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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推动 20年行动方略委员会 

2010 年度会务报告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隆雪华堂推动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的成立 

1.1 本堂会长陈友信在华总中委会被委为“华总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主席；

委员为本堂董事刘景国与黄汉良。翁清玉为推动小组顾问、廖国华则为推

动小组主任。 

1.2 第一阶段行动计划：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 / / / 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协调人协调人协调人协调人    

政治组政治组政治组政治组    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廖国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年轻人选民登记运动 霍韦彣（隆雪华青） 

经济组经济组经济组经济组    人才外流 杜乾焕博士（槟华堂） 

监督新经济模式的进展 黄循营（华研）、林德义博士 

文化组文化组文化组文化组    文化遗产管理 陈再藩、陈亚才 

文化艺术网络 张集强 

教育组教育组教育组教育组    国民型中学的困境 刘志文、周世扬（森华堂）、张贞明 

国民中学辍学与 

语言接轨 

姚丽芳、黄业华（林连玉基金）、 

陈耀泉博士、杨泉博士 

社会环境组社会环境组社会环境组社会环境组    华团现代化 杨有为、黄集初（华研） 

原住民权益 陈松林（隆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 

华人义山管理与转型 戴炳煌、朱绍瑛（隆雪华堂）、 

陈新民（柔华总）、蒋礼谦 

强化女性的地位 郑淑娟（隆雪华堂妇女组） 

社区环保 郭喜宝、古觅星（CETDEM） 

（更多介绍和小组名单，请参阅《扭转国运》小册子或网站 www.20yearpoa.org） 

1.3 为了更有效推展 20 年行动方略各项计划，本堂于 7月 7日的第 7次董事会

议上，通过成立“隆雪华堂推动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主任为署理会长

翁清玉、副主任为戴炳煌和廖国华。 

1.4 “隆雪华堂推动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办活动尽量跨族群/语言，并配合

民间草根性团体，积极参与推动第一阶段行动计划。 

1.5 本堂也为“隆雪华堂推动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申请了一个银行户口，方

便进出账目和向外募捐。 

 

（2） 隆雪华堂推动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参与的计划 / 活动 

2.1 马来西亚 20年行动方略·第一阶段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 

日期 2010 年 7月 1日（四） 

时间 上午 11 时 

地点 华总丹斯里谢富年礼堂 

出席者 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本堂会长陈友信、林德义博士、杜乾焕博士、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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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星博士、杨有为、周世扬、廖国华、霍韦彣等。 

报告 推介第一阶段“扭转国运”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的小册子。 

 

2.2 马来西亚 20年行动方略·第一阶段行动计划：工作坊    

日期 2010 年 7月 4日（日），早上 9时至下午 2 时 

地点 华总丹斯里谢富年礼堂 

报告 此活动共吸引了约 100 名来自 40 个社团的人士出席。 

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第一阶段行动计划会在每两年进行检讨，配合华总

每两年改选。在此阶段，行动方略进行 13项计划。 

内容 1111）政治与治理组）政治与治理组）政治与治理组）政治与治理组    

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说服民联州政府，要求实现 308 大选承诺，恢复地

方政府选举。 

以年轻选民为主的选民登记——计划在 2011 年 12 月取得 200 万新选民登

记。 

2222）经济）经济）经济）经济    

人才外流——撰写专业人才外流研究报告，提呈政府及公诸于世。 

监督新经济模式的进展——进行研究、论坛和工作系统化分析，提供回馈

给政府。 

3333）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文化遗产管理——探讨成立专司文化遗产保留单位，整理文化遗产专家和

文物遗产从业者的通讯录。 

文化艺术网络——促进文化资讯交流，以多语言内容提供相关讯息，行程

跨文化与族群交流效果。 

4444）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国民型中学所面对的困境——改善拨款问题，不再需动用科目拨款解决日

常开销，解决师资不足和华文难考的问题。 

国民中学辍学与语言接轨——政府需指示国中特别关注来自母语班学生，

允许首两年的马来文科目以双语授课。 

5555）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华团现代化——华团的观念转变源自于领导人，而电子化则为华团现代化

带来最明显转变。 

原住民的权益——成立分享和收集原住民的部落格，举办讲座让公众了解

与意识到他们的困境。 

华人义山管理转型——华人义山需向商业墓园的管理模式取经，进行“城

市化管理”。 

强化女性的地位——向政府部门争取通过由联合国拟定的 30% 女性配额制

名额。 

6666）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一个永续的未来——社区环保，鼓励华团设立回收站，与现有慈善机构以

资源整合形式经营。 

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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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物馆经营管理”研讨会 

日期 2010 年 8月 21日（星期六），上午 9时至下午 5时 30 分 

地点 新山南方学院、新山海南会馆 

主催单位 20 年行动方略 

联办单位 新山中华公会属下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南方学院 

报告 1. 总共有超过 100 名学员报名参加，大部分都全程参与，反应热烈，可

谓圆满成功。 

2. 研讨会除了本国民间文物馆的代表作经验分享，也邀请台湾学者丘如

华女士来作主题演讲，分享国外经验；另外我国国家纺织品博物馆馆

长郑秀梅女士也报告国家体制内博物馆经营管理的概况，让民间和官

方博物馆/文物馆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活动照片 

   

程序表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8.00am 出席者报到  

8.45am 研讨会流程及注意事项汇报  

9.0am 开幕仪式： 

新山中华公会会长林奕钦致欢迎词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主席陈友信致词 

马来西亚高教部副部长 YB 何国忠博士致

开幕词 

赠送纪念品、大合照等 

 

9.30am 主题演讲 1： 

观光与经营的省思——从新山华族历史

文物馆谈起 

中文主讲： 

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秘

书长邱如华 

10.15am 主题演讲 2： 

Museum: Custodian of Culture 

英文主讲： 

国家纺织品博物馆馆长郑

秀梅 

11.00am 茶点时间  

11.15am 经验分享及交流： 

1.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名誉馆长 

   林源福 

2. 韩江学院华人文物馆馆长叶耿瑾 

3. 隆雪中华大会堂执行长陈亚才 

 每位报告时间 20 分钟；

交流时间 30 分钟。 

 

主持人：胡兴荣博士 

12.45pm 午餐时间/休息  

1.45pm 出发参观： 

1. 新山大皇宫博物馆 

2.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专门讲解员现场解说 

4.45pm 茶点时间 地点：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5.00pm 全场总结：陈再藩、陈亚才 地点：新山海南会馆 

5.30pm 研讨会结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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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民间非营利义山转型升级》研讨会 

日期 2010 年 9月 19日（星期日） 

时间 9.00am 至 5.00pm 

地点 华总谢富年礼堂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隆雪华人义山联合会、吉隆坡广东义山、雪隆广西义山、雪隆

福建义山、吉隆坡甲洞义山机构 

主催单位 20 年行动方略 

宣传 新闻发布会：2010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11am 

工委会主席戴炳煌发言时表示，我国的华人义山，长期以来是由社团和民

间非营利组织设立及经营管理，并以服务社会大众为宗旨，收费方面也相

对大众化。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化的过程、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素质的

提升，近年来，传统华人义山面临多项冲击和挑战，其中包括：（1）墓地

减少，新墓地难求、（2）土地运用的争议与利益冲突、（3）墓地价格的

订定、（4）殡葬文化与义山管理专业化的需求、（5）商业墓园的竞争、

（6）火化场及骨灰塔的设立与管理等。 

工委会副主席蒋礼谦透露，此次研讨会特别安插《经验分享》部分，邀请

在义山管理方面有实际经验的管理者来分享，提供他们在墓地管理、骨灰

塔的设置与管理，以及火化场的设置与管理方面的心得。另外，《专题演

讲》部分也致函邀请雪州政府委派代表来讲解雪兰莪州政府有关墓地方面

的政策。 

研讨会 

报告 

本堂副会长陈康益为研讨会致开幕词，期望国外专家经验分享，让本地义

山管理更上一层楼。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 YB 郭素沁代表致词时表示，雪州政府关注到墓地短缺的

问题，曾在州议会中讨论兴建更多火化场事宜，希望研讨会可以收集意

见，提呈给州政府作为参考。 

以下为研讨会内容： 

事项 题目 分享人 

专题演讲 生死学新观念 释慧开法师（台湾南华大学副校长） 

殡葬文化 王琛发（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长） 

经验分享 墓地管理 陈明辉（雪隆福建义山主任） 

骨灰塔的设置与管理 李振光（吉隆坡广东义山前任主席） 

火化场的设置与管理 苏金桔（甲洞华人义山机构主席）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11 月号《堂讯》） 

研讨会 

参加者 

人数：130 人，来自 21 个单位，即： 
1）吉兰丹华人义山联合会、2）吉兰丹潮音社、3）新山中华公会、4）巴西富地

华人义山、5）甲洞华人义山机构、6）巴生广东义山、7）八打灵再也华人义山公

会、8）瓜冷华人义山、9）白沙罗新村华人义山公会、10）雪隆福建义山、11）

巴生福建义山、12）登嘉楼华人义山公会、13）吉隆坡广东义山、14）沙登中华

义山管委会、15）新古毛华人义山、16）峇都知甲华人义山、17）巴登马六甲华

人义山、18）沙巴华人同乡联谊会、19）华社研究中心、20）加影广义公会、

21）孝恩文化基金会。 

研讨会 

整体评估 

1. 上课情况： 

� 课程进行顺利，个别讲师都作了相当好的准备，尤其是台湾释

慧开教授，更是深入浅出的讲述“生死学”新观念，例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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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非常生动。 

� 出席者都非常用心，超过 90% 的出席者全程参与整个研讨会。

学员的回馈也表示对研讨会的内容和进行感到满意。 

2. 媒体报道： 

� 平面媒体的报道相当完整和全面，尤其是《南洋商报》、《中

国报》和《东方日报》，可说是全版报道。 

3. 工委会： 

� 工委会成员可说是合作无间，各方面的准备和执行工作，包括

台湾讲师的接待，都相当周到。 

� 研讨会的开幕嘉宾隆雪华堂副会长陈康益先生为了奖励工委会

成员的辛劳以及研讨会的圆满成功，特地在 10 月 3 日（星期

日）7.30pm，在士拉央北海酒家举行慰劳会，招待工委会成

员。 

研讨会 

活动照片 

   

    

跟进事项 1. 工委会在 10 月 13 日（星期三）进行检讨，《民间非营利义山转型升

级研讨会》的工委会正式解散，并成立了新的《华人义山转型工委

会》，邀请八打灵义山加入新的工委会。 

2. 此《华人义山转型工委会》负责： 

编印华人殡葬文化手册——对象：一般人 

编印华人义山管理手册——对象：业者 

推动华人义山管理转型的提升——包括出国考察，在其他州属举办研

讨会。 

 

2.5 《国中预备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工作营 

日期 201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9.30am -4.00pm 

地点 隆雪华堂首都剧场 

联办单位 林连玉基金、隆雪华堂、马来西亚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 

引言人 课程发展中心何慧贞处长 

报告 1. 此工作营吸引了 50 位国中老师参与。 

2. 老师们都针对针对预备班的缘起与原初目标、现状与问题和解决方案

进行探讨，讨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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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会者都认同，预备班是为了预备非国小生进入国中后的语言接轨，

应该好好利用此平台协助学生。 

 

2.6 《国民型中学问题与挑战》全国研讨会 

日期 2010 年 12 月 4日（星期六），8.00am- 4.00pm 

地点 槟城华人大会堂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槟华堂、森华堂、教总、林连玉基金、校友联总、国民型中学

校长理事会 

出席者 58 间国民型中学，320 人，反应热烈。 

报告 1. 工委会进行全面发动，也拜访《星洲日报》，应允做系列报导，引起

了华社的回响和重新关注此议题。 

2. 研讨会在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顾问彭运明和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的

主题演讲后，正式掀开序幕。由 10 个小组分别进行讨论，再提呈予

大组讨论，之后综合意见汇整成报告书。 

3. 国民型中学之困境： 

土地 独中与国民型中学共用校地，导致发展受阻及容易产生

纠纷。 

考试 政府考试中的华文科目远超高标准及批改制度不透明。 

上课节数 一些国民型中学华文节数减到 3 至 4 节，而且当局只提

供 3 节华文师资，完全违反当局应允的 1/3 时间教华文

之承诺。 

华文师资荒 中学华文教师只由师范大学培训，但目前已中断此培训

计划。 

发展拨款不足 政府未制定规划国民型中学的拨款，不应以原本的科目

拨款用来发展。 

校长问题 不谙华文的华裔校长被派遣到国民型中学掌校，缺少长

期校长培训计划，应接受董事部推荐的校长人选。 

学生来源 派遣不谙华文的学生入校，特别在偏远地区，腐蚀华校

传统。 

董事会权限 法令中已取消董事会，只有学监会，而且学监会权力有

限。 

4. 此研讨会非常成功，并且达致多项结论。与会者也建议成立“全国国

民型发展工委会”，并委任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的两位顾问彭运明

及张贞明负责跟进。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1 年 2 月号《堂讯》） 

后续 “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工委会”于 2010 年 12 月 11 日成立，以促

进各国民型董家教和校友会之间的联系，并捍卫国民型中学的法定地位。

这个由太平华联国民型中学董事长林荣华出任主席的筹委会，成立后即席

召开中央机制会议，拟定国民型中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筹委会秘书为张贞

明校长；财政为彭运明校长。 

 

2.7 “族谱历史、作用和意义”讲座 

日期 201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7.30pm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主办 华社研究中心、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马来西亚姓氏总会联

合会、隆雪中华大会堂以及槟州华人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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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 中国学者许金顶教授 

报告 1. 此项讲座会是“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为落实华团现代化的计划而展

开的活动之一，华社研究中心则为了配合成立庆祝 25 周年纪念而赞

助此项活动。 

2. 族谱研究关系到华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了解族谱，对民族的根源将有

进一步的体会。 

3. 许金顶教授介绍族谱的基本知识、族谱与华人研究的关系，以及当前

整理族谱的经验及其困难等三个主要内容。 

 

2.8 其他 

举办日期举办日期举办日期举办日期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详情详情详情详情    

13/1/2010 

（星期三） 

8pm 

“还我公民权，争取投票

权！――砂州原住民权利现

况”影片分享暨交流会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20 年行动方

略委员会、华社研究中心 

（详情请参阅社会经济委员会报告） 

3/2/2010 

（星期三） 

8pm 

“人民之声：地方选举与资

讯自由”英文巡回讲座暨论

坛 

地点：八打灵 Balai Raya Tamera 

联办：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隆雪华堂民

权委员会、白沙罗之友（Friends of Kota 

Damansara）、八打灵再也居民协会联合会

（ All PJ, Selangor Residents Association 

Coalition, APAC）、良好治理联盟（Coalition 

for Good Governance, CGG） 

（详情请参阅民权委员会报告） 

8/2/2010 

（星期一） 

8pm 

“KPI 大比拼：国阵 VS 民

联，谁略胜一筹？”论坛 

地点：隆雪华堂光前堂 

主办：NTV7 

联办：隆雪华堂、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 

指定电台：最好听 988 

（详情请参阅总秘书报告） 

7/4/2010 

（星期三） 

8pm 

“寻找遗失的公民——砂州

原住民的生存权与公民权”

讲座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20 年行动方

略委员会、犀鸟力量行动小组 

（详情请参阅社会经济委员会报告） 

18/7/2010 

（星期日） 

9am-5pm 

“UPSR 与 PMR 存废问题”教

育工作坊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隆雪华堂、林连玉基金、20 年行动

方略委员会教育组 

（详情请参阅总秘书报告） 

12/8/2010 

（星期四） 

8pm 

“我们真的需要《资讯自由

法令》吗？”三语讲座 

地点：华总谢富年礼堂 

联办：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20 年行动方

略委员会、CIJ 独立新闻中心 

（详情请参阅民权委员会报告） 

13/8/2010 

（星期五） 

8pm 

“寻找本南人失落的希望”

讲座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林连玉基

金、犀鸟力量小组、20 年行动方略委员

会、选举观察（My Election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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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 

（详情请参阅社会经济委员会报告） 

1/9/2010 

（星期三） 

8pm 

“取消补贴？我们何去何

从？”英语讲座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民主和经济

事务机构（IDEAS）、20 年行动方略委员

会、AkademiMerdeka.org 

（详情请参阅社会经济委员会报告） 

4/9/2010 

（星期六） 

10am 

《社区环保计划》——推介

环保回收箱 

地点：隆雪华堂停车场 

主催：20 年行动方略 

联办：隆雪华堂、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

会 、 Centre for Environment,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Malaysia –CETDEM 

（详情请参阅总秘书报告） 

12/10/2010 

（星期二） 

7.30pm 

“如何实现女性 30% 决策

权”培训课程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隆雪华堂妇

女组 

（详情请参阅妇女组报告） 

 青年选民登记运动 （详情请参阅青年团报告） 

 

（3） 华总中委会“接手”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和“解散”秘书

处事件之进展 

3.1 行动方略委员会与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会面 （30/7/2010） 

� 出席者：陈友信、杨有为、林玉唐、周素英、潘庆松、陈耀星、刘志文和

林德义。 

� 《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一书原本已经印刷，惟丹斯里许子根对于内容

有意见，故将会做一些修正，再延后出版。 

3.2 华总中委会紧急会议 （25/8/2010） 

� 华总中委获悉丹斯里许子根对于《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一书有意见，

逐议决设立一个 20 年行动方略出版组审查及建议修改此书。 

� 会议也建议华总各州会长成为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成员。 

3.3 华总中委会解散行动方略 （27/11/2010） 

� 华总中委在第 7 次中委会上，当陈友信告假出国时，及未咨询其他行动方

略委员会之下，罔顾一些华总中委的严正反对之下仓促解散了行动方略委

员会。 

3.2 行动方略委员会第一次紧急会议 （1/12/2010） 

� 行动方略委员会在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召开记者会，发表文告

表示不满，要求华总纠正他们的决定及将会安排与华总会长方天兴见面。 

� 紧急会议出席者：陈友信、刘志文、蔡维衍、郑荣兴、林家全、刘景国、

陈新民、许综文、周世扬、黄循营、廖国华、郑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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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与华总会长方天兴会面，商谈行动方略被解散事宜 （10/12/2010） 

� 在进行了 2 个小时的闭门会议后，双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最后议决 12 月

16 日召开中委会紧急会议寻求解决方案。 

� 出席者：陈友信、方天兴、刘志文、郑荣兴、陈新民、黄循营、陈耀星、

钟来福。 

3.4 行动方略委员会第二次紧急会议 （16/12/2010） 

� 召开华总中委会紧急会议前，行动方略委员会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

汇报并讨论与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 12 月 10 日会谈有关华总中委“接

手”、“解散”事宜。 

� 行动方略委员会出席者：陈友信、刘志文、杨有为、郑荣兴、符芝万、陈

新民、林秋雅、周世扬、黄循营、翁清玉、廖国华。 

3.5 华总中委会紧急会议（16/12/2010） 

� 共有 28 位中委出席会议，以 23 票对 4 票，一人弃权，通过维持 11 月 27

日的华总中委会的议决案， 即华总接手 20 年行动方略委员会，并解散行

动方略秘书处。 

� 投反对票的是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森美兰华堂会长刘志文、槟城华堂总

务郑荣兴和柔佛中华总会署理会长陈新民。 

� 华总会长方天兴指出，华总接手 20 年行动方略，并解散行动方略秘书处，

会在下一次中委会议讨论行动方略委员会的未来活动。 

3.6 陈友信辞卸行动方略委员会主席职（21/12/2010） 

� 陈友信不认同接手行动方略委员会和解散秘书处的做法，同时也不同意华

总删改方略报告书，并认为此做法与行动方略原则立场背道而驰，所以决

定辞职，不过他继续实践针对行动方略所作的承诺。 

� 陈友信认为，华总中委会的做法是否定《行动方略》的全民、公开、无党

派以及华团独立的精神，并且是对《行动方略》委员会与所有参与者的不

信任，更是华团在推动公民社会工作的一大倒退。 

3.7 行动方略执行委员会辞职（28/12/2010） 

� 由林德义、杨有为和杜乾焕组成的行动方略执行委员会，以“无法在一个

自我审查和反民主的机制下服务”为由，发表文告辞职。 

3.8 行动方略秘书处约满（31/12/2010） 

� 合约届满的行动方略秘书处已经被解散了，2 位职员从 2011 年 1 月 1 日开

始在隆雪华堂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