的醒觉。

非政府组织和政党之间，也必须取得

共识、寻求对策，继续与穆斯林进行

博弈，务求在“1965年伊斯兰法庭

法令”这个框架里，以不违反联邦宪

法为前提和双方皆可接受的修订条款

下，进行该法令的修订。

4

李锡锐，马来西亚拉曼大

学中华研究院硕士、马来

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

士。曾任马青总团宣传局

秘书、马青总团出版局主

任等职，曾为马青编辑《

马青一甲子（1955-2015

）纪念特刊》、《马青五

十年风雨路（1955-2005）纪念画册》（2005）

、《铁胆雄心——马来西亚华裔警察故事》（2007

）、《回首——马青53年风雨路》（2008）、

《2009年国庆日爱国漫画比赛作品集锦》（2009

）等等。

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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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向国会提呈一项对355号法令的修正

动议，引起了掀然大波，它的争议究

竟在什么地方，它通过了之后究竟有

什么影响，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没有

一定的答案。

有的人如一些巫统和伊党领袖强

调这只是一个修改伊斯兰法庭权限的

修正案，和真正落实伊斯兰刑法或固

定法（Hudud）没有必然的关系，有

的却担心这将为全面实行伊斯兰刑

事法打开一个缺口。究其因，这个法

令的修正内容只是要取消伊斯兰法庭

最高惩罚的权限即3年监禁，5千令

吉罚款，6下鞭笞（即著名的356限

制），却至今没有公布其完整的修正

内容，负责提案的伊党也没有对此作

详细的说明，因此一直到该修正案在

10月被提呈国会讨论之前，外界只

好雾里看花，各自猜测。

其 实 3 5 5 号 法 令 的 原 件 就 是

19 6 5年伊斯兰法庭刑事裁判权法

令（Syariah Courts（Criminal 

Jurisdiction）Act1965），全部只

有3项条文，这个法令在1965年制定

时，其原意就是要限制伊斯兰法庭

的裁判权力，其对伊斯兰法庭的限制

是以下3项：其一，立法处分的事项

必须受限于联邦宪法附录9第2清单

州事务表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不

涉及公共利益，只属于私人领域的属

人法（personal law）事项，即家

庭事务、财产继承、个人行为、马来

习俗和伊斯兰信仰义务等的事务，伊

斯兰法庭才有裁判权，故宪法一日未

改，伊斯兰法庭只能审理属于个人事

务的微小罪行如饮酒、通奸、未婚男

女共处一室、星期五不做礼拜等罪， 

不能审理属于民事法庭裁判范围，涉

及公共利益如杀人、性侵、贩毒或

偷窃等的重大罪行；其二，伊斯兰法

庭只能受理和审理穆斯林的案件，其

三，明白规定伊斯兰法庭最高的处罚

额度（即3年监禁，5千元罚款，6下

鞭笞）。在这三项的限制下，伊斯兰

法庭事实上只能和民俗法庭或地方法

庭处于同一个等级。

4 5

陈中和博士，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

学术专业为孙中山思想、政教关系、伊斯兰政治、当代

中国政治、当代马来西亚政治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华

人研究。

伊庭限權取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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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由于第一任首相东姑阿

都拉曼多番强调马来西亚是世俗国， 

所以才在其任内的1965年订下了一

项伊斯兰法庭刑事裁判权法令，为伊

斯兰法庭的权限作出了适当的限制， 

将其限定在地方法庭的地位，只限制

其有权审理属于穆斯林个人事务的微

小罪行，当时甚至将其最高惩罚上限

定为微不足道的6个月监禁和1千令

吉罚款，以避免其凌驾联邦的法律。

惟马哈迪1981年上任后强调伊

斯兰化改革，在1984年主动以355号

修正案的方式将伊斯兰法庭刑事裁判

权的上限大幅提高为3年监禁，5千

令吉罚款，6下鞭笞（即356限制）

，1988年6月10日又修改宪法第121

条之1（1A）使民事法院对伊斯兰法

院的判决不再拥有任何干涉的权力， 

以及宪法第5条之4条文让伊斯兰法

庭也像民事法院一样有权命令地方的

宗教局执行24小时的扣留权，这意

味着地方的宗教局拥有更大的权力进

行逮捕、搜证、查扣和问讯的工作。

在这之后，各州陆续制定了一套更

严格的伊斯兰刑事条例，纷纷纳入以

上最高处分额度，还增加了许多过

去所没有的处罚项目，如“幽会”

（khalwat）罪。目前此最高的刑罚

额度主要实施在各州的叛教或诋毁伊

斯兰之罪、通奸罪、男同性性行为或

女同性性行为等罪行上。在这规范

下，从1990年代起，全国各州的穆

斯林情侣原则上已不能在任何场合发

生亲密行为。目前联邦直辖区的伊斯

兰刑事条例有惩罚多达40项罪行， 

除了一般我们熟知的对赌博、通奸、

喝酒的惩罚之外，包括穿著暴露（最

高6个月监禁1千令吉罚款），不尊

重斋戒月（最高1年监禁2千令吉罚

款），男扮女装（最高1年监禁1千

令吉罚款），星期五没有去清真寺

做礼拜（最高6个月监禁1千令吉罚

款）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1984年伊斯兰法庭刑事

裁判权修正案的通过，以及1988年

的宪法121条和第5条之4条文的修改

后，让伊斯兰法院成为不可被一般法

院挑战的法律机关之外（按：目前只

有联邦法院可以挑战伊斯兰法庭的判

决），也大幅扩张了法庭以及州宗教

局的权力，以便对穆斯林社群实施更

严厉的道德监视、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以及推行更多的犯罪条例，与此同

时，各州宗教局执法人员的编制亦大

幅扩张，以执行各种伊斯兰刑法项目

的防治工作，尤其是在饮酒、幽会等

的事项。随着各种对穆斯林个人事务

的严刑峻罚，我们可以观察到1990

年代以来，马来穆斯林社会越来越伊

斯兰化，整体社会风气越来越保守， 

各种保守的伊斯兰法令也相继出现，

影响着全体的马来西亚人。

然而，再怎么严刑峻罚，受限于

355法令的管辖，伊斯兰法庭仍然只

能受限于356限制。这个惩罚上限事

实上乃根据法律基本常识小罪轻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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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罪重罚，地方或民俗法庭审理轻罪

和私人事务，高庭或联邦法庭审理重

罪和公共事务的情况而定（如强奸、

杀人、抢劫），并非就是特别打压伊

斯兰法庭。然而，一旦修改355号法

令，将356限制解除，首先的结果就

是大幅提高对穆斯林私人事务的惩罚

额度，如吉兰丹伊斯兰法庭就可以完

整落实传统伊斯兰刑法即固定法中的

饮酒和诬告通奸的惩罚，因为两者

最高的处罚皆是鞭笞80下，而且也

可以大幅加重对通奸和喝酒的处罚刑

期。

也就是说，如果伊斯兰法庭的

356限制被取消，伊斯兰党主张的一

部份伊斯兰刑法将可以立即落实。然

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356

限制如果被取消，伊斯兰法庭的惩罚

额度上限将会是多少，如果不幸该法

案授权伊斯兰法庭可以判决高达20

年的监禁甚至是无期徒刑，我国法律

秩序将会走向瓦解，国家世俗体制将

会走向毁灭。

何以见得？首先，356限制如果

被取消，吉兰丹伊斯兰法庭将会率先

大幅提高各种穆斯林个人罪行的惩罚

额度，就会立即出现小罪重罚，大罪

轻罚的不平等问题，以通奸罪为例， 

过去的惩罚相对轻微，如果新的上限

是20年监禁，原本就主张通奸最高

判死刑的丹州政府几乎肯定将会把通

奸罪的最高惩罚订为20年，如果新

一旦哈迪阿旺的355号法令修正案通过，它将是全面实行伊斯兰刑法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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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限是无期徒刑，那通奸罪最高

将会判无期徒刑。作为比较，目前民

事法庭对性侵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

禁，而一般的性侵案件多只判8至12

年的有期徒刑，如此就可能会产生通

奸重罚，强奸轻罚的荒唐情况。而

且，通奸如果涉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两方，甚至会出现穆斯林重罚，非穆

斯林不罚的荒谬结果，这种严重的法

律不平等，根本违反了我国宪法第8

条主张法律平等的原则。

其次，随着伊斯兰法庭的惩罚额

度大幅上升，虽然不能完全执行伊斯

兰刑法，在丹州首开先河之下，各州

伊斯兰法庭势必会跟风大幅加重对各

种穆斯林个人罪行（如幽会、喝酒、

不去清真寺作礼拜等）的惩罚，姑

且不论这是否有侵害人权的问题，加

重各种穆斯林小罪的惩罚将意味着对

穆斯林社会更进一步的监控与管制， 

各地方政府将会更理直气壮地推出

各种更保守和严格的社会管制，社会

整体的气氛将更加保守，更加专制，

对整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将产生重大

冲击，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也将更加疏

离。因此，如果有人说这些更严格的

条例和规范不会影响非穆斯林的生

活，简直痴人说梦。

最后，如果伊斯兰法庭可以大幅

提高其惩罚上限，将会使得伊斯兰法

庭的组织和预算更加庞大，地方宗教

官员的权力亦将更形扩大，将有凌驾

联邦民事法院和皇家警察之势，不久

的未来，我们将会看见更多宗教局官

员的突击检查和逮捕的事件，宗教治

国，将指日可待，未来进一步修改宪

法使伊斯兰刑法完整执行，也将不是

梦，而我国世俗化体制，就只好走向

毁灭了。

总的来说，355号法令修正案如

果通过了，将会严重冲击我国现有的

法律体制和社会环境，提案此修正案

的哈迪阿旺也从不讳言它将是全面实

行伊斯兰刑法的第一步，如果我国的

立国精神是世俗国，我们的开国领袖

都认可马来西亚是世俗国，我们就应

该要做一个维护立国精神的好公民，

尽一个好公民的义务，反对任何破坏

立国精神，破坏人权的法律。

文章来源：

星洲日报/学者观点/2016年8月20日

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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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国会复会伊斯兰党主席哈

迪阿旺提呈的私人法案1965年伊斯

兰法庭刑事裁判权法令，即355号法

令的修正动议已被纳入国会的讨论议

程，部份穆斯林朝野领袖强调这和全

面落实伊斯兰刑法没有必然的关系，

而且该修正案不会影响非穆斯林。诚

然，目前看来这个法令的修正内容似

乎只是要取消伊斯兰法庭最高惩罚的 

上限即3年监禁，5000令吉罚款，6

下鞭笞（即著名的356限制），但如

果这个惩罚上限没有另外再加以明

定，一旦它被取消，伊斯兰法庭在技

术上就可以执行除死刑之外的一切判

决（包括终身监禁）。这无疑将是伊

斯兰法庭权限的大跃进，因此作为坚

持马来西亚为世俗体制的国民，我们

实在有严肃看待的必要。

首先我们知道目前的伊斯兰法庭

是受州所管辖的地方法庭，而且受

限于联邦宪法附录9第2清单州事务

表的条款，它在不涉及公共利益，只

属于私人领域的属人法（personal 

l a w）事项，即家庭事务、财产继

承、个人行为、马来习俗和伊斯兰信

仰义务等的事务，才有裁判权，因此

在宪法没改动之下，伊斯兰法庭只能

审理属于个人事务的微小罪行如饮

酒、通奸、斋戒月不斋戒等罪，不能

审理记载在刑事法典中，涉及公共利

益如杀人、性侵、贩毒或偷窃等的重

大罪行，因为后者是属于民事法庭裁

判范围。

虽然如此，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

家伊斯兰化的进程，各州伊斯兰法庭

相继制定了许多所谓的刑事条例，把

许多涉及穆斯林个人事务的微小罪行

纳入伊斯兰刑法的惩罚事项，作为例

子，1997年生效的联邦直辖区伊斯

兰刑事条例就有惩罚多达40项的罪

行，除了一般熟知的对赌博（最高2

年监禁3000令吉罚款）、通奸（最

高3年监禁，5000令吉罚款，6下鞭

笞）、喝酒（最高2年监禁3000令吉

罚款）等的惩罚之外，包括穿著暴

露（最高6个月监禁1000令吉罚款）

，不尊重斋戒月（最高1年监禁2000

陈中和博士，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

学术专业为孙中山思想、政教关系、伊斯兰政治、当代

中国政治、当代马来西亚政治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华

人研究。

嚴肅看待伊斯蘭法庭的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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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吉罚款），男扮女装（最高1年监

禁1000令吉罚款），星期五没有去

清真寺做礼拜（最高6个月监禁1000

令吉罚款）、未婚男女共处一室（

最高2年监禁2000令吉罚款），同性

性行为（最高3年监禁，5000令吉罚

款，6下鞭笞）等等，不一而足，相

关的惩罚事项，其他的州属也不遑多

让。严格来说，这些罚则只是对穆斯

林个人行为规范的惩罚，而非一般法

律界所理解的刑法。

虽然目前伊斯兰法庭所罚的都是

上述不太涉及公共安全的微小罪行， 

但这些法令在1990年代纷纷落实之

后，我们可以看见马来西亚在这20

多年以来整体的生活规范更加保守，

更加伊斯兰化，地方政府相关的管制

条例也层出不穷，当中影响非穆斯林

生活的案例，也时有所闻。然而，因

受限于355号法令，伊斯兰法庭最高

惩罚的上限仍然只是3年监禁，5000

令吉罚款，6下鞭笞。这个惩罚上限

事实上乃根据法律基本常识小罪轻

罚，大罪重罚，地方法庭审理轻罪和

私人事务（如通奸、喝酒），高等或

联邦法庭审理重罪和公共事务的情况

而定（如强奸、抢劫）。

我们从以上所列举的惩罚事项来

看，目前伊斯兰法庭的最高处罚已属

严苛，有没有必要再加重处罚，十分

可议（按：男扮女装最高判1年监禁

1000令吉罚款还不够重吗？）如果

把其最高惩罚的上限取消，首先就可

能违反法律中的小罪轻罚，大罪重罚

的比例原则。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

说，目前穆斯林犯通奸罪在伊斯兰法

庭罪成最高判3年监禁，如果356限

制被取消，主张严惩通奸的吉兰丹州

政府几乎肯定将会把通奸罪的最高惩

罚提升为终身监禁，然而，目前强奸

罪在民事法庭也只是判5年至20年的

监禁，就会立即产生通奸重罚，强奸

轻罚的荒唐情况，完全破坏了法律的

比例原则。而且，通奸如果涉及穆斯

林和非穆斯林两方，甚至会出现穆斯

林重罚，非穆斯林不罚的荒谬结果， 

这不但严重加剧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的法律不平等，而且还根本违反了我

国宪法第8条主张所有马来西亚公民

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使社会进一步

严重分化。

再者，如果伊斯兰法庭的惩罚额

度上限取消，在吉兰丹的首开先河之

下，全国各州伊斯兰法庭多半就会跟

风大幅加重对上述各种穆斯林个人罪

行的惩罚，各地方政府将会更义正

辞严地推出各种更加保守和严格的社

会管制，地方宗教局官员的权力亦将

更形扩大，我们将会看见更多宗教局

官员的大规模突击检查和逮捕事件， 

这种宗教治国的社会气氛，说不会影

响非穆斯林，实在天方夜谭。

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刑法，绝不

能有两套标准，目前全世界所有全面

实行伊斯兰刑法的国家（按：大约

12个）当中，它们所施行的对象是



包含非穆斯林在内的所有国民，没有

一个例外。目前我国伊斯兰法庭所规

范的所谓“刑法”，都只是规范个人

事项的微小罪行，其并不包括非穆

斯林并不会产生太大问题，如果让伊

斯兰法庭一再扩权，我们不难保有

一天“时机成熟”后国会进一步修改

宪法让伊斯兰法庭得以实施所有的刑

11

行动党在上届大选，以“福利国”的政治宣传，为伊斯兰党护航，才导

致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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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到时如果说非穆斯林能够置身事

外，实在不敢乐观。如果不想看到这

种国家世俗体制毁灭的结果，我们就

必须要在其开始更进一步扩权时给予

有力的阻止。

另一方面，根据统计，目前全世

界49个穆斯林掌权的国家之中，只

有大约12个国家有全面实行伊斯兰

刑法，仅占极少数，而14个穆斯林

占总人口99%以上的国家之中，也只

有大约5个有完全实行伊斯兰刑法， 

许多伊斯兰化程度远比马来西亚深

厚的国家如埃及、约旦、阿尔及利

亚、摩洛哥等多年来都成功力抗极端

势力的压力，一贯拒绝全面实行伊斯

兰刑法，因此说穆斯林只有相对多数

（按：约65%）的马来西亚一定要全

面实行伊斯兰刑法的人，不但脱离现

实，也实在居心叵测。

最后放眼所见，目前绝大多数开

明、理性的穆斯林政府都不会贸然去

全面实行伊斯兰刑法，所以我有充份

的理由相信我们大多数的国会议员，

不会违背我国开国先贤先烈们的主

张，在此我仍然期待我们尊敬的国会

议员诸公们，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个法

案，以确保马来西亚的世俗体制，能

够继续存在。

文章来源：

星洲日报/学者观点/2016年10月16日

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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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迪阿旺提呈的1965年伊斯兰

法庭（刑事权限）法令即355法令的

修正动议在巫统的公开支持下，终于

要在下次的国会会议中提出了，去年

12月哈迪阿旺终于也公布了他的修

正版本是要将原伊斯兰法庭最高惩罚

的上限3年监禁，5000元罚款，6下

鞭笞（即著名的356限制），大幅提

升为30年监禁，10万令吉罚款和100

下鞭笞，这无疑将是伊斯兰法庭权限

的大跃进，也将对马来西亚世俗的法

律体制形成一大冲击。伊斯兰党更将

在2月18日举办一场大集会来为这个

法案壮声势，以向巫统和其他穆斯林

国会议员施压。看来，伊斯兰法庭扩

张其最高惩罚的上限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355法令修正案是否会按照哈

迪阿旺的版本来加以修订，仍然是未

定之天，除了东马国阵领袖不表态或

拒绝支持之外，目前首相和巫统其他

重量级的领袖也没有直接公开为这个

修正版本（即哈迪版）背书，也就是

说，355法令修正案要如何修正，仍

是未知数。

我们必须知道，1965年伊斯兰法

庭（刑事权限）法令最初的惩罚上限

定为微不足道的6个月监禁和1000令

吉的罚款，1984年国阵政府主动以

355修正案的方式将伊斯兰法庭刑事

裁判权的上限大幅提高为现行的3年

监禁，5000令吉罚款，6下鞭笞。诚

然，33年过去了，考虑通货膨胀的

因素，1984年订定的5000令吉罚款

上限自然有再提高的合理性，同时也

因为伊斯兰法庭的鞭刑比民事法庭的

鞭刑轻微许多，甚至6下鞭笞的上限

也有增加的合理性。

然而若现下如果按照哈迪阿旺的

版本，一下把5000令吉罚款上限提

升为10万，6下鞭笞的上限变成100

下，还要再把3年的监禁上限提升10

倍为30年，将对我国施行多年的法

律体制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个人研

究伊斯兰法多年，姑且不论它将对社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就法论法，其

严重不合理之处，至少有以下三项：

首先，将出现大罪轻罚，小罪重罚的

陈中和博士，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

学术专业为孙中山思想、政教关系、伊斯兰政治、当代

中国政治、当代马来西亚政治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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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法令修正案的合理與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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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失衡。需知，因为受限于联邦宪

法附录9第2清单，伊斯兰法庭是受

州所管辖的地方法庭，它在不涉及公

共利益，只属于私人领域的事项，即

家庭事务、财产继承、个人行为、马

来习俗和伊斯兰信仰义务等的事务，

才有裁判权，伊斯兰法庭只能审理

属于个人事务，相对微小的罪行如饮

酒、通奸、斋戒月不斋戒、未婚男女

共处一室、男扮女装、同性恋、诋毁

伊斯兰教义、星期五中午不去清真

寺做礼拜等罪，并不能审理牵涉公共

利益如杀人、贩毒或偷窃等的重大罪

行，因为后者是属于联邦民事法庭

裁判范围。我们不禁要问，惩罚这些

属于个人宗教信仰义务的罪行（按：

在一些国家的法律，许多这些所谓

的罪行事实上根本就不构成犯罪）

有必要施于30年监禁的重罚吗？目

前联邦直辖区伊斯兰法庭对同性性

行为施以最高3年监禁，5000令吉罚

款，6下鞭笞，对未婚男女共处一室

（khalwat）施于最高2年监禁2000

令吉罚款的惩罚还不够重吗？更离谱

的是，如果实施30年监禁的上限，

本来就主张通奸死刑的吉兰丹州政

府肯定将会把其通奸罪的最高惩罚 

上升为30年监禁，目前强奸罪在民

事法庭一般也只是判6年至20年的监

禁，如此就会立即产生通奸重罚，强

奸轻罚的荒唐情况，完全破坏了法律

的比例原则。

其次，严重恶化各州法律的不平

等。伊斯兰法庭既然是属于州政府的

法庭，各州的惩罚自然就各有不同，

以女同性恋（musahaqah）为例，马

六甲州伊斯兰法庭最高惩罚是6个月

监禁和1000令吉罚款，吉隆坡却是3

年监禁、5000令吉罚款和6下鞭笞，

差异绝不算小，但仍然被限缩在一定

的范围内。如果惩罚上限大幅提升，

各州法律不平等的状况将严重恶化，

作为一例，主张严惩同性恋的州属如

吉兰丹肯定将以最重的惩罚如30年

监禁来惩冶同性恋，而原本就不支持

这个修正案的砂拉越政府也预计不会

跟进，如此一来，将很可能出现同一

种罪行，在一州是最高监禁30年，

在另一州却是最高监禁1年的荒谬情

况，严重地破坏了各州法律的平等地

位。

其三，严重恶化穆斯林和非穆斯

林的法律不平等，前文所列举的罪

行，其惩罚对象都不包含非穆斯林， 

目前的惩罚由于惩罚额度较轻，还可

以勉强维持两造之间的法律平等， 

如果一下子就对穆斯林相关个人罪行

的惩罚加重10倍，它不但根本违反

了宪法第8条主张所有马来西亚公民

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也使社会进一

步严重分化。举例来说，通奸如果

涉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两方，将会出

现穆斯林重罚，非穆斯林不罚的荒谬

结果，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刑法， 

不能有两套标准，目前全世界12个

全面实行伊斯兰刑法的国家，它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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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的对象是包含非穆斯林在内的所

有国民，没有一个例外，如果马来西

亚采两套标准，社会将更形分裂，穆

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关系将更为紧张，

难保以后不会有伊斯兰学者以法律

平等或维护宪法第8条之名要求这些

伊斯兰规范进一步实施在所有公民身

上。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伊斯兰法

庭加重惩罚穆斯林饮酒（如罚款5万

元？）非穆斯林还可以轻易喝酒吗？

由于以上种种不合理的法律问

题，我们当然要站稳立场反对这个

修正案，事实上许多国内开明的穆斯

林学者和法律工作者也反对这个修正

案，或至少不支持哈迪版的修正案， 

巫统内部也尚未为这个修正案的内

容取得共识，退一步来说，如果巫统

完全支持哈迪版的修正案，除了将严

重冲击它和其他国阵成员党的关系， 

也会有将伊斯兰领导权拱手让给伊

斯兰党的风险。因此巫统没错是要修

正355法令，但是否就要跟随哈迪的

意见来修正，看来还有很大的讨论空

间。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

星洲日报/学者观点/2017年2月11日

立新

马华全力反对伊斯兰党在国会提呈伊斯兰刑事法私人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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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法令修訂案：問與答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向国会提呈355法令修订案，引起全国哗然，担忧有关修

订案一旦通过，将为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打开大门。马华对哈迪阿旺的

修订案表达反对立场，强调必须捍卫现有的宪政体制。 

 

马华的表态，招来了各界人士的回应，其中不乏有心人士的刻意抹黑和扭曲。

一方面，部分马来种族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分子指控马华反对355法令，甚至

说马华“反伊斯兰”；另一方面，马华的政敌则指责马华反对伊斯兰刑事法

（Hudud）的立场不够坚定。 

 

马华与华团的律师团深入讨论了此课题，以下答案囊括了马华和华团在这项课

题的共识和立场（华团名单附录在后）。 

 

到底355法令是什么？355法令修订案又是什么？所谓伊斯兰刑事法（Hudud）

又如何定义？马华的立场到底如何？以下的问与答，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目了

然的解答。 

 

（一）问：马华是否反伊斯兰？ 

 

马华是建国政党之一，也参与拟定联邦宪法，宪法第3条文阐明“伊斯兰为联邦

宗教”，因此说马华反伊斯兰根本是无稽之谈。 

 

（二）问：马华是否反伊斯兰法律（Syariah Law）？ 

 

马来西亚国内早已存在伊斯兰法律（Syariah Law），即伊斯兰金融（Islamic 

Banking）、伊斯兰保险（Takaful）、伊斯兰法典当服务中心（Ar-Rahnu）

等，都是依据伊斯兰法律为经营理念的商业机构或制度，而马华都没有反对这

些机构和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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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那么，到底马华反对的是什么？ 

 

马华的立场是，伊斯兰的刑事法（Hudud）是不适宜在多元宗教、多元种族的国

家落实。马华反对在马来西亚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 

 

（四）问：什么是伊斯兰刑事法（Hudud）？ 

 

根据吉兰丹州议会通过的《2015年（1993年）吉兰丹第二伊斯兰刑事法令》，

其涵盖的罪名及刑罚有6项：偷盗（断肢）、抢劫（断肢）、诬陷通奸（80鞭）

、通奸（丢石头致死或100鞭，视情况而定）、饮酒（最少40鞭，不超过80鞭）

、叛教（终身监禁至反省为止）。 

 

（五）问：为何会有伊斯兰刑事法（Hudud）？ 

 

伊斯兰刑事法（Hudud）是写在伊斯兰经典《可兰经》的法律，是《可兰经》的

一部分，这就是伊斯兰党坚持要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的原因所在。 

（六）问：何谓 355法令？ 

 

355法令，正式名称为《1965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顾名思

义，355法令是一份阐明伊斯兰法庭刑事判罪权限的法令。 

 

（七）问：何谓355法令修订案？ 

 

这就是哈迪阿旺提出的草案，目的是寻求国会通过，以便修订现有的355法令，

也是整个事件的争议所在。 

 

（八）问：现有的355法令有什么特点？ 

 

在现有的355法令下，伊斯兰法庭授权惩处穆斯林的权力是被限制的，即不能

判处监禁超过3年，或是鞭笞超过6鞭，或是罚款超过5000令吉，或两者兼施刑

罚，简称“3-6-5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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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马华反对355法令？ 

 

不正确，355法令早已存在多年，马华没有反对355法令。 

 

如前所述，马华反对的是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所提呈的355法令修订案，也就

是针对哈迪阿旺要修改现有355法令的建议。 

 

（十）问：哈迪阿旺针对355法令建议的修改，目的到底是什么？ 

 

哈迪阿旺提出的修订案，目的是突破355法令中现有的“3-6-5顶限”，也就

是：把3年监禁提高至30年、6次鞭笞提高至100次鞭笞、5000令吉罚款提高至 

10万令吉，以便附合伊斯兰刑事法（Hudud）的精神，一旦通过此修订案，他最

有可能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中的其中几项，包括诬陷通奸（80鞭）、通

奸（100鞭）、饮酒（最少40鞭，不超过80鞭）、叛教（30年）。 

 

（十一）问：哈迪所建议的修改有什么问题？ 

 

哈迪意图通过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以便逐步实现建立伊斯兰神权国最

终目标。 

 

只要355法令修订案获得通过，将此355法令中原有的“3-6-5顶限”移除，

把伊斯兰法庭的判罚权力从3年监禁提高至30年、6次鞭笞提高至100次鞭

笞、5000令吉罚款提高至10万令吉，从而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力，那么已通过

伊斯兰刑事法（Hudud）的州属，即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政府就能逐步落实伊斯

兰刑事法（Hudud），并诱使其他州属跟进，我国现有的宪政体制将被动摇。  

 

（十二）问：首相说此修订案无关伊斯兰刑事法（Hudud）？ 

 

马华和华团皆认为一旦通过此修订案，哈迪将会逐步落实符合伊斯兰刑事法

（Hudud）精神的法律，进一步使到我们趋向伊斯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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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问：首相纳吉在2016年12月1日申明，在国会于2017年3
                      月重开后，政府会接手哈迪阿旺的修订案，马华立场？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已经声明：如果政府接手有关修正案，我们一样会确保最终

的修订法案不会违宪，要不然我们会反对到底。 

 

（十四）问：为何说355法令修订案违宪？ 

 

355法令修订案违反以下宪法条文： 

 

第8条文，即人人在法律面前皆平等，并在法律下受平等对待。这表示，没有人

会基于宗教、种族、身分、出生地、性别等因素而受到不同的对待。 

 

然而，一旦提升伊斯兰法庭的权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法下并不享有

平等的审理待遇。例如饮酒的行为，非穆斯林饮酒没问题，但穆斯林饮酒则

会被处罚，同一种行为却遭到法律上的不同待遇，这已违反平等对待原则。此

外，在鞭笞的惩罚方面，若哈迪阿旺的355法令修订案获得通过并落实，非穆斯

林接受的是刑事鞭刑，而穆斯林则接受伊斯兰法的鞭刑，同一种罪行却遭受不

同的鞭刑，同样将违反平等对待原则。 

 

由于哈迪阿旺只想在吉兰丹州推行此修订案，这举动也将造成州和州之间伊斯

兰法律的不协调现象。例如，针对某些罪行，吉兰丹州已提高至30年，而其它

州属则只局限于3年或以下。当然，就算是在穆斯林之间，也违反宪法第8条文

的精神。 

 

第11条文，即宗教信仰自由；人人皆有权信奉与实践其宗教信仰。每个人愿意

为宗教信仰所付出的程度，应该是个人自由的选择，同时人们更不应该受辖于

与自身信仰无关的宗教法律，所以叛教罪行是违反宪法第11条文。 

 

哈迪提呈的355法令修订案若获得通过，将破天荒使伊斯兰鞭在国内使用，而且

伊斯兰刑事法（Hudud）的鞭刑是在公共场合公开执行，这是我国前所未有的事

情，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接受两套不同的鞭刑。而且，女性也公开受鞭

刑（刑事程序法典，鞭刑禁止施予女性），违反宪法的世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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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根据宪法第38（4）条文，任何修改伊斯兰事务相关的法律都必须先得到

统治者会议的批准，才能实行，因为伊斯兰事务是囊括在马来统治者的特权之

下。  

（十五）问：355法令修订案一旦成功通过，如何为伊斯兰刑事法 
（Hudud）的推行铺路？ 

 

从过去的国会记录可见，特别是在1965年与1984年国会修改355法令时，政府

已经阐明伊斯兰法庭的地位仅等同于推事庭。根据哈迪阿旺提呈的355法令修订

案，其允许的最高刑罚是30年监禁、10万令吉罚款及100下鞭笞，已超越推事庭

的权限，将明显的为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提供空间和便利。再者，把刑

罚提高为30年监禁、10万令吉及100下鞭笞，也使到伊斯兰法庭超越了民事庭的

权限，当然这也不符合宪法精神。 

 

（十六）问：355法令修订案一旦通过，将形成怎样的局面？ 

 

1、国家世俗宪制将出现缺口，一旦吉兰丹通过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

国家将加速伊斯兰化，为迈向神权国的方向铺路。 

 

2、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两个群体的隔离情况将更为明显，国家的执法和刑罚将分

裂成两个部分，各别适用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身上，违反世俗精神，也违反宪

法第8条文。 

 

3、加剧联邦执法单位（如警方）和伊斯兰执法单位（如伊斯兰执法部门）之间

的执法矛盾与混乱。现在英迪拉甘地的事件都已有了不好的先例，更何况是修

改后的未来日子。大家都知道，轰动一时的英迪拉甘地案件，她的前夫改教信

奉伊斯兰，并单方面为多名孩子改信伊斯兰，并在伊斯兰法庭中取得孩子的抚

养权。英迪拉作为非穆斯林，她通过民事法庭从前夫手中争取回其中一名孩子

的抚养权。 

 

尽管民事法庭判决英迪拉取得一名孩子的抚养权，并要求警方拘捕前夫，但警

方拒绝执行民事法庭的判令。理由是发生司法权的冲突，因为改信伊斯兰的前

夫已经在伊斯兰法庭取得三名孩子的抚养权。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显示两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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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司法制度相互抵触所造成的司法混乱，更直接导致英迪拉甘地有多年无法和

自己的孩子相聚。此司法混乱现象源自于当初国会修改宪法加入第121（1A）条

文所致。 

 

4、形成一国二法的混乱局面。例如： 

 

A、非穆斯林男性和穆斯林已婚女性涉嫌幽会，非穆斯林男性在民事法庭被控勾

引已婚妇女，最高刑罚为2年监禁，而穆斯林已婚女性在伊斯兰法庭则被控幽

会。一旦通过355法令修订案后，伊斯兰法庭在《2015年（1993年）吉兰丹第

二伊斯兰刑事法令》下，通奸罪名成立的穆斯林已婚女性可被判罚最高30年监

禁和最高100下鞭笞。这种依据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为同一个案件的涉及双方给

予不同的判决和刑罚，是不公平的做法，明显违反宪法第8条文。 

 

B、在现有的刑事法典下，在不触及女性年龄或其它法律因素的情况下，成年男

女婚前性行为基本上是无罪的。可是若一旦355法令修订案获得通过，若婚前性

行为涉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则非穆斯林属无罪，而穆斯林将在伊斯兰刑事法

（Hudud）下被提控，可能刑罚为100鞭，这是违 反平等对待原则，也违反宪法

第8条文。当然，我们并不赞同婚前性行为。 

 

5.此修订案一旦通过，将使到我国形象受损，影响外国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

心。 

 

（十七）问：355法令修订案不会影响非穆斯林？ 

 

错。以下是会侵害非穆斯林权益的情形：

 

1、卖酒

 

在刑事法典下，诱使他人犯法是罪行。若修订案通过，从技术上而言，非穆斯

林卖酒给穆斯林，可在刑事法典下被提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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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叛教 

 

家属即使坚持某人并非穆斯林，但伊斯兰法庭却坚持必须在该法庭审理其所涉

及的案件，这对非穆斯林是情何以堪？因为他必须用伊斯兰法来证明自己不是

穆斯林。 

 

（十八）问：既然哈迪要落实的是伊斯兰刑事法（Hudud），为何 
马华却不断出声反对？ 

 

马华尊重各宗教的权利，也尊重穆斯林履行其信仰的权利，但任何信仰的权利

都必须在宪法的限制下进行，而宪法是大家共有的，只要出现违反宪法的事

情，任何人都有权利出声反对。 

 

（十九）问：若355法令修订案获得通过，是否跟刑事法典出现冲
突？ 

 

是。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已出现刑事法典下的罪行却选择在伊斯兰法庭提控

的例子，即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法庭权限重叠的现象。例如同性恋和乱伦等行

为，原本应在民事法庭被提控的案件却变成在伊斯兰法庭提控，而民事法庭也

无视这种现象的发生。若355法令修订案获得通过，情况将变得更严重。 

 

（二十）问：伊斯兰化的例子有哪些？ 

 

1、强奸抑或通奸罪行 

 

以一名穆斯林男性及一名非穆斯林女性为案例。非穆斯林女性控告穆斯林男性

强奸，然而穆斯林男性否认自己强奸，而坚称是通奸。无论是否出于穆斯林男

性的意愿，伊斯兰法庭可以发出涉嫌通奸罪的控诉，而把案件置于本身的审理

权限之下。尽管伊斯兰法庭可能允许非穆斯林女性纳入审讯过程，可是这对她

非常不利，因为根据伊斯兰法规，她必须提供4名品行良好的穆斯林男性证人的

供证。因此，就算该名穆斯林男性嫌犯会被控通奸罪名成立，然而通奸的罪行

与刑罚不等同于强奸，因此非穆斯林女性受害者并不能在伊斯兰法庭上取得公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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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剥夺女性、儿童和非穆斯林的法律权利

 

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伊斯兰刑事法（Hudud）阐明，在性罪案中非穆斯林和女性

的供证不会被伊斯兰法庭采纳，而且非穆斯林受害者必须提供4名品行良好的穆

斯林男性的供证。一旦吉兰丹和登嘉楼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将严重剥

夺女性的权益。 

 

尤其是发生非穆斯林女性控告穆斯林男性强奸，而穆斯林男性却否认强奸而称

是通奸，这类案例将造成司法上的错乱，即强奸罪由民事法庭审理，而通奸罪

由伊斯兰法庭审理。 

 

此外，若这类案件被带上伊斯兰法庭，非穆斯林女性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因为只有品行良好的穆斯林男性才能成为证人。同时，一旦伊斯兰法庭接受审

理该通奸案，民事法庭就不可以再以 强奸案的名义接受审理。 

 

3、国内某些州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法令，限制便利店如7-11卖酒的地点和时间。 

 

4、州宗教局以道德警察姿态，取缔人们的亲密行为，改变马来西亚世俗国面

貌。例如，无亲属关系的穆斯林男女因共乘摩哆，遭登嘉楼宗教局取缔。 

 

5、快餐店如麦当劳等禁止顾客携带非清真蛋糕进入店内。 

 

6、在政府部门内，女性穿着指南方面，必须符合伊斯兰教规。 

 

7、文莱的伊斯兰刑事法（Hudud）以穆斯林人口居多的文莱，已在2014年4月

通过落实伊斯兰刑事法（Hudud）。文莱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独立前曾是英国

的保护国。 

 

文莱在独立后采用双轨的司法制度，一个是沿用英国司法体系的民事法庭，另

一个则是处理私人和家庭案件的伊斯兰法庭。 

 

在文莱40万人口中，只有15%华人；穆斯林占总人口约70%，佛教徒约12%，基

督徒约10%。汶莱伊斯兰刑事法（Hudud）落实之后的禁令，非常明显的是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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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穆斯林造成影响： 

·禁止传播任何宗教信仰。 

·禁止侮辱伊斯兰先知、可兰经、伊斯兰断肢法。 

·禁止发表或作出侮辱苏丹、政府宗教机构、官员的言论或行为。 

·禁止通过网络，包括微博、微信、WhatsApp 等传播针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断

  肢法的任何谣言、评论。 

·避免在穆斯林面前崇拜明星、人物、动物等。 

·避免在公开场合使用涉及伊斯兰的固定词汇。（包括问候语） 

·禁止在国内或国外的公开场合饮酒。 

·不得向穆斯林提供、推荐、售卖酒精饮料。 

·戒月期间，避免在公开场合饮食、吸烟、买卖可现场消费的食品。

·每周五中午12时至2时，穆斯林必须到清真寺祈祷，届时餐厅、店铺等将停止

  营业。 

·雇主不得限制穆斯林雇员按时祈祷的权利。 

·禁止与穆斯林女性发生未婚或婚外性关系，或引诱穆斯林女性私奔。

·避免与容易引起嫌疑的未婚男女独处或同居。

·公开场合尽量保持距离，避免拥抱、亲吻等过度亲密行为。

·避免穿著异性服装或模仿异性工作、神态。

·避免在公开场合穿著曝露。（女性建议穿长袖衣裤）

·偷盗、抢劫、强奸、通奸、谋杀等犯罪行为将根据伊斯兰断肢法进行审判。

 （以丢石头处死通奸者、偷盗者被断肢、堕胎及喝酒者将遭鞭笞） 

 

以下是跟马华一起参与讨论的华团组织：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世界女性总商会

马来西亚道教总会
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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