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委员会
2010 年度会务报告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第 34 届隆雪华堂民权委员名单
顾问
主席
副主席
秘书
财政
委员

： 谢春荣
： 廖国华
： 黄进发、饶兆颖
： 陈慧君
： 侯渊富
： 吴立康、姚丽芳、赖康辉、黄业华、余福祺、王泽钦、卓振宏、
郑文辉、谢光亮、黄振南、凌国文、廖秋怡、庄国雄。

（2）会务
日期
7-1-10
7pm
本堂秘书
处会议室

题目
中学生民主人权营
第 1 次筹备会议
主持：赖康辉

简述
出席：黄进发、陈慧君、黄振南、谢光亮、招晓华、梁莉
思、谢伟伦。
1. 成立筹委会：
主席：赖康辉
副主席：梁莉思
秘书：谢伟伦
财政：陈慧君
课程与手册：黄振南、招晓华
团康、膳食：梁莉思
场地、宣传：谢光亮
交通与救护：赖康辉
征求：廖国华、黄进发
营长：（正）庄国雄（副）饶兆颖

2. 活动日期：2010 年 6 月 5 日至 7 日
地点：租借雪隆独中
3. 编列每日活动表。
20-1-10
7.30pm
隆雪华堂
紫藤茶原

中学生民主人权营
第 2 次筹备会议

出席：黄进发、陈慧君、黄振南、招晓华、梁莉思、谢伟
伦。

主持：赖康辉

1. 确定活动名称为“让自由飞起来——少年公民成长
营”。
2. 活动宗旨：开拓观念视野，培养中学生独立思考能
力；把民主精神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做个关心国家社
会的少年公民。
3. 联办单位：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雪隆理华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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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收对象：初中四至初中六或高中一至高中三的中学
生。
5. 住宿地点依序先考虑：a. 十五碑 YMCA；b. 八打灵修
成 林佛教寺院； c. 致函独中校长 （巴生滨华、兴
华、中华）
6. 编列课程及活动内容：
课程名称
逻辑及批判思考、辩论演练
何谓政府？什么是民主？
基本人权
言论自由
认识媒体
a. 媒体识读
b. 采访写作
c. 研究分析
种族与宗教
国外政治体系
社会正义
实践经验

29-1-10
7.30pm
隆雪华堂
秘书处
会议室

讲师人选
凌国文、张念群、余福祺
黄进发、杨凯斌、唐南发
杨映波、饶兆颖
林宏祥、Mksow、庄迪澎
傅向红、曾剑鸣
黄义忠、郭史光庆
陈慧思、曾雪霏、周泽南
Haris Ibrahim、Khalid
Jaafar
杨凯斌、饶兆斌、潘永强
Hishammudin Rais、
Saya Anak Bangsa Malaysia
陈亚才、李凯伦、Y4C、
理华人文图书馆成员

第 3 次民权委员会 出席：饶兆颖、陈慧君、黄振南、黄业华、庄国雄、谢伟
伦、林宏祥
会议
主持：廖国华

1. 20 年行动方略政治组：重点工作为推动地方选举；在
雪州 12 县市以中英文交替举办讲座，同时配合本堂
县区拜访进行。
2. “少年公民成长营”：准备申请经费申请计划书、确
定活动地点。
3. 培 养 跨 语 写 作 能 力 ， 拟与 Institut Kajian Dasar
（IKD）合办马来文写作班。

19-3-10
7pm
隆雪华堂
紫藤茶原

中学生民主人权营
第 4 次筹备会议

出席：黄振南、谢光亮、招晓华、梁莉思、谢伟伦。
1. 宣传：
a.

主持：赖康辉
b.
c.
d.

海报（A3 型 200 张）、活动 Logo 及 T-恤尚未完成
制作。
报名截止日期：4 月 30 日（五）
拜访学校：雪隆独中、国中华文学会。
制作 Facebook 群组，申请 G-mail 帐号，处理报名
事宜。

2. 课程：
a.

为使活动 6 月 6 日（星期日，活动第二天）的户外
采访运作顺利，建议当日全天进行此活动，当晚的
“种族与族群”课程移至 6 月 7 日（星期一）早
上；“国外政治体系”课程则予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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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寻求本堂青年团及大专生支援，全程共需 6 至 8 位
协调员，已编列预算。

3. 开幕：
a.
b.

22-3-10
7.30pm
隆雪华堂
秘书处
会议室

邀请嘉宾前来剪彩，人选未定。
营歌待选。

第 4 次民权委员会 出席：黄进发、饶兆颖、黄业华、谢光亮、黄振南、陈慧
君、赖康辉、周小芳、谢伟伦。
会议
主持：廖国华

1. 20 年行动方略政治与治理组：推动地方选举
a.
b.

联络县区及各州华堂，由民权巡回主讲；在这之前
先进行讲员训练。
与社区议题组织结合，下两站巡回地点暂订：
万挠（18/4）—万挠反高压电组织
巴生（5 月中）—反巴士车站搬迁居民组织

2. “我的宪法”（MY CONSTITUTION）醒觉运动——相
关资料尚在翻译中；与推动地方选举，分开进行。
3. “让自由飞起来——少年公民成长营”筹备进度。
28-5-10
5pm
隆雪华堂
秘书处
会议室

第 5 次民权委员会 出席：黄进发、王泽钦、陈慧君、庄国雄
会议
1. 推动地方选举：森华青拟将主办，民权提供讲员；与
回 教 革 新 团 （ JIM ） 结 盟 合 作 ， 同 时 找 人 民 之 声
（SUARAM）配合。

主持：廖国华

2. 武吉公满反毒运动：协助向人权委员会提呈备忘录；
与反毒委员会商议接下来的运动方向。
3. 下半年计划：7 月拟办 NGOs 与部落客的一日训练营。

“让自由飞起来— 出席：廖国华、庄国雄、谢光亮、梁莉思、张永仁、谢伟
伦（活动筹委）
—少年公民成长
6pm
1. 筹备：
隆雪华堂 营”检讨会议
25-6-10

秘书处
会议室

a.

主持：赖康辉

b.
c.
d.

宣传与招生：未来须提早进行宣传，同时分别开拓
独中与国中的华文学会、辩论队网络。
场地：不利于进行动态活动，唯住宿情况良好。
筹款：虽然申请国外基金失败，但募捐结果理想。
课程：须招募有经验的营委加入，强调整体课程设
计之连贯性。

2. 活动：避免整体节目安排过于紧密，宜增加营员互动
及团康时间。
3. 后续：制作团体通讯录，另以“回营日”名义举办餐
聚活动（如武吉公满之旅），维持营员们的联系。
24-9-10
7pm
隆雪华堂
秘书处

第 6 次民权委员会 出席者：黄进发、饶兆颖、谢光亮、吴立康、陈慧君、郑
文辉、庄国雄
会议
1.
主持：廖国华

杨伟光后援会：招募社会人士加入志工行列，与国
际特赦组织研究合作推动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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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2.

全民挺明福运动：推动反酷刑，重申成立皇委会，
详列相关诉求。

3.

地方选举选举：结合民间力量向雪槟施压，呼吁公
布具体落实时间表。

4.

武吉公满反毒：寻求在地年轻人领导，重新注入运
动活力及主动性。

4-12-10
至
5-12-10

民权委员会内部脑 民权委员会未来重点计划：
力激荡营
1.
少年公民成长营

彭亨州
福隆港

参与：
廖国华、饶兆颖、陈
慧君、庄国雄夫妇、
谢光亮、郑文辉、卓
振宏

拟在万挠、加影、瓜雪等社区试点进行，鼓励团
体成为联办单位。民权扮演咨询角色，负责提供
讲者，培训老师成为辅导员。



2.

地方政府选举
配合 CGG 推动八打灵地方议会选举，民权负责宣
传和教育工作。



3.

“给生命第二次机会”运动
继续跟进杨伟光案，向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
盟”取经，并与国际特赦组织配合推动“暂缓执
行死刑运动”。



4.

“全民挺明福”运动
制作运动布条，向华团及民意代表发动签名运
动，找寻新的突破点，重新唤起社会关注。



5.

武吉公满反毒运动
提供支援与协助策划，为该委员会进行社运培训
工作。



（3）文告
日期

题目

简述

8-3-10

文告：
肯定槟雪恢复地方
选举，吁隆市议会
先直选

1. 促请选举委员会积极且正面回应这项课题，并希望朝
野在“还民第三票”的议题上务实探讨，共同促成此
事。当务之急，是从吉隆坡市长及市议员直选进行，
再逐步到地方层级的自治选举。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2. 现代民主政治，植基于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之推
行，则从民选举始。面对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朝野
如何因应时代脉动及民众的吁求，打造一个高行政效
能、廉洁透明的治理环境，实为当务之急。除恢复地
方层级的选举外，直辖市长的民选，对于整体竞争力
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 为恢复地方政治的正常化，建议从选举划分的改进、
政治竞争的导正、阳光法制的立法，及公民社会的建
构等四个层面齐头并进，以落实主权在民，顺利达致
民主转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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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0

1. 针对内政部长推翻早前承诺，要求泰国法医庞缇先提
文告：
供资料，我国警方才能确保她来马供证时的人身安
配合普缇来马作
全，文告批评这项“有条件的保护”是无视证人安全
证，警应无条件保
的做法，不但缺乏诚意，并有故意刁难之嫌。
障安全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11-5-10

文告：
万挠高压电缆节目
被抽起，新闻自由
再敲警钟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2. 申请保护是每位证人的权利，保护证人则是立法者与
司法者的义务。若有良性的作证、举报环境，便能对
犯罪行为发挥威慑作用。这也是当局积极草拟“证人
保护法案”的初衷。
3. 保护证人之人身财产安全是警政单位的职责，既然普
缇已提出安全顾虑，警方应该提高警觉，在她前来作
证之前，评估风险等级，及时启动证人保护程序，否
则将令民众对司法制度的残缺再次失望。
原定在 5 月 10 日（星期一）中午时段，在第二电视《前
线视窗》中播出的“万挠新村铺设高压电缆争议”的节
目，临时被有关当局抽起，但并未提供任何理由。有关万
挠高压电缆的节目原本将连续一个星期播出，不料第一天
就已经触礁。
1. 文告表示这起事件再次敲响我国新闻自由的警钟，也
印证了我国的新闻自由在萎缩中。
2. 临时抽起的做法一方面剥夺了阅听人知的权利，同时
也再次反映政治干预新闻自由。文告要求新闻部向社
会大众做出交待，并且尽早恢复有关节目的播出。
3. 原定于四月下旬播出的“巴贡水坝对当地原住民社群
的影响”节目，也是临时被抽起。许多民间组织和专
业团体曾公开要求新闻部做出解释，惟新闻部及相关
单位并不重视民间和专业团体的意见。
4. 我国的新闻自由在国际上的排名日益滑落，从 2003
年的排名 71（100 个国家），到 2009 年下降到第 143
名（195 个国家），令人担忧。一旦新闻自由被剥
夺，媒体将无从有效发挥监督的角色。

5-7-10

文告：
关注贩毒死囚案，
促政府协助向新国
申请宽赦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马来西亚青年杨伟光因运送 47 克海若英而遭新加坡高庭
判处死。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呼吁马来西亚政府以所有外
交途径介入，协助该名男子向新加坡总统寻求宽赦。
1. 文告批评新加坡法律部长山姆甘在杨伟光申请宽赦
前，就发言不同意宽赦，否定了新加坡宪法赋予刑犯
的权利，显示“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受到不公义的对
待”。它违反了自然公义原则、法律程序，和《宪
法》赋权给犯人寻求总统的宽赦。
2. 文告认为，我国政府必须通过所有外交途径介入和捍
卫我国公民在国外的权利。
3. 为了行使这项法定权利，马来西亚政府可将此案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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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庭，以停止新加坡“不合法谋杀”（unlawful
killing）这名无助的青年。
9-10-10

1. 祝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也促请中国政府立即
文告：
释放刘晓波，容许他出国领奖，并且就人权问题展开
释放刘晓波，推动
改革，尽快确认国际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
民主改革

刊登媒体：
《南洋商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1-11-10

2. 中国政府表示刘氏是被法律判罪之人，将诺贝尔和平
奖颁给这样的人，是对该奖宗旨的亵渎。但国际社会
却多表示对此颁奖的肯定，由此可见，这次颁奖彰显
了中国与世界主流价值的巨大差距。一个身陷囹圄的
人荣获和平奖，意义非同小可。
3. 要求中国政府尽速释放所有仅仅因为表达不同意见即
被严处以重刑的人，并呼吁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我国
华社，基于民主信念，不应对人权侵害问题沉默。

重 申 人 权 防 警 滥 1. 针对四名“全民挺明福”运动成员日前在话望生遭逮
捕，文告谴责警方滥权逮捕，否决宪赋表达意见自
权，正是我们的诉
由，并剥夺相关人士会见律师的权利，同时也批评马
求！
华公会纵容暴力行为，无视该党话望生区会领导涉及
竞选总部的肢体冲突事件。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2. 文告指出，“全民挺明福”运动是和平、非暴力的民
间游说团体，为扣留期间遭遇酷刑的各族群扣留者争
取权益，无涉任何朝野政党议程，也并非全国选委会
主席阿都阿兹所言“挑起华人不满的情绪”，却遭警
方逮捕阻挠，警方职权行使过当之疏失与滥权，选务
机关违反中立性，由此可见。
3. 文告也对马华公会话望生区会企图将肢体冲突事件
“政治化”，扭曲暴力事件的本质，以“政治化”的
歪理逃避施暴的责任，如此拒绝承担错误的态度，予
以最强烈的谴责。

（4）联署 / 备忘录
日期
9-1-10

题目

简述

共超过 130 个来自全马的维权组织、宗教团体和 5 个在野
英文文告：
Malaysia will not 党今天破天荒发表联合声明，谴责 1 月 8 日发生的教堂纵
bow to acts of 火事件，并促请全国人民谴责任何亵渎膜拜场所的行为，
并营造一个健康的辩论和对话空间，以处理多元种族、宗
Violence
教和文化的议题。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1. 没有任何理由足以合理化任何人在教堂作出如此挑衅
的暴力行为，这已构成恐怖行为。尽管如此，这种暴
力行为不应被视为回教徒和基督教/天主教徒之间的
冲突，这种行为皆冒犯了回教以及基督教、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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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22-1-10

共有超过 30 个来自不同信仰、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公
中英联合文告：
攻击任何信仰等同 民社会团体，强烈谴责对麻坡二间回教堂祈祷室的的纵火
行为，并指出：
攻击所有信仰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29-1-10

2. 对一个民主的社会来说，没有课题是敏感的，不应用
这类暴力威胁行为谋杀民主辩论。我们要求所有马来
西亚人一起：一、谴责在任何时候亵渎任何膜拜场所
的行为；二、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以进行包容性的辩
论、对话、深思和解决涉及我们的多元种族、信仰国
家的课题。

1. 对国内任何信仰的攻击，不啻等同于向我国所有信仰
宣战。此时此刻，我们与甘榜沙芭莪的希拉督拉欣祈
祷室和巴力文丁祈祷室同在，我们同时也与国内广大
的穆斯林社群同在。这些攻击行径，似是企图挑起我
国不同宗教间冲突的黔驴之技。
2. 警方须尽速采取行动，调查及遏阻任何暴力和恐怖主
义行为，我们也吁请国人信守和平、自由和理性。究
其实，这些攻击事件突显的至多是治安秩序的危机，
而非宗教和谐的危机；易言之，失灵的是马来西亚国
家机关，而非马来西亚社会。

针对日前雪隆两所回教堂遭人丢掷猪头事件，共超过 60
中英联合文告：
个团体联署谴责，呼吁：
Police
Investigation on 1. Malaysians of all faiths have however once again valiantly
defeated such wicked plots. The ahli qariah (members) of the
Mosque
Attacks
desecrated mosques and the Muslim community at large have
must Pursue the
demonstrated admirable calm and cool-headedness, just like
Political
the Hindu, Christian and Sikh communities before this. As in the
past, Malaysians of other faiths see the attack on Islam as an
Operators
attack on their own faiths. In an immediate response, the
Malaysian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Buddhism, Christianity,
Hinduism, Sikhism and Taoism (MCCBCHST) have condemned
any such violence on any house of worship as “a sin of the
highest order”.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2.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The inter-faith solidarity of Malaysians is a clear and loud
testimony that Malaysian society has passed another test on
communal relations and emerged only ever stronger than
before. No cow head, pig head or fire can set the fraternity and
goodwill amongst Malaysians on fire. The agent provocateurs
are only burning themselves in stark desperation devoid of any
modicum of civic consciousness or religiosity.

3.

We however object to any use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or
Sedition Act. No one should capitalize on the pain of the
religious communities to rejuvenate the evils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culprits must be charged in Court under the Penal Code or
other relevant laws. We demand that all ISA detainees,
including the latest 12 to be charged in court or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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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0

日前联邦政府起诉 4 位瓜拉光抗毒臭运动领袖涉及非法集
联合文告：
即刻废除警察法令 会，并导致他们被判监禁两周和罚款五千令吉。
27 条，撤销对抗毒 1. 促 请 国 阵 政 府 正 视 民 间 的 民 主 化 诉 求 ， 即 刻 废 除
臭领袖的控诉
《1967 年警察法令》第 27 条，还人民集会自由和表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8-3-10

英文联合文告：
Make
Democracy
the Only Game in
Town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达自由的基本人权，同时也吁请警察和总检察署尊重
4 名抗毒臭运动领袖的宪赋权利，马上撤销针对他们
的无理控诉。
2. 《1967 年警察法令》第 27 条赋予警察管制集会和发
出准证的权利，已剥夺马来西亚人民的集会自由和表
达自由的权利，违反民主精神。国阵政府滥用警政权
力限制人民的公共生活，压制社会的不满声浪，乃是
害怕群众力量汇川成海，威胁国阵的政治权力。无论
是内安法令、紧急法令还是警察法令 27 条，都是国
阵为了确保政治垄断地位所斥诸之反民主手段，无关
社会安宁和秩序。
共有 100 个公民团体发表联署声明并提出 6 项改革要求，
希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能够修改《联邦宪法》与相关法
令，以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同时呼吁议员在来周国会提出
动议，进一步催促纳吉政府归还人民的第三票：
1.

That Article 48(6)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similar
provisions in state constitutions be amended to allow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resign and re-contest when they disagree with
their party.

2.

That “recall elections” be introduced so that voters may sack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ho underperform or betray their
mandate.

3.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spects the spirit of federalism
and treat all state governments and members of parliament
without discrimination regardless of party affiliation in term of
grants, subsidies, royalties, allowance, support etc.

4.

That State Governments treat all state assemblyperson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regardless of party affiliation in term of allowance
and support.

5.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s
amen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all the related laws to
facilitate the conduct of local governments elections so that all
parties ma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in represent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s.

6. That all anti-human rights legislations be repealed and all
politically-motivated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be stopped
immediately.
20-3-10

针对《中国报》因报道全国总警长慕沙哈山呈辞新闻，导
联合文告：
惩中国报图酿寒蝉 致该报总编辑张映坤遭内部处分一事，文告严厉谴责内政
效应，纳吉从未展 部日前的各种威吓手段，并吁请首相纳吉尽速废止所有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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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改革诚意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3-5-10

1. 究竟慕沙哈山是否如《中国报》所报道在 3 月 25 日
之前呈辞，又或者事情后来才发生新的转变，这一点
只有内政部长知情。因为在现有恶法的限制下，媒体
根本无法进行独立调查。
2. 内政部以要求解释为名，行惩罚媒体之实，证明国阵
箝制媒体的本质并未改变。
3. 媒体肩负社会责任，理当秉持新闻专业，如有不实造
假的报道内容，公民社会将形成舆论挞伐，督促媒体
自律。

11 个公民团体促请所有大马人，特别是首相纳吉的领导班
联合备忘录：
停止媒体业之政治 子和媒体业者，回应自去年新闻自由日以来的 8 次重大侵
犯新闻自由事件。
干预和自我审查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独 立 新 闻 中 心
（ CIJ ） 、 干 净 与 公
平 选 举 联 盟
（BERSIH）、大马人
民之声（SUARAM）、
漫画家祖纳和《漫画
库》团队、我是大马
之子（SABM）、公共
创 议 中 心 （ CPI ） 、
社会进步研究机构
（ REFSA ） 、 新 纪 元
学院前进阵线、国民
醒觉运动（Aliran）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13-5-10

制媒体运作的法令，展现尊重新闻自由的诚意。

联合文告：
Make May 13 A Day
for Peace, Reason
and Freedom

（第二电视台停播关于巴贡水坝的纪录片、NTV7《非谈不
可》清谈节目的干预和审查、《中国报》关于全国总警长
辞职的“不准确报道”、鞭打女性的批评被噤声、报章的
新出版指南、大马通讯和多媒体委员会以牛头示威为由骚
扰《当今大马》、没收书籍、NTV7 清谈节目《观点》主持
人吕国仪被调职）
这份新闻自由和维护专业的诉求备忘录将提呈予中央及各
州政府。备忘录内容：
1. 要求在下个新闻自由日之前采取以下行动：
一、 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或国会特选委员会研究和
建议媒体法律改革，以确保媒体业者的多元性；同
时，所有政治检查机制也必须被废除，并以由媒体
业者和公民社会组成的真正和独立的机构取代。
二、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捍卫记者和公民
行使表达自由和资讯自由，免于被非政府机构恐吓
的权利；在检讨目前法律的当儿，该避免滥用现有
的法律，打压媒体自由。
三、 媒体业者必须维护专业和新闻自由，而非实行自我
审查。

2. 要求在本月梢前即刻落实：
一、 NTV7 和第二电视台必须针对最近被指责审查事件
作出解释。
二、 首相明确保证他的领导班子或家族成员，将不会破
坏媒体业者在题材、角度和新闻来源选择上的专业
判断。

共有 100 个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团体呼吁全体马来西亚人把
5 月 13 日视为珍惜和平、理性和自由的一天。同时非议利
用“513”赞美政治暴力和灌输恐惧的纪念活动，并一致
要求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还原 513 事件的真相，消除社
会对它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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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马来西亚人民之
声（SUARAM）、妇女
行 动 协 会 （ AWAM ）
等。

1. 尽管人民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应该受到颂扬，可是
任何企图利用 513 事件来赞美政治暴力或灌输恐惧的
举动皆是可耻的，应该受到公众摒弃。此外，任何涉
及国家的资金和资源拨款的悲剧纪念活动，内容和对
象必须具有包容性。
2. 文告强调寻求通过对话和讨论、相互尊重以及开放的
精神，而非恐惧，追求和平与和谐。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15-6-10

联合文告：
捍卫新闻自由，呼
吁公民到隆雪华堂
拔钉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528 媒体行动小
组、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
刊登媒体：
《中国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2-8-10

联合中巫文告：
无诚意废除内安法
令，内长须为大逮
捕辞职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林连玉基金。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拔起：1984 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装置艺术作品从即日
起在本堂，三组织吁请公众到隆雪华堂楼上大厅参与拔钉
行动。每个公民允许拔除一根铁钉，代表人民要求废除
《1984 年印刷与出版法令》的决心。
1. 文告呼吁公众继续关心国内媒体空间被恶法严重压
缩，并促请公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废除《1984 年印刷机
与出版法令》的诉求；争取国人的自由言论，从拔起
一根铁钉开始做起。
2. 文告也呼吁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包括支持废除《1984
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的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
主席诺丽拉和《星洲日报》董事经理刘鉴铨参与争取
新闻自由团队，一起拔铁钉除心头刺及要求废除恶
法，为我国的新闻自由奋斗。

文告强烈谴责警方强行驱散全国各地的废除内安法令和平
烛光集会、逮捕 36 人的做法，并呼吁内政部长希山慕丁
即刻引咎辞职，为此这项侵犯人民宪赋权利的逮捕行动负
责。
1. 内政部长希山慕丁曾在今年六月底表示，内安法令修
改法案即将提呈国会通过，新的修订法案将保障人民
的和平集会权利。但是，我们认为，“八零一大逮
捕”已违反当局欲修订内安令的承诺，也曝露出政府
漠视民权的虚伪假面。
2. 这些事件，加上 2009 年反内安法令大集会 589 人被
逮捕，两年内因反对内安法令而被逮捕的人数已高达
625 人。这个惊人数目显示政府不能容忍普世认同的
和平集会权利，显然我国已迈入警察国年代，“人民
优先”的口号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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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Harakah Daily
10-8-10

联合中巫文告：
镇压反涨运动漠视
民意，把街头还给
异议者！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维护媒体独立撰
稿人联盟（WAMI）、
林连玉基金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3. 我们要求内政部长希山慕丁和全国总警长对警方一再
侵犯人民和平集会权利，立即引咎辞职，以示负责。
针对警方日前在吉隆坡甘榜克灵芝夜市推介的反涨价运动
中，调配大批警力镇压并逮捕人民之声协调员郑文辉和公
青团峇都区团团长罗占，文告谴责此举已严重侵犯人民的
集会自由与言论自由，显示政府推出的津贴合理化计划，
不但拒绝听取民意，更是悖离社会期待与诉求。
1. 根据我国联邦宪法第 10（1）（b）条文，每个公民拥
有参与和平集会的权利，而世界人权宣言第 20（1）
条文也阐明，人们和平集会的自由理应受到保障。从
纳吉上任后的社会事件观之，国人历次的示威活动如
何被对待，是否会被随意地冠上“非法集会”标签，
警方是否执法过当、滥行逮捕，不啻为检验当局是否
具备改革诚意的重要指标。
2. 有能力掌控媒体或设定议题的显要人物，无须上街
头；利益稳固、权利未受侵害的政商朋党，当然也不
用走上街头。但是，对于相对无权无势的弱势团体和
异议者，集会游行往往是唯一可以发声的机会。因
此，限制或剥夺这些“基层异议者”的集会游行权
利，不只是让他们上不了街头，更形同剥夺其作为平
等公民的主权者地位，让他们连唯一的有效发声管道
都丧失了。
3. 为了打造一个真正尊重宪赋权利的公民社会空间，警
察法令应该捍卫人民集游自由和避免其侵犯他人合法
权利，而非用以打压人民发声，要求任何的陈情、请
愿集会需要事先经由警方批准才可举行。文告促请政
府正视民间的民主化诉求，即刻废除《1967 年警察法
令》第 27 条。

15-9-10

2010 年马来西亚日 马来西亚成立 47 年，终于迎来第一个马来西亚日公共假
公民社会中英联合 期，53 个公民社会团体与人民公正党妇女组共同发表联合
声明，呼吁国人“通过自由达致友爱”，以沉默 47 分钟
声明
为国家祈福。声明指出：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林连玉基金、我
是马来西亚之子
（SABM）等，53 个公
民团体。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1. 马来西亚不只是友爱和自由的承诺，更是具体地通过
自由达致友爱的承诺。我国独立不是为了成为一群互
相友爱的奴隶，因为害怕恶法或族群暴乱而和平共
存。我国独立也不是为了让我们任意和绝情地行使自
由，对我们兄弟姐妹造成伤害或者无动于衷。
2. 让我们腾出一点时间来沉思，反省我们到底做了什
么，还是没做什么，让我们的国家堕落到今天这种天
地。让我们拥抱其他马来西亚人，不是因为害怕或容
忍，而是因为爱。让我们聆听他人，以便互相理解，
即使最终不能达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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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0

联合中巫文告：
谴责巫青暴力阻槟
反内安令活动

1. 强烈谴责巫青团和光大店商会副主席甘尼阻扰日前在
槟城光大大道举办的《在残暴的内安法令下 50 年系
列活动》，推撞工作人员和记者，粗暴对待协商人士
等流氓行径。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林连玉基金公民
社会委员会、CIJ 独
立新闻中心、回复兴
前线（IRF）等。

2. 指出维持社会秩序及国家法治乃警察部队职责，巫青
团的暴力行为已侵犯主办单位的宪赋言论自由权利，
警方不加以制止是严重失职，槟州总警长必须为此负
上全责，惩处涉及警员。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6-12-10

联合文告：
镇压集会钳制宪赋
权利，印证纳吉伪
善言行不一
发起单位：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林连玉基金公民
社会委员会、马来西
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
动（学运）。

3. 认同主办单位的见解，认为内安法令下违反人民权利
的无审讯扣留，必须立即废除。任何控诉必须给予被
控者回应的权利，否则将违反自然公正原则，剥夺被
扣者的人权。

1. 文告谴责纳吉政府放任警方镇压日前的“还水予民大
集会”。这种蔑视公民集会自由权利，动辄以催泪弹
和化学水炮对付关心国事的手无寸铁公民，甚至逮捕
只是身穿红衣的党要，令人慨叹国内民主空间在纳吉
掌政期间日益萎缩，也让国人切身感受到国家领导人
言论的不一致与荒谬性。
2. 文告认为集会游行是民主社会中弱势者的重要发声的
管道。既有刑事法典已经足够处理各种集会游行的突
发状况。因此，政府除了有义务要协助和平的集会游
行顺利举行外，更应当废除“警察法令” 第 27 条
文，防止警察施暴与滥权行为继续发生，真正做到尊
重民意、还权予民。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
《当今大马》

（5）座谈会、论坛及活动
日期
27-1-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项目

简述

“让刘晓波回家过 发起《08 宪章》的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名被判重刑，激起国际社会反响。中国经贸跃
年”讲座会
进，人权倒退，刘晓波只是北京更严厉打压异议人士的最
新一例，足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路仍然漫长而艰辛。
1. 谢锡福总结中国目前的一些重要发展，包括中产阶级
的成长、党内团派和太子党之间派系力量的互相制
衡、法制系统近年来的不断成熟、媒体的逐步开放与
商业化趋势、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等，都是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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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黄进发（政治学者、民
权委员会副主席）
唐南发（时事评论人）
谢锡福（时事评论人）
主持人：
余福祺（民权委员）

民主发展的契机。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中国公民
对民主还没有强烈的诉求，中共党内对民主更有恐惧
心理，这些都是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原因。
2. 唐南发则从刘晓波事件看当前中共的统治思维。他指
出，1989 年之所以发生六四事件，一项关键的因素是
当时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处于一种对抗和抗议的状态。
知识分子尤其觉得改革开放并没有惠及本身。江泽民
等人认清了这个问题，乃在上世纪 90 年代大量接触
和收编知识分子，把他们变成职业化的学者，给予物
质和精神安抚，使之各安其业，杜绝非分之想，并成
了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3. 黄进发强调，虽然刘晓波先生锒铛入狱，世人反而认
识到原来他如此强大，凭文字就能够威胁到世界第二
大强国。反过来说，能够让美国经济感冒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原来在政治上如此弱小，如此缺乏自信。他直
陈，在未来 11 年里，中国的政治自信便要陪着刘晓
波先生的人身自由坐牢，没有假释。

3-2-10
8pm
八打灵
Balai
Raya
Tamera

“人民之声：地方 1. 民联政党（行动党及公正党）在上届大选宣言中列明
的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承诺，但至今仍以“法律限
选举与资讯自由”
制”、“经费过高”等理由推搪，拒绝还民第三票，
巡回讲座暨论坛
Rakyat’s Call for PIE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and Elections)
联办：马来西亚 20 年
行动方略、隆雪华堂民
权委员会、良好治理联
盟 （ Coalition for Good
Governance, C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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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0
7.30pm
隆雪华堂
楼下
会议室

未展现制度改革的意图。与此同时，雪州与槟州政府
承诺制定资讯自由法，除了前者略有表现外，其他民
联州属依旧原地踏步。

2. 地方选举是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杠杆之一，鉴
此，为体现《20 年行动方略》改革刍议中的建言献策
精神，我们成立“人民之声：地方选举与资讯自由
（Rakyat’s Call for PIE）”论坛，矢志推动地方
选举与资讯自由法案，恢复公众知情权，培养公共参
与、草根民主的积极精神，以期在基层推广民主教
育，并落实符合宪政、民主法治与地方自治精神，进
而实践民主转型的重要目标。
3. 工作纲领：未来 2 年内，平均每两个月 1 次，陆续在
雪州 12 个地方县市社区举办巡回讲座，提倡地方选
举及资讯自由法的重要性。

“地方选举之讲员 1. 现代民主政治，植基于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之推
行，则自选举始。故朝野如何善事地方选举，使确属
训练”巡回讲座
贤能之士，出主庶政，为民服务；发言议坛，为民立
法，民治成败，关系至巨。
主讲人：
黄进发（政治学者、民
权委员会副主席）

2. 本次讲员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
a.
b.
c.
d.

我国独立前后的地方议会制度沿革；
中央与地方权力之划分；
比较英国的地方制度；
恢复地方选举及其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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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0
8pm

民权工作坊：谈地 主办：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沙登青年中心
方议会选举
主讲：廖国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
饶兆颖（副主席）

沙登顺达
山庄居委
会会所

主持：李松荣（沙登青年委员会财政）

英语论坛：勇于发 主讲：Ambiga Sreenevasan（前律师公会主席）、唐南发
（ 时 事 评 论 人 ） 、 Jerald Joseph （ 人 权 运 动
声——谈马来西亚
8pm
者）、Dina Zaman（自由撰稿人）
隆雪华堂 族群认同
主持：Haslina Yaacob（妇女行动协会主席）
21-4-10

楼上讲堂

Forum Berani Bersuara:
主讲人先叙述本身在成长过程中对族群认同的认识与体
Malaysia Ethnic Identity
验，并请现场听众分享心得，发言民众大多数分享与其他
族群相处的经验，并表示无需强调族群差异。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妇女行动协会（AWAM）

1. Ambiga Sreenevasan 提及，她 11 岁那年发生五一三
种族骚乱事件，当时不少华人躲入她家里寻求庇护，
让她感到十分震惊。她认为，区分族群差异只是政治
人物的把戏，新一代根本不应该理会这些伎俩。
2. Dina Zaman 则认为，应超越族群的区别，关心人民共
同面对的问题，包括贫穷、女性歧视、难民议题等。
她说：“一些马来朋友希望拥有土著保留地，担心奖
学金被其他族群获取，这些都是出自畏惧的心理，希
望留给下一代一些东西，担心本身没法适应竞争。”

28-4-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从乌雪补选看未 1. 蓝志锋认为政治海啸在雪州是“高速大道政治”，民
联获得的议席都沿着四条大道，即联邦大道、白蒲大
来政局”讲座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独立新闻在线》

主讲人：
颜贝倪（雪州万挠区州
议员）
蓝志锋（《东方日报》
副新闻编辑）
林宏祥（《独立新闻在
线》马来文版主编）
主持人：
谢光亮（民权委员）

道、莎亚南大道及第二中环公路，一旦远离四条大
道，民联纵使得胜，也赢得少。他表示，朝野政党、
领袖都在这场选战有所损失，最大得益者却是人民，
因为纳吉押上了他本身的声誉，最后几天于选区全天
候助选，但扣除军警铁票之后，国阵赢得辛苦。
2. 颜贝倪坦言，民联尽管已经执政雪州两年，但碍于乌
雪网络不发达，在资讯传达方面，许许多多的福利政
策、惠民措施确实没有办法下达选民基层。无论国阵
在选举中挑起什么种族性议题都好，她认为民联都还
有办法解释，但在策略、节奏上的安排，民联被巫统
甚至是国阵压着来打。她认为，国阵依然使用金钱、
种族议题外加理应独立的选委会、警队打压对手，导
致人民公正党败选。
3. 林宏祥批判乌雪补选并没开启任何新政治局面，从国
阵以致于民联开始使用人身攻击、糖果政治等竞选手
段，显见我国政治依然囿于旧的架构框框。曾亲到选
区观察的他抨击国阵三个主要成员党，即巫统、马华
公会、印度国大党依然在各自族群的选区各说各话，
大玩种族牌，如炒作雪州批准养猪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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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出版的新书《一个马来西
亚，两种社会契约？》和《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中译
本。前者从社会契约、马来人特权、宪法定位、回教法、
女性权益、宗教自由、民族主义、回教国、宗教价值、回
教政策、多元社会、公民归属，反思今日马来西亚社会的
深层结构。后者更接橥困扰着马来人的问题，其实不完全
联办：
是一己的族群问题，而是源自本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延伸成的政治难题，牵动着整体马来西亚的命运。

“一个马来西亚，
两种社会契约？”
8pm
隆雪华堂 新书推介暨讲座
29-4-10

楼上讲堂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SIRD

推介人：
陈友信（隆雪华堂会
长）

主讲人：
黄进发（政治学者）
刘镇东（槟州升旗山国
会议员）
陈亚才（时事评论人）

主持人：
陈慧君（民权委员）

1. 陈亚才说，马来西亚独立后，联盟及其后国阵的种族
性成员党延续种族性的路线；巫统可谓罪魁祸首。长
期仰赖种族论述的政党，一旦被要求抛开种族视角，
一时间反而显得一片茫然，无所适从。他说，如何调
理马来西亚的体制，成了这一代人的共同关怀和责任
了。然而，当政者却不愿意公众讨论攸关国家根本原
则的问题，将“社会契约”高度的神秘化和神圣化，
甚至采取恐吓和要挟的手段，都不利于讨论马来西亚
建国的理念和今后的发展路向。
2. 黄进发说，马来西亚版的“社会契约”其实完全不同
于西方的原本概念――本来是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即
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的制裁，变成了个人要接受群体
的制裁。他说，执政者以种族包装国家权力的面貌，
例如将马来人社会等同于国家，因此马来人就不会看
到马来人内部的问题，并将公民社会视为非马来人，
为了保卫马来人就等于保卫国家，因此在这个过程，
国家的权力反而受忽略了。换句话说，执政者隐藏了
权力政治的本质。
3. 刘镇东说，马来人内部其实非常开放，是因为僵化的
政治导致马来社群遗忘自己的文化多元性。他说自己
是年轻的一辈，对族群问题没有这样多包袱，可以放
开来谈。其实，在问谁是马来人的时候，同时也在反
思华人是什么，族群是对应于他者而形成的。他援引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论述说明，族群其实是透过教育、精
英论述与印刷品而打造出来的。经过族群论述的召
唤，不同的个体可以想象自己属于某一个共同体，仿
佛大家的命运被联系起来。

1-5-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砂州原住民习俗 1. 詹运豪表示，1958 年的砂州土地法典，甚至独立前的
统治者，皆承认砂州原住民的土地拥有权，反而是国
地”讲座
主讲人：
詹运豪（莫纳斯大学马
来西亚分校人文学院院
长）

阵政府完全不承认他们的权利。上世纪 70 年代以
来，国阵政府开始大肄砍伐和开发森林和剥夺原住民
习俗地，一些和官员勾结的伐木商甚至获得者十万公
顷以上的伐木权。砂拉越人民特别是原住民被彻底的
边缘化和受歧视。失去了土地拥有权的保障，将直接
对原住民的生计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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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詹运豪指出，中央政府意图把在西马实施多年并证明
可保统治稳固的“种族政治”带到东马，使得东马的
种族也走上两极化的不归路。如何让人们了解这只是
资本家、政客用来蒙蔽人民的手段是很重要的。
3. 他强调，我们不只在体制内要有改革，更要进行边缘
的战斗。这种边缘战斗是由很多不同的团体所构成，
透过实际的教育这土地上的人民有关森林与生命的意
义，以及异议团体的串连来进行，或许会增加一些功
效。砂劳越或沙巴需要更多的关心，尤其是作为“中
央人”已久的“半岛人” (Orang Semenanjung) 更
应拿出实际的行动，来理解些离岛或边缘，进而投入
改造的运动中。

“捍卫人权：还阿 开场前找来嘉宾朗诵 A. Samad Said（国家文学奖得主）
8.30pm 米奴拉昔公道”讲 的诗歌“Jeritan Senja September”。
1. Nagarajan Surendran 指出，人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
隆雪华堂 座
4-5-10

楼上讲堂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马来西亚回教学生协会
（PKPIM）
主讲人：
Nagarajan Surendran
（阿米奴拉昔家属代表
律师）
Raja Badrol Hisham
（马来西亚国际回教大
学法律系讲师）
黄进发（隆雪华堂民权
委员会副主席）
主持人：
Muhammad
Faisal
Abdul Aziz（马来西亚
回教学生协会主席）

5-5-10
8pm

等力量，多年来不断针对警队滥用枪械，提出申诉和
警告，但往往都被忽略，才会导致 4 月 26 日发生阿
米奴拉昔遭枪杀案。他相信成立独立警方投诉及违例
委 员会（ IPCMC）， 将能够 遏制警 察滥用 枪械的问
题，而家属要求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原因之一，也是希
望能够给予当局压力，设立这个拖延多时的独立委员
会。
2. Raja Badrol Hisham 提到，警察能够依据《刑事程序
法典》，以三个方式进行逮捕，分别是与嫌犯有身体
上的接触或限制其行动，抑或嫌犯先行自首。在同一
法令之下的第 23 条文，提到警员无逮捕令的情况下
捉人，需要有罪案成分的合理原因，如有关消息必须
来自可信的来源。他相信，警方在阿米奴拉昔案件
中，将会“紧咬”第 23（c）条文不放，即当事人有
合理嫌疑是涉及罪案。他也强调，除非阿米奴拉昔与
警察面对面，巴冷刀才能够挥向警察，警员生命受威
胁才可开枪，但也只是瞄准其他非致命部位；警察也
能够在追逐期间，联络控制中心，查明车子是否有嫌
疑。
3. 黄进发提出，撤除联邦政府警力的独揽权，让中央和
州政府共同分担警力。他以英国作为例子，指当地警
方是由县（county）控制，也依然有内政部长指挥，
警察的“老板”是县阶级、来自当地的代表。他认
为，这不但能够检视和平衡行政和司法，同时还可以
检查及平衡联邦及州政府的权力，不必让权力聚集在
同一方。

“共同改变，打击 联办：隆雪华堂、《南洋商报》、雪州反贪会、吉隆坡直
辖区反贪会
贪污──民生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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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
光前礼堂

交流会”讲座
主讲人：
Sutinah Sutan （ 反 贪
委员会（防范）副主
席）
叶必王（雪州反贪会
（行动）副总监）
Hassan Ismail （ 联 邦
直辖区（防范）副总
监）
主持人：
范忠星（《南洋商报》
教育刊物业务经理兼教
育主编）

执行筹办：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1. 活动吸引过百人出席。出席者皆有备而来，纷纷针对
主讲人抛出针对贪污、滥权等的尖锐问题。出席者除
了华总人员、反贪会官员外，也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及
社会运动人士到场，追问反贪会官员。
2. 在开放问答环节，多名出席者轮番针对反贪会无法发
挥角色、只抓“小鱼”、此机构执法上并没反映出独
立 、 公 正 等 课 题 ， 抛 出 提 问 ， 并 在 不 满 Sutinah
Sutan 回答时，一直紧追不放。这场交流会，最终在
她不断针对提问一一解答后，画下句点。
3. Sutinah Sutan 也披露，反贪会急切需要华裔调查官
及助理调查官，以便调查官能够潜入华裔社会，了解
华裔社会中发生的贪污案件，协助反贪委会打击贪
污。她说，接下来反贪会将招募 20 名具有学士资格
的查案官及 20 名具有文凭学位的助理查案官。

“谁的战役？谁的 主讲人：Ibrahim Suffian（独立民调中心主任）、黄进
发（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李书祯（隆
金钱？——纳吉的
8pm
雪华堂文教委员会主席）
隆雪华堂 乌雪 补选 KPI”讲
主持人：何玉苓（妇女行动协会署理主席）
楼上讲堂 座
13-5-10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妇女行动协会（AWAM）

19-5-10
11am
吉隆坡
广播大厦

妇女行动协会（AWAM）及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在 4 月推出
的“勇敢发声论坛”获得热烈回响后，再接再厉，继续对
乌鲁雪兰莪补选和首相纳吉的执政 KPI，针砭批判。

“抗议媒体自我审 参与：周泽南（隆雪华堂社经委员，前第二电视台节目制
作人）、饶兆颖（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副主席）、
查与政治干预”示
吴仲顺（隆雪华青团长）、黄业华（维护媒体独立
威活动
撰稿人联盟代表）、黄义忠（前 NTV7 电视节目制
作人）、YB 颜贝倪（万挠区州议员）、万挠新村
村民。
（请参阅社会经济委员会报告）

28-5-10

“528 不剪之夜”

8pm

Malam Tak Nak Potong

1. 本次活动源自于私营电视台 NTV7 前制作人黄义忠因
不满政治干预与电视台自我审核愤而辞职，此外第二
电视台《前线视窗》制作人周泽南因揭露电视台腰斩
巴贡水坝系列遭停职，而发起的系列活动。

主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
盟（WAMI）、
CIJ 独立新闻中心、
528 媒体行动小组。

2. 当晚也是南洋报业遭马华公会收购九周年。爱好新闻
自由的社运人士与艺术工作者合作，以创意和有趣的
方式，带出媒体自由的重要性。同时也通过呈现一些
曾遭删剪的作品，在打破媒体管制与审核之余，也幽
了审查者一默。

华总谢富
年礼堂

3. 当晚呈献节目及展出作品如下：
a)

《海啸之后》（Selepas Tsunami），社会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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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何玉苓（妇女行动协会
署理主席）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5-6-10
至
7-6-10

让自由飞起来—— 宗旨：开拓观念事业，培养中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把民主
精神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做个关心国家社会的少年公民。
少年公民成长营
1.

本届共成功招收 35 位来自雪隆区的中学生。其中 12
位初中生，23 位高中生。学生被分成“和平”、“博
爱”、“自由”、“平等”和“公正”5 组，分别由
不同的辅导员指导和带领，让学习更集中。

2.

课程以有趣的游戏、实习和讨论等方式，达致学习目
标，也通过影片带出民主精神的讯息。

3.

除了学堂课程，生活营也安排了学生到万挠采访模拟
记者会，认识万挠新村反高压电缆委员会，并采访当

三天两夜
蕉赖国际
青年活动
中心

（KOMAS）。
陈爱琼的“禁书与其他怪兽”（Banned Books and
Other Monster）。
《 十 八 国 会 议 员 》 ， 阿 米 尔 莫 哈 末 （ Amir
Muhammad）制作。
《鸡笼坡报》，创作者林绍胜。
528 不剪之夜短片。
政治诗，郑云城。
行 为 艺 术 “ 污 ” （ Blackout ） ， 黄 英 隆 创 作 与 演
出。
短剧“我以身为女人而荣”，编剧 Julya Ooi、导演
Tan Hui Koon、王妤娴演出。
短 剧 《 迷 乱 的 选 举 》 （ Election Daze ） ，
Faiqsyazwan Kuhiri、Roger Liew 和郑家荣演出，
《迷乱的选举》是五艺中心（Five Arts Centre）
演出，读出 Huzir Sulaiman 于 2004 年制作的《选
举日》的被审查剧本。
网络节目 Pop Tee Vee 专访周泽南有关巴贡水坝短
片遭腰斩经过。
短 片 ： 部 落 客 拉 惹 柏 特 拉 （ Raja Petra
Kamaluddin）谈新闻自由。
展览：祖纳的《漫画库》（Gerdung Kartun）。
展 览： “从 广 告 布 条 偷 走 纳 吉的 头” ， 法米 惹 扎
（ Fahmi Reza ） 创 作 ， 本 是 在 孟 沙 Valentine
Willie Fine Art 艺术坊展览的装置艺术。由于受到
访客的压力，该作品被逼取下，这个访客后来成了
首相署的一个助理。
“阅读的权利”——蛇棋游戏和禁书装置，陈慧君
制作。
“拔起：1984 年印刷与出版法令”装置，刘德梁制
作。
“干吗？”（Action to be confirmed）装置，蔡
长璜制作。
“鬼造天堂”装置，黄英隆创造。
“忽视媒体自由就是践踏我们的未来”，Satu Hulu
Action Group。
展览《民联时代报》，玛扎哈利阿里（Mat Zahari
Ali）。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雪隆理华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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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在采访结束之后，学生必须自行制作报纸，
学习分析与写作。
课程内容与讲师：
名称
逻辑 及 批 判 思
考、辩论演练

讲师
张念群
（沙戥区国会议员）

2

何谓政府？
什么是民主？

黄进发
（政治学者）

3

基本人权

饶兆颖
（民权律师）

4

言论自由

5

认识媒体
a.媒体识读

1

b.采访写作
c.研究分析

6

种族与宗教

7

社会正义

8

实践经验

林宏祥
（《独立新闻在线》
马来文版主编）
陈慧思
（《独立新闻在线》
中文版主编）
曾薛霏
（《独立新闻在线》
中文版记者）
Sheikh Omar Ali
（前学运领袖、Free
Public Forum 负责
人）
周泽南
（前第二电视节目制
作人）
陈亚才
（隆雪华堂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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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增进学子的辩论知能，建立正确的审议
民主与思辩观念，养成具有民主风范且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青少年。
透过人权教育、民主素养等相关知识与
议题，理解民主人权、国家社会制度，
如何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从了解基本，开始学习尽义务，从学习
了 解本身 权利 ，进而 了解 应尽何种 义
务，了解两者的范围与界线，对生活环
境负起责任。
阐述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本旨，分析各
项保障／管制理由，从中介绍言论自由
的多元面貌，培养青少年包容异议的能
力。
说 明媒体 环境 如何影 响内 容的产制 过
程，培养运用媒体、了解媒体所传递的
讯息，进而对于其所产制的内容，表达
思考与辨别的能力，成为具批判能力的
资讯接收者。

促 进跨文 化的 经验理 解， 认识彼此 差
异，引导跨文化的共同价值与内涵，进
而促进文化尊重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认识及关怀弱势，正视公平、贫困、压
迫、低度发展等社会议题，以培养具有
社会关怀、独立自主与行动能力的社会
公民。
以社会议题为经，经验分享为纬，从议
题发现、反省、分析、策略到行动，让
透过案例剖析，进而体认到实践公平社
会正义之理想与可能。

30-6-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英文讲座：拉链里 继 4 月和 5 月推出的“勇敢发声论坛”获得热烈回响后，
再接再厉针对日前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向教育部提出
的秘密？
Always Be Careful
Examine Your Zip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妇女行动协会（AWAM）

主讲：
Wong Li Leng（国际家
庭计划联盟青年代表，
IPPF）
Rashidah
Abdullah
（大马生育权利倡导联
盟代表）
Dr.
Hamizah
Mohd
Hassan （ 性 别 研 究 学
者）

主持：
Abby de Vries （ 妇 女
行动协会执行秘书）

21-7-10
11am
国会走廊

在全国中小学增设性教育课程一事，举办讲座。
1. Wong Li Leng 指出，性教育课程并不是新的建议，
2009 年 4 月，妇女部长莎丽扎声称，教育部、回教发
展局、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家联手拟定，名为全国性
教育的建议书将提交给内阁讨论，一旦获得通过，性
教育可在两年内成为学校的科目之一。这就是说，王
赛芝要做的事，早已经有人做了。可是她为何还要召
见专家？为何还要再次提呈建议？她的新任务是应该
找出 5 年前和去年的建议书，再找出性教育无法真正
全面落实的原因，问题关键并不是在于建议书，而是
在于高官们的脑袋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
2. Rashidah Abdullah 批评，许多人以为性教育是指导
孩子们如何进行性行为和如何避孕。婚前性行为对各
大宗教都是禁忌，甚至在一些宗教信仰，避孕是不被
允许的行为，性教育来到宗教面前便遇到巨大的阻
力。因此，性知识只能附属收容在生物科和卫生科的
小角落，不够全面和完整。
3. Dr. Hamizah Mohd Hassan 披露，在回教学者的建议
下，性教育的课程纲要将是圣洁的，除了人体构造，
它也将包括性文化、道德与人权。学生将学习到人文
发展、两性关系、婚姻与家庭、沟通技巧，以及安全
的性行为。此外，幼儿园将教导 4 岁儿童保护自己避
免受到性侵害。但是，国内的学校性教育依然无声
息，反倒是“政治性教育”非常成功。口交、鸡奸、
某人的肛门、谁人的阳具，一直成为政治人物攻击对
手的热门词，也成为孩子的变相学习教材。

“杨伟光后援会”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与马来西亚人民之声联手于本月初成
立的“杨伟光后援会”，在短短 2 天内，获得超过 2000
新闻发布会
名网友签名支持响应，朝 10 万个联署签名目标迈进。
“杨伟光后援会”代表到国会提呈联署签名表格给民意代
表，希望这项运动能够获得国州议员及上议员的大力支
持，通过向新加坡总统恳求赦免杨伟光，免于问吊。
出席：赛胡先阿里、拉玛克里斯南、东姑阿都阿兹（皆为
上议员）、廖国华、饶兆颖、黄业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
会）、杨勇为（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罗玉萍（马佛青署
理总秘书）等。
1. 后援会主要代表饶兆颖说，杨伟光已经改过自新，应
该给予第 2 次机会重新做人，因此，后援会希望能够
在短期内争取更多公众对伟光的支持与援助。“我们
将通过各个管道要求公众签名及举办醒觉与筹款运动
等，并向新加坡总统呈交特赦杨伟光的求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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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动党副主席东姑阿都阿兹表示，这项联署签名运动
无关任何政治因素，只是希望通过大家的力量，让一
个改过自新的生命得以延续。
3. 马佛青署理总秘书罗玉萍也指出，从佛教角度来说，
死刑无法解决问题，相反地，通过教育教导一个人才
是最重要的。
22-7-10
11am
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

30-7-10
11am
天后宫
雪隆海南
会馆二楼
会议室

“良好施政联盟” 雪州政府在今年 7 月 14 日正式二读通过《资讯自由
法》，目前则交由遴选委员会征询民意进行修改，预计将
新闻发布会
出席：
彭发光（良好施政联盟
主席）、
V Gayathry（独立新闻
中心执行主任）、
HR Dipendra （ 人 权 律
师迪）、
Derek Fernandez （ 皆
为八打灵再也市议
员）、
杨勇为、何玉苓、周小
芳、谢伟伦。

在明年 3、4 月州议会再次提呈三读，若再获通过，则意
味着日后任何人都能直接付费向各政府机关资讯官索取政
府文件。
1. 良好施政联盟（CGG）召开记者会，点出雪州政府早
前在州议会上已经通过二读的《资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Enactment），不如他们
早前所草拟的法案，很明显是有打折扣。
2. 良好施政联盟《资讯自由法》特别小组兼独立新闻中
心执行主任 V. Gayathry 表示，雪州政府拟定法案会
需要经过州属法律顾问，所以要是内容要如他们的草
拟法案，并获得州属法律顾问通过，相信会是一大挑
战。她也透露，公民团体早前曾提呈本身草拟的资讯
自由草案，并与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会面。这份草案
涵盖了十大原则，包括最高程度的公开、限制机密涵
盖范围、定时公布资讯、设立独立的行政监督机构、
开放的政府、公开的会议、最低费用及简化程序、保
护举报者、超越其他机密法律，以及定时检讨法律。

雪隆海南会馆加入 因运毒而被在新加坡被判死刑的杨伟光请求新加坡特赦大
“杨伟光后援会” 限截止日期将近，拯救杨伟光行动日益受到关注，雪隆海
南会馆（天后宫）宣布加入“杨伟光后援会”行动，并呼
新闻发布会

吁其他团体赶在 8 月 26 日死囚特赦大限前，一起响应签
名运动。

出席：
吴世才（雪隆海南会馆
会长）、
陈孟龄（副会长）、
詹瑞兰（秘书长）、
廖国华、饶兆颖、
罗玉萍（马佛青署理总
秘书）。

1. 吴世才指出，我们并不是干涉新加坡法律，但杨伟光
已忏悔，并发愿利用余生协助反毒，所以我们盼望新
加坡政府给予杨伟光生命第二次机会，因为他往后在
反毒运动上，能唤醒其他人勿步其后尘，发挥反面教
材作用。除了向前来天后宫的访客收集签名，该会馆
也将号召海南会馆 1 万 5 千名会员响应，以进一步通
过民权委员会，要求新加坡总统赦免沙巴青年杨伟
光。
2. 廖国华汇报签名运动的进展时表示，目前网上共有约
1 万 2 千个签名，同时共获得超过 10 名国会议员的支
持信，这显示社会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3. 罗玉萍则说，马佛青将会到每州属会收集更多的签名
救援杨伟光。
116

4. 饶兆颖律师指出，杨伟光承担了法律的责任，还有最
后寻求总统特赦的权利，然而却因为新加坡法律部长
的言论，杨伟光的权利被否决了，这是未审先判，有
违公平原则。其律师原本决定在今年 8 月 20 日再提
呈新的宽赦陈情书给总统，但因为新加坡法律部长山
姆甘公开表示不同意杨伟光被宽赦言论，而剥夺了杨
伟光的法律权利。

“ 用 死 刑 杀 一 儆 出席者约 60 人。
百？——从杨伟光 自从“杨伟光后援会”发起 10 万人签名签名与醒觉运动
8pm
后，这项死囚案成为近来最多人讨论的话题。基于对生命
隆雪华堂 事件谈起”讲座
10-8-10

楼上讲堂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杨伟光后援会、《独立
新闻在线》
主讲：
饶兆颖（“杨伟光后援
会”协调员）
唐南发（时事评论人）
郑庭河（宗教学者）
杨宗澧（台湾废除死刑
推动联盟执委）
主持：
廖秋怡（民权委员）
备注：
杨 伟 光 代 表 律 师 M.
Ravi 在 8 月 25 日得到
新加坡监狱局的答复，
延长杨氏申请宽赦的期
限，直到该局另定一个
新日期。一般相信，宽
赦期限将延至上诉庭审
结此案之后。
继 8 月 23 日突破 10 万
大关后，截至 24 日下
午 5 时，杨伟光后援会
获得总共 11 万 1331 签
名，其中 3 万 3837 来
自网上签名、4 万 3466
来自沙巴、3 万 3716 来
自大马半岛，以及 312
来自新加坡。这项数字
目前仍在增加中。

的珍惜，争辩死刑存废，悲悯之心当然可以理解。本场讲
座从维护法治的立场计议，在依恃个人信仰或声援救济的
同时，探讨如何在法理和人道面上对死刑问题深入分析。
1. 以杨伟光事件来看，其实杨伟光已完成了整个司法程
序，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新加坡总统给予宽赦。
然而，杨伟光后援会目前面对的问题是，律师还未提
出理据要求总统宽赦前，新加坡法律部长就已口头表
示政府不会“放人”。饶兆颖直指，这是有违一般法
律程序。她透露，杨伟光最后的遗愿是将他在监狱中
抄写的心经，让人带出并面世，以便达到劝勉世人勿
误入歧途的效果，同时达致协助新马政府反毒的功
效。
2. 看到近来我国社会对于死刑的讨论，唐南发察觉，民
众还是活在“自以为义”的思维中。他说，以杨伟光
事件为例，或许很多人会质问，“家庭条件差，就可
以犯罪？”、“让他活下来，会否有更多年轻人受
害？”，在讲这些话的同时，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
站在非常高的角度来看弱势群体？他坦言，真正有效
的方法不是以死刑来杀人，而是改善福利制度、强化
教育等，让社会走向较完善的轨道。
3. 郑庭河认为，杨伟光事件背后牵扯许多复杂元素，包
括社会滥用毒品、庞大犯罪集团等问题。“杨伟光只
是庞大集团的小螺丝钉，却要牵涉死刑，这与社会的
不公义有关。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者和社会底层，
其实都是罪恶行为的受害者；那些庞大犯罪集团的首
领反而应负上最大责任，面对死刑。”他强调，一个
进步、发展全面的宗教应该有社会关怀，协助社会底
层的年轻人。
4. 杨宗澧针对支持死刑与民意倾向之间的关系，作出剖
析，并认为一般民众对于死刑并未存有明确立场，但
一些重大案件发生后，一般民众就会支持死刑。“一
般而言，民众会出现一种迷思，就是轻易把死刑与罪
案率挂钩，认为死刑有阻遏犯罪的效用。反之，死刑
废除后会引发坏人满街干案、善良民众财产受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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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犯罪率升高、治安亮红灯、受害家属得不到正
义、加害者得不到严厉惩罚。”

“ 我 们 真 的 需 要 讲座出席者约 30 人。
《资讯自由法令》 雪州政府在今年 7 月 14 日正式二读通过《资讯自由
8pm
法》，目前则交由遴选委员会征询民意进行修改，预计将
华总谢富 吗？”三语讲座
12-8-10

年礼堂

Do we need a FOI?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20 年行动方略、
CIJ 独立新闻中心。
主讲：
V. Gayathry （ 良 好 施
政联盟《资讯自由法》
特别小组兼独立新闻中
心执行主任）
Nik Nazmi （ 雪 州 斯 里
斯迪亚区州议员、雪州
议会《资讯自由法》遴
选委员）
邱进福（律师公会人权
委员会主席）
主持：
饶兆颖（民权副主席）

在明年 3、4 月州议会再次提呈三读，若再获通过，则意
味着日后任何人都能直接付费向各政府机关资讯官索取政
府文件。

1. Nik Nazmi 承认，在经过多项程序，包括联邦政府官
员如总检察署委任的州法律顾问经手法案之后，当下
的《资讯自由法法案》就打了折扣。他表示，当雪州
政府要推行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会遭到联邦政府的
人手尝试阻止，让他们面对不少阻力，包括还未三读
的《资讯自由法法案》。不过，他相信现在还是有提
升的空间，有望能够进一步打造可反映出人民要求的
《资讯自由法》。
2. V. Gayathry 和与会者分享我国争取《资讯自由法
令》的过程，其中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有 2 名记者因
为传播重要官方资料而被监禁。她指出《资讯自由法
令》是其中一个能有效监控贪污、贿赂活动的工具。
民众可以用之来监控当权者，也能改善公共服务的效
率；而我国在通过《资讯自由法令》这方面进展远远
地落伍于其他国家。欧洲早在 18 世纪时就启用了
《资讯自由法令》，如泰国、印度和印尼也已启用此
法令。
3. 邱进福认为，今年 8 月 14 日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天，
因为雪州《资讯自由修正案》特选委员会将在当天举
办公开会议。他说，没有另一州曾像雪州这次这样让
普通民众参与制定法案。他反对某些利用宪法作为反
对《资讯自由法令》的论述，因为人民有权利知道所
有由民选政府作出的决定和相关事务。

“明福冤案一年： 讲座出席者约 120 人，将讲堂挤满。
8.30pm 人民怎么说？”三 赵明福案已逾一年，总检察署日前又提出所谓的新证据，
导致案情发展令人担忧。此案考验的是人民自主与自觉，
隆雪华堂 语讲座
16-8-10

楼上讲堂

因此必须以具体的集体行动，来展示人民对公义的支持。
来自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的庄国雄、黄业华和卓振宏等
人，共同发起“全民挺明福”运动，希望全民给予赵明福
家人支持，好让正义得以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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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全民挺明福运动
主讲：
庄国雄（全民挺明福运
动协调员）
赵丽兰（赵明福胞妹）
李万千（资深评论人）
Haris Ibrahim （ 人 权
律师、部落客）
主持：
黄业华（民权委员）

1. 庄国雄列出多名毙命于扣留所、警枪下的受害者，如
1999 年 的 戴 荣 德 医 生 、 2009 年 的 A. Kugan 、
R.Gunasegaran、2010 年的 Aminulrasyid 等。这些
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人民却在一番高
谈阔论后，恢复日常生活，选择保持沉默，他质问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形态吗”，并指出“所有受害者
家属不需要社会的泪水，我认为更大的程度上，这些
受害者需要的是一个同理心、一个以行动来证明的立
场。”
2. 李万千指出，自杀和他杀的概念似乎有差别，甚至可
以玩弄字眼，争辩两者的差异，但是在某些受压迫的
情况底下，实际上两者却是一样的。他说，以证人身
份带往反贪污委员会的赵明福，没必要自杀，就算真
的是自杀，他相信这是被迫害所造成的结果，因受到
非常大的压力、陷入不能自拔的情况下才作出此事。
3. Haris Ibrahim 表示，人民需要负上责任，“为什么
是我们的责任？反贪污委员会不是属于国阵，反贪污
委员会也不属于巫统，反贪污委员会是属于人民。若
反贪污委员会有责任于赵明福之死，那无疑我们就是
我们的责任了！”他说，大家都要为赵明福讨公道，
但是公道并不在讲堂内，而是在人民手中，所以呼吁
所有人民支持赵明福，在 8 月 18 日早上 9 时来到莎
亚南法庭出席死因调查庭审讯。
4. 赵丽兰在论坛上数度哽咽，演讲未必流畅，但却能够
以很简单的语言，直接传达到给现场观众。她希望民
众能够在前往法庭，出席审讯亲眼看后自己判断。
“人民应该多重视这个案件，因为这案件关系到孩
子、未来的国家制度。”她也表明，若死因调查庭没
答案，他们一家人会坚持下去，一定会要求设立皇家
调查委员会。

15-8-10
9.30am
至 1pm
全国 9 州
11 地

万人超心经活动
联办：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
会、杨伟光后援会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号召公众抄心经的活动，将能藉公众抄
心经那一刻的信念，集体释放向善的力量，指引社会走向
善的一面。
1. 全国共有数百名民众，不分老幼现身马佛青指定的抄
心经地点，共同为杨伟光完成心愿。
2. 其中，在森美兰州芙蓉十方寺就有超过 300 人现身，
且有民众送来预先抄写完成的心经抄本，可望完成杨
伟光的万篇反毒心经之愿。
3. “杨伟光后援会”亦配合在本堂举行抄经活动，约有
50 余名民众出席，其中不少为一家老小一起到场抄写
心经，现场抄写心经逾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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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也被禁
8.30pm 声！——言论自由
隆雪华堂 的重要性”三语讲
会议室 2 座
6-9-10

Malays Are Muted Too!
——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一个消音的大马”
（ 1 Muted Malaysia ） 、
《独立新闻在线》

主讲：
Amir Muhammad （ 知 名
作家兼独立导演）
Jamaluddin
Ibrahim
（前电台 DJ）
Zunar （漫画家）
Hishamuddin Rais（前
学运领袖，现为专栏作
者及电影制作人）
主持：
蔡志发（媒体工作者）

讲座吸引近 200 人出席，会场水泄不通。尽管讲座主要是
以英语和马来语进行，出席者大多数是华裔。
鉴于日前一系列打压异议的事件，举办这项公开讲座，旨
在提供一个空间予民众讨论与言论自由相关的议题，让马
来西亚社会更了解马来社群所面对的困境。马来人是宪法
所规定的土著，但比较不为人知的是这个社群其实继续面
对政府所施予的种种箝制。充分了解这个状况，将有助于
马来西亚人共同创造一个多元族群的回应平台。
1. Hishamuddin Rais 点名巫统在过去 50 多年来封锁马
来社会的思想，标准操作方式就是在社群当中塑造
“魑魅魍魉”来散播恐惧，而马来人的“鬼”就是华
人，因此必须感恩与支持巫统来捍卫族群利益。他指
出，马来族群内部的愚民政策早在英殖民时期就已进
行，独立后由巫统延续，该党不可能让马来人独立思
考，因为那意味着巫统必将失去政权。
2. Amir Muhammad 指出，马来社会接受封建思想的历
史，比接受回教来得更久远，而且这股封建主义的对
象从神明转移至马来苏丹，独立后又转移到政治领袖
身上。他指出，马来社会并非不曾质疑封建主义。因
此，他认为马来社会应该勇于质问现状，包括一些被
视为不能被质疑的机构，例如王室与政治领袖。
3. Zunar 披露，国阵政府对马来社会的异议分子的打压
与限制非常严厉，从批评或质问政府政策的那一刻开
始已被禁，不可能出现在主流媒体如《马来西亚前锋
报》和国营电视台上。他批评《印刷与出版法令》赋
予部长太大的权力，并断言：“内政部说我的作品威
胁国家安全，会导致人们造反，但其实如果人们真的
要造反，他们根本不用看我的作品。”
4. Jamaluddin Ibrahim 批评主流媒体透过渲染族群关
系，来维持现有的种族及政治架构。他甚至将控制四
大报的世华媒体，与巫统喉舌《前锋报》相提并论，
炮轰世华媒体同样要控制华社的思想。他呼吁公众继
续通过网络发声，同时参与争取言论自由的活动，而
他将继续巡回全国各地演讲“988 噤声风波”，并发
动“一个消音大马”的快闪集会，结合其他族群壮大
力量，以突破主流媒体和当权者的言论封锁。

15-9-10

“沉默 47 分钟，为 1. 大约 80 名社运人士和公众在马来西亚日前夕，沉默
47 分钟，以省思马来西亚的前路、如何让这个国家更
国家祈福”运动
好，尽本身的公民义务。同时，也藉由沉默抗议种族
主义和媒体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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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pm
至
11.59pm
隆雪华堂
大门外

23-9-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下
会议室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全民挺明福运动、我是
马来西亚之子（SABM）

2. 来自不同种族的出席者席地而坐，有者阅读、绘图或
书写。主办单位也在现场地上贴上赵明福坠楼后陈尸
的身影、反对种族主义和免于虐待字眼，并在上面点
上蜡烛。
3. 活动在 11 时 59 分正式宣告结束，全体出席者站立高
唱国歌，然后由召集人之一黄进发念出 53 个民间组
织共同声明：“让我们用震耳欲聋的沉默，抗议种族
主义和媒体打压。”

“ 来 自 草 根 的 声 这场讲座只有大约 20 人出席，大部分是非政府组织成
员。由于人数不多，讲座会以类似分享会的方式进行。
音”英语讲座
Malaysians, Our Voices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妇女行动协会（AWAM）

主讲：
Khartini Slamah （ 亚
太跨性人网络组织成员
兼性工作者网络协调
员）
陈约翰（雪兰莪及联邦
直辖区社会协会主席兼
市议员）
主持：
杨秀萍（妇女行动协会
活动规划经理）

主办单位对出席率感到失望，认为人民漠视社会边缘人。
同时也只有三家网络媒体出席采访，主持人和主讲人均认
为，跨性人和性工作者的课题，都只有网络媒体会报道，
往往主流媒体都会选择忽略。
1. Khartini Slamah 道出跨性人（transgender）被社会
边缘化的困境，跨性人和性工作者的声音长期被压
抑、漠视。终于，跨性人向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们也是人，应该也要被人性的对待。” 她指出，
许多人都对跨性人有错误的概念和负面的想法，认为
跨性人一定是吸毒、卖淫，但是却没有想过跨性人也
是有成功的范例。由于目前国内都没有实际的进行研
究或统计过，所以她只能粗略预测，我国现在应该有
大约 3 万名跨性人。
2. 陈约翰表示，我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民都没有勇气
发言，恐惧感已经深植人民心中，就算他们知道自己
的权利，但却不会向政府提出申诉。身为市议员，他
常常接触一些木屋区居民，这些居民虽然是马来西亚
人，但是他们却连生活最基本的住宿权利都没有。
“我会问他们：为何在政府没有给予你住宿的时候，
选择不与政府对抗，反而与骑摩哆辗过你花园的邻居
争执不休？” 此外，他认为，人民除了会说出本身的
诉求，也会提出建议，所以政府应该探讨人民的意
见，允许人民能够有更多声音和空间表达。

“新加坡政治：现 出席者约 50 至 60 人。
今 改 变 与 下 届 大 1. 随着网络日渐普及，以及社交网站的崛起，大家对下
8pm
一届新加坡全国大选所带来的影响备受瞩目。Gomez
隆雪华堂 选”英语讲座
7-10-10

楼上讲堂

Singapore Politics:
Current Changes &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s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SIRD 策 略 资 讯 研 究 、

认为，这些充斥着替代讯息的社交网站，将会冲击主
流媒体的公信力，同时也让反对党有机会突破执政人
民行动党（PAP）的封锁，来宣传本身的理念。这也
将开拓新管道让反对党领袖与群众直接联系，以宣传
本身的政治理念招纳党员，以及反驳执政党和主流媒
体对他们所进行的抹黑。
2. Gomez 的惊人之语，是指马来西亚协助稳定着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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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中文版
主讲：
James Gomez （ 澳 洲 莫
纳斯大学人文、大众传
播和社会学公关系主
任）
主持：
Azmi Sharom （ 马 来 亚
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政府政权这点上。他解释道，很多外国人享受了新国
的经济发展、良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和治安等，因
此，他们认同这个政权，并协助捍卫此政权。他不讳
言道：“我感觉的是，马来西亚人是维持新国政权最
大的贡献者。在新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是最多的，很多
主流媒体的高级编采人员为马来西亚人，他们也是学
者，他们从这个体制中受益，同时保持沉默，不批
评。”。
3. 针对李光耀夫人去世会对即将举行的新加坡大选造成
的影响，Gomez 就指出，人们普遍揣测下届大选可能
会在今年 12 月举行，但是随着这项变化，各界猜测
大选之期可能展延。

出席者约 120 人，讲堂爆满。
东方大讲堂：
有直选，政党才有 人民公正党去年修改党章及党选规则，在党选举中采用直
8pm
选制，赋予逾 40 万党员“一人一票”的方式，首先在今
隆雪华堂 民主？
26-10-10

楼上讲堂

年 9 月开跑及先选区部领袖，而 50 万党员则于 10 月直选
中央领袖，以投选出党的领导层。改选战火弥漫，中央领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袖提名与选情激烈之余，区部选举更是状况百出，乱局频
《东方日报》
生。
主讲：
翁诗杰（前马华公会总
会长）、
蔡添强（公正党策略局
主任）、
杨凯斌 （《当今大
马》中文版主编）
主持：
陈利良（《东方日报》
助理总编辑）

1. 蔡添强表示，虽然首次改采直选制就出现很多问题，
但该党还有时间进行整合及“疗伤”，待大选后此制
度稳定下来，就可继续发展。他坦承，这些问题都是
始料未及的，如党员名册出状况、党员投票通知书邮
寄费庞大、投票箱太少导致党员不耐久候而火气猛
烈，甚至一些党员到达时开口问菜单在哪里等。他希
望这次公正党直选能作为一个实验场域，更期望其他
政党也能将此制度发扬光大，推进我国政治民主文
化。
2. 杨凯斌指出，直选制需要许多筹备工作及资源投入，
但我国的现实环境逼使政党须在各种条件不成熟之
下，勇敢尝试，才能寻找出路。他直言，公正党这次
直选缺乏真正优质的内涵，逃不过我国选举斗臭斗
烂、表态等政治文化。党选让人失望的是，并未看到
候选人精彩对峙及辩论。他认为，党选除了检验候选
人外，优质的党选其实能让候选人与党员一起成长，
皆因没机制，这次公正党党选进行得不是很好。
3. 翁诗杰在 2005 年参选马华副总会长时提出直选制，
平生与选举“菜单”无缘的他，强调并非为了要当选
才做出如是呼吁，而是认为应找出一条出路。他说，
贿选文化导致党意与民意有落差，若党本身是威权或
家长领导式，选举当中少不了钦点、菜单文化，甚至
离不开利益绑桩，以利益左右投票人，这是政党制度
性控制票源的常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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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行动、光谱行
动 23 周年新书推介
8pm
隆雪华堂 暨讲座
27-10-10

楼上
会议室 2

本次活动配合两本回忆录：新加坡张素兰的《穿越蓝色大
门》（Beyond the Blue Gate）出版和马来西亚柯嘉逊的
《445 天扣留营岁月》（445 Days under the ISA）再
版，进行推介暨讲座和资料展。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SUARAM 人民之声、策略
资讯研究中心 SIRD
推介人：
Nasir Hashim（雪州哥
打白沙罗区州议员，前
茅草行动扣留者）、
Saari Sungib（雪州淡
江区州议员，前内安法
令扣留者）

主讲人：
张素兰（新加 坡-光谱
行动扣留者）
柯嘉逊（马来 西亚-茅
草行动扣留者）
Hishammudin Rais（著
名学运分子、70 年代学
运领袖）
主持人：
玛莉亚陈阿都拉（雪兰
莪社区自强协会执行董
事）

出席者超过 150 人。
1. 今年 10 月 27 日是茅草行动 23 周年，过去这项大规
模逮捕异议分子行动，是我国自 513 以来最大的压制
人权黑暗事件，连同 1988 年司法危机以及最高法院
法官革职事件，令民主制度破坏殆尽，其压制性效应
一直延续到今天。
2. 无独有偶，23 年前在新加坡，22 名异议分子于“光
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 1989 年 5 月- 6
月）中遭该国援引内安法令逮捕，当政者指责他们企
图阴谋推翻人民行动党政府，以建立马克思主义国
家。
3. 张素兰在讲座开始前自嘲，本身只能在马来西亚为书
本主持推介的现象，印证了新加坡的人权状况相当糟
糕。相较于我国在茅草行动后，民间的公民认知逐渐
提升及相继出现多次向当权者抗议的大行动，新加坡
的公民组织在光谱行动之后只有“一丁点的进步”。
她分析，新加坡政府可能逐渐意识到，本身不能再让
人继续指责政府拥有不好的人权纪录，因此逐渐有所
开放。由于新加坡有意成为本区域的艺术中心，因此
许多时候会采取容忍态度，让一些艺术家以艺术的方
式批判政府。
4. 柯嘉逊指出，大马民间社会在茅草行动之后更加活跃
地提出本身的权益诉求。他举例，曾在 1998 年轰动
全国，要求改朝换代的“烈火莫熄”运动；一群印裔
同胞也在 1999 年提出本身族群的 51 项诉求，同年我
国华团也在第 10 届全国大选前夕提出《马来西亚华
团大选诉求》；及 2007 年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及
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所号召的万人大集会。他认为，
民间应该形成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第三势力，以推动国
内两大政治阵营，即国阵及民联的进步。
5. 正当新生代纷纷利用资讯科技向当权者表达不满及施
压之际，Hishammudin Rais 却不以为然，反而强调人
民若要迫使当权者正视本身的声音及改变，走上街头
示威是唯一的方式。他指出，根据历史，只有人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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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集会共同前进时，这个社会才会有所改变。“我
们有身为人类的共同经验，我们以人类的方式交谈、
沟通及表达，而不是以网络市民的角色来做这种
事。”

“刘晓波获奖：中
国民主的历史机
8pm
隆雪华堂 遇？”讲座
29-10-10

楼上讲堂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主讲人：
唐南发（时事评论人）
饶兆斌（美国西北大学
公共与国际事务博士）
杨有为（隆雪华堂总秘
书）

主持人：
余福祺（民权委员）

民运人士刘晓波荣获本届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官方认为
“明摆着是西方给中国一个难堪”，西方则希望藉此鼓励
中国更加推展民主，让中国的“大国崛起”注入更多自
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刘晓波的得奖，不能视为一个人得
奖，这个奖所涵蕴的精神，其实是中国六十年来多少民运
人士及庶民百姓对政治改革的共同追求。
出席者约 120 人，会场爆满。
1. 唐南发表示，中国作为大国，除了发挥经济上的影响
力，也应该展示意识形态和正面的价值观，在刘晓波
得奖事件上有更加人道的做法。诺贝尔和平奖虽有争
议性，但也具有象征意义，阴谋论只是突显一个国家
的不安全感。他也提到，若中国要实践民主，就应该
在刘晓波的事件上，展现与以往不一样的做法。他询
问听众，还有什么中国人有资格得奖，有少数听众认
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有资格拿诺贝尔和平奖。
2. 饶兆斌指出，中国要推动中国式的民主，不允许维权
人士提倡普世民主，而刘晓波等民权人士追求普世民
主，不屑于中国式的民主，因此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
平奖，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关系不大。他说，中国
的基层民主制度推行 20 多年，学界普遍有 3 种看
法：一是认为这是伪民主，危害真正的民主；二是认
为这是不完整的民主，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第三种
看法则是中国式民主具有开发功能，未来可能发展出
一种具有正面因素，降低负面因素的民主模式，与普
世民主价值不同的民主制度。
3. 杨有为指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
事反应强烈，主要是因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以往遴选得
主曾经引发争议性，例如印度圣雄甘地获提名 5 次不
曾得奖、在 1973 年颁奖予越战发动者的美国国务卿
基辛格和越战受害者的越南领导人黎德寿等例子，因
此中方对刘得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刘晓
波争取民主的努力受到国内外人士拥戴，中国在未来
的走向方面应该“外圆内方”，也就是对外包容务
实、不亢不卑和建立公信力；对内则自我要求严谨和
建立赏罚分明的制度。

12-11-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解读补选结果的 一扫 2008 年大选的颓势，国阵在今年 11 月 4 日的沙巴巴
都沙比国会议席和吉兰丹加腊士州议席补选中大获全胜。
讯息”讲座
这两场补选具重要指标意义，可被视为是自政治海啸以
来，人民对国阵和民联施政表现的“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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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许国伟（《南洋商报》
副新闻编辑）
王建民博士（政治学
者）
黄文强（大马选举观察
网络协调员）
主持人：
庄国雄（民权委员）

这场活动吸引了大约 80 位听众出席。
1. 许国伟指出，过去 13 场补选中，民联在首 9 场气势
如虹，接下来 5 场补选，国阵 4 胜 1 输，胜的都是城
市与乡区混合区，输的是在城市，说明了城乡混合区
是国阵“最舒服”的战场。反观民联仍迷信同一套，
把城市选区的策略照用于城乡混合区，有必要检讨。
他也说，马华这回用了很聪明的竞选方式，不走到前
线，而是躲在“一个马来西亚”口号背后，因为他们
知道选民心理上的厌恶和排斥。但是国阵在加腊士补
选用“一个大马”理念只是选举包装，跟真正的“一
个大马”理念不能直接划上等号。
2. 王建民则以数据分析，说明加腊士和巴都沙比的华人
票没有回流到国阵。他说，在加腊士，国阵获得的华
人票从 2008 年大选的 48%微增至补选的 51%，而国阵
所获得的多数票，大部份来自邮寄选票和原住民选
票。他认为，民联在沙巴要赢得回教土著选票机会还
是很低，还是要依靠卡达山杜顺族才有胜出的机会。
民联尚未作好准备在来届大选入主布城，而选民还没
有此心理准备，特别是马来选民，而国阵已执政 53
年，要推翻国阵并非易事。
3. 黄文强批评加腊士和巴都沙比补选举行和提名时间太
仓促，导致弱点和弊端丛生，最终无法真正的反映民
意。提到候选人的选择问题，他直指各党遴选候选人
的方式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或众望所归。他说，政党
的候选人都是由最高层人钦点，很多候选人被钦点，
不是他们的基层工作出色，而是因为与“老大”熟
识。他指出，由于巴都沙比国会议席拥有太多幽灵选
民，这场补选的成绩随时可受到质疑。

18-11-10
11a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拒绝遗忘，坚持 1. 全民挺明福”运动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展开为期三个
月的“拒绝遗忘，坚持真相”签名运动，吁请全国人
真相”签名运动新
民签署收集十万签名，促首相纳吉立即成立皇家调查
闻发布会
委员会调查赵明福的死因。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全面挺明福运动”

出席：
廖国华、黄业华、庄国
雄、赵丽兰（赵明福胞
妹）等。

2. 全民挺明福的主要诉求包括：一、要求首相纳吉马上
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深入调查赵明福的死因，还赵
家和全国人民一个真相；二、促请政府制定《人权
法》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人权，纠正体制侵权弊端。
3. 这项签名运动吁请社会大众和民间团体化悲愤为力
量，以实际行动支持，为赵明福和赵家做三件事：
一、签名支持诉求，并自荐成为地方上的联络员，发
动地方上的签名运动；二、每个社团制作两张“拒绝
遗忘，坚持真相，还赵明福公道”布条，一张寄给全
民挺明福，一张挂在会所；三、出席即将在吉隆坡举
办的“拒绝遗忘，坚持真相”大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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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上联署：http://www.petitiononline.com/m4bh，
或者联络全民挺明福，以获得签名表格。

22-12-10
7.30pm
隆雪华堂
楼下
会议室

“ 吃 汤 圆 ， 拼 真 1. 人们并没有因年杪的冬至团圆佳节而忘记离奇毙命的
赵明福，约有 50 名民众出席这项“吃汤圆，拼真
相”冬至活动
联办：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全面挺明福运动”、
隆雪华堂妇女组、学运

相”活动，冀望藉由这个吃汤圆活动，以收集签名的
实际行动，团结社会力量，呼吁首相纳吉尽早设立皇
家调查委员会，让赵明福的死因能够真相大白。
2. “全民挺明福”运动协调员黄业华指出，出席人数之
踊跃是出乎主办单位的意料之外。他也驳斥该活动被
指消费赵明福的说法，声称希望能通过这个吃汤圆活
动重新唤醒大众对赵明福命案的记忆，并团结社会支
持力量来为赵明福讨回公道。

（6）对外联系
日期

项目

简述

出席副环境部长视 出席：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副部长佐瑟古鲁、马来西亚矿物
与地质科学局总监尤奴斯、峇吉里国会议员余德
察劳勿武吉公满金
12pm
华、都赖区州议员锺绍安、武吉公满反毒委员会、
武吉公满 矿场及记者会
13-1-10

主流媒体、网络媒体、电视台

新村
劳勿政府
旅舍

本堂代表：
吴仲顺（隆雪华堂青
年团团长）、
黄振南（隆雪华堂民
权委员）、
谢伟伦（助理秘书）

1. 武吉公满新村村民望穿秋水，等待到来的天然资源及
环境部副部长佐瑟古律 1 月 13 日现身劳勿视察时，
媒体受拒于金矿公司大门外，不过副部长并没有会见
村民，反之邀反毒委员会要员到劳勿政府旅舍举行的
记者会会面。
2. 佐瑟古律在记者会上表示，金矿场操作情况良好，未
给环境带来破坏，“一切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发生，
我认为有人产生误解，议员们可以给解释，这没有影
响到健康”。他表示环境部可以作出类似解讲会的对
话会，让村民更加地了解采金情况，并承诺“政府将
会以严格方式监督工厂的操作以确保人民的利益受到
充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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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吉公满反毒委员会秘书慕斯达化指出，山埃采金工
厂过于靠近民宅，村民也因此而生病，村内的空气和
水源糟透，希望环境局能够在村内设置空气素质探测
器。他也说，附近的矿湖堤曾有两次崩裂记录，如果
工厂真的发生山埃泄漏事故，将会给附近的油棕园带
来破坏性的影响。
4. 该委员会主席黄金雄及财政邱惠豪激动驳斥，村民要
求的享有新鲜空气和良好的水源权力已经被剥削，不
要说山埃，如稀酸化学物也可以使村民生病。“我们
要证据，不要口头解说，厂方和当局应该向公众出示
良好的管理和控制证明。”
5. 记者会在反毒委员会成员移交备忘录予佐瑟古律后落
幕。
25-1-10
12.30pm

与新加坡驻马大使 民权委员会：廖国华、黄进发、饶兆颖、庄国雄
馆一等秘书餐聚
新加坡驻马大使馆一等秘书：Shivakumar Nair、Ian Mak、
Harold Lee Tien Loong

Bangsa
Village
- Muzi
餐馆

1. 介绍民权成立宗旨与基本业务。
2. 双方就近期的时事课题（东南亚区域发展、308 政治
海啸、华社动态、人才外流）进行交流。民权拟在未
来与该国驻马大使会面，进一步讨论合作事宜。

参加“认识你的权 主讲：廖国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郑文辉（隆
雪华堂民权委员、人民之声协调员）、吴仲顺（隆
利：遇到警察怎么
7pm
雪华堂青年团团长）
适耕庄新 办？”讲座
2-4-10

龙城酒家

主办：
隆雪华堂青年团、瓜
雪暨沙白县中华商会

1. 廖国华强调，民众必须清楚知道警察的权力是人民赋
予的，而警察维护法纪时也受法律牵制，因此他们不
能在没有执行任务时，向民众开发传票，但却有责任
在任何时候对付违法者。
2. 郑文辉教导民众分辨警察证件，警察所持的权力卡
（Kad Kuasa）共分蓝黄白红四种——蓝色为较高阶
的警察，黄色是一般警员，白色是维持治安的辅警，
红色则是犯错被停职者。他提醒民众，万一半路遭警
截停，为保自身安全，我们可要求对方出示警员证，
从检查卡号就能知悉签发的警署。

9-4-10
2pm
美国驻马
大使馆

与美国驻马大使馆 民权委员会：廖国华、黄进发、饶兆颖、庄国雄、黄业
华、黄振南。
参赞交流
美 国 驻 马 大 使 馆 ： Gregory D’ Alesandro (Political Officer) 、
Ravindran Manickam (Senior Associate)、
Azlina A. Aziz (Associate of Political Section)
1. 介绍本堂成立宗旨与民权基本业务。
2. 以日前美国国务院发表的 2009 年国际人权报告为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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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点，双方就近期的时事课题（308 政治海啸、安
华肛交案、母语教育与华教、在地弱势团体、霹州变
天、乌雪补选）进行交流。
3. 民权拟在未来安排本堂领导层与该国驻马大使会面，
进一步讨论合作事宜。
2-7-10

出席美国国庆酒会

6.30pm

地点：吉隆坡皇族大酒店 Royale Chulan Hotel
主办：美国驻马大使馆
出席：廖国华

出席“马来西亚 20 《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的主题为“扭转国运”，其
9.30am 年 行 动 方 略 工 作 中所涵盖的 5 个领域分别是教育、社会与环境、文化、经
济、政治与治理。
华总谢富 坊”
4-7-10

“恢复地方政府选举”的政治与治理组主席廖国华发言时
表示，长久以来，由州政府委任地方政府议员已违背民主
程序。本计划将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一同向民联州政
府施压，要求实现 308 大选前的承诺，恢复地方政府，还
政于民。唯有如此，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参与，促成草根
民主的发芽茁壮。

年礼堂

（参阅《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报告）

18-7-10
2pm

“还我第三票：恢 地点：大马妇女发展机构八打灵分会会所
复地方选举”讲座 主办：大马妇女发展机构八打灵分会
主 讲 ： 邓 章 钦 （雪 州 议会 议 长 ） 、 谢 春荣 （ 本堂 副 会
长）、廖国华（民权委员会主席）

出 席 人 民 之 声
《 2009 年 人 权 报
10am
吉隆坡文 告》推介暨新闻发
雅大酒店 布会
21-7-10

Mandarin
Court
Hotel

主办：
人民之声（SUARAM）

马来西亚人民之声发布《2009 年人权报告：公民和政治权
利》，披露我国人权现况仅有小幅度提升，不值得为此欢
呼。
1. 人民之声董事柯嘉逊表示，无审讯扣留、国际贪污指
数、新闻自由排行等，马来西亚都只有小幅度的提升
和改善，所以没有值得他们能够提出或纳入报告中的
正面发展。
2. 这份报告指出，警方 2009 年总共逮捕超过千名参与
和平集会者，人数大幅度超过往年，标志着政府逐渐
无法容忍异议。报告也强调，去年的人权关键趋势，
包括警方和执法机构滥权却不受惩罚的现象加剧且持
续发生；政见异议的高度不容忍；以及国阵政府抗拒
改革与拒绝提升人权标准。
3. 曾遭内安法令扣留长达 7 年的玛沙莫哈末（Mat Sah
Mohd Satray）也现身诉说本身经历。他表明，虽然
自己现在已经获得自由，但只要《内安法令》依然不
被废除，他还是会感到担心，因为自己抑或其他人，
都仍冒着被无审讯扣留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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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10

会见雪州大臣卡立

6pm

出席：廖国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良好施政联
盟（Coalition for Good Governance，CGG）代表等。
1. 本次会面，主要表达非政府组织对地方政府选举时间
表之关注。

雪州大臣
州政府
办公室

2. 州务大臣卡立透露，雪州民联政府是继霹雳州民联政
府后，将在今年内落实民选村长选举。

联同雪霹渔民组织 出席：谢春荣（本堂副会长）、杨有为（总秘书）、陈松
林（社经委员会主席）、廖国华（民权委员会主
赴印尼驻我大使馆
11am
席）、吴仲顺（青年团团长）、陈亚才（执行
印尼驻我 提呈备忘录
长）、郑庆合（董事）、李英维（社经委员）、谢
25-8-10

国大使馆

2-10-10
与
3-10-10

添僖（雪州适耕庄渔业公会）、纪伟成（雪州大港
海产公会主席）、纪日海（下霹雳渔民合作社执行
秘书）
（更多详情请参阅社会经济委员会）

出席“亚洲中文新 Asia Chinese New Media Conference
媒体研讨会”
出席：黄进发、黄业华
（详情请参阅社会经济委员会报告）

出席“马来西亚人 1. 本堂民权委员会发起的“给生命第二次机会运动”入
围第 11 届人民之声人权奖。
民 之 声 （ SUARAM）
10am
隆雪华堂 第 11 届人权奖”颁 2. 其他的入围者包括：霹雳州原住民甘榜联盟（Jaringan
Kampung Orang Asli Perak）、霹雳州和丰竹芭新村垦殖
楼上讲堂 奖礼
9-12-10

出席：
卓振宏（民权委员）、
谢伟伦（助理秘书）

民网络（Jaringan Peneroka Kampung KTM）、缅甸难民
组织（Burma Refugee Organization）、布鲁克兰园丘工
人 行 动 委 员 会 （ Brooklands Estate Workers Action
Committee）。
3. 结果士毛月甘榜双溪林京（Kampung Sungai Rinching）
园丘委员会获得大会肯定。经过 15 年漫长的斗争，
这个位于雪州士毛月的议题组织成功争取到免费的廉
价屋，并坚持不让其他人进入他们的居住地。

出 席 “ 第 八 阶 段 The Official Launch of the 8th Phase of the My Constitution Campaign
《我的宪法》人民 on “Citizenship & Fundamental Liberties”
10am
主办：大马律师公会
大马律师 手册推介礼”
10-12-10

公会讲堂

推介：Jenny Lasimbang（大马人权委员会委员）

代表：饶兆颖（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副主席）、云大舜
（大马律师公会宪法委员小组主席）等。
11-12-10
2pm

参加“多元社会的 联办：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林连玉基金、《星洲日报》
语言人权”研讨会 参与：廖国华、陈慧君、黄业华、卓振宏
（详情请参阅文教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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