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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委员会 

2010 年度会务报告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第 34 届隆雪华堂国际关系委员名单 

顾问 ： 陈友信 

主任 ： 拿督黄汉良 

副主席 ： 颜登逸 

组员 ： 包久星、蔡庆文、郑淑娟、戴炳煌、李书祯、李福旺、朱绍瑛 

 

（2）活动、交流、考察团 

2.1 “新中国外交 60年之路”中国学者专题讲座 

日期 2010 年 1月 26 日（星期二），8pm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 隆雪华堂国际关系委员会、马来西亚乡青总团联谊会、《东方日

报》 

主持 隆雪华堂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拿督黄汉良 

讲题（一）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新中国外交 60年之路” 

侯松岭教授（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 

演讲大纲：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冷

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确立的背景与内容、新世纪中国外

交战略的内容与含义、结束语。 

讲题（二） “中马关系与民间交流” 

张明亮博士（中国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演讲大纲：1974 年建交前的中马关系（1970 年之前中国对待马来

西亚的态度、转折的年份、1970 年至 1974 年的中马

关系）、建交后的“限制交流”阶段（1974-

1989）、开放交流（1990 年至今）、中马民间交

流：以大众文化为视角。 

报告 1. 讲座会吸引约 70 位观众，席间争相发言，回响热烈，更被

主持人形容为“欲罢不能”。 

2.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在讲座开始前致词，表示今天的中国已

经被全球肯定为正在崛起的强国，任何外交政策将对东盟尤

其是我国带来影响。 

3. 张明亮点出，马中建交前是以民间交流形式来推动双边的政

府关系，当两国建交后，民间交流反而停滞下来，受到很大

限制，直到 1990 年代。现在则可从体育交流及大众文化领

域这种民间互动来促进马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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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侯松岭说明，冷战后美国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中国实行

“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不与美国对着干，并继续与亚非拉

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即使 2008 年成功举办北京奥

运、当上金牌榜首后，中国仍持续执行此政策，原因是中国

国内发展不平衡、周边安全形势不乐观。 

剪报 

   
 

2.2 中国吉林市经贸代表团拜访隆雪华堂 

日期 2010 年 3月 12 日（星期五），5pm 

地点 隆雪华堂秘书处贵宾室 

代表团 1）张志军 （男） 吉林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2）孙宝玉 （男） 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3）刘  力 （男） 吉林市规划局局长 

4）李建华 （男） 吉林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5）李  程 （男） 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6）孙  涛 （男） 吉林市经济技术合作局副局长 

7）杨利民 （男） 吉林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8）吴亚妹 （女） 新加坡公共对外事务合作局高级顾问 

本堂董事 1）署理会长 ：翁清玉 

2）副会长 ：包久星局绅、陈康益、郑淑娟 

3）总秘书 ：杨有为 

4）副总秘书 ：戴炳煌 

5）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 ：拿督黄汉良 

6）文教委员会主席 ：李书祯 

7）福利委员会主席 ：朱绍瑛 

8）文教委员会副主席 ：劳瑞友 

9）董事 ：罗才生、丁学外 

报告 1. 吉林市经贸代表团成员欢迎本堂董事于今年 9 月份，到吉林

市参与他们的博览会。 

2. 交流完毕之后，本堂署理会长翁清玉宴请大家到海外天用晚

餐。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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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拜访本堂 

日期 2010 年 4月 1日（星期四），11am 

地点 隆雪华堂秘书处贵宾室 

报告 1. 本堂出席接待者：会长陈友信、副会长包久星局绅与陈康

益、总秘书杨有为、福利委员会主席朱绍瑛、文教委员会副

主席劳瑞友。 

2. 交流会结束后，本堂招待大家到紫藤茶原享用午餐。 

 
2.4 军情研讨会: 《从解放军井喷式发展看台湾对应之道和美国对台军售》 

日期 2010 年 4月 18 日（星期日），7.30pm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国际关系委员会、青运后备军协调局及吉隆坡安全评论

网站 

主讲人 毕中和先生（台湾民间首份军事杂志《尖端科技》总编辑）、 

蓝中华（吉隆坡安全评论网站负责人） 

主持人 黄运财（青运负责人） 

参加对象 军事发烧友，对军事防务课题有基本认识的公众人士，出席者约

40 人，发问情况踊跃。 

报告 1. 主讲人针对中台军力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财富和累积雄

厚的科技实力，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发展迅速，其中包括

造航母、反卫星试验、第四代战机、发射太空站能力。与之

相反的是，台湾陷入了军备老化、军备购买来源被封杀。 

2. 虽然近几年来台湾大力发展本土反舰、防空和对地导弹，也

推出了经国号战斗机，及本身的光华级导弹艇，但比起解放

军的“井喷式”发展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3. 有鉴于中台军力差距无可挽回，寻求美国的军售成为台湾的

唯一救命法门。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给台湾最大的礼物是宣

布了 64 亿美元军售，震惊了中国，也招致中国恫言制裁美

国公司作为对付之道。 

 
2.5 中国中医专家健康咨询义诊团访马义诊交流 

�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派中医专家健康咨询义诊团于 6 月 2 日至 18 日来

马义诊，本堂负责吉隆坡站的义诊活动，招待日期由 6 月 14 日至 16

日。 

� 主席拿督黄汉良于 16/6/10 招待义诊团成员到燕美海外天酒家享用

午餐，其他详情参阅总秘书报告。 

（详情请参阅福利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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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组团到中国内蒙古考察 

2.6.1 本堂于 9月 16 日至 20日组团到中国内蒙古作为期 5天的考察，团

费每人 RM4 千。 

2.6.2 共有 14人参加，名单如下： 

序序序序    参加者参加者参加者参加者    

1 拿督黄汉良（顾问） 

2 陈友信硕士（会长） 

3 谢春荣律师（副会长） 

4 蔡庆文律师（副会长） 

5 杨有为先生（总秘书） 

6 李书祯女士（文教委员会主席） 

7 廖国华先生（民权委员会主席） 

8 杜代庆先生（董事） 

9 周景光先生（董事） 

10 吴立康先生（民权委员会委员） 

11 柯彩云女士（蔡庆文夫人） 

12 颜爱蓉女士（杜代庆夫人） 

13 会长友人 

14 会长友人 

 

2.6.3 五天中国内蒙古行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行程（离行程（离行程（离行程（离////抵）抵）抵）抵）    交通（时间）交通（时间）交通（时间）交通（时间）    

16/9/2010 吉隆坡/上海浦东 MU540（0150/0700） 

16/9/2010 上海虹桥/呼和浩特 MU5157（1035/1310） 

20/9/2010 包头/上海虹桥 MU5690（1335/1710） 

20/9/2010 上海浦东/吉隆坡 MU539（1930/0050+1） 

 

2.6.4 考察团得到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府，以及响沙湾等单位领导热

烈招待，使团员对中国内蒙古独特风情，如辽阔的草原及响沙湾的

沙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