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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简介

我国是一个拥有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文、多种源流学校和多种宗教信仰

的国家。现有绝大部分的华小是于1957年独立建国前创办的。随后，虽然联邦政府有

批准增建一些华小，惟整体上华小的学校数量减少，增建华小困难重重，华小迁校变

成替代增建华小的方式。增建华小的申请难获批准，就算获得批准，建校经费和土地

仍需华小自己承担或寻求捐献，当中政府只给予一些拨款或土地，且建校耗时多年才

竣工启用。由此可见，政府没有制度化增建华小。

为此，董总出版《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增建与迁校资料汇编――关于增建学校的制

度和运作机制》，剖析联邦政府如何规划和落实增建学校。董总提出建立一套关于增

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所应包含的内容要点。首先，本书从城乡规划领域，

讲解设立或增建学校的规划概念，以及分析政府的教育政策、教育蓝图、建校计划、

城乡规划发展蓝图、学校规划指南、国家五年度发展计划（大马计划）和每年度财政

预算，如何影响学校的设立或增建。其二，分析近40多年来各源流小学的学生人数和

学校数量增减趋势，以及政府在大选和非大选期间，所批准增建和搬迁华小的建校进

展概况。其三，论述关于建立一套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

本书“附录”收纳了相关的政策、通令和指南等政府文件的整份或部分原文，并

在“参考书目”列出这些文件的马来文名词和华文翻译名词，包括列出一些新旧版本

文件的名单，以方便读者收集和深入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这些文件的全文原文可从

政府相关机构获取，如首相署经济策划组（www.epu.gov.my）、财政部（www.treasury.
gov.my）、房屋与地方政府部辖下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www.townplan.
gov.my）、教育部（www.moe.gov.my）、水务、土地与天然资源部辖下联邦土地与矿

物局（www.jkptg.gov.my）。

上述文件包括：

1.	 	首相署经济策划组2014年《第十一马来西亚计划（2016-2020年）编制指南》、	

2011年5月《政府计划/项目的价值管理实施指南》、2015年1号通令《改善联

邦政府计划/项目中的价值管理实施及建筑规划的条规和指南》、2015年《建

筑规划的条规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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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政部2008年7号通函《政府项目的工业化建筑系统之实施》、《2018年财政

预算编制指南》。

3.	 	房屋与地方政府部辖下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2006年《国家城市化

政策》、2012年《幼儿园和托儿所设立指南》、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

南》。

4.	 	联邦土地与矿物总监1997年1号通令《移交拥有权给联邦作为学校地段的政府

土地之统一地价率》。

5.	 	联邦土地专员2008年3号通令《在获取土地供联邦政府使用和在所获取后的联

邦土地管理方面，联邦土地专员的功能和使用者部门/局的角色》。

希望本书得以让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人士，更加了解政府在增建学校课题上所扮演

的角色。各界应同心协力促使政府为各源流学校进行妥善的发展规划，包括制订和落

实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让各源流学校公平合理地享有国家教育资源，

得以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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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是一个拥有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文、多种源流学校和多种宗教信仰

的国家。1957年独立建国之前，本地早已存有采用各自的不同语文为教学媒介的各源

流学校，如英文学校、马来文学校、华文学校、淡米尔文学校。

联邦政府发布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主张逐步落实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最终目

标”（ultimate objective），即最后只有一种语文媒介源流学校——国民学校（马来文

学校），把各族孩子纳入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最终目

标”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一种文化”思想影响，并

成为国族打造的主导思想，建立单民族国家。于是，单元主义就落实到社会各领域，

单元化教育政策是其一产物。“最终目标”把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s）作为国民

教育（national education）实现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的工具。单元化教育政策以	

“国民团结”为名，行“最终目标”之实，把绝大部分国家教育资源用在发展国民学

校。《拉萨报告书》强调落实“最终目标”的过程“必须逐步推行，不能操之过急”，	

许多教育措施就延着这渐进方式，逐步落实“最终目标”。

本地现有的华文小学绝大部分是在独立建国前创办的。自1957年从英殖民者取

得独立至今，国民小学（国小，马来文小学）的学校数量持续大量增加，华文小学	

（华小）和淡米尔文小学（淡小）的学校数量则减少，增建华小和淡小困难重重。此

问题的主要导因在于政治因素和执政者教育政策，它亦渗透到国家和城乡的发展规划

制度，只着重规划设立或增建国小、国中（马来文中学）和宗教学校，边缘化华小和

淡小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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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规划

2.1	“邻里单位”概念与学校规划

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实行的城乡规划制度，采用“邻里单位”概念，以规划学校的

设立或增建。为此，下文将阐述有关“邻里单位”概念和政府的学校规划制度。

1929年，美国城市规划与社会学家克莱伦斯•阿图•佩里（Clarence Arthur Perry, 1872-
1944）提出“邻里单位”（Neighbourhood Unit）概念。它是一个关于居住区的规划概

念，在世界各国广泛运用，对现代居住区的规划，包括对居住区内的学校等社会设备

的规划，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佩里为几类居住区所设计的不同规划方案显示，“邻里单位”概念是以一所

小学为基础，规划一个人口规模达数千至一万数千人的邻里居住区。

“邻里单位”的规划概念着重于营造一个舒适、方便、安全、宁静，促进群体生

活和邻里精神的居住环境。邻里居住区内设有小学，提供底层次性质的日常用品、服

务和社会设备，以便上学、休闲游乐、购买物品和服务等基本日常活动，能在步行或

就近范围内进行，以及照顾居民尤其是学童的步行安全，为内部各区之间（尤其是住

家与学校之间）提供安全的往返路途，避免交通的干扰和安全威胁。

“邻里单位”的规划特点是：

（1）	规模：一个居住区的开发应当提供满足于一所小学所服务的人口之所需房屋

数量，居住区的实际面积则由其人口密度所决定。换言之，居住区的人口规

模和土地面积的规划是以小学为基础，即根据所规划小学的学生人数标准，

推算出居住区的人口规模，再按人口密度来计算土地的面积和用途分配以及

房屋的种类和数量。

（2）	机构位置：学校和其他机构的服务范围应当对应于邻里单位的界限，它们

的位置应当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或公共区域。小学在距离住家半英里（0.8公
里）范围内。

（3）	开放空间：应当有一个提供小型公园、休闲游乐的开放空间系统，以规划它

们来满足邻里居民的需求。分配至少10%土地面积作为开放空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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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边界：应当以足够宽阔的主要道路作为邻里单位的边界，所有直通的交通流

沿边界而行，避免其穿越邻里单位内部，以保持区内宁静、安全和低交通量

的居住环境。

（5）	内部道路系统：分级别和分工的道路系统，每条道路都要与它承载的交通量

相适应，整个道路网络要设计得便于内部的交通流向，同时又能阻止过境交

通穿越内部。

（6）	地方商业：与服务人口相适应的一个或多个商业区，应当布置在邻里单位周

边，最好是位于交通的交叉处并与相邻的邻里单位的商业区共同组成一个更

大的商业区。

后来，邻里规划（neighbourhood planning）逐渐发展为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并扩大服务区范围，由几个邻里组成一个社区，以便更全面规划所需社会

设备，照顾居民生活的多样化基本需求，处理更复杂和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以改善

居住环境和生活素质。因此，邻里的学校规划演变成社区的学校规划。

2.2		城市层级体系与教育设备规划

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采用城乡规划领域中的城市层级体系（urban	hierarchy	system），	

以在各级地区规划各类教育设备或学校的设立。政府在颁布的2006年《国家城市化政

策》中，列出本国7个种类的城市层级及其相应的人口数额和各类教育设备。长期以

来，政府城乡规划制度在地方层次上有规划设立小学和中学，这些县级及以下地区的

地方规划人口规模的范围是1至3万人，3万至10万人，10万至30万人。

表1：联邦政府根据城市层级和人口规模所规划设立的各类教育设备
序 城市层级 人口数额范围 教育设备

1. 国家级城市集合体成长区
Konurbasi Pertumbuhan Negara

>250万 •	 公立大学/学院
•	 私立大学和学院
•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培训机构
•	 研发中心
•	 国家培训中心
•	 国家/州图书馆
•	 国际学校
•	 技术/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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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城市层级 人口数额范围 教育设备

2. 区域级城市集合体成长区
Konurbasi Pertumbuhan 
Wilayah

150万至250万 •	 公立大学/学院
•	 私立大学和学院
•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培训机构
•	 研发中心
•	 国家培训中心
•	 区域/州图书馆
•	 国际学校
•	 技术/职业学校

3. 次区域级城市集合体成长区
Konurbasi Pertumbuhan Separa 
Wilayah

50万至150万 •	 公立大学/学院
•	 私立大学和学院
•	 州图书馆
•	 国际学校
•	 技术/职业学校

4. 州级城市集合体成长区
Konurbasi Pertumbuhan Negeri

300,001-500,000 •	 公立大学/学院
•	 私立大学和学院
•	 州图书馆
•	 技术/职业学校

5. 县级城市集合体成长区
Konurbasi Pertumbuhan Daerah

100,001-300,000 •	 公立图书馆
•	 技术/职业学校
•	 小学和中学

6. 主要居住中心
Pusat Petempatan Utama

30,001-100,000 •	 移动图书馆
•	 小学和中学

7. 小型居住中心
Pusat Petempatan Kecil

10,001-30,000 •	 移动图书馆
•	 小学和中学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2006年《国家城市化政策》，页88-93，98-99。

2.3		社区的学校规划

自《1976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令》颁布实施以来，房屋与地方政府部辖下马来西

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制订了多份关于学校规划的指南。当中有1988年《规划标

准手册（最后版本）》、1997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1999年《社会设备发展与规

划指南》、2012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和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这些规划

指南阐明需在地方层次提供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以便学生到靠近住家的学校上学，

而学校的地点必须符合地方发展蓝图所规定的发展策略和建议，且根据人口和地点的

层次等级来规划学校的设立。

联邦政府采用“邻里单位”概念，规划地方上学校的设立或增建。此概念以住

宅区单位（housing unit）、邻里单位（neighbourhood unit）和社区单位（community	
unit）的空间规划方式，依据社区人口来规划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设立或增建，并分

布到各地，让学生就近上学。



12

图1：社区的学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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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1.	 三个住宅区（每个住宅区2500人）组成一个邻里

（7500人）。三个邻里组成一个社区（22500人）。

2.	 社区内需设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及提供日常必

需品和服务的商店及社会设备在步行距离内，让学

生就近上学，居民就近使用。

3.	 根据邻里概念（neighbourhood concept）来规划设

立社区内的学校，即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以便学

生能就近上学。每种学校有其服务区范围，规划的

考虑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和人数，学生人数、每班学

生人数和教室间数，校地面积、地形和地点，学校

与住家的距离和路程时间。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1988年《规划标准手册（最后版本）》、1997年《社会设

备规划指南》和1999年《社会设备发展与规划指南》。

图2：学校与住家的距离和路程时间

图解：小学离住家0.4至0.8公里或10分钟步行距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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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邻里内的小学与住家的位置分布（案例）

	

图解：�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的哥打白沙罗第6区国小（Sekolah� Kebangsaan� Seksyen� 6,� Kota� Damansara,�
Petaling�Jaya）。该国小靠近学生住家，符合社区学校规划概念，在2004年和2013年分别有1012和
1491名学生。

2.3.1 学生在社区内的学校上学

表2列出联邦政府在不同时期制订的学校规划指南，对学校的设立所定下的一些规

划标准。在小学规划方面，1988年《规划标准手册（最后版本）》阐明，在一个人口

规模达7500人的邻里居住区，就需建有1所小学，校地面积至少6英亩，学校离住家0.4
至0.8公里或10分钟步行时间。

1997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和1999年《社会设备发展与规划指南》阐明，在一

个拥有3000至7500人口或420至1050名小学生的邻里，就需建有1所小学，校地面积5至
10英亩，学校离住家0.4至0.8公里或10分钟步行时间。（表3）

在2012年和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非高楼学校与高楼学校有不同的规划

标准。非高楼学校即一般最多4层楼的学校的规划标准是，在一个拥有3000至10800人
口或420至1400名小学生的邻里，就需建有1所小学，教室12至40间，校地面积5至10英
亩。高楼学校的规划标准是，在一个拥有4500至15000人口或585至1935名小学生的邻

里，就需建有1所小学，教室13至43间，校地面积2.5至8英亩。小学离住家0.4至0.8公里

或10分钟步行时间。（表4）

表2：联邦政府制订的学校规划标准（1988年、1997/1999年和2012/2013年指南）

学校
1988年指南 1997/1999年指南 2012/2013年指南

人口数额 校地面积 人口数额 校地面积 人口数额 校地面积
幼儿园 2500人 ≥ 0.2英亩 2500人 ≥ 0.2英亩 200间房屋 ≥ 1786平方尺(0.04英亩)

小学 7500人 ≥ 6英亩 3000-7500人 5-10英亩
3000-10800人 5-10英亩(非高楼学校)
4500-15000人 2.5-8英亩(高楼学校)

中学 15000-22500人 ≥ 9英亩 ≥ 9000人 8-15英亩
≥ 9000人 7-15英亩(非高楼学校)
≥ 10000人 5-12英亩(高楼学校)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1988年《规划标准手册（最后版本）》、1997年《社会设

备规划指南》、1999年《社会设备发展与规划指南》、2012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2013
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2012年《幼儿园和托儿所设立指南》。

备注：200间房屋的估计人口为1000人（假设每间房屋平均住有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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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各类大小型小学的规划标准（1997年和1999年指南）

每所小学教室间数 人口数额 校地面积 班级人数 学生人数 服务区范围

1所小学(12间教室) 3000人
5-10英亩

(2-4公顷)

每班最多

35名学生

≤	420人 0.4-0.8公里

(1/4-1/2英里)

10分钟步行时间

1所小学(24间教室) 6000人 ≤	840人
1所小学(30间教室) 7500人 ≤	1050人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1997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和1999年《社会设备发展与

规划指南》。

备注：小学校地面积为平坦土地5至8英亩（2-3公顷），或山丘和缓坡土地8至10英亩（3-4公顷）。

表4：各类大小型小学的规划标准（2012年和2013年指南）

人口数量
每所小学
教室间数

学生人数
每班

学生人数
校地面积（英亩） 服务区范围

（距离和时间）平地 山丘和缓坡

非高楼学校（最多4层楼）

≤ 35 5 - 10 8 - 10

小学离住家0.4至
0.8公里或10分钟
步行时间

3000 12 420
6000 24 840
7500 30 1050

10800 40 1400
高楼学校

≤ 45 2.5 - 5 4 - 8
4500 13 585
7500 22 990

11000 32 1440
15000 43 1935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研究与发展组研究报告，2011年。摘录和

整理分析自城市和谐、房屋与地方政府部辖下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的2012年和

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
备注：

1.� 2012年和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阐明，非高楼建筑的小学校地面积为平坦土地5至10英亩

（2-4公顷），或山丘和缓坡土地8至10英亩（3-4公顷）。高楼建筑的小学校地面积为平坦土地2.5至
5英亩（1-2公顷），或山丘和缓坡土地4至8英亩（1.5-3公顷）。

2.� 2012年和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阐明，幼儿园也可以设立在国小、华小、淡小、政府资助宗

教学校、国中、技术中学、教师教育学院、砂拉越的长屋和沙巴的社区中心。

3.�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第11马来西亚计划（2016-2020年）编制指南》阐明，政府部门和法定

机构在第11大马计划下所规划的发展计划，须遵守仍生效的法令、通令和指南。这包括首相署经济

策划组标准与成本委员会2015年《建筑规划的条规和指南》阐明，以国家教育政策为指导来规划和

设计教育建筑物。它规定，不允许兴建超过4层楼的学校建筑物，但高楼学校免除此限制。小学土地

面积6至8英亩，中学土地面积8至12英亩。小学有6至36间教室，中学有12至42间教室。如果有开办

学前教育班，6间和12间教室的小学设有1间学前教育班教室，18间和24间教室的小学设有2间学前教

育班教室，30间和36间教室的小学设有3间学前教育班教室；12间教室的中学设有1间学前教育班教

室，18间和24间教室的中学设有2间学前教育班教室，30间和36间教室的中学设有3间学前教育班教

室，至于42间教室的中学则对此没有作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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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室数量模组

教育阶段 教室数量
学前教育 1 1 2 2 3 3 -
小学 6 12 18 24 30 36 -
中学 - 12 18 24 30 36 42
备注：

1.� 学前教育的教室数量是依赖于所兴建小学的教室数量模组。
2.� 允许另建的学校建筑物是多元用途礼堂、食堂、祈祷室、学前教育建筑物。
3.� 允许有30间教室或以上的小学或中学兴建礼堂。
4.� 允许建在同一个综合地段(school�complex)的小学和中学兴建共用的礼堂。

2.3.2 在每个社区规划设立几所小学

根据对有关规划指南的分析显示，每个社区有2或3个邻里，每个邻里由3个住宅区

组成。在规划上，可以为一个邻里单位制订不同人口规模的规划标准，如设定一个邻

里单位的人口规模为5000人、6250人、或7500人。

若依据一个邻里7500人口的规划标准，社区可分为两类型。第一，由3个邻里组成

的社区，有22500人口，需要1所中学、3所小学和9所幼儿园。第二，由2个邻里组成的

社区，有15000人口，需要1所中学、2所小学和6所幼儿园。换言之，一个社区有2或3
所小学。

表5：各类型社区所需要的学校数量

学校 第一类型社区 第二类型社区

社区人口 22500(7500	x	3)人 15000(7500	x	2)人
幼儿园 9所 6所
小学 3所 2所
中学 1所 1所
资料来源：�整理分析自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1997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和1999年《社会设

备发展与规划指南》。

一般上，政府在每个社区规划设立3所小学。这种以社区概念设立学校的做法，为

规划和增建各源流小学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理论上，在社区里设立的几所

小学，能分配给各源流小学。例如，一个社区内有国小、华小和淡小各1所，或2所国

小和1所华小，而实际的分配就根据社区人口结构，以及居民对各源流小学的教育选择

和需求而定。

换言之，社区学校概念能用来规划设立各源流学校，确保各社区有本身所需学

校，以满足社区居民对各语文媒介源流学校（如马来文学校、华文学校、淡米尔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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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各教育阶段（如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教育选择和需求。然而，政府现行的

社区学校规划制度，是否继续以单元化教育政策为基础，只设立国小，不设立华小和

淡小，或改为多元化教育政策而设立各源流小学，实是个政治决定，而城乡规划只是

执行有关政治决定的其一工具。

2.3.3 各类大小型学校的规划

联邦政府的学校规划指南是根据学生人数占人口之某个比率，教室间数和每班

学生人数为数据基础，以制订学校的学生学额（人数）之规划标准，进而规划出不同

学生人数容纳量的大小型学校，以对应不同人口规模所需的学生学额，例如设有6、	

12、18、24、30、36间教室的小学（表4、6）。事实上，一些华小因不断扩建校舍，

增加教室间数，以容纳更多学生，而拥有超过36间教室。

在规划上，学校分为大小型学校，以适应各地情况的需求，因此所兴建学校的规

模因地而异。在规划学校时，有必要协调相近邻里或社区之间的需求，特别是处理个

别地区本身所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例如，一个地区人口过多，造成校园拥挤问题，

就可能需要与相近地区对学校供求进行规划协调，通过增建、重建或扩建学校的方

式，解决该问题。

根据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和教育数据的分析显示，小学生人数占人口

之比率已下降（表8和表9）。新近的2012年和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把小学生

人数的规划标准从占人口的14%减至13%。1（表6和表7）

学生人数占人口之比率因地而异。这个比率的学额人数包含就读学生的实际人

数，另加“缓冲学额”的分配，以吸纳浮动性的学生人数变化或处理校园拥挤等考虑

因素，提供较理想的校园环境。

为方便说明，假设在1个规划人口达7500人的居住区，设有一所有30间教室可容

纳1050名学生的小学，但实际就读该校的学生只有825人，那么还剩有225个“缓冲学

额”以录取浮动性的学生人数。如果人口增加而使学生增加，这些“缓冲学额”可用

来吸纳新增学生人数。

若实际人口额超过所规划的人口额，原有学校将面对更大压力，过渡收生引发拥

挤等问题。因此，人口增加，学生增多，就应增建学校，分布在恰当地点，以应人民

之需。

1	 1997年和1999年的规划指南指小学生人数占人口的14%，中学生人数占人口的10%。2012年和2013年的规

划指南则指小学生人数占人口的13%，中学生人数占人口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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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小学学生人数规划标准之理论数据基础（1997年和1999年指南）

人口数额 教室间数 学生学额（人数） 学生占人口之比率(%)
1500 6 210 14
3000 12 420 14
4500 18 630 14
6000 24 840 14
7500 30 1050 14
9000 36 1260 14

资料来源：�整理分析自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1997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和1999年《社会设

备发展与规划指南》。

备注：每班使用1间固定教室，每班35名学生。

表7：小学学生人数规划标准之理论数据基础（2012年和2013年指南）

人口数额 教室间数 学生学额（人数） 学生占人口之比率(%)

非高楼学校（最多4层楼）
3000 12 420 14.00
6000 24 840 14.00
7500 30 1050 14.00

10800 40 1400 12.96
高楼学校

4500 13 585 13.00
7500 22 990 13.20

11000 32 1440 13.09
15000 43 1935 12.90

资料来源：整理分析自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2012年和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
备注：

1.� 非高楼学校：每班使用1间固定教室，每班35名学生。
2.� 高楼学校：每班使用1间固定教室，每班45名学生。

表8：2000年马来西亚各州属小学生占人口之比率
州属/

联邦直辖区
学生人数 总人口 公民人口

学生占总人口
之比率（%）

学生占公民人口
之比率（%）

玻璃市 28,153 204,450 201,295 13.77 13.99
吉打 225,645 1,649,756 1,624,151 13.68 13.89
槟城 140,398 1,313,449 1,265,067 10.69 11.10
霹雳 277,166 2,051,236 2,012,891 13.51 13.77
雪兰莪 410,229 4,188,876 4,002,440 9.79 10.25
吉隆坡 154,853 1,379,310 1,286,937 11.23 12.03
森美兰 113,314 859,924 828,065 13.18 13.68
马六甲 82,329 635,791 612,847 12.95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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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属/
联邦直辖区

学生人数 总人口 公民人口
学生占总人口
之比率（%）

学生占公民人口
之比率（%）

柔佛 349,530 2,740,625 2,590,095 12.75 13.49
吉兰丹 232,291 1,313,014 1,292,219 17.69 17.98
登嘉楼 153,355 898,825 882,987 17.06 17.37
彭亨 179,185 1,288,376 1,233,576 13.91 14.53
沙巴和纳闽 308,629 2,679,552 2,048,578 11.52 15.07
砂拉越 276,770 2,071,506 2,008,768 13.36 13.78

合计 2,931,847 23,274,690 21,889,916 12.60 13.39
资料来源：

1.� 马来西亚统计局，《2000年马来西亚人口和房屋普查：人口分布和人口基本性质》，2001年。
2.� 马来西亚教育部2000年教育统计数据。
备注：

1.� 吉隆坡、布城分别于1974年、2001年成为联邦直辖区，它们之前是属于雪兰莪州的管辖区。纳闽于

1984年成为联邦直辖区，它之前是属于沙巴州的管辖区。
2.� 总人口是指公民和非公民的人口总和。
3.� 2000年，沙巴总人口2,603,485人，公民人口1,988,661人；纳闽总人口76,067，公民人口59,917。
4.� 学生人数是指国小、华小、淡小和特殊教育国小的学生人数总和。

表9：2010年马来西亚各州属小学生占人口之比率
州属/

联邦直辖区
学生人数 总人口 公民人口

学生占总人口
之比率（%）

学生占公民人口
之比率（%）

玻璃市 24,088 231,541 225,876 10.40 10.66
吉打 220,613 1,947,651 1,880,783 11.33 11.73
槟城 146,467 1,561,383 1,471,523 9.38 9.95
霹雳 242,440 2,352,743 2,283,290 10.30 10.62
雪兰莪 523,264 5,462,141 5,040,321 9.58 10.38
布城 7,486 72,413 70,744 10.34 10.58
吉隆坡 139,775 1,674,621 1,517,998 8.35 9.21
森美兰 109,979 1,021,064 963,157 10.77 11.42
马六甲 84,588 821,110 786,957 10.30 10.75
柔佛 356,532 3,348,283 3,076,384 10.65 11.59
吉兰丹 201,502 1,539,601 1,507,129 13.09 13.37
登嘉楼 133,616 1,035,977 1,017,210 12.90 13.14
彭亨 156,793 1,500,817 1,426,209 10.45 10.99
沙巴 270,047 3,206,742 2,316,963 8.42 11.66
纳闽 7,821 86,908 74,764 9.00 10.46
砂拉越 265,119 2,471,140 2,354,048 10.73 11.26

合计 2,890,130 28,334,135 26,013,356 10.20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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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 马来西亚统计局，《2010年马来西亚人口和房屋普查：人口分布和人口基本性质》，2011年。
2.� 马来西亚教育部，《2010年学校基本信息》，2010年1月。
备注：

1.� 吉隆坡、布城分别于1974年、2001年成为联邦直辖区，它们之前是属于雪兰莪州的管辖区。纳闽于

1984年成为联邦直辖区，它之前是属于沙巴州的管辖区。
2.� 总人口是指公民和非公民的人口总和。
3.� 学生人数是指国小、华小和淡小的学生人数总和，不包括特殊教育国小等其他类别小学学生人数和

小学学前教育班学生人数。

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在结合了教育部的学校规划文件后，制订1997
年、1999年、2012年和2013年的规划指南。表10、11、12和13列出这些指南所规定的

学校规划标准。

表10：学校土地面积规划标准（1997年指南）

学校类别
校地面积（英亩）

平地 山丘和缓坡
小学 5-8 8-10
中学 8-12 10-15
小学/中学(共校)/中小学综合体学校 10-13 16-20
技术中学 20-25 25-35
全寄宿中学 35-40 100-120
工艺学院/师范学院 80-100 100-12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发展、私营化和供应组《选择教育项目地段指南》，1997年1月9日。此表摘

自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1997《社会设备规划指南》。

表11：教育设备规划标准（1997年指南）
学校种类 人口标准 面积 路程距离/步行时间 最大规模

幼儿园/托儿所 2500人 8000平方尺 0.2-0.4公里	
步行5分钟

≤ 60名学生/幼儿
园，4班

小学（12间教室）
小学（24间教室）
小学（30间教室）

3000人
6000人
7500人

5-10英亩 0.4-0.8公里
步行10分钟

≤ 35名学生/班

中学
宗教中学
私立中学

超过9000人口
(1所学校对应2至

3个邻里单位)

8-15英亩 0.8-1.6公里
步行20分钟

≤ 35名学生/班

技术中学
职业中学
全寄宿中学/宗教
国中

县/州级别 20-35英亩

35-45英亩

有公共交通 ≤ 35名学生/班

学院和高等教育
机构/工艺学院

联邦区域级别 20-100英亩 有公共交通（LRT/MRT/
ERL，30-60分钟）

≤ 35-60名学生/班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1997《社会设备规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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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小学规划标准（2012年和2013年指南）

教室间数 人口数量
校地面积(至少)

每班学生人数
服务区范围

平地 山丘和缓坡 (距离和时间)
A组区（高楼学校）

学校与住家的
距离在0.4至0.8
公里范围内，
上学步行时间
为10分钟。

13间教室 4500人
1至2公顷

(2.5至5英亩)
1.5至3公顷
(4至8英亩) 每班45名学生

22间教室 7500人
32间教室 11000人
43间教室 15000人
B组区（非高楼学校）
12间教室 3000人

2至4公顷
(5至10英亩)

3至4公顷
(8至10英亩) 每班35名学生

14间教室 6000人
30间教室 7500人
40间教室 10800人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研究与发展组研究报告，2011年。摘录和

整理自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社会设备规划指南》，2012年6月，第20页。
备注：�A组区意指在学校建筑物的设计和布局方面采取向上发展（高楼）形式的地区，以节省土地使用

空间，为使用者提供足够、舒适、安全和有效率的支援设备。

表13：中学规划标准（2012年和2013年指南）

中学
类别

人口数量
校地面积(至少)

每班学生人数 合适
地点

支援设备成分平地 山丘和缓坡
A组区 B组区 A组区 B组区 A组区 B组区 A组区 B组区

国中 超过
10000
人口

(1所学
校对2
至3个
邻里
单位)

超过
9000
人口

(1所学
校对2
至3个
邻里
单位)

2至4公
顷(5至
10英亩)

3至6公
顷(7至
15英亩)

3至5公
顷(7至
12英亩)

4至6公顷
(10至15
英亩)

每班45
名学生

每班35
名学生

－	位于人口覆
盖区的合适
距 离 ( 靠 近
或在住宅区
内)。

－	路程距离和
时间在0.8至
1.6公里(0.5
至1英里)范
围内及20分
钟 步 行 时
间。

－	行政办公室
－教师室
－储藏室
－图书馆
－食堂
－	操场 /足球
场

－休闲花园
－	卫生间 /厕
所

－保安亭
－垃圾处
－	教 职 员 、
学 生 和 来
客 的 汽
车 、 摩 托
车 和 脚 车
的停车场

－	汽 车 和 巴
士 的 路 旁
停车场

－	小 型 清 真
寺 /祈祷房
间

－	科 学 实 验
室/电脑室

宗教中学

技术中学
县/州级别

4至8公
顷(10至
20英亩)

8至10公
顷(20至
25英亩)

6至10公
顷(15至
25英亩)

10至14公
顷(25至
35英亩)

每班45
名学生

每班35
名学生

位于人口覆盖
区的合适距离(
靠近或在住宅
区内)。

职业中学
宗教国中

全寄宿
中学

县/州级别
6至10公
顷(15至
25英亩)

14至16
公顷(35
至40英
亩)

15至20
公顷(37
至50英
亩)

40至48
公顷(100
至120英

亩)

每班35
名学生

每班45
名学生

光明学校
（中小学
综合体学
校）

超过
10000
人口

(1所学
校对2
至3个
邻里
单位)

超过
9000
人口

(1所学
校对2
至3个
邻里
单位)

2至4公
顷(5至
10英亩)

4至6公
顷(10至
12英亩)

6至8公
顷(15至
20英亩)

3至6公顷
(7至15英

亩)

每班35
名学生

每班45
名学生

从住宅区至学
校的路程距离
和时间在0.8至
1.6公里(0.5至
1英里)之间，
或20分钟步行
时间。

为光明学校
提供的支援
设备如草场
是共享的。
其他支援设
备与其他学
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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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研究与发展组研究报告，2011年。摘录和

整理自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社会设备规划指南》，2012年6月，第21页。
备注：

1.� A组区意指在学校建筑物的设计和布局方面采取向上发展（高楼）形式的地区，以节省土地使用空

间，为使用者提供足够、舒适、安全和有效率的支援设备。

2.� “Sekolah�Sinar”（光明学校）是中小学综合体学校，意指融合小学和中学在一起的学校。

2.3.4 社会设备规划指南：教育设备或学校的规划

长期以来，董总等团体不断提出以社区学校原理、人口结构和教育需求，要求政

府制订和落实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

2011年《董教总呈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备忘录：制度化公平发展各源流学校，

发挥国家优势，促进国家进步》和2012年《全国七大华团在教育课题上的立场与要

求》，提出在雪隆、柔佛州、槟城州、霹雳州、沙巴州、砂拉越州的多个地区，当时

需要增建46所/45所华小，同时也提出政府应制订和落实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

联邦政府已有一整套关于规划和落实增建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2012年之前的

社会设备规划指南/学校规划指南，有提到设立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规划，但没有

提到设立各源流小学的规划。这个所谓“模糊地带”，在实践上只用于增建国小、国

中、宗教学校，没有规划增建华小和淡小。

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于2012年6月和2013年9月出版的《社会设备规划

指南》，首次提到设立各源流小学的规划。

上述2012年和2013年规划指南提到的小学规划的要点包括：

（1）	小学的规划需依据人口数量和地点，且依循城市层级。此外，依据人口总数

之百分之十三（13%），以估计就读小学的儿童总数。

（2）	小学的设立是依据需求和3个类别小学，即a.	 国民小学（国小）；b.	 国民型

小学（华小、淡小）；及c.	宗教小学。

（3）由教育部确定所设立的小学之类别。

（4）小学与住家的距离在0.4至0.8公里或10分钟步行时间的范围内。

有关规划指南的其他要点如在表4和表12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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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小增建和搬迁进展概况

3.1	获准增建华小的建校进展

1999年至2008年，联邦政府批准增建16所华小，其中15所已竣工启用，还有1所于

2008年大选前获准增建的加影新城华小，预计于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开课启用。2

2008年3月大选后至2017年10月初，联邦政府没有批准增建华小，直到2017年10
月26日才宣布批准增建10所华小和搬迁6所华小（其中迁校的霹雳州务边培民华小早在

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大选则于2018年5月9日举行。

表14：1999-2017年10月初获联邦政府批准增建的华小数目和建校进展

批准时期 批准数目 完成数目 未完成数目

1999年大选前 5 5 0
2004年大选前 0 0 0
2008年大选前 6 5 1
2013年大选前 0 0 0
非大选时期（1999-2008年） 5 5 0
2008年大选后至2017年10月初 0 0 0

合计 16 15 1
资料来源：董总，《增建和搬迁华小课题专题汇报》报告，2016年12月17日。更新至2017年10月初。
备注：

1.� 临近1999年大选，政府批准增建5所华小，即雪兰莪州的万达镇培才华小二校（2001年启用）、首

都镇康乐华小二校（2005年启用）、帝沙再也华小二校（2006年启用）、安邦华小二校（2008年启

用），以及吉隆坡甲洞华小三校（2007年启用）。当时，政府也批准兴建1所华小的分校（不是增建

华小），即彭亨州关丹中菁华小分校（2013年启用。该校希望获准成为行政独立的新学校――中菁

华小二校）。

2	 （1）雪兰莪州加影新城华小董事长李万行表示期待该校能于2018年开课。星洲日报，“新城华小盼明年

开课”，2017年5月20日。（2）雪兰莪州加影新城华小董事长李万行表示该校硬体设备已完成99.9%，包

括水电供已有了，剩下的工作是呈上所有文件给市议会，以便拿到完工及落成准证（CCC），预料2019
年1月可正式启用。星洲日报，“仅欠完工落成准证	新城华小明年启用”，2018年4月18日。（3）雪兰莪

州加影新城华小建校委员会主席郑耀民表示，该校建校工程从2014年开始，期间工程数度延迟竣工，原

订延展至2018年6月开课，不过开课无望，开课日预料还要再等。中国报，“郑耀民：冀希盟政府拨款	尽

快让新城华小启用”，201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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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近2008年大选，政府批准增建6所华小，即柔佛州新山百万镇培华华小二校（2016年启用）、吉

隆坡旺沙马珠华小（2015年启用），雪兰莪州的万挠哥打爱美乐华小（2012年启用）、沙登岭华小

（2015年启用）、双溪龙华小（2016年启用）、加影新城华小（预计于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启

用）。

3.� 在1999-2008年非大选时期，政府批准增建4所华小，即柔佛州的柔佛再也华小（于2001年7月获内阁

批准把新建成的一所国小校舍转为柔佛再也华小，并于2001年10月开课启用。原先的柔佛再也宏愿

学校计划取消）、大古来华小（2001年启用），砂拉越州美里杜丹中华华小（2007年启用），雪兰莪
州布特拉高原敦陈修信华小（2013年启用。原先的布特拉高原宏愿学校计划取消，部分原校地供兴

建敦陈修信华小）。在宏愿学校计划下兴建的“首邦市宏愿学校敦陈祯禄华小”（2002年启用），�

被教育部纳入华小学校统计。

4.� 时任马华署理总会长魏家祥在2016年11月20日文告中，把迁校的柔佛州古来华小二校和永平华小二

校，当成是“全新华小”/“增建华小”，且遗漏1所增建的大古来华小。古来华小二校和永平华小

二校分别在1999年大选前和2006年获准迁校，不是增建的华小，两者新迁校园都在2012年启用。大

古来华小是在1999年7月获准增建的华小，在2000年10月启用。
5.� 在1999年大选获准兴建的彭亨州关丹中菁华小分校于2013年启用，该校希望获教育部批准成为行政

独立的新学校――中菁华小二校。另有2所华小的分校，获准成为行政独立的新学校，即砂拉越州民

都鲁中华公学分校于2008年获准成为民都鲁中华华小二校，吉兰丹州话望生华小布赖分校于2011年
获准成为话望生布赖新村华小。

6.� 临近第14届大选，联邦政府于2017年10月26日宣布批准增建10所华小和搬迁6所华小。有关获准增

建的华小是柔佛州新山县的郭鹤尧华小（茂奥斯丁花园/Mount Austin）、沈慕羽华小（巴西古当

Meridin� East）、敦李孝式华小（乌鲁地南烈光镇/Bandar� Cemerlang）、陈嘉庚华小（依斯干达公主
城/Iskandar�Puteri）、谢华华小（双威依斯干达/Sunway�Iskandar），以及雪兰莪州的李莱生华小（瓜�
雪县依约Bandar� Seri�Coalfields）、敦翁毓麟华小（瓜冷县Gamuda�Cove）、敦林苍佑华小（Eco�
Grandeur,� Bandar� Puncak�Alam）、朱运兴华小（雪邦县龙溪/Dengkil）、征阳华小（雪邦县征阳镇/
Bandar�Sunsuria）。

3.2	获准搬迁华小的建校进展

1999年至2013年，联邦政府批准搬迁86所华小，当中2所华小最终没有搬迁，留在

原地办校。截至2018年3月3，在该84所有迁校的华小当中，有78所已经启用，其余6所
未启用。

3	 霹雳州乌鲁十八丁的联合华小于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不过于2014年在原地停办，直到迁至赛城于

2018年3月1日开课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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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999-2013年获联邦政府批准搬迁的华小数目和建校进展

批准时期 批准数目 完成数目 未完成数目

1999年大选前 11 11 0
2004年大选前 17 15 2
2008年大选前 13 12 1
2013年大选前 0 0 0
非大选时期（1999-2013年） 43 40 3

合计 84 78 6
资料来源：董总，《增建和搬迁华小课题专题汇报》报告，2016年12月17日。更新至2018年3月。
备注：

1.� 临近1999年大选，政府批准13所华小搬迁，其中马六甲州培风华小三校和吉隆坡新街场路三育华小

最终没有迁校。因此只有11所华小迁校。
2.� 上述统计不包括2014年至2018年1月获准迁校的华小。当中有从雪兰莪州巴生甘榜爪哇八英里迁至

沙亚南哥文宁乌达玛的启明华小（2012年7月获州政府拨4英亩地，2014年获准迁校，2017年6月启

用新校舍）；2017年，雪兰莪州福隆港华小获准迁至瓜拉冷岳县Tropicana Aman，彭亨州百乐县金

马梳华小获准迁至直凉园金河山庄（Palm Grove），槟州乔治市南华医院街益华华小获准迁至湖内

（Relau）。2016年8月13日，砂拉越人联党主席沈桂贤宣布，教育部刚刚批准古晋峇哥中华公学迁

校；2017年12月23日，时任首相纳吉在砂拉越人联党代表大会闭幕仪式上，宣布批准古晋峇哥中华

公学迁校，该校因缺学生来源而于2010年停办，将迁至晋连路柏联花园（Taman Belian）。2018年�
1月15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宣布，雪兰莪州峇玲珑敦化华小获准迁至士毛月Eco�Majestic。

3.� 临近第14届大选，联邦政府于2017年10月26日宣布批准增建10所华小和搬迁6所华小4。有关获准搬

迁的华小是霹雳州务边培民华小迁至雪兰莪州蒲种柏兰岭（Puchong Perdana），霹雳州太平直弄育

华华小迁至森美兰州哥打斯里莪玛士（Kota Seriemas），森美兰州利明济礼仁园华小迁至雪兰莪州

艾美纳镇（Bandar� Elmina），彭亨州关丹班珍华小迁至关丹苏丹阿末沙城（Kota� SAS），柔佛州武
吉甘蜜新廊华小迁至新山马赛城（Taman�Kota�Masai），吉打州成杰培才华小迁至柔佛州新山武吉英
达花园（Taman�Bukit�Indah）。

表16：1999-2013年获联邦政府批准搬迁但未建竣启用的华小

序 未启用的迁校华小 备注
1. 霹雳州务边培民华小 2003年停办。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原计划迁至金

宝，因无地迁校，未动工兴建。联邦政府于2017年10
月26日宣布该校迁至雪兰莪州蒲种柏兰岭（Puchong	
Perdana）。

2. 柔佛州昔加末中央华小 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无地迁校。
3. 雪兰莪州呀吃18哩中华

华小
2008年大选前获准迁校。迁至安邦班登区福全山庄
（Taman	Lembah	Maju），已有校地

4	 其实，霹雳州务边培民华小早在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因此，有关2017年10月26日的宣布实际上是批

准增建10所华小和搬迁5所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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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未启用的迁校华小 备注
4. 砂拉越马鲁帝侨南华小 2008年12月获准迁校，2014年停办。迁至美里东姑村哲

利达花园（Taman	Jelita），已有校地。
5. 森美兰州乌鲁干中园丘

华小
2012年获准迁校至芙蓉绿峰岭（Forest Heights），已有
校地。

6. 吉打州华玲县玛佬巴林
园丘培智华小

2013年7月获准迁校至双溪大年Ambangan Height，已有
校地。

资料来源：董总，《增建和搬迁华小课题专题汇报》报告，2016年12月17日。更新至2017年10月初。

3.3	增建学校和学校保留地的政策

1998年4月25日，时任教育部长纳吉表示，根据政治承诺，华小将保持原状，并维

持现有的数目，教育部目前并不打算增建新华小；华小可在不增加数目的情况下进行

扩充，包括扩建校舍；那些缺乏学生来源而面临关闭的华小，可以申请搬迁，但必须

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1999年2月12日，纳吉重申政府不增建华小的政策，不过教育部会根据情况，批

准一些华小迁校，或以开设“二校”方式进行扩建；至于目前花园住宅区的学校保留

地，是保留给国民学校的，教育部不可能把这些国民学校的保留地用来增建国民型华

小。

临近1999年11月大选，联邦政府宣布批准增建5所华小、兴建1所华小分校和搬迁

13所华小。其中增建的4所华小和搬迁的10所华小名单，列入时任教育部长纳吉于1999
年9月20日致时任马华署理总会长和人力资源部长林亚礼的公函里，规定有关学校负责

建校所需的土地和经费。

2000年2月29日，时任教育部长慕沙莫哈末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全国的华小间数已

经足够。同年5月31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韩春锦表示，教育部没有制度化增建华小的

方案。

临近2004年3月大选，联邦政府宣布批准搬迁17所华小，没有批准增建华小。时

任教育总监阿都拉菲于2004年3月4日致函当时的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和民政党主席林敬

益，列出教育部批准搬迁的17所华小名单，以及教育部规定的7项迁校条件，即（1）
必须获得所有家长的书面同意迁校，并提呈给教育部；（2）有关学校的董事会和家教

协会必须负责建校及自寻迁校的土地；（3）有关建议的校地必须是在华小需求量高的

地区；（4）有关建议的校地必须不是政府学校保留地；（5）必须把有关校地资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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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给教育部，并获得批准；（6）有关学校必须提呈在新校地的建校计划书给教育部，

并获得批准；（7）一旦迁校后，原有的旧校地必须完全关闭。

临近2008年3月大选，时任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于2008年1月31日宣布批准增建6所华

小和搬迁13所华小。早在2006年11月28日，希山慕丁在国会下议院表示，531所微型华

小问题须先解决，增建华小不切实际。

临近2013年5月大选，政府没有宣布批准增建和搬迁华小。

在上述获准增建或搬迁的华小当中，经各方“争取”后，联邦政府拨出一些土地

和/或建校经费给有关华小建校。一些州政府也拨地、拨款给有关华小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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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建学校的制度	
和运作机制

下文将从国家和城乡的发展规划制度，以及教育发展蓝图和建校计划，论述关于

建立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

4.1	联邦政府增建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

4.1.1 国家发展规划制度

马来西亚的国家发展规划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长期、中期和短期发展规划。

中期发展规划是指国家五年度发展计划（马来西亚计划或简称大马计划）及其中期检

讨，短期发展规划是指每年度财政预算。

联邦政府为拟订五年度大马计划和每年度财政预算，发出关于拟订这些文件的指

南给相关单位，由有关单位把所建议的各项发展计划、项目和财政预算的申请，提呈

给联邦政府批准和分配拨款。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发出的《第十一马来西亚计划（2016-2020年）编制指

南》阐明了有关各单位提呈的发展计划/项目所需要遵守的法令、通令和指南等规定。

其中一些与兴建学校比较有关系的文件包括：

（1）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第十一马来西亚计划（2016-2020年）编制指

南》、2009年1号通令《发展计划和项目的规划和编制指南》、2009年2号通

令《发展项目的地段选择和所需用具的条规和指南》、2009年3号通令《价

值管理实施指南》5。

5	 最新版是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2015年1号通令《改善联邦政府计划/项目中的价值管理实施及建筑规

划的条规和指南》及其提及继续采用的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2011年5月《政府计划/项目的价值管

理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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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标准与成本委员会2008年《建筑规划的条规和指

南》。6	

（3）	马来西亚财政部2008年7号通函《政府项目的工业化建筑系统之实施》。7	

（4）	马来西亚联邦土地专员2008年3号通令《在获取土地供联邦政府使用和在

所获取后的联邦土地管理方面，联邦土地专员的功能和使用者部门/局的角

色》。8	

其中，《第十一马来西亚计划（2016-2020年）编制指南》阐明：

（1）	不会考虑所申请的建筑工程项目，直至完成获取和拥有土地的事务才会考虑

该申请；不允许更改所批准项目的地点，以免影响项目经费；虽然已遵守选

择位置指南，但如果所选择的位置是不适合的，造成土地工程费增加，或被

迫更改地点，那么有关单位需要如新项目一样重新提呈申请，原有已获批准

的计划则被取消。

（2）	联邦政府部门必须与在其监管下的局/机构/法定机构讨论，以拟订发展

项目；在提呈给首相署经济策划组之前，州政府必须通过州经济策划组

（Unit	 Perancang	 Ekonomi	 Negeri/State	 Economic	 Planning	 Unit）或州联邦

发展局（Jabatan	 Pembangunan	 Persekutuan	Negeri/State	 Fede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把该州的优先项目建议提呈给联邦政府部门考虑。为此，

联邦政府部门必须：（a）与州规划委员会（Jawatankuasa	 Perancang	 Negeri/
State	Planning	Committee）或州联邦行动理事会（Majlis	Tindakan	Persekutuan	

6	 最新版是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标准与成本委员会2015年《建筑规划的条规和指南》。它旨在详细

解说首相署经济策划组2015年1号通令《改善联邦政府计划/项目中的价值管理实施及建筑规划的条规和指

南》的执行方式。它也阐明，在提呈给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标准与成本委员会之前，所有执行机构/部门/局/

法定机构必须确保整个发展项目的范围，已事先获得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或批准方的政策性同意或批准。
7 2003年，内阁议决把《2003-2010年工业化建筑系统路线图》作为本国建筑领域的蓝图文件。工业化建筑

系统（Industrialised Building System, IBS）是一项建筑工程系统或方式，事先生产所需要的建材后才在工

地安装，以加速工程进度，提高品质和生产力，加强和统一设计精准度，减少浪费建材等。政府在国会

提呈2005年财政预算案时，提出在政府的发展项目逐步推广落实工业化建筑系统。2008年，财政部发出

通函以在政府发展项目落实工业化建筑系统。联邦政府在大马计划下的建校计划落实工业化建筑系统，

使建校工程期限介于12至24个月，这是省时的建校方式。
8	 马来西亚联邦土地专员2008年3号通令《在获取土地供联邦政府使用和在所获取后的联邦土地管理方面，

联邦土地专员的功能和使用者部门/局的角色》提到联邦土地与矿物总监1997年1号通令《移交拥有权给

联邦作为学校地段的政府土地之统一地价率》中，关于若涉及学校计划，州政府把其拥有的学校保留地

地段移交给联邦政府，对每个拥有权的地段只收取象征式不超过1000令吉的地价（land premium）。联邦

土地与矿物总监1997年1号通令《移交拥有权给联邦作为学校地段的政府土地之统一地价率》指出，1997
年4月25日国家土地理事会第53次会议议决，有关移交的土地拥有权给联邦政府并注册在联邦土地专员名

下用作兴建学校目的之州政府土地，州政府所收取的地价率是象征式的每个拥有权的地段不超过1000令
吉，而在1997年4月25日之前获准移交拥有权给联邦政府的州政府的学校地段，必须遵守国家土地理事会

第49次会议所规定的地价率，即市价的四分之一。此通令于1997年4月25日开始生效且只实施于马来西亚

半岛。联邦宪法第91条阐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必须服从国家土地理事会所制订关于发展和管制土地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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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eri/State	 Federal	 Action	 Council）会谈，确保部门有考虑了州的发展规

划。此会谈可通过州经济策划组/州联邦发展局秘书处协调，以便联邦政府

部门/机构能获得州土地当局、地方政府和公用事业提供者的承诺；（b）在

提呈给首相署经济策划组之前，联邦政府部门所有的硬体项目必须由部门的

技术单位或技术局进行检查。

（3）	联邦政府部门的硬体项目的规划必须符合国家硬体蓝图（Rancangan	 Fizikal	
Negara/National	 Physical	 Plan）、州结构蓝图（Rancangan	 Struktur	 Negeri/
State	Structure	Plan）、地方蓝图（Rancangan	Tempatan/Local	Plan）。这3类
蓝图都是在《1976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令》下制订的城乡发展规划蓝图。

（4）	把使用联邦政府拨款所获取的土地之拥有权，移交并注册在联邦土地专员的

名义下。

（5）	超过500万令吉经费的硬体项目必须获得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标准与成本委员

会的批准。9 

（6）把项目划分为：

（a）	新建项目：兴建新的建筑物/基础设施；采购符合建筑物/基础设施功能

的配套性配备和器材。

（b）	提升项目：把现有建筑物/基础设施的硬体提升到更好的水平（包括兴

建所增加的建筑物）；涉及该部现有的结构/大小规模；采购符合经提

升的建筑物/基础设施功能的配套性配备和器材。

（c）	装修项目：装修现有建筑物/基础设施，但不涉及结构和增加大小规模

的改变，例如建筑物室内装修；采购符合经装修的建筑物/基础设施功

能的配套性配备和器材，但不是替换现有的器材。

（d）维护项目。

（e）获取固定资产项目：土地。

（f）获取资本财产项目。

（g）人力资本/培训发展项目。

（h）其他开销项目。

（7）	必须使用公共工程局已准备的预先批准建筑图（pre-approved building plan）， 

而任何的修改必须与该局技术单位商谈。

9	 2009年11月24日，国家发展规划者委员会议决在政府的发展计划和项目实行价值管理。随后，首相署经

济策划组发出2009年3号通令《价值管理实施指南》，因此在第十大马计划（2011-2015年）和第十一大

马计划（2016-2020年）下也实行价值管理。多年后，首相署经济策划组发出最新的版本，即2015年1号
通令《改善联邦政府计划/项目中的价值管理实施及建筑规划的条规和指南》，规定：（1）在所有价值

5000万令吉及以上的硬体计划/项目实行价值管理；鼓励部门/机构在价值少于5000万令吉的特选硬体计

划/项目采用价值管理；无论如何，当首相署经济策划组认为有需要时有权规定任何项目实行价值管理。	

（2）500万至5000万令吉的政府建筑计划，在投标/执行之前必须获得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标准与成本委员

会的批准。（3）100万令吉以上的办事处（包括租用的办事处建筑）装修工程，或在私人产业等租用办

公处的申请，必须获得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标准与成本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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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首相署经济策划组2009年1号通令《发展计划和项目的规划和编制指南》阐

明：

（1）	从第十大马计划（2011-2015年）起采用“成果为本方法”（Outcomes-based	
Approach）以进行大马计划下的发展规划，确保达致的成果符合目标群的需

求。

（2）	将以每2年的滚动方式来拟订发展计划和项目的规划及执行，以便能持续

进行有关计划和项目的规划及执行，让各单位可在大马计划的5年规划期

限内，陆续提出计划和项目申请。通过滚动计划/连续计划（Rolling Plan, 
RP）10的执行方式，政府有空间考虑新的优先点，避免发生过度的承诺，因

为拨款顶限有视于联邦政府当时的财政能力。在滚动计划执行方式下，在2
年内执行的计划和项目，将记录归纳为公共领域投资计划（Pelan	 Pelaburan	
Sektor	Awam,	PPSA）。

（3）	所规划的发展项目需能够物有所值，确保不再重复过去在规划和执行发展项

目上的弱点，以期达到所设定的成果目标。

（4）	采用几种方法特别是“逻辑框架方法”（Logical	Framework	Approach）和	

“项目周期管理”（Project	Cycle	Management），以规划和拟订发展计划和

项目。

（5）	使用“逻辑框架方法”拟订发展计划和项目：

（a）	分析阶段：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各方意见及面对的问题）、问题分

析（因与果，cause-effect；Problem	 Tree问题树分析技术）、目标分析

（手段与目的，means-end；Objective	Tree目标树分析技术）。

（b）规划阶段：拟订“逻辑框架矩阵表”（Logical	Framework	Matrix）。

（6）使用“项目周期管理”作为项目规划与管理的框架。

（7）	大马计划的所有发展项目必须进行可行性前期研究（pre-feasibility study），

根据研究结果决定是否批准落实有关发展项目11。可行性前期研究内所规定

进行的7项分析，其中与建校较有关连的是技术和设计分析、财务分析、社

会分析、组织和人力资源分析。

10	 各单位将拟订为期两年的滚动计划，以编制“公共领域投资计划”，来规划和执行五年度大马计划下的

各个计划和项目。例如，各个建校项目分别纳入大马计划下的第一滚动计划、第二滚动计划、第三滚动

计划，第四滚动计划，款项届时拨出，这是滚动式拨款制度。再如，第十大马计划（2011-2015年）分为

第一滚动计划（RP1 RMKe-10, 2011-2012），第二滚动计划（RP2 RMKe-10, 2012-2013），第三滚动计划

（RP3 RMKe-10, 2013-2014），第四滚动计划（RP4 RMKe-10, 2014-2015）。
11	 超过5000万令吉的发展项目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并根据研究结果决定是否批准落实

有关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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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技术和设计分析：确定发展项目的最佳执行选项、进度、经费预算12。

（b）	财务分析：在政府为人民提供服务的领域如教育方面，采用“成本效

益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以选择最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的选项。

（c）	社会分析：确定受惠的目标群体、受负面影响的其他群体。从社会层

面考虑发展项目的不同设计选项之合适性和可行性。确定发展项目对

社区的社会冲击。确定采取的特别行动，以加强正面冲击，减少或避

免负面冲击。“逻辑框架方法”内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也涵盖社会分

析的研究层面。13

（d）	组织与人力资源分析：确定执行和监督单位，拟订工作进度表、材料

和设备需求、人力资源需求、经费预算需求。

另一方面，首相署经济策划组2009年2号通令《发展项目的地段选择和所需用具的

条规和指南》阐明部门/机构需要确保：

（1）	研究所建议地段的发展与附近周围地区的现有发展之适合性。例如警察局、

学校或医疗中心，需要建在有人口的地区。

（2）	在选择所建议发展的地段时，需要参考国家硬体蓝图、州结构蓝图、地方蓝

图或特别地区蓝图，对有关地区所作出的批准及列明的发展概念类型。

（3）	良好的地段需具有平坦和缓坡的地形。有山丘的地段将涉及大量土地工程，

需要广泛的排水系统，进而增加施工成本。

（4）	视察有关地段，参考地形图，获取真实的地形景象，以评估土地工程的开展

程度。安排技术单位（如公共工程局、水利灌溉局）、县土地局、城市与乡

村规划局、地方当局的代表随同视察有关地段。

（5）	把地段评估表格、地段视察报告、用具申请表格，随同发展项目申请书提呈

予首相署经济策划组。

（6）	合适的地段能充分的用之于发展目的。根据建筑用途类型来规范地段的面

积，如在学校方面是：小学地段面积是5至8英亩，中学的是8至12英亩。14	

12	 经费的预算必须遵循首相署经济策划组2009年2号通令《发展项目的地段选择和所需用具的条规和指南》，	

而各部门所有的硬体项目必须由部门的技术单位或技术局进行检查。
13	 《1976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令》第21A条款阐明，由州当局规定的某些类型发展，在申请规划准证时，必

须在提呈的发展建议报告，纳入社会冲击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14	 最新版的学校土地面积标准是依据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2013年《社会设备规划指南》的规划

标准，即非高楼建筑的小学校地面积为平坦土地5至10英亩（2-4公顷），或山丘和缓坡土地8至10英亩

（3-4公顷）；高楼建筑的小学校地面积为平坦土地2.5至5英亩（1-2公顷），或山丘和缓坡土地4至8英亩

（1.5-3公顷）。参阅本书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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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评分系统所规定的每项标准，来选择发展的地段。

发展地段选址评分系统：
序 标准 评分

1. 地点 35
2. 地段免于硬体阻碍 15
3. 地质 12
4. 地形 12
5. 现有公用设施 10
6. 增值 8
7. 地段面积 8

合计 100
备注：

(1).��60分及以上，地段合适，可选用于发展目的。
(2).��60分以下，地段不太合适，建议部门/机构另选其他地段。

此外，财政部也发出年度财政预算编制指南。《2018年财政预算编制指南》阐明：

（1）	部门/局/机构所建议的新项目必须符合第十一大马计划所列的宗旨、对象、

策略和成果。

（2）	确保新项目的规划全面，考虑州的相关利益者以及对象群的真正需求。

（3）部门/州政府在拟订新项目名单时必须采取以下行动：

（a）部门与其管制下的局/机构/法定机构包括在州级的进行讨论；

（b）	州政府必须通过州经济策划司/组（Bahagian/Unit Perancang	Ekonomi	
Negeri）或州联邦发展局，把该州的优先项目建议提呈给联邦政府部

门考虑；

（c）	联邦政府部门必须与州政府（通过州规划委员会）或州联邦行动理事

会，讨论新项目的名单。联邦政府部门可通过州规划委员会或州联邦

行动理事会的会议，以便协调州土地当局、地方政府和公用事业提供

者所作出的承诺。

（4） 使用部门/局/机构地库中的储备土地，避免购买新的土地，以充分使用政府

现有土地，减少土地经费。如果需要购买土地，必须获取联邦土地和矿物局

的意见。必须确保有关地段的地契注册在联邦土地专员名下。

（5）	部门在提呈项目申请时必须确保项目的执行已准备妥当，以确保项目快速获

得执行。有关准备必须考虑事前工作，例如确定执行机构，地段的准备，项

目简介，价值管理实验室的准备。

联邦政府宣布的每五年度大马计划，分配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发展国小，华小和淡

小只获少许资源。附录3和附录4所列的发展拨款和发展计划的统计数字就说明了此情

况，当局甚至在第10和第11大马计划，完全不公布有关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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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城乡发展规划制度

在房屋发展计划中，房屋发展商必须提呈发展建议书申请规划准证，遵守地方规

划当局（地方政府）在《1976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令》下发出的规划准证，根据规划

指南在发展区蓝图内，划出学校保留地移交给州政府。这些学校保留地成为州政府的

土地。

联邦政府各个部门，例如教育部，可通过联邦土地专员根据《1965年国家土地法

典》，向州政府申请这些属于州政府土地的学校保留地，转为联邦政府土地，注册在

联邦土地专员名下，作为该部门的地库用于兴建学校。

此外，部门也可购买土地用于兴建学校，不过《2018年财政预算编制指南》阐明

应先使用部门地库中的储备土地，避免购买新的土地，以充分使用政府现有土地，减

少土地经费，如果需要购买土地，必须获取联邦土地和矿物局的意见，确保有关地段

的地契注册在联邦土地专员名下。

当州政府对所申请土地将用于公共目的而感到满意，州政府将批准把有关土地的

拥有权，移交给联邦政府，注册在联邦土地专员名下，以及根据1997年4月25日国家土

地理事会第53次会议决议和联邦土地和矿物局总监1997年1号通令《移交拥有权给联邦

作为学校地段的政府土地之统一地价率》，向联邦政府收取每个拥有权的地段不超过

1000令吉。

在教育部政策下，联邦政府拥有的学校保留地只供国小、国中和宗教学校的建

校用途。只有在少数个案，例如通过政治管道争取，才分配一些学校保留地给华小建

校。有一些华小获得的学校保留地的面积为5或6英亩，符合学校规划标准（即平地的

小学保留地面积标准为5至10英亩），另有一些则少过5英亩（如只有约3英亩，即从原

学校保留地10英亩或6英亩中分割出3英亩地），不符合学校规划标准。

独立建国至今，联邦政府实行的单元化教育政策以及城乡与国家发展规划制度，

着重增建国小、国中和宗教学校，限制华小和淡小，导致华小和淡小难以增建。同

时，更出现一些学校缺乏学生来源而关闭，华小和淡小的学校数量不增反减的现象。

联邦政府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制度中的每五年度大马计划和每年度财政预算，以及

教育部的教育蓝图和建校计划，规划和落实增建学校的计划。此外，自从联邦政府在

宪报颁布实行《1976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令》以来，在各州各地制订的法定城乡发展

蓝图（statutory	development	plans）如结构蓝图（structure	plans）和地方蓝图（local	
plans），有提到各类、各源流学校的学校数量和地区分布，但只提增建学校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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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列出增建各源流学校的规划。这些蓝图只提到学校数量的供求规划，以及列出需

要增建的学校数量及其地区分布和建校规划期时间表。

由此可见，联邦政府已有一整套关于规划和落实增建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但

只用于增建国小、国中和宗教学校，不用于增建华小和淡小等其他源流学校。

1980年至2017年，整体上，全国的国小增加1359所，虽然政府在大选和非大选时

期有批准增建一些华小和淡小，可是华小和淡小还是分别减少14所和59所。

表17：教育政策、国家与城乡发展规划制度和大选对各源流小学数量的影响
年份 国小 华小 淡小
1970 4,277 1,346 657
1980 4,519 1,312 583
1990 4,994 1,290 544
1999 5,313 1,284 527
2004 5,713 1,288 528
2008 5,785 1,290 523
2013 5,865 1,293 523
2014 5,867 1,295 523
2015 5,872 1,295 524
2016 5,877 1,297 524
2017 5,878 1,298 524

1980-2017 +1,359 -14 -59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年度教育统计数据。

备注：上述统计是学校关闭、合并和增建的总和。

4.1.3 教育发展蓝图和建校计划

教育部曾在《2006-2010年首要教育大蓝图》，公布大量的国小各类建校发展项

目，以落实强化国小成为各族首选学校的政策，但不公布华小和淡小的各类建校发展

项目。15	

该部在《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不再公布国小各类建校发展项目，也继续没有

公布华小和淡小的各类建校发展项目。

联邦政府曾宣布把少量批准增建的华小纳入大马计划。原先的大马计划没有增建

华小，消息公开引起议论后才纳入大马计划。例如，临近1999年11月大选，联邦政府

15	 参阅本书附录4的备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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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批准增建5所华小和兴建1所华小分校。2001年10月16日，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马

哈兹在国会表示，政府在第8大马计划（2001-2005年）将增建206所小学。过后，当局

宣布在该计划下兴建198所新小学，即190所国小，6所华小，2所淡小。16	

2006年9月20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诺奥玛在国会表示，政府将在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年）增建180所小学，不过没有建华小或淡小。经民间不满后，时任教育

部长希山慕丁在同年9月27日宣布，将在该计划增建2所华小，即雪兰莪州布特拉高原

敦陈修信华小17和柔佛州古来华小二校18。2008年3月大选前，政府宣布批准增建6所华

小，到了同年10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拉沙里依斯迈表示，该部在第9大马计划下兴建

2所华小和1所淡小。

教育部内涉及规划和执行增建学校事务的主要单位是教育政策研究和规划司、教

育发展司、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

首先，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把下一届大马计划编制指南的通令，发给联邦政府各部

门/局/机构/联邦法定机构/国立大学、州政府/州经济策划组或州联邦发展局。

教育部指示辖下各单位准备发展计划/项目和经费预算建议，提呈给教育部进行综

合整理和增删。在增建学校方面，州教育局综合各县教育局呈报的资料和建议，提呈

需要增建学校的资料和建议给教育部。

教育部教育政策研究和规划司统筹制订，该部在大马计划下的教育发展规划文件

（包括发展计划/项目和经费预算的申请），并提呈给首相署经济策划组。它审查各州

教育局提呈的增建学校项目建议，研究和规划该部全国的学校增建，成为在大马计划

下申请的增建学校项目。教育政策研究和规划司设立了教育信息和数据库中心，用于

教育政策的规划、制订和决策，出版教育统计报告，以及提供学生人数、班数和教师

配置的预测。它也制订和指定在执行教育发展规划时所必须遵循的指南。

教育部教育发展司负责发展经规划和批准的教育基础设施，协调和管理该部硬体

项目的执行。其职责包括（1）规划、管理、执行和监督教育项目的硬体发展和财务；

（2）为教育硬体发展项目准备每月、每季和年度的财政预算；（3）为进行的教育硬

体发展项目获取所需的地段、保留地段或联邦政府土地；（4）协调、准备、分配、转

移和管制部门年度发展拨款；（5）协调管理教育硬体发展项目的咨询顾问和承包商，

16	 参阅本书附录4的备注4。
17	 在2006年宣布批准增建的敦陈修信华小于2013年启用。
18	 柔佛州古来华小二校其实是在1999年大选前获准迁校并于2012年启用，但当局把搬迁华小当成是“增建

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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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采购局决定，发出“同意接受书”给咨询顾问和承包商；（6）监督教育硬体发

展项目的状况，协调和管制教育硬体发展项目的数据。教育发展司根据大马计划申请

格式，研究和协调建校的项目和地段，并对建校地段与教育部空置校地进行配对。如

果没有符合建校项目要求的配对地段，则规划如何获取（征用、购买）其他地段。

教育发展司向联邦土地和矿物局总监提呈申请，以获取经州教育局确认的教育发

展项目地段，例如建校地段。然后，联邦土地专员向州政府申请有关学校保留地，经

州政府批准后，有关土地拥有权转移注册在联邦土地专员名下，并支付相关费用给州

政府。

教育部与州规划委员会或州联邦行动理事会讨论新项目的名单，确保该部考虑了

州的发展规划，并通过州规划委员会或州联邦行动理事会进行协调，以便该部获得州

土地当局、地方政府和公用事业提供者所作出的承诺。

教育部把部门的教育发展计划和项目（包括增建学校）与经费预算的申请，提呈

给首相署经济策划组，以寻求批准和拨款配额，纳入五年度大马计划，通过每年财政

预算逐年落实有关获准的计划和项目。

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把申请结果通知教育部。教育部在接获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批准

的教育发展计划和项目的名单和拨款配额后，将执行有关计划和项目。州教育局和县

教育局联同教育部、土地和矿物局、公共工程局、水利和灌溉局、地方政府和其他单

位的代表，实地考察建校地段。教育部教育发展司则公布建校工程招标结果，确保得

标承包商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校工程。

综观联邦政府的教育政策、教育蓝图19、国家五年度发展计划、城乡发展蓝图等文

件，都没有制度化增建华小和淡小。

长期以来，执政者的教育政策是不增建华小，但会根据个案方式或“政治需要”，	

尤其在大选或补选，宣布批准搬迁和增建一些华小，却没有同时宣布承担建校所需的

一切经费和土地，造成学校耗费许多年才建竣启用。

在不增建华小的基本政策下，扩建校舍、兴建分校、搬迁学校，成为取代增建华

小的权宜之计。此外，教育部推行的1985年综合学校计划，及1995年和2000年的宏愿

学校计划，还扮演着取代增建华小的角色；这些计划意图先把各源流小学集中在同一

个校园，逐步把它们的媒介语统一为国语（马来语），落实《1956年拉萨报告书》单

19	 例如，教育部《1994-2000年首要工作目标》、《2001-2010年教育大蓝图》、《2006-2010年首要教育大

蓝图》、《2011-2020年中期策略蓝图》、2012年《国家教育政策》、《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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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流学校制度的“最终目标”，但遭华社激烈反对。

增建和搬迁华小沦为政治人物捞取选票所分派的“政治糖果”。这不是一个增建

华小和解决华小短缺的方案，因其没有对症下药，从制度、政策和措施上修正不公平

及不合理的事项。

4.2		建立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

为此，所要建立的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要点：

（1）	制订和落实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比照增建国小的方式，制度

化增建足够的各源流学校，由政府统筹统办地主动规划和落实增建华小和淡

小的计划，承担建校所需的全部经费和学校保留地，纳入大马计划、财政预

算、教育蓝图和建校计划。

（2）	明文规定分配学校保留地给各源流学校，并按照社区学校规划原理、人口结

构和各源流教育需求，制订增建各源流学校的规划标准，纳入房屋与地方政

府部城乡规划局以及教育部的学校规划指南，发出通令给相关政府部门，以

有效落实增建各源流学校的计划。

（3）	采用“地理讯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建立数据

库，以加强各源流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学校保留地分配的成效。把教育部/州

教育局/县教育局、土地与矿物局、水利和灌溉局、统计局、城乡规划局、

地方政府所拥有关于人口、教育、土地、地理、交通等的规划资料和数据，

输进有关“地理讯息系统”，用于规划增建各源流学校。

（4）	规定在《1976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令》下制订的城乡规划发展蓝图（州结构

蓝图和地方蓝图），调查研究当地各源流学校的发展现况（含学生人数和校

园拥挤等问题）和未来发展需求，提出解决方案建议。这包括列明每一个源

流学校需要增建的学校数量（含需求、供应和短缺统计），学校保留地的分

配、面积和地区分布，以及何年需要建校的规划期限。

（5）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

（a）	公布在大马计划、财政预算、教育蓝图和建校计划下增建各源流学校

的计划详情，包括每个源流学校需要增建学校的地区、数量、校地分

配、建校经费、建校进度表等具体执行方案。

（b）公布建校进展报告。

（6）	每当宣布批准增建华小和淡小，也必须同时宣布批准分配学校保留地和全额

建校经费，早日完成发放学校保留地和全额建校经费，确保建校工程在一两

年内顺利完成，学校早日建竣启用。确保有关学校保留地是符合规划标准面

积和真正适用于建校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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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长期以来，联邦政府有一整套关于规划和落实增建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此制

度和运作机制是从联邦政府延伸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层次，各级政府有其各自扮演

的角色。联邦政府需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配合，才能顺利获得学校保留地，取得建

校工程的相关准证，完成建校工程。

然而，增建何种源流学校则由联邦政府决定或批准，惟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从城

乡规划专业方面，向联邦政府提出每个源流学校需要增建的学校数量、地区、学校保

留地的分配和面积，以及什么时候需要建校等建议。

追根究底，只要联邦政府像增建国小的方式一样，把华小、淡小等其他源流学校

纳入增建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内，就能进一步作出改善，进而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

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制度和运作机制。这个制度和运作机制是否真正获得落实，最终取

决于联邦政府的政治决心、诚意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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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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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需要增建华小的一些地区

州属 增建华小的地区 增建数量 备注

雪兰莪州和
吉隆坡

● 淡江－甲洞（1所） 1

2011年6月10日，时任首相纳
吉访问淡江新村，该村联邦
村委会向首相提出增建华小
要求。

● 双溪毛糯乐万镇（1所）
● 哥打白沙罗（1所）
● 白沙罗达迈（1所）
● 梳邦Cahaya SPK（1所）
● 实达阿南镇（1所）
● 亚拉白沙罗（1所）
● 武吉加里尔（1所）
● 沙登布特拉柏迈花园（1所）
● 蒲种金銮镇（1所）

9

● 雪隆华校董联会及属下八
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和首
邦市发展华小工委会提出
增建华小。

● 蒲种居民协会联合会、华
团和政党提出在蒲种增建	
2所华小。

● 雪州政府宣布拨出蒲种打
昔柏丽玛花园约4英亩地给
益智华小申请建分校。

● 蒲种（不包括蒲种金銮镇）
（2所）

2

● 蒲种打昔柏丽玛花园 1
● 首邦市－梳邦再也－布特拉

高原（1所）
1

● 蕉赖（2所）
● 皇冠城（1所）

3

● 蕉赖康乐华小董事会提出
增建“康乐华小三校”。

● 需要增建一所华小，以纾
缓蕉赖11支华小学生爆满
问题。

● 蕉赖九支华小董事会和蕉
赖皇冠城居民协会提出增建	
“蕉赖九支华小分校”。

柔佛州

新山东北区：
● 福林园－茂奥斯汀花园（1

所）
● 御景园－艺达园－实达英达

花园（1所）
● 百万镇（1所）

新山西北区：
● 武吉英达花园（1所）
● 五福城花园附近地区（1所）
● 大学城花园（1所）

6

● 柔佛华校董教联合会、新
山县发展华小工委会和古
来再也县发展华小工委会
要求在新山县和古来再也
县共增建8所华小。

● 2010年3月21日，时任巴西
古当国会议员莫哈末卡立
诺丁（时任高等教育部部
长）表示，他已经和发展
商会面，以将百万镇选区
内一项新房屋发展区的一
块学校保留地转换为华小
校地，供增建一所华小。

古来再也区：
● 太子城（1所）
● 公主城花园（1所）

2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增建与迁校资料汇编

41

州属 增建华小的地区 增建数量 备注

槟城州

槟岛：
● 阿依淡发林新镇（1所）
● 垄尾（1所）
● 双溪里蒙（1所）
● 湖内（1所）
● 新港（1所）

5

槟威华校董联会要求在槟岛
和威省增建华小。

威省：
● 双溪赖（1所）
● 诗布郎再也（1所）
● 才能园（1所）
● 柏淡（1所）
● 阿尔玛（1所）
● 大山脚（1所）
● 高渊（1所）
● 打昔（1所）

8

霹雳州 ● 怡保巴占（1所） 1 霹雳华校董联会要求增建华
小。

沙巴州 ● 亚庇（1所） 1 沙巴独中董总和亚庇中华工
商总会要求增建华小。

砂拉越州

古晋（1所）
● 民都鲁丹绒吉都隆（1所）
● 民都鲁实比尤路地区（1所）
● 美里实那汀（1所）
● 美里东姑村花园（1所）
● 诗巫格盟央新镇（1所）

6

● 时任首相纳吉在2011年4月
砂州选举时，表示会考虑人
联党提出在古晋增建“中华
小学第七校”的要求。

● 砂拉越华校董总要求增建
华小。

● 需要增建2所华小，以纾缓
民都鲁现有4所华小学生爆
满问题。

● 美里实那汀人口3万，东姑
村花园人口5万，都没有华
小。

● 诗巫格盟央新镇没有华
小。

合计 46
资料来源：�董总、教总，《董教总呈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备忘录：制度化公平发展各源流学校，发挥

国家优势，促进国家进步》，2011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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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1970-2017年全国各源流小学的

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年份
国小 华小 淡小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1970 4,277 1,046,513 1,346 439,681 657 79,278
1980 4,519 1,353,319 1,312 581,696 583 73,958
1990 4,994 1,770,004 1,290 581,082 544 96,120
1999 5,313 2,195,029 1,284 609,673 527 91,085
2000 5,379 2,216,641 1,284 622,820 526 90,280
2001 5,466 2,209,736 1,285 616,402 526 88,810
2002 5,564 2,246,492 1,285 632,180 527 90,502
2003 5,655 2,265,485 1,287 636,783 528 92,699
2004 5,713 2,300,093 1,288 647,647 528 95,374
2005 5,756 2,304,378 1,287 642,914 525 97,104
2006 5,774 2,298,808 1,288 636,124 523 100,142
2007 5,781 2,286,328 1,289 643,679 523 103,284
2008 5,785 2,401,335 1,290 639,086 523 108,279
2009 5,795 2,368,562 1,292 627,699 523 109,086
2010 5,826 2,180,564 1,291 604,604 523 104,962
2011 5,848 2,150,139 1,291 598,488 523 102,642
2012 5,859 2,106,603 1,294 591,121 523 97,884
2013 5,865 2,069,109 1,293 564,510 523 92,934
2014 5,867 2,044,624 1,295 559,157 523 88,880
2015 5,872 2,034,817 1,295 550,519 524 85,473
2016 5,877 2,039,229 1,297 542,406 524 83,343
2017 5,878 2,044,299 1,298 527,543 524 81,483
1970-2017 +1,601 +997,786 -48 +87,862 -133 +2,205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年度教育统计数据。

备注：�1970年的“国小”统计数字包括自1970年起逐年被改为国小的前英文小学。1968年，我国有1435
所政府资助英小。据此推算，1970至2011年初，估计全国增加近3000所国小（包括被改为国小的

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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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联邦政府在第6至第11大马计划下宣布的

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发展拨款数额
（1991年至2020年）

大马计划 事项 国小 华小 淡小 总数

第6大马计划
(1991-1995年)

拨款(RM) 1,133,076,000
(89.72%)

102,726,000
(8.14%)

27,042,000
(2.14%)

1,262,844,000
(100%)

学生人数
(1991年)

1,845,400
(72.98%)

583,218
(23.07%)

99,876
(3.95%)

2,528,494
(100%)

第7大马计划
(1996-2000年)

拨款(RM) 1,027,167,000
(96.54%)

25,970,000
(2.44%)

10,902,000
(1.02%)

1,064,039,000
(100%)

学生人数
(1996年)

2,128,227
(75.30%)

595,451
(21.07%)

102,679
(3.63%)

2,826,357
(100%)

第8大马计划
(2001-2005年)

拨款(RM) 4,708,800,000
(96.10%)

133,600,000
(2.73%)

57,600,000
(1.17%)

4,900,000,000
(100%)

学生人数
(2001年)

2,236,428
(76.04%)

615,688
(20.93%)

89,040
(3.03%)

2,914,156
(100%)

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年)

拨款(RM) 4,598,120,000
(95.06%)

174,340,000
(3.60%)

64,840,000
(1.34%)

4,837,300,000
(100%)

学生人数
(2006年)

2,298,808
(75.74%)

636,124
(20.96%)

100,142
(3.30%)

3,035,074
(100%)

第10大马计划
(2011-2015年)

拨款(RM)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学生人数
(2011年)

2,150,139
(75.41%)

598,488
(20.99%)

102,642
(3.60%)

2,851,269
(100%)

第11大马计划
(2016-2020年)

拨款(RM)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学生人数
(2016年)

2,043,284
(76.62%)

540,290
(20.26%)

83,291
(3.12%)

2,666,865
(100%)

资料来源：整理自国会问答、教育部统计报告、各大马计划书及新闻剪报。

1.� 第6和第7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数额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纳吉于1996年11月5日书面回答马六甲市国会

议员林冠英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06/11/1996中国报）
2.� 第8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数额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希山慕丁于2005年3月31日书面回答蕉赖区国会议

员陈国伟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01/04/2005星洲日报。04/04/2005南洋商报）
3.� 2006年3月31日，时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第9大马计划（2006-2010年）时指出，小

学发展拨款总额是48亿3730万令吉，同时将增建180所小学。2006年4月13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诺

奥马在国会下议院回答丹绒区国会议员曹观友的提问时表示，华小和淡小的发展拨款分别是1亿7434
万令吉和6484万令吉。

4.� 2010年6月10日，首相纳吉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第10大马计划（2011-2015年），没有公布各源流小学

的发展拨款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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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人数摘自马来西亚教育部1991、1996、2001、2006、2011和2016年统计报告。
6.� 马华于2010年10月10日召开的第57届全国代表大会透露，华小在第9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为3亿2500

万令吉。

7.� 政府通过第一和第二经济振兴配套及其他方式，将华小在第9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从起初的1亿7434
万令吉，增加至3亿2500万令吉。这包括：
(a)� 联邦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第一经济振兴配套，拨出2亿令吉给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和宗教学

校，各类学校获得5000万令吉，作为维修学校用途。
(b)� 联邦政府在2009年3月推出第二经济振兴配套，拨出3亿令吉给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和宗教学

校，以改善学校设备；其中9500万令吉供增建7所华小和搬迁13所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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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联邦政府在第6至第11大马计划下宣布的

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发展项目数量
（1991年至2020年）

大马计划 国小 华小 淡小 总数

第6大马计划
(1991-1995年) 884 817 294 1995

第7大马计划
(1996-2000年) 753 50 23 826

第8大马计划
(2001-2005年) 924 37 16 977

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年) 1611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第10大马计划
(2011-2015年)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第11大马计划
(2016-2020年)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资料来源：整理自国会问答及会议记录、新闻剪报及教育大蓝图。

1.� 第6和第7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项目数量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纳吉于1996年11月5日书面回答马六甲市

国会议员林冠英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06/11/1996中国报）
2.� 第8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项目数量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慕沙莫哈末于2001年7月26日书面回答马六甲

市国会议员郭金福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27/07/2001中国报）。数字差异：2002年4月30日，国会秘

书处把慕沙莫哈末的书面回答寄交郭金福，表示华小只有36个发展项目（04/05/2002星洲日报）。
3.� 第9大马计划的国小建校发展项目数量源自教育部于2007年1月16日公布的《2006-2010年教育大蓝

图》，第82页。教育部没有公布华小、淡小的建校发展项目数量和内容详情。
4.� 教育部没有公布各源流小学在第10和第11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项目数量和内容详情。

备注：

1.� 1990年大选受“两线制”冲击后，华小和淡小在第6大马计划的发展项目大量增加，但是大部份都是

拨款稀少的小型项目。

2.� 1995和1999年大选后，华小和淡小在第7和第8大马计划的发展项目则被大量削减。
3.� 在第8大马计划下，教育部在全国推行1397个共值62亿令吉的学校发展项目。977个是小学项目，420

个是中学项目。在977个小学项目当中，其中198个是兴建新学校项目，其余的是重建校舍项目、扩

建/增加校舍项目。在420个中学项目当中，其中160个是兴建新学校项目，其余的是重建校舍项目、

扩建/增加校舍项目（29/11/2001国会上议院会议记录。30/11/2001各语文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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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差异：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马哈兹表示，政府在第8大马计划内将增建206所小学，第1年已建竣

47所小学（16/10/2001国会下议院会议记录。17/10/2001中国报）。过后，政府宣布在第8大马计划

下，兴建198所新小学，即190所国小，6所华小，2所淡小。
5.� 在第9大马计划下，教育部通过《2006-2010年首要教育大蓝图》大量增加国小的各类发展项目，以

落实强化国小成为各族首选学校的政策，但不公布华小和淡小的具体发展项目。国小的1611个项目

分为增建178所新国小的项目（12亿9685万5000令吉），337个扩建国小校舍项目（6亿5682万8000令
吉），890个重建国小校舍项目（21亿7050万7000令吉），以及延续在第8大马计划下仍未完成的206
个各类建校项目（2亿2987万令吉）。

6.� 项目（Projek）分类为：兴建新学校项目（projek sekolah baru/projek baru）、重建校舍项目（projek 
bangunan sekolah gantian/projek gantian）、扩建/增加校舍项目（projek bangunan tambahan/projek 
tamb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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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国家城市化政策》

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

2006年8月

Dasar Perbandaran Negara
Jabatan Perancangan Bandar dan Desa Semenanjung Malaysia

Ogos 2006

（只收纳文件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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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DUAL 4.0  HIERARKI DAN KEMUDAHAN BANDAR

Hierarki 
Bandar

Konurbasi 
Pertumbuhan Negara

Konurbasi 
Pertumbuhan Wilayah

Konurbasi 
Pertumbuhan Separa 

Wilayah
Julat Penduduk >	2.5	Juta 1.5 - 2.5 Juta 0.5 - 1.5 Juta

Pendidikan

Universiti / Kolej Awam Universiti / Kolej Awam Universiti / Kolej Awam
Universiti dan Kolej 

Swasta
Universiti dan Kolej 

Swasta
Universiti dan Kolej 

Swasta
Institut Latihan 

Kerjasama antara negara
Institut Latihan 

Kerjasama antara negara
Pusat Penyelidikan 

(R&D)
Pusat Penyelidikan 

(R&D)
Pusat latihan negara Pusat latihan negara

Perpustakaan Negara / 
Negeri

Perpustakaan Wilayah / 
Negeri Perpustakaan Negeri

Sekolah Antarabangsa Sekolah Antarabangsa Sekolah Antarabangsa
Sekolah Teknikal / 

Vokasional
Sekolah Teknikal / 

Vokasional
Sekolah Teknikal / 

Vokasional

Hierarki 
Bandar

Konurbasi 
Pertumbuhan 

Negeri

Konurbasi 
Pertumbuhan 

Daerah

Pusat 
Petempatan 

Utama

Pusat 
Petempatan 

Kecil

Julat Penduduk 300,001-500,000 100,001-300,000 30,001-100,000 10,001-30,000

Pendidikan

Universiti / 
Kolej Awam

Universiti dan 
Kolej Swasta

Perpustakaan 
Negeri

Perpustakaan 
Awam

Perpustakaan 
Bergerak

Perpustakaan 
Bergerak

Sekolah Teknikal 
/ Vokasional

Sekolah Teknikal 
/ Vokasional

Sekolah Rendah 
& Menengah

Sekolah Rendah 
& Menengah

Sekolah Rendah 
& Meneng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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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幼儿园和托儿所设立指南》

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

2012年4月

Garis Panduan
Penubuhan Tadika dan Taska

Jabatan Perancangan Bandar dan Desa Semenanjung Malaysia
April 2012

（只收纳文件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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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社会设备规划指南》

马来西亚半岛城市与乡村规划局

2013年9月

Garis Panduan
Perancangan Kemudahan Masyarakat

Jabatan Perancangan Bandar dan Desa Semenanjung Malaysia
September 2013

（只收纳文件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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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

《第十一马来西亚计划（2016-2020年）
编制指南》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

2014年12月

Garis Panduan
Penyediaan Rancangan Malaysia Kesebelas, 

2016-2020
Unit Perancang Ekonom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isember 2014

（收纳文件的原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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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

《移交拥有权给联邦作为学校地段的
政府土地之统一地价率》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

Penyeragaman Kadar Premium Tanah-tanah 
Kerajaan yang Diberimilik kepada Persekutuan 

untuk Tapak Sekolah
Pekeliling Ketua Pengarah Tanah dan Galian Persekutuan 

Bilangan 1/1997

（收纳文件的原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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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

《在获取土地供联邦政府使用和在所获取后的
联邦土地管理方面，联邦土地专员的功能和	

使用者部门/局的角色》

马来西亚联邦土地专员2008年3号通令

Fungsi Pesuruhjaya Tanah Persekutuan,
Peranan Kementerian/Jabatan Pengguna dalam 

Perolehan Tanah untuk Kegunaan Kerajaan 
Persekutuan dan Pengurusan Tanah-tanah 

Persekutuan Selepas Perolehan
Pekeliling Pesuruhjaya Tanah Persekutuan Bilangan 3 Tahun 2008

（只收纳文件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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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1

《政府项目的工业化建筑系统之实施》

马来西亚财政部2008年7号通函

Pelaksanaan Industrialised Building System (IBS) 
dalam Projek Kerajaan

Surat Pekeliling Perbendaharaan Bilangan 7 Tahun 2008

（只收纳文件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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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2

《政府计划/项目的价值管理实施指南》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

2011年5月

Panduan Pelaksanaan Pengurusan Nilai dalam 
Program/Projek Keraja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Mei 2011

（只收纳文件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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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3

《改善联邦政府计划/项目中的价值管理实施及

建筑规划的条规和指南》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2015年1号通令

Penambahbaikan Pelaksanaan Pengurusan Nilai  
dan Garis Panduan dan Peraturan bagi  

Perancangan Bangunan dalam Program/Projek
Kerajaan Persekutuan

Pekeliling Unit Perancang Ekonom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Bilangan 1 Tahun 2015

（收纳文件的原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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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4

《建筑规划的条规和指南》

马来西亚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标准与成本委员会

2015年版

Garis Panduan dan Peraturan bagi
Perancangan Bangunan

Jawatankuasa Standard dan Kos, Unit Perancang Ekonom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Edisi Tahun 2015

（只收纳文件的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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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5

《2018年财政预算编制指南》

马来西亚财政部

Garis Panduan bagi Penyedia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Tahun 2018

Perbendaharaan Malaysia

（收纳文件的原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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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eliling Perbendaharaan Malaysia  PB 1.3 

M.S. 2/16 
 

ANGGARAN PERBELANJAAN 
PB 1.3 Garis Panduan Bagi Penyedia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Tahun 2018

1. Tujuan

1.1 Tujuan Pekeliling ini adalah untuk memberi panduan bagi menyediak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mengurus dan pembangunan bagi 
tahun 2018.

2. Senario Ekonomi Dan Fiskal Negara

2.1 Ekonomi Malaysia terus berkembang meskipun berhadapan dengan 
persekitaran luar yang mencabar termasuk pertumbuhan perlahan dan 
tidak sekata di kalangan ekonomi utama dunia; harga minyak yang 
berterusan rendah; dan peningkatan ketidaktentuan dalam pasaran 
kewangan antarabangsa. Pada tahun 2016, Keluaran Dalam Negeri Kasar 
(KDNK) mencatat pertumbuhan sebanyak 4.2% disokong oleh ekonomi 
domestik yang stabil.

2.2 Bagi tahun 2017, ekonomi Malaysia dijangka berkembang antara 4% dan 
5% didorong oleh permintaan domestik yang kukuh serta peningkatan 
sektor eksport sejajar perkembangan ekonomi dunia dan perdagangan 
antarabangsa yang lebih baik. Perbelanjaan sektor swasta akan terus 
memacu pertumbuhan disokong oleh dasar pro-pertumbuhan fiskal dan 
kewangan akomodatif dalam persekitaran inflasi stabil. Perbelanjaan 
sektor awam dijangka berkembang disokong oleh perbelanjaan modal 
oleh perusahaan awam. Dari sudut penawaran, semua sektor ekonomi 
diunjur mencatat pertumbuhan positif, dengan sektor perkhidmatan dan 
pembuatan terus menjadi penyumbang utama kepada pertumbuhan 
ekonomi. Meskipun, prospek ekonomi dan perdagangan dunia kekal 
positif, namun terdapat beberapa risiko yang boleh menjejaskan 
momentum pertumbuhan ekonomi negara. Risiko ini termasuk, kadar 
pemulihan ekonomi yang perlahan dalam kalangan negara utama, volatiliti 
pasaran kewangan antarabangsa, perubahan geopolitik Amerika dan 
Eropah dan harga komoditi yang kekal rendah. 

2.3 Harga minyak mentah global, Brent mencatat purata USD44.05 setong
pada tahun 2016 berbanding purata USD52.40 setong pada tahun 2015.
Dengan komitmen daripada Pertubuhan Negara-negara Pengeksport 
Petroleum (OPEC) dan bukan OPEC untuk menghadkan pengeluaran 
dunia, harga Brent dijangka berada dalam trend meningkat pada tahun 
2017. Sehingga 20 Februari 2017, harga Brent mencatat purata 
USD55.13 setong berbanding purata USD54.07 setong pada bulan 
Dis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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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erajaan komited dalam melaksanakan langkah konsolidasi fiskal untuk 
memastikan kedudukan kewangan negara terus kukuh dalam jangka 
masa sederhana dan panjang. Pelbagai inisiatif pembaharuan fiskal 
termasuk melaksanakan Cukai Barang dan Perkhidmatan (GST) pada 
2015 serta langkah peningkatan hasil yang diperkenalkan pada 2016 
seperti pengagihan semula dan proses bidaan spektrum telekomunikasi 
dijangka dapat mengimbangi penurunan kutipan hasil berkaitan minyak. 
Selain itu, Kerajaan juga telah melaksanakan rasionalisasi subsidi dan 
langkah mengoptimumkan perbelanjaan awam melalui penyusunan 
semula keutamaan program dan projek yang memberi kesan pengganda 
yang tinggi kepada ekonomi. 

2.5 Di samping usaha-usaha meningkatkan hasil Kerajaan, pertumbuhan 
dalam perbelanjaan juga perlu dikawal tetapi tanpa menjejaskan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awam. Ini bermakna dalam membuat 
perancangan perbelanjaan tahun 2018, semua kementerian dan agensi 
perlu mengambil langkah proaktif untuk mengawal pertumbuhan 
perbelanjaan, bukan sahaja bagi tahun 2017 tetapi juga dalam jangka 
masa sederhana. Kawalan perbelanjaan tersebut boleh dilaksanakan 
antaranya melalui penyusunan semula keutamaan program/projek supaya 
perbelanjaan lebih terarah, pengurangan perbelanjaan yang tidak kritikal, 
semakan semula keperluan sebenar pengisian jawatan dan bilangan 
perjawatan, mengelakkan pembaziran serta memastikan pengurusan 
kewangan yang cekap dan berhemat.

2.6 Bagi tahun 2016, paras defisit fiskal telah mencatat 3.1% daripada KDNK 
dan mencapai sasaran seperti yang telah ditetapkan. Paras defisit bagi 
tahun 2017 pula, disasarkan pada 3.0% daripada KDNK dan akan 
dikurangkan secara berperingkat pada tahun-tahun akan datang ke arah 
mencapai bajet hampir berimbang pada tahun 2020. Paras hutang 
Kerajaan Persekutuan dijangka terus terkawal dan tidak melebihi 55% 
daripada KDNK bagi menyediakan ruang fiskal untuk melindungi ekonomi 
negara daripada kesan negatif ketidaktentuan ekonomi global. Inisiatif 
pengukuhan kedudukan fiskal yang berterusan adalah penting untuk
memastikan kemampanan fiskal jangka panjang negara supaya 
penarafan kredit negara berada pada kedudukan yang baik dan tidak 
menjejaskan keyakinan para pelabur.

2.7 Pelaksanaan pelbagai program transformasi telah banyak membawa 
perubahan kepada landskap ekonomi negara termasuk keupayaan 
mengekalkan pertumbuhan melalui kepelbagaian  struktur ekonomi dan 
meningkatkan daya saing. Peningkatan produktiviti, inovasi, kreativiti serta 
peluang penglibatan usahawan kecil dan sederhana akan terus 
ditekankan pada tahun 2018 bagi membuka ruang kepada rakyat  untuk
mengambil bahagian dalam menjana pertumbuhan ekonomi serta sama-
sama menikmati kekayaan dan kemajuan ne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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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rancangan Prestasi d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2018

3.1 Tahun 2018 adalah tahun ketiga pelaksanaan Rancangan Malaysia                   
Kesebelas (RMKe-11) dan Kerajaan komited untuk meneruskan agenda 
pembangunan negara di bawah Enam (6) Teras Strategik nasional.
Kerangka keberhasilan kementerian (MRF) bagi tahun 2018 hendaklah 
menumpu kepada core business dan sumbang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kepada keutamaan nasional dengan memberi 
perhatian kepada perkara-perkara berikut:

3.1.1 Analisis masalah/keperluan yang dihadapi oleh
pelanggan/stakeholder adalah menyeluruh;

3.1.2 Outcome yang hendak dicapai adalah munasabah dan dapat 
menangani masalah/keperluan pelanggan/stakeholder serta 
boleh diukur mengggunakan Petunjuk Prestasi Utama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 KPI) yang bersesuaian;

3.1.3 Outcome yang dikenalpasti adalah sejajar dengan outcome
peringkat nasional di bawah RMKe-11;

3.1.4 Isu cross cutting yang melibatkan pertindihan program dan 
perkongsian outcome (shared outcome) kementerian/jabatan/
agensi ditangani sebaik mungkin berpandukan kepada punca 
kuasa dan bidang kuasa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dan

3.1.5 Semakan semula atau penilaian formatif ke atas setiap program 
hendaklah dibuat dari masa ke semasa bagi memastikan 
kesesuaian dan keberkesanannya dalam mencapai matlamat 
program berkenaan.

3.2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perlu menyediakan kerangka keberhasilan 
yang merangkumi tiga (3) dokumen strategik iaitu Ringkasan Eksekutif 
Kementerian (MES), Kerangka Pengurusan Prestasi Program (PPMF) dan 
Kerangka Pengurusan Prestasi Aktiviti (APMF). Setiap APMF hendaklah 
disertakan dengan Lembaran Bajet Aktiviti (ABS) yang memperincik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bagi mencapai keberhasilan yang 
dirancang. 

3.3 Maklumat kerangka keberhasilan bagi tahun bajet 2017 boleh digunakan 
semula bagi tujuan penyediaan bajet 2018. Walau bagaimanapun,
maklumat tersebut khususnya data mengenai profil pelanggan/
stakeholder dan masalah/keperluan perlu disemak semula bagi 
disesuaikan dengan perkembangan semasa. Sekiranya tiada perubahan 
berlaku ke atas profil berkenaan, kenyataan outcome sedia ada per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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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ekalkan d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dikehendaki menyemak 
semula sasaran prestasi bagi setiap KPI agar selaras dengan keutamaan 
dan perancangan tahun 2018.  

3.4 Cadangan peranc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tahun 2018 hendaklah
disediakan:

3.4.1 mengikut keutamaan dalam melaksanakan core business fungsi 
teras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agar sejajar dengan kerangka 
keberhasilan yang dipersetujui;

3.4.2 dengan mengambil kira komitmen Kerajaan dalam melaksanakan 
dasar-dasar semasa Kerajaan yang berkuatkuasa;

3.4.3 dengan menggambarkan keupayaan sebenar kementerian/jabatan/
agensi bagi mengelakkan peruntukan tidak dapat dibelanjakan 
secara optimum yang memberi kesan negatif kepada kecekapan 
Kerajaan; dan

3.4.4 deng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perlu membuat perancangan 
perolehan yang teliti agar setiap peruntukan yang dipohon adalah 
benar-benar diperlukan dalam memastikan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yang cekap melalui budaya perbelanjaan berhemat 
dan penggunaan sumber yang optimum serta mengamalkan tadbir 
urus yang baik (good governance).

3.5 Kerangka keberhasil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d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2018 hendaklah disediakan mengikut Pekeliling 
Perbendaharaan PB 1.1: “Bajet Berasaskan Outcome (OBB)”. Pegawai 
Pengawal, Pengurus Program dan Ketua Aktiviti adalah 
bertanggungjawab (accountable) ke atas maklumat prestasi dalam MES, 
PPMF dan APMF serta anggaran perbelanjaan yang dipohon. Penyediaan 
bajet tahun 2018 perlu dibuat secara dalam talian (online) menggunakan 
aplikasi MyResults yang boleh dicapai melalui URL 
www.myresults.gov.my.

4. Penyedia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Mengurus

4.1 Pegawai Pengawal hendaklah memberi perhatian kepada perkara-perkara 
berikut semasa menyediakan cadangan perbelanjaan mengurus:

4.1.1 Perbelanjaan mengikut keutamaan program yang menyumbang 
secara signifikan kepada outcome nasional;

4.1.2 Mengelakkan pertindihan fungsi di dalam kementerian/jabatan/
age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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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Mengambil kira emolumen termasuk bagi pegawai/kakitangan 
kontrak yang dibayar di bawah Objek Sebagai 29000;

4.1.4 Mengambil kira perbelanjaan komited lain terutamanya yang 
berkontrak;

4.1.5 Memastikan keperluan peruntukan bagi program Bidang Ekonomi 
Utama Negara (NKEA), Bidang Keberhasilan Utama Negara 
(NKRA), Program Transformasi Kerajaan (GTP), Inisiatif 
Pembaharuan Strategik (SRI), Strategi Lautan Biru Kebangsaan 
(NBOS), Pemerkasaan Ekonomi Bumiputera (PEB) dan dasar-
dasar semasa Kerajaan lain;

4.1.6 Memberi keutamaan kepada penyenggaraan aset Kerajaan 
termasuk bangunan, peralatan dan kelengkapan; 

4.1.7 Mengambil kira perspektif dan keperluan gender secara 
menyeluruh sebagaimana surat Ketua Setiausaha Negara 
bertarikh 16 Oktober 2008 dalam membuat analisis 
masalah/keperluan pelanggan/stakeholder bagi menentukan 
outcome dan sasaran KP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perlu mengemaskini data yang 
berkaitan dari masa ke semasa bagi membantu proses 
penyediaan bajet, pemantauan dan pelaporan prestasi, dan
penilaian program;

4.1.8 Keupayaan untuk melaksana Program dan Aktiviti; dan

4.1.9 Merancang dengan rapi keperluan untuk melaksanakan program 
dan projek dari aspek perjawatan, kelengkapan peralatan dan 
sebagainya bagi memastikan program dan projek dapat 
dilaksanakan secara teratur dengan perbelanjaan optimum serta 
akhirnya memberi manfaat kepada kumpulan sasar dan rakyat. 

4.2 Pejabat Belanjawan Negara, Kementerian Kewangan akan mengeluarkan 
siling indikatif yang merangkumi Dasar Sedia Ada, Dasar Baru dan              
One-Off sebagai asas dan panduan kepada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dalam penyedia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Mengurus tahun 2018.

4.3 Cadangan Dasar Baru (termasuk perluasan kepada Dasar Sedia Ada) dan 
One-Off yang dikemukakan mestilah sejajar dengan perancangan strategi 
dan memberikan sumbangan signifikan kepada pencapaian outcome yang 
ditetapkan. Justifikasi lengkap termasuk kelulusan Jemaah Menteri atau 
keputusan Kerajaan/agensi pusat perlu dikemuka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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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nyedia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Pembangunan

5.1 RMKe-11 mengambil pendekatan baharu yang dikenali sebagai Strategi 
Pembangunan Nasional Malaysia (MyNDS), yang memberi tumpuan 
kepada pembangunan ekonomi berteraskan rakyat dan ekonomi 
berasaskan modal.  Melalui pendekatan ini, NBOS diaplikasi dalam 
pembangunan MyNDS yang menekankan kepada penggunaan sumber 
secara optimum dengan menumpukan kepada projek pembangunan 
berimpak tinggi kepada rakyat, kos yang rendah kepada Kerajaan serta 
pelaksanaan yang cekap dan pantas. Setiap projek baharu yang dimohon 
akan dinilai berasaskan Creativity Index (CI).

5.2 Penyediaan cadangan projek baharu Rolling Plan Ketiga (RP3) oleh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hendaklah selaras dengan matlamat, 
sasaran, strategi dan outcome nasional seperti yang digariskan dalam 
dokumen RMKe-11. Sebagai rujukan, gerak kerja RMKe-11 yang 
mengandungi Teras Strategik, Bidang Fokus (BF), Strategi Outcome
Nasional dan Petunjuk Prestasi Utama (KPI Nasional) telah dikemaskini 
dan diedarkan kepada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menerusi Surat Unit 
Perancang Ekonomi (UPE),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JPM) rujukan 
UPE(S)12-11/14/1 Jld.6(37) bertarikh 14 Disember 2016.

5.3 Selain dari itu,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juga wajar memberi 
keutamaan kepada projek-projek pemacu perubahan yang merupakan 
pendekatan yang inovatif bagi mempercepat pembangunan Malaysia 
seperti yang digariskan dalam RMKe-11 iaitu meningkatkan produktiviti;
meningkatkan taraf isi rumah B40 ke arah masyarakat kelas menengah;
mentransformasikan pendidikan dan latihan teknikal dan vokasional 
(TVET) yang diterajui industri; melaksanakan pertumbuhan hijau; menjana 
kekayaan melalui inovasi; dan melabur dalam bandar berdaya saing.

5.4 Bagi memastikan perancangan projek baharu RP3 diuruskan secara 
komprehensif dengan mengambil kira pandangan pihak berkepentingan 
(stakeholders) peringkat negeri dan keperluan sebenar kumpulan sasar, 
semasa menyediakan senarai projek baharu tersebut, 
kementerian/kerajaan negeri perlu mengambil tindakan berikut: 

5.4.1 Kementerian berunding dengan jabatan/agensi/badan berkanun di 
bawah seliaan masing-masing termasuk di peringkat negeri;

5.4.2 Kerajaan negeri hendaklah mengemukakan kepada kementerian 
cadangan keutamaan projek negeri melalui bahagian/Unit 
Perancang Ekonomi Negeri (BPEN/UPEN) atau Pejabat 
Pembangunan Persekutuan Negeri (PPPN) masing-masing untuk 
dipertimbangkan oleh kementerian sebelum dikemukakan ke UPE, 
JPM;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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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Kementerian hendaklah membincangkan senarai projek baharu 
RP3 dengan Kerajaan Negeri menerusi Jawatankuasa Perancang 
Negeri (JPN) atau Majlis Tindakan Persekutuan Negeri (MTPNg). 
Mesyuarat JPN/MTPNg juga boleh digunakan oleh kementerian 
bagi tujuan penyelarasan komitmen pihak berkuasa tana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dan penyedia utiliti.

5.5 Semasa menyediakan projek RP3,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juga 
hendaklah memberikan keutamaan kepada projek sambungan, projek 
kelulusan khas oleh Kerajaan Persekutuan dan projek yang telah 
diluluskan secara berfasa. Selain itu, perancangan projek pembangunan 
RP3 perlu mematuhi dasar, akta, pekeliling, garis panduan dan peraturan 
yang masih berkuatkuasa seperti yang dinyatakan dalam Garis Panduan 
Penyediaan Rancangan Malaysia Kesebelas, 2016-2020: Prospek 
Ekonomi, Teras Strategik dan Penyediaan Projek Pembangunan oleh 
UPE, JPM.

5.6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diminta menggunakan stok tanah dalam bank 
tanah masing-masing dan mengelakkan daripada memohon perolehan
tanah baharu. Tindakan ini bukan sahaja dapat memastikan tanah sedia 
ada kerajaan digunakan secara optimum malahan mengurangkan kos 
perolehan tapak baharu. Walau bagaimanapun, sekiranya perolehan 
tapak baharu adalah terlalu mendesak atau selaras dengan projek 
keutamaan negara, kementerian/jabatan/ agensi dikehendaki 
mendapatkan pandangan Jabatan Ketua Pengarah Tanah dan Galian 
Persekutuan (JKPTG). Bagi permohonan projek baharu RP3,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hendaklah memastikan tapak/tanah 
mempunyai nama Pesuruhjaya Tanah Persekutuan (PTP) dalam geran 
(projek pembangunan) dan Borang K (projek jalan) serta bebas bebanan 
dan sedia dimasuki.

5.7 Semua permohonan projek RP3 dikemukakan secara online melalui 
Modul e-permohonan dalam Sistem Pemantauan Projek II (SPP II) 
beserta dokumen wajib lampir termasuk Logical Framework Matrix (LFM)
selewat-lewatnya pada 31 Mac 2017.

5.8 Selaras dengan mekanisme kawalan pengurusan projek pembangunan 
fizikal Kerajaan Persekutuan yang berkuatkuasa pada                                      
15 September 2016,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perlu mengambil 
perhatian terhadap peraturan sedia ada iaitu:

5.8.1 memastikan kesemua projek Kerajaan dilaksanakan mengikut 
skop, keutamaan dan kos projek asal yang telah diluluskan oleh 
UPE dan Kementerian Kew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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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semua Arahan Perubahan Kerja (VO) yang melibatkan 
pertambahan kos perlu ditangguhkan kecuali dalam keadaan yang 
dibenarkan; dan 

5.8.3 memastikan yuran perkhidmatan perunding kekal (at a Fixed 
Consultant Fee) sepanjang pelaksanaan projek sehingga projek 
siap)

5.9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hendaklah memastikan elemen ketersediaan 
pelaksanaan projek (Implementation Readiness) diambilkira semasa 
permohonan projek bagi memastikan projek dilaksanakan dengan segera. 
Ketersediaan projek untuk dilaksanakan hendaklah mengambilkira 
keperluan yang perlu disegerakan bagi kerja awalan seperti penentuan 
Agensi Pelaksana, ketersediaan tapak projek, brif projek dan persediaan 
Value Management Lab berdasarkan kepada Pekeliling Unit Perancang
Ekonom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Bil.1 Tahun 2015. 

6. Pengesah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6.1 Pegawai Pengawal seterusnya hendaklah mengemukakan secara rasmi 
kerangka keberhasilan d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tahun 2018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masing-masing kepada Perbendaharaan 
dengan membuat pengesahan (sign-off) secara dalam talian (online) 
melalui aplikasi MyResults.

6.2 Pengesahan oleh Pegawai Pengawal perlu disempurnakan dalam tempoh                                       
1 hingga 4 April 2017 seperti yang ditetapkan dalam Kalendar Aktiviti 
Penyedia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Kementerian/Jabatan/ 
Agensi Bagi Tahun 2018 seperti di Lampiran A.

7. Perjawatan

7.1 Sejajar dengan pelaksanaan RMKe-11, perkhidmatan awam akan 
memberi fokus kepada peningkatan keupayaan dan produktiviti dengan                     
usaha-usaha untuk mentransformasi perkhidmatan awam secara 
berterusan melalui rasionalisasi institusi kerajaan menerusi strategi 
pewajaran saiz perkhidmatan awam. Pengurusan perjawatan perlu 
dilaksanakan dengan mengoptimumkan perbelanjaan Kerajaan supaya
setiap jawatan berupaya memberikan impak maksimum kepada 
organisasi. Pelaksanaan setiap fungs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juga 
perlu dilakukan secara kreatif dan inovatif serta diterapkan prinsip doing 
more with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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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Dasar pengoptimuman sumber manusia perkhidmatan awam perlu 
diteruskan melalui strategi berikut:

7.2.1 Pewujudan jawatan baharu tidak dibenarkan kecuali melalui 
kaedah tukar ganti (trade off) dan pindah butiran (redeployment)
serta tiada implikasi kewangan tambahan; dan

7.2.2 Penjajaran jawatan melalui peluasan skop fungsi tugas yang 
relevan bagi menghasilkan peningkatan produktiviti yang lebih 
tinggi. 

7.3 Selain itu, pelantikan pegawai kontrak baharu di bawah peruntukan Objek 
Sebagai 29000 (OS29000) adalah tidak dibenarkan kecuali bagi 
penggantian atau pembaharuan kontrak pegawai.

7.4 Bagi memastikan perjawatan dan penggunaan sumber manusia yang 
optimum,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disaran agar terus melaksanakan 
self-audit ke atas perjawatan masing-masing. Di samping itu, Jabatan 
Perkhidmatan Awam (JPA) akan meneruskan pelaksanaan Audit 
Pembangunan Organisasi dan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Skop 
auditan termasuklah pematuhan waran perjawatan dan peraturan-
peraturan pengurusan sumber manusia, meneliti semula tugas dan 
keperluan jawatan, meneliti semula kesesuaian skim perkhidmatan, 
menghapuskan pertindanan fungsi serta sentiasa menimbangkan 
perekayasaan struktur dan proses kerja sedia ada agar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terus kekal relevan.

8. Penyedia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8.1 Pemantauan prestasi berdasarkan pendekatan OBB akan terus 
dilaksanakan pada tahun 2017. Prestasi kementerian akan dipantau 
berdasarkan kerangka keberhasilan di setiap peringkat yang dikaitkan 
dengan pencapaian outcome yang diukur melalui pencapaian sasaran KPI 
yang telah ditetapkan. Kementerian perlu mengemukakan laporan prestasi 
secara suku tahunan kepada Pejabat Belanjawan Negara sebagai 
persediaan kepada penyediaan Buku Bajet tahunan.    

8.2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tahun 2018 akan meliputi prestasi 
sebenar kementerian tahun 2016 dan sasaran pencapaian tahun 2017 
dan 2018. Pegawai Pengawal hendaklah memastikan pemantauan 
prestasi dibuat berdasarkan struktur Program-Aktiviti di bawah OBB yang 
telah dikemaskini dan dipersetujui. Pelaporan prestasi tersebut perlu 
disediakan mengikut Garis Panduan Bagi Penyedia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Tahun 2018 seperti di Lampira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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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enutup

9.1 Pegawai Pengawal hendaklah mengambil langkah pelaksanaan 
perbelanjaan secara berhemat dalam proses penyediaan bajet bagi 
mengawal perbelanjaan awam dan mengelakkan pembaziran. Pegawai 
Pengawal juga dikehendaki mengambil tindakan tegas terhadap teguran 
audit yang dibangkitkan serta mengambil inisiatif untuk mengelakkan 
teguran yang sama berulang. 

9.2 Pegawai Pengawal perlu meningkatkan keupayaan dan kompetensi 
pegawa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masing-masing agar pelaksanaan 
program dan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awam mencapai kualiti yang 
ditetapkan disokong oleh amalan tadbir urus yang baik, serta memenuhi 
ekspektasi stakeholder dan pelanggan. 

9.3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perlu dibuat dengan teliti bagi 
menggambarkan keupayaan sebenar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melaksanakan program dan projek bagi mengelakkan peruntukan 
dibelanjakan secara tidak terarah yang akan mencerminkan kelemahan 
perancangan dan pengurusan sumber sektor awam.

9.4 Pegawai Pengawal turut diingatkan supaya merancang dan menyediakan 
anggaran keperluan dengan teliti bagi mengelakkan peruntukan 
tambahan. Sehubungan itu, unjuran keperluan aliran tunai perbelanjaan 
mengurus dan pembangunan hendaklah disediakan dengan lebih tepat 
supaya dapat dimanfaatkan sebagai alat pengurusan bagi memberi 
gambaran mengenai pelaksanaan Program atau Aktiviti tahun semasa.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hendaklah mengemukakan Unjuran 
Keperluan Aliran Tunai Tahun 2018 sebelum 29 Disember 2017 
berasaskan kepada anggaran yang dikemukakan kepada Parl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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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IRAN A

KALENDAR AKTIVITI PENYEDIA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KEMENTERIAN/AGENSI

BAGI TAHUN 2018

BIL. AKTIVITI / TINDAKAN TARIKH AKHIR

1. Surat makluman Perbendaharaan kepada 
kementerian/agensi mengenai siling indicative 6 Mac 2017

2.

Permohonan projek RP3 dikemukakan secara online
melalui modul e-permohonan dalam                                   
Sistem Pemantauan Projek II (SPP II) kepada Unit 
Perancang Ekonom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31 Mac 2017

3.
Pengesahan (sign-off) Pegawai Pengawal secara 
dalam talian (online) bagi kerangka keberhasilan dan 
cadangan anggaran perbelanjaan tahun 2018

1 – 4 April 2017

4.
Penyampai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untuk anggaran perbelanjaan tahun 2018 kepada 
Perbendaharaan (Pejabat Belanjawan Negara)

30 Jun 2017

5. Penyampaian Unjuran Keperluan Aliran Tunai tahun 
2018 29 Dis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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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IRAN B

GARIS PANDUAN BAGI PENYEDIA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TAHUN 2018

Tujuan

1. Kertas ini menetapkan garis panduan bagi penyedia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yang akan digunakan sebagai input untuk 
buku Bajet Persekutuan. Pegawai Pengawal adalah diminta untuk memastikan agar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kementerian/agensi yang disediakan adalah 
selaras dengan garis panduan dan format yang ditetapkan sebelum mengemukakan 
kepada Perbendaharaan.

Keguna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2.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yang dimasukkan ke dalam buku Bajet 
Persekutuan adalah sebagai sumber maklumat mengenai Program dan Aktiviti setiap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Kerajaan Persekutuan. Laporan ini dapat membantu Ahli 
Parlimen untuk memperoleh maklumat serta penerangan terperinci mengenai Program 
dan Aktiviti utama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3. Selain itu, laporan ini boleh juga digunakan oleh kementerian/agensi sebagai
bahan rujukan untuk mengetahui struktur dan kegiatan Program dan Aktiviti 
kementerian/agensi yang lain. Maklumat berkenaan dapat menggalakkan kerjasama 
dan integrasi kerja di antara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serta membantu usaha untuk 
mengesan dan mengelak pertindihan Program dan Aktiviti antara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selaras dengan dasar penjimatan yang diamalkan oleh 
Kerajaan.

4. Maklumat yang terkandung di dalam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juga 
adalah penting kerana penekanannya terhadap prestasi yang berdasarkan kerangka 
keberhasil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Maklumat tersebut dapat digunakan untuk 
membuat penilaian awal terhadap prestasi keseluruh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dengan merujuk kepada data perbandingan outcome utama untuk tiga (3) tahun.

Format Bagi Penyedia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5. Penerangan mengenai setiap aspek laporan untuk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adalah seperti berikut:

5.1 Visi: Satu pernyataan rasmi tentang apa yang hendak dicapai oleh 
kementerian/ jabatan/agensi dalam jangka masa pan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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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isi: Satu pernyataan rasmi tentang matlamat kementerian/ 
jabatan/agensi merangkumi tujuan kewujudan kementerian/ 
jabatan/agensi skop operasi dan mekanisme pelaksanaan. 

5.3 Pelangg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Pihak yang akan menerima 
faedah secara langsung daripada Program/Aktivit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5.4 Prestasi Outcome Kementerian/Program: Pelaporan pencapaian 
Outcome Kementerian/Program menggunakan Penunjuk Prestasi Utama 
(KPI) yang telah ditetapkan.

5.5 Outcome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Perubahan atau kesan yang 
dibawa kepada masalah utama atau keperluan yang dikaitkan dengan 
pelanggan atau stakeholder. 

5.6 Petunjuk Prestasi Utama (KPI): Maklumat yang digunakan untuk 
mengukur pencapaian outcome. 

5.7 Program dan Aktiviti: Struktur Program dan Aktivit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adalah berdasarkan kepada pendekatan 
OBB. Program merupakan intervensi terancang bagi mencapai outcome.
Aktiviti merupakan entiti yang menyumbang kepada pencapaian outcome
sesuatu Program.

5.8 Fungsi Aktiviti: Menerangkan tugas dan peranan Aktiviti serta 
sumbangan kepada Program OBB yang berkenaan.

6. Format asas serta garis panduan bagi menyediak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bagi Buku Bajet Persekutuan adalah seperti 
di Lampiran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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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IRAN B1

VISI: (Apa yang hendak dicapai oleh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dalam 
jangka masa panjang.)

MISI: (Matlamat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yang merangkumi tujuan 
kewujud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skop operasi dan 
mekanisme pelaksanaan)

PELANGGAN: (Senarai pihak yang akan menerima faedah secara langsung
daripada Program/Aktivit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KERANGKA KEBERHASILAN KEMENTERIAN

PRESTASI OUTCOME KEMENTERIAN

OUTCOME n: (Senarai outcome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Petunjuk 2016       2017         2018
Prestasi       (Sebenar) (Sasaran)                     (Sasaran)
Utama

PROGRAM n: (Nama Program di bawah pendekatan OBB)

PRESTASI OUTCOME PROGRAM

OUTCOME n: (Senarai outcome Program)

Petunjuk 2016       2017         2018
Prestasi       (Sebenar) (Sasaran)                     (Sasaran)
Utama

Aktiviti n: (Senarai Aktiviti di bawah Program OBB)

Fungsi: (Fungsi Aktiviti menerangkan tugas dan peranan Aktiviti serta 
sumbangan kepada Program OBB yang berkenaan)

..………………………………………
(Tandatangan Pegawai Peng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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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yampaian Laporan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7. Satu salinan Laporan Bajet Program dan Prestasi kementerian/jabatan/agensi 
hendaklah dikemukakan dalam bentuk softcopy dan hard-copy yang 
ditandatangani oleh Pegawai Pengawal sendiri kepada:

Ketua Setiausaha Perbendaharaan
Perbendaharaan Malaysia
Pejabat Belanjawan Negara
Aras 6, Blok Utara
Kompleks Kementerian Kewangan
No. 5, Persiaran Perdana, Presint 2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Persekutuan
62592 PUTRAJAYA
(u.p.: Pegawai Pemeriksa Belanjawan [BRO])

Laporan ini hendaklah dikemukakan tidak lewat daripada 30 Ju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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