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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委员会 

2010 年度会务报告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第 34 届隆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名单 

会务顾问 ： 翁清玉 

主席 ： 陈松林 

副主席 ： 杜代庆 

秘书 ： 陈美萍 

委员 ： 刘景国、黄位寅、郑玉辉、杨安泰、赖慧菁、潘永杰、李英维、 

  刘国华、李敬添、周泽南、刘德豪、周威名、郭喜保、杨全霖。 

 
（2）会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7-1-2010 

4.00pm 

本堂秘书处

会议室 

“马来西亚 20 年

行动方略社会环境

组：砂州原住民公

民权争取运动” 

第 1次筹备会议 

 
出席者： 

陈松林、周泽南、

何 玉 苓 、 周 小 芳

（20 年行动方略委

员会秘书处）、 

杨有为（华研）。 

砂拉越约有 240 万人，由 23 个族群所组成，境内约

1/3 居民皆为原住民。依当地国民登记局的数据，这

个我国最大的州属竟有约 6 万 6 千名原住民还不具备

身份证或报生纸等以证明其公民身份。 

本会议经讨论后，决定展开因应行动如下： 

1. 实况调查：以旅游性质赴砂州调查原住民权利现

况。 

2. 发起运动：推动州内公民权争取及选民登记运

动。 

3. 实务操作：协助申请，检视州内公民权及选民登

记程序。 

4. 唤醒关心：巡回举办双语讲座、影片分享暨交流

会。 

21-1-2010 

7.30pm 

华总 

谢富年礼堂 

出席“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社

会环境组”第 3 次

会议 

 
出席者： 

陈松林、周泽南、

刘德豪、李敬添、

郑碹珍（隆雪华堂

妇女组）、杨有为

（马来西亚 20 年行

动方略副主席）、

陈松青（社会环境

本委员会与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华社资料研究

中心一起推动“砂州原住民公民权争取运动”，并成

立“原住民工作小组”，因此受邀出席此会议。 

陈松林为小组协调人。本次记录只列出当天原住民议

题讨论部分如下： 

1. 小组首场讲座已于 1月 13 日在隆雪华堂举办。 

2. 接下来将进行实地考察，由黄文强安排。 

3. 实地考察的目标是协助选民登记，而公民权是不

能协助登记，只能做调查，收集数据及监督作

业。 

4. 每次实地考察后须有成果呈现，方式计有：新闻

发布会、讲座、制成视频放上 Youtube，甚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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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小组顾问）、

黄循营（社会环境

推 动 小 组 副 主

任）、黄集初（华

研社会环境推动小

组秘书处）、刘明

星、廖天才。 

国民登记局对话，进一步也可成为“原住民大

使”。 

5. 关注原住民教育问题，最好能有一个类似“希望

工程”的计划，大规模地去做。不应只关心中

国，反而对本国的弱势群体不闻不问。 

6. 西马华团妇女组参与，也可带动东马华团妇女组

投入。 

7. 从教改角度来看，也可组织学生参与，当作地理

教学，进行机会教育。 

25-1-2010 

7.30pm 

隆雪华堂 

秘书处 

会议室 

“马来西亚 20 年

行动方略社会环境

组：砂州原住民公

民权争取运动” 

第 2次会议 

 
出席者： 

陈松林、李敬添、

刘德豪、周泽南、

郑碹珍、何玉苓、

周 小 芳 、 黄 文 强

（马来西亚自由公

平 选 举 联 盟 协 调

员）、王妤娴、廖

天才、林少雄、刘

明星、彭卓凡。 

延续前次会议讨论共识，本次讨论制订工作进度表与

待完成事项。 

1. 视察安排：首趟行程每月 1 次，每次 1 星期。每

组约 4 人，未来持续前往同一区。本堂妇女组 4

月访问东马，黄文强也在 4月到古晋华团讲座。 

2. 准备工作：社经组负责确定活动名称、设计参加

表格，以及每两个月 1 次巡回讲座。黄文强制作

财政预算。 

10-2-2010 

7.00pm 

隆雪华堂 

秘书处 

会议室 

第 2 次社会经济委

员会会议 

 
出席者： 

陈松林、杜代庆、

李敬添、杨全霖、

李英维、周泽南、

刘德豪。 

1. 砂州原住民公民权运动 

� 运动正式命名为“遗失的公民：砂州原住民

公民权运动”；成立工作小组，以周泽南为

首，带领运作。拟在当地华团进行讲座，并

鼓励当地华团与非政府组织加入。 

� 最新之行程安排，分 20/3-26/3、18/4-

24/4、16/5-22/5 三组先后进行。 

2. 技职教育巡回讲座 

� 配合本堂县区访问进行，同时在场拟安排协

助选民登记工作。 

2-4-2010 

7.30pm 

隆雪华堂 

秘书处 

会议室 

“技职教育培训及

认证推广活动” 

第 3次筹备会议 

 
出席者： 

陈松林、李英维、

1. 陈杰辉将一同出席本堂 4 月 11 日之瓜雪县区访

问行程，讲解技职教育培训及认证推广活动，让

与会者认识技职教育的目标、优势、特色、现况

与未来发展。由商联会制作 PowerPoint。 

2. 未来拟安排在瓜雪（5 月）和瓜冷（6 月），与

各县区华团、校友会、家教协会等团体，一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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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辉（商联会中

小企业及人力资源

发展组副主任）、

吴玉仁（中小型企

业及人力资源发展

组副主任）、傅琬

勤（商联会副执行

秘书）。 

办技职教育巡回讲座。 

27-7-2010 

7.00pm 
 

隆雪华堂 

秘书处 

会议室 

“适耕庄渔民课

题”会议 

 
出席者： 

陈松林、李英维、

谢春荣、杨有为、

吴仲顺（隆雪华堂

董事）。 

鉴于适耕庄渔民近期面对印尼海盗绑架勒索、雇用非

法外劳遭取缔等问题，已至事态严重。经会议讨论

后，本堂决定草拟一份备忘录，近期内提呈我国农业

部（渔业发展局）、大马渔业发展理事会（LKIM）、

印尼驻马大使馆等单位，代表渔民组织反映其困境。 

 

（3）座谈会/课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13-1-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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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华

社研究中心 

 

 

主讲人： 

周泽南（电视节目制作人）、 

黄文强（马来西亚自由公平选

举联盟协调员）、 

施志豪（砂拉越人民公正党实

旦宾区会主席） 

 

主持人： 

李敬添（隆雪华堂社经委员） 

 

 

 

 

 

1. 周泽南首先播放了《前线视窗》三集

专题影片，透过他在 2009 年 11 月前

往峇南河中上游所摄得影片，清楚反

映砂州原住民在申请证件时所遭遇到

的困难，以及国民登记局处理原住民

申请证件的方法。尽管国民登记局尝

试努力解决，但显然尚不能解决 6 万

6000 名原住民无公民权的问题。 

2. 周泽南也形容东西马的关系犹如“东

邪西毒”，所谓“东邪”乃指自 1986 

年担任砂州首席部长至今的的泰益玛

末至今依然掩盖原住民无证件的问

题，而“西毒”则是西马人于 308 大

选后，在未了解实情下，妄自批评东

马人不愿改变东马政局。 

3. 黄文强指出，住在砂拉越偏远地区的

原住民因交通、教育水平和其它不明

原因，无法成功申请公民权，进而导

致选民登记率偏低。他说，以砂拉越

的峇当艾州选区为例，当地有 2 万

2000 名居民，但只有 8000 人登记为选

民，假设当中 20% 为年龄 21 岁以下

者，符合选民资格者应该有 1 万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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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此推论只有 44% 符合资格者登

记为选民。 

4. 施志豪则说明，原住民长期反对政府

兴建水坝与滥伐森林活动，此举导致

政府消极面对原住民的无公民证件问

题，因为国阵担心强烈反对政策者一

旦成功登记成为选民，将导致砂州国

阵政府在来届选举失去政权。 

7-4-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寻找遗失的公民——砂州

原住民的生存权与公民权”

讲座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犀

鸟力量行动小组 

 

主讲人： 

Wing Miku（反巴贡运动者、

部落客）、 

黄天保（电机工程师）、 

曾薛霏（《独立新闻在线》助

理编辑） 

 

主持人： 

周泽南（社经委员会委员） 
 

 

 
 

 
 

 

马来西亚和中国签署了一项能源总体规划

协议，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由，计划在砂拉

越州内兴建多座大型水坝和采煤工程，届

时将使当地成千上万名原住民社群痛失居

所，更多的自然生态、森林和原住民习俗

地必遭逢浩劫。 

1. Wing Miku 抨击政府以各种承诺，包括

在教育、医疗设备及种植区基本设施

方面，以逼使原住民们答应搬离巴

贡。但是十多年下来，并未兑现承

诺。国阵操纵着砂拉越整整几十年，

为了配合政府所谓的发展地区，而牺

牲整整一万名的原住民。“我们必须

放弃一个面积广阔如彭亨州的地区，

被陷害搬迁至现在的地方。” 

2. 曾薛霏与出席者分享她在走访巴贡及

双溪阿沙种植区的经验。她透过幻灯

片阐述该地区的环境、村民日常活动

的照片，解释这些原住民在种植区中

面对的种种生活状况、食物等问题。

她也以紧急状态时期，住在森林边缘

的华人被迫迁入华人新村的经验与原

住民搬到种植区的经验相比较，并点

出他们都是被迫搬迁到新的环境。 

3. 黄天保指出，若深入研究自上届大选

后的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及与东马选民

投票比率，可以发现：显然西马人民

无法单方面改变现有政治局势和促进

国家民主。他强调：“若沙巴与砂州

人民无法参与政治局势的改变，西马

人民就无法替换现有政府。”因此，

西马人必须协助教育砂州原住民如何

利用手中的选票，投选那些能够为他

们争取权益的代议士，使他们了解民

主和基本人权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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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讲座也透过播放短片向观众展示，原

住民如何在发展洪流的影响下挣扎求存的

故事，同时展示在当地协助进行选民登记

的义工分享田野观察的成果。 

22-4-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下会议室 

“决战乌雪：监督选举，捉

鬼防弊”讲座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选 举 观 察 （ My Election 

Watch，MEW） 

 

主讲人： 

黄文强（大马选举监督网络协

调员，MEOnet）、 

黄天保（选举观察协调员，

MEW） 

 

主持人： 

李英维（社经委员会委员） 

1. 黄文强认为我国必须要做到“公平而

自由”的选举，否则类似巴基斯坦选

民因不满选举不公，以致选后抗议声

浪从未间断的历史可能会在我国重

演。他透露，大马目前有大约 6 个选

举观察组织，他们可配合外国选举观

察员，教育民众知道作为选民应用的

权利，比如坚持候选人必须公布个人

资产等。 

2. 黄天保说，过去菲律宾马可斯和印尼

苏哈多总统下台，除了人民力量外，

国际选举观察员可谓扮演重要的角

色，因此他们也越来越受世界各国重

视。他也强调，无论中央或地方政

府，在选举期间都不应利用政府资源

或出动政府部门的车辆等人力与设

备，争取选民支持。 

19-5-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火箭升空，民联东渡？─

─谈诗巫补选”讲座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独立新闻在线》 

 

主讲人： 

黄文强（选举观察团协调

员）、 

黄书琪（《独立新闻在线》记

者）、 

YB 李映霞（莲花苑州议员）、 

YB 蔡添强（峇都区国会议员） 

 

主持人： 

李英维（社经委员会委员） 

 

 
 

行动党候选人黄和联在诗巫国会议席补选

中，以 398 张多数票挫败国阵人联党候选

人刘会耀。砂州火箭顺利升空之际，同样

宣告马华公会在乌鲁雪兰莪大量流失华人

选票后，同是华基政党的人联党也未能稳

住华人选票，国阵堡垒拱手让人。 

1. 亲赴诗巫采访补选的黄书琪形容，民

主行动党的策略铺天盖地，而且主轴

明确，该党主打温情牌、民联州政府

的政绩以及诗巫选民关注的淹水问

题。反之，人联党的宣传战一开始打

改革牌，再到“一个马来西亚”到最

后大打回教国议题。她透露，从访问

期间被政治部官员跟踪、媒体由政党

垄断的情况来看，诗巫的社会控制和

约束导致长屋的部落和市区的华人皆

拒谈政治；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

问题，更是限制了资讯的流通。 

2. 黄文强提供数据显示，21 至 29 岁的投

票选民占了全部选民的 9%，而 30-39

岁的选民占了 25%。其中有 10-15%的

选民即 6000-9000 人因在外工作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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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返乡投票。因此，他强调，诗巫推

倒国阵的，其实是老人票，改变的是

老人不是年轻人。 

3. 李映霞把这次诗巫补选成绩形容为诗

巫选民的“默默起义”，并指出诗巫

居民长期面对的地契问题，是促使人

民转投行动党的原因之一。她认为，

诗巫年轻人外流，反倒可以让诗巫人

感受到改变的风潮。 

4. 蔡添强认为，诗巫补选的重要性在于

带来新的选举文化；老人票倒向民联

的现象说明，原先支持国阵的选民已

经进入了思维转变的阶段。为此，他

促请当地的基层和党工快速地把选举

文化带到东马，克服当地选民的恐惧

文化。 

29-7-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1949：新台湾的机遇” 

讲座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中国文

化研究组 

 

 

主讲人： 

杨儒宾（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

讲座教授） 

 

 

主持人： 

黄文斌（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

教授） 

 

 

 

 

1. 提起 1949 年国民党政权从中国大陆迁

移到台湾，舆论界的评论基本上都是

负面的。台湾本土主义者认为，大量

的中国人移民到台湾，破坏了纯朴的

台湾社会；另一方面，中国则认为

1949 年的台湾是一个代表旧封建文化

的地方，是需要被解放。 

2. 杨儒宾指出，1949 年的台湾有着两种

形象：从中共的新中国史观而言，台

湾亟待解放，但在本土派眼里，台湾

需摆脱中国，截然不同的台湾灾难史

观。 

3. 杨儒宾经过长时期收集台湾历史的书

信、档案、书法、字典等，论证了

1949 年可谓是“新台湾的诞生”，无

论是政治、机构、文化、学术都带来

了台湾历史上所没有的高度和深度。 

4. 他分析，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最

大的特色是台湾-中华民国一体化，表

现在政体上是维持中华民国体制，经

济上行使资本主义政策，内政上采权

威政治，文化上则强调台湾的中国

性。此一时期，台湾与中华文化的交

汇，无论在组织面（涌进大量学术文

化、教育机构）、人力面（全国性的

文化精英滞台）、政策面（以中华文

化的代替人或体现者出现）上，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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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前所未见的巨变。因此，一个另类

的“新中国”在台湾诞生，使得新台

湾更像新中国，新的大传统论述也正

式建立。 

13-8-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寻找本南人失落的希望”

讲座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林连玉基金、犀鸟力量小组、

选 举 观 察 （ My Election 

Watch - MEW）、20 年行动方

略委员会 

 

协办：《当今大马》、《独立

新闻在线》 

 

 

 

 

 

 

主讲人： 

施志豪（公正党砂拉越实旦宾

区部主席、人权律师）、 

Nick Kelasau（本南人权分

子）、 

廖添才（“砂州民主之旅”成

员、“选举观察”雪隆区副主

席） 

 

 

主持人： 

王妤娴（妇女援助组织志工，

WAO） 

讲座出席者约 30人。 

1. 施志豪透露，民间正发起本南人学前

教育计划，一旦计划成事，本南族孩

子就无需在四、五岁时就离家求学。

估计一年只需 1 万 5000 元的经费，就

可以提供一个本南人部落一年的学前

教育，构思是每人每年捐出 500 元助

养本南族孩子。 

他说，民间可以利用村落里的公共礼

堂、教堂进行教学，只需承担教师的

津贴，这些教师可以是念完中三或中

五的族人；目前已有一个非政府组织

正训练原住民当教师。因此，除了提

供孩童学前教育，这个计划还可提供

受过中学教育的族人工作机会。 

2. Nick Kelasau 表示，本南人原来的生

活非常平静安逸，他们是群居的游牧

民族，根据季节的变换在森林里觅果

实和其它森林资源维生。可是现在伐

木商和油棕种植公司侵占了他们的土

地，他们的生活遭到干扰。他说，本

南人并非不要发展，或不要政府推行

发展计划，他们只是要自己决定要什

么样的发展，他们只是要争取自己的

权利、希望孩子有机会上学。 

3. 本南人的土地权、受教育机会遭剥

夺，可是却因没有投票权。曾数度到

砂拉越进行选民登记工作的廖添才表

示，根据统计，截至 2007 年民都鲁的

人口多达 20 万 9800 人，可是根据 308

大选的选民册，这个省的合格选民只

有 50 万 200 人，扣除未满合格年龄 21

岁的 5万人，选民人数也只占 1/3。 

如果只有 3 万 5000 人出来投票，这些

人就决定了其余 20 万人的命运，令人

惊叹。因此，廖添才和其同伴身体力

行，远赴东马进行选民登记工作，以

助内陆地区的原住民取得投票权。 



44 

27-8-2010 

至 

29-8-2010 

每日 10am

至 12pm， 

2pm-4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族群关系研究的理论与趋

势”短期课程 
 

主办：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

群研究中心、南大教育与研究

基金会 

 

协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本堂学员： 

廖国华、饶兆颖、郑文辉（民

权委员会）、杨全霖（社经委

员）、谢伟伦、卢盈嫔（本堂

助理秘书） 

1. 主讲人张茂桂是当前华人世界最突出

的族群问题专家之一，他是美国普度

大学社会学博士，现职是台湾中央研

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兴趣

集中在社会运动、族群关系与民族主

义等领域。 

2. 这项课程授课内容，涵盖当前族群关

系研究的理论和趋势，以及族群政

治、族群动员、族群冲突和族群和谐

等相关论题。课程时数共 10 小时，分

成 5讲，每讲 2小时。 

3. 参与学员超过 50名。 

1-9-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取消补贴？我们何去何

从？”英语讲座 

（No more subsidy?! What 

do we do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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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ademiMerdeka.org 

 

 

 

主讲人： 

Charles Santiago（雪州巴生

区国会议员）、 

Khairy Jamaludin（森州林茂

区国会议员）、 

王建民（政治学者）、 

Wan Saiful Wan Jan（民主和

经济事务机构首席执行员） 

 

 

主持人： 

Amin Ahmad（民主和经济事务

机构研究员） 

讲座出席者约 70人。 

1. 新经济政策让朋党主义滋生，一直引

人诟病，Khairy Jamaludin 直认不

讳，但却也不忘提醒，受惠者并非全

部都与巫统有关。 

他指出，政府应该维持具备“生产效

能”的补贴，比如医疗及教育领域。

同时，也应补贴教育领域可以栽培有

能力的人才，从而获得回馈，惟政府

要减少没有生产效能的补贴，检讨给

予大公司的补贴，如独立发电厂。 

2. Charles Santiago 引据调查数据指

出，我国的生活水平在过去 15 年内提

高了 10 至 15%，而薪水只微涨 2.6%，

尚有 40 万人每月收入低于 720 令吉，

政府在减少补贴时须为穷人设想。 

他强调，政府必须设立最低薪金制，

以解决长久以来的劳工薪资问题。 

3. 王建民则与 Khairy Jamaludin 站在同

一立场，把矛头指向庞大臃肿的公务

员体系；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负

责拟订削津建议的表现管理和传递单

位（Pemandu）。他指出，基于一般公

务员无法表现，首相被迫集中大权，

由自己掌控绝大部分的工作，结果造

成首相署每年的拨款都高居不下。他

表示，若要根治这种制度上的问题，

唯有改朝换代才能发生。 

4. Wan Saiful Wan Jan 则高唱反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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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贴制度不但毫无可取之处，还将

导致国人过度依赖政府，把生活及福

利责任转嫁于政府。他说，政治人物

并非福利工作者，国人应该主动亲身

协助有需要者，而非指望他人。他也

批评，尽管我国已独立 53 年，但人们

却难以撇除依赖性，并形容过于依赖

政府补贴，将形成一种“不负责任的

顽疾”。 

13-10-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尴尬的大马经济》新书推

介暨讲座会 
 

联办：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独立

新闻在线》 

 

主讲： 

孙和声（时事评论人）、 

冯久玲（亚洲大趋势研究所所

长） 

 

主持： 

杨安泰（隆雪华堂社经委员） 

 

推介人： 

陈友信（隆雪华堂会长） 

 

 

 
 

出席者约 80人。 

1. 孙和声直批纳吉政府避重就轻，把经

济重点转向可以让所有人“皆大欢

喜”的服务业，但却没有正视大部分

服务业产业无法提升人民收入的事

实。他分析，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指数

与人均收入，说明我国的全民生产总

值数十年来实在低于通膨率太多，

“若以消费带动经济，最多也只能实

行一时。” 

2. 孙和声解释，我国十年来的经济增长

率及人均收入增长率其实都翻了一

倍，若与其他国家对照，并不特别出

奇，但“即使人均收入增加，如果是

由通货膨胀造成的，意义也不大”。

他指出，我国相当依赖消费带动经济

发展，若再持续下去，就会容易引发

泡沫，尤其是在 2007 年至 2009 年

间，我国的低利息导致金钱成为廉价

资本（cheap money）。 

3. 冯久玲认为，政治人物口水战对经济

毫无帮助，而且媒体跟着政治人物起

哄，消耗所有人的力气。她指出，人

才外流其实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流进

我国的人才与人才外流相减之后的净

值，但我国却困在桎梏当中，惯性作

法与政治思维成为马来西亚的文化，

难以走出去。她建言，我国政府应该

放宽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留在我国服务

的限制，有配套、系统性的把人才留

住。 

25-11-2010 

8pm 

“海市蜃楼，世界之巅：50

亿摩天大楼谁买单？”讲座 
 

本次讲座吸引大约 40名听众参与。 

1. 梁志华列举各项数据，指出我国要在

未来十年取得 12.8%的私人投资率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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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独立新闻在线》 

 

 

主讲人： 

刘镇东（槟州升旗山区国会议

员）、 

梁志华（《独立新闻在线》助

理编辑）、 

张集强（古迹保护学者）、 

李书祯（安邦市议员） 

 

 

主持人： 

李英维（社经委员会委员） 

 

 

 

易事，要让吉隆坡未来十年的办公楼

需求增长则更难了。他披露，首都办

公大楼闲置率从 1997 年至今 13 年，

一直维持双位数状况，未再降到之前

的个位数，公司倒闭、外资撤走，办

公楼不再人声沸腾，政府现欲兴建百

层摩天大楼，但国家经商程序比周边

区域国家繁冗，难吸引外资，新大楼

恐怕只会制造另一座蚊子馆。 

2. 张集强从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于独立后

擎划的一系列建筑历史开始侃侃而

谈，明确指出，建筑一栋百层高楼势

必改变周围老社区面貌，包括届时将

模仿国油双峰塔的模式，直接挖开隆

雪华堂前方道路，建筑地下道直通摩

天楼地底停车场。他说，一个没有历

史概念的政府，注定重蹈历史的覆

辙。独立遗产大楼突然降落在充满老

吉隆坡人回忆的精武山毗邻，他担心

的不只是没有良善交通计划考虑，更

令人担忧的是整个老社区、吉隆坡的

面貌就此改变。 

3. 李书祯认为，在过去短短两年之内，

经历 308 政治海啸的国阵，士气非常

低迷，纳吉上台后亟欲大展拳脚，盼

藉由发展经济带动政治，重新凝聚国

阵力量。唯短短二十载年间，国家领

导人纷纷斥资大兴土木，建设个人象

征性的建筑，象征他们权力欲望，屡

试不爽。 

4. 刘镇东一针见血指出，我国发展的根

本问题在于，整个思维是由发展、建

筑商主导，或政府思维就是从不断建

高楼、往外扩散而来的。他说，现任

首相纳吉并没有像马哈迪那样，对吉

隆坡存在复杂的情愫，不必学后者拼

命兴建高楼大厦把东姑阿都拉曼建国

初期的建筑物给比下去，彰显自己的

历史地位。所以，他认为独立遗产摩

天楼“师出无名”，因为纳吉心理上

也没这么病态，经历吉隆坡 50 年发

展，只能说这是（党国集团）最后的

打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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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动/考察/交流/集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7-4-2010 

8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选举观察组织（MEW）新闻

发布会 

 

发起：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选 举 观 察 （ My Election 

Watch，MEW） 

 

出席者： 

李英维（社经委员）、黄文

强、刘明星、唐薇宜、廖天才

及黄天保（选举观察协调员，

MEW） 

 

 

 

 

 

 

 

1. 选举观察组织（MEW）从乌鲁雪兰莪补

选过程发现，现有标准仍然与自由与

公平选举有相当大差距，其间依旧冒

现大量舞弊现象，认为现有选举系统

需要改革，以减少政党走法律漏洞等

问题。 

2. 经过九天观察，他们提出四道问题和

相关建议给选举委员会，希望能够改

革我国选举系统： 

（一） 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超过 1 万

4000 名选民迁移和 233 名选民转

移到其他选区。选举观察建议，

选举前先公报选民册、选民登记

过程时间缩短至两周、网络公布

申请人名单，以及实行自动登记

选民的政策。 

（二） 双方候选人的政党不当使用金钱

收买选民。选举观察建议，选委

会和反贪污委员会必须决定哪一

方展开调查工作，而非把球踢给

对方。此外，他们也提出仿效其

他国家如菲律宾，禁止选举前三

个月出现公共开销；稽查候选人

和政党的开销；要求候选人举行

非单方面政治演讲或辩论，将有

助解决贿选问题。 

（三） 双方候选人在提名日前“偷跑”

展开竞选活动。选举观察建议，

选委会合法化更长的竞选时间。 

（四） 其中一方不被允许使用他们的个

别党徽，让人觉得不公平。选举

观察建议，所有新政党登记和观

察应该由选委会负责，而当局不

应该在没有适当理由之下拒绝让

政党登记。 

3. 关于金钱政治问题，选举观察表明缺

少确却的资讯，但选举买票情况还是

难逃媒体和人民双眼。他们指责，在

没有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前提下，贿选

也使获胜的候选人难以取得公信力和

尊重。 

4. 黄文强也透露，现在选委会正视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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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其中一项建议，就是把可说是

全世界最短的一个小时提名时间，调

整到至少一个月以上，以能够减少开

销和提名日当天出现混乱的状况。 

19-5-2010 

11am 
 

吉隆坡 

广播大厦 

(大门外) 

“抗议媒体自我审查与政治

干预”示威活动 

 
出席者： 

周泽南（隆雪华堂社经委员，

前 TV2 电视节目制作人）、 

饶兆颖（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副主席）、 

吴仲顺（隆雪华青团长）、 

黄业华（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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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约 80 名维权人士、学运人士响应 528

媒体行动小组、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

联盟和独立新闻中心的号召，到广播

大厦前抗议国营电视台解雇第二电视

台《前线视窗》制作人周泽南及禁播

万挠村民反对建高压电缆与砂拉越巴

贡水坝特备节目。 

2. 其中，47 名万挠新村村民也在该区州

议员 YB 颜贝倪的率领下，包租一辆巴

士到场参与这项示威活动。 

3. 在场约有 20 名警员驻守，并只允许电

视台或电台员工进入大厦范围。后来

警方出动镇暴队到场驻扎。示威群众

要求进入广播大厦向国营电视台总监

依布拉欣雅亚（Ibrahim Yahya）提呈

备忘录，可是警方只允许五人入内。 

4. 备忘录向国营电视台总监提出四项要

求，即：一、允许播放周泽南制作的

有关砂拉越州原住民及万挠新村村民

的纪录片剩下片集；二、确保电视台

坚持专业和道德的操守；三、终止在

周泽南被解雇后，刚被聘请来监督中

文节目的马华公会党员叶诗铨的服

务；四、促国会把国营电视台改革为

一个为公众服务的电视台。 

5. 示威者戴着写上“528，不要自我审

查，不要政治干预”的面具，在场拉

布条和喊出“不要政治干预”的口

号，可是布条即刻遭警察抢走。 

6. 主办单位原本打算在现场召开记者

会，可是遭到警方驱赶，最后只好移

师到隆雪华堂召开记者会。 

30-5-2010 

10.30am 
 
 
 
 

与适耕庄渔业公会交流 

 

 

 

 

 

隆雪华堂代表团远赴适耕庄与当地渔民交

流，实质了解目前渔业状况及渔民所面对

的困境。 

1. 众渔民在交流会上指出，目前我国渔

业所面对的内忧是“劳力短缺”及

“渔民频遭海上执法单位取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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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海口

仙师法师公 

古庙 

(渔业公会

办事处) 

 
本堂代表： 

陈友信、陈康益、谢春荣、郑

淑娟、杨有为、戴炳煌、李福

旺、廖国华、陈松林、吴仲

顺、劳瑞友、郑玉辉、郑庆

合、纪祥国、李英维 

 

 

 

适耕庄代表： 

刘国才（前适耕庄渔业公会顾

问）、谢添僖（适耕庄渔业公

会主席）、纪石桐（乌暹渔民

福利公会总务） 

于捞捕工作艰辛及危险，本地人皆不

愿从事，致使劳力严缺，需依靠外

劳。另外，政府不允许 B 型渔船雇用

外劳，迫使渔民冒险雇用非法外劳出

海，结果频遭渔业局、水警等海上执

法单位取缔，并面对苛刻的处罚及政

策，渔民生活苦不堪言。 

2. 谢添僖表示，渔民生活愈日艰难，频

遭邻国海上军警犯境勒索，每次索款

高达 10 万令吉，若无他法，渔民将会

到印尼大使馆抗议。 

3. 会长陈友信认为，我国渔业应该要转

型，并向日本、台湾、澳大利等国渔

业取经，向现进机械化迈进，以减少

对人力及外劳的依赖；惟此前渔业组

织需要有详细及短期的计划。针对邻

国海上军警勒索问题，他建议我国渔

民组织应向印尼大使馆反映，并向之

施压。 

4. 为解决国内渔业种种问题及转型，国

内渔民组织应要团结起来，而隆雪华

堂也愿意给予协助。此外，我国渔业

应与时并进，若渔民有转型意愿，本

堂将给予配合，并找专业人士给予协

助，希望此后能逐一解决国内渔业所

面对的问题。 

25-6-2010 

12pm 
 

适耕庄海口 

仙师法师公 

古庙 

（渔业公会

办事处） 

与适耕庄渔业公会交流 

 

 

 
出席者： 

陈松林、李英维、周泽南、 

陈亚才（本堂执行长）、 

拿督郑庆合（本堂董事）、 

谢添僖（适耕庄渔业公会主

席）、纪伟成（大港海产公会

主席）、刘国才（适耕庄渔业

公会前顾问）、 

谢伟伦、卢盈嫔（本堂助理） 

 

 

 

 

 

继 5 月 30 日本堂代表团到适耕庄与当地渔

民交流后，本堂代表再次前往与当地渔民

交流，做进一步的资料收集。 

兹将适耕庄渔民面对到的问题归类成： 

1.1.1.1. 印尼海盗犯境绑架勒索印尼海盗犯境绑架勒索印尼海盗犯境绑架勒索印尼海盗犯境绑架勒索    

� 谢添僖表示，今年已有大约 12 艘渔

船被印尼海盗干扰，勒索金额高达

10 万令吉。若不付赎金，渔船将被

拖往印尼充公，渔民也有可能会为

此而面对牢狱之灾。渔民相信，这

班海盗是邻国的海上军警，因为这

班海盗会强迫渔民签署越境的文

件；若非军警，不可能拥有相关文

件。半港鱼民也面对相同问题，据

知损失亦过千万。 

� 渔民有向海岸防卫队、渔业公会、

移民厅、关税局等相关单位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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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前者皆建议他们向警方投报。渔

民除了对警方没有信心，也担心因

报警而暴露绑架案的“中间人”

（传达两方消息）身份，危及遭绑

架的渔民。 

� 同时，被掳往印尼的渔民也可能因

此长期被扣留在印尼监牢，终日遭

非人对待。渔民代表举例，有位被

绑者监逃回来后，变得神智不清，

相信是因为长期受虐待及精神折磨

所致。因此，大多数渔民宁可花钱

消灾了事，不愿报警。 

2.2.2.2. 柴油与渔获补贴柴油与渔获补贴柴油与渔获补贴柴油与渔获补贴    

� 渔民原本享有的柴油津贴（每月

RM200）和渔获津贴（每公斤 1 仙）

津贴，如今已无法如期获得。 

� 适耕庄渔业公会代表揭露，从渔民

的银行存款簿里发现：有关津贴经

常无故停止发放几个月，虽经过争

取后恢复作业，但先前的津贴却未

获补发。此种现象，让人怀疑有人

从中干捞，甚至黑箱作业。 

3.3.3.3. 外劳合法化问题外劳合法化问题外劳合法化问题外劳合法化问题    

� 由于捞捕工作艰辛及危险，本地人

皆不愿从事，致使劳力严缺，需依

靠外劳。 

� 另外，政府不允许 B 型渔船雇用外

劳，迫使他们冒险雇用非法外劳出

海，结果频遭渔业局、水警等海上

执法单位取缔。 

11-8-2010 

2pm 
 
 

雪州大港 

海产公会 

会所 

出席“雪霹 24 渔村联合筹

委会联席会议”与集会 

 

 

 
本堂代表： 

陈松林、李福旺（联络委员会

主席）、吴仲顺（青年团团

长）、郑庆合（董事）、陈亚

才（执行长）、李英维（社经

委员） 

 

 

 

1. 雪霹沿海地区 24 个渔村约百名渔民领

袖及渔民们，召开联席会议后展开百

人和平请愿，拉横幅促请政府关注渔

民心声，以免渔业陷入泥沼窘境。 

2. 渔民们通过多条横幅，以强烈的字眼

诉说心声，要求政府关注渔业 3 大严

峻课题，即（一）邻国军警不断入侵

我国海域、扣押及勒索深海渔船；

（二）我国当局严厉检举外劳，及

（三）政府将全面取消发给渔民的生

活和渔获补贴的打击。 

3. 纪伟成表示，针对邻国军警频频把本

地渔船拖入邻国海域，然后进行勒索

数十万令吉不等一事，其实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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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代表： 

纪伟成（雪霹 24 渔村渔民联

合委员会主席）、纪日海（下

霹雳渔民合作社执行秘书）、

谢添僖（适耕庄渔业公会主

席）、谢悦富（关丹拖网公会

主席）、雪霹 24 渔村逾 50 名

渔民 

 

通过外交途径，来限制邻国军警。不

只如此，大马海军、水警及海事执法

机构，也应加强在海域上巡逻，第一

时间给渔民紧急援助。 

4. 纪日海指出，若政府要有效地解决邻

国军警勒索本地渔民的问题，大马海

军应派出 2 艘军舰驻守在捕鱼海域，

确保大马渔民没有侵略邻国海域。他

怀疑，邻国军警勒索的现象，可能涉

及集团在操纵，政府应关注。 

5. 谢添僖批评我国政府和海军等没有帮

忙渔民，反而还为渔民增添麻烦，设

定多项苛刻条例刁难渔民，让渔民喘

不过气。若政府不喜欢我们从事捕鱼

行业，欢迎政府以市价买下他们的渔

船，并给土地让他们改行。 

25-8-2010 

11.00am 
 

印尼驻马 

大使馆 

联同雪霹渔民组织赴印尼驻

马大使馆提呈备忘录 

 
本堂代表： 

谢春荣、杨有为、陈松林、 

廖国华、吴仲顺、陈亚才、 

拿督郑庆合、李英维 

 

渔民代表： 

谢添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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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印尼海上执法单位入侵马来西亚海

域，勒索雪州渔船事件日益猖獗，本

堂联同雪兰莪和霹雳州渔业以及海产

公会等到印尼驻马大使馆，呈交备忘

录要求印尼正视此事，并解决海域马

印两国海上分界问题。 

2. 谢春荣、谢添僖以及曾经被印尼海警

挟 持 两 天 的 沙 巴 籍 渔 民 Herbot 

Jefferey 进入大使馆呈交备忘录，并

由两名大使馆参赞 Widyarka Ryananta

以及官员 Edi Sucipto Naval Attache

接收。 

3. 谢春荣透露，所见的两名大使馆的官

员态度友善，同时表示会重视此事，

并会与马来西亚政府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他们透露的讯息，马来西亚以及

印尼政府定在 9 月 6 日商讨这事，包

括马来西亚海军也扣留着印尼的船

只，大使馆官员表示主要的问题是两

国在马六甲海域的分界线不明显。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11 月号《堂讯》） 

16-9-2010 

3pm-12pm 
 

吉隆坡 

中央艺术坊 

砂拉越特色四弦琴 Sape 表

演 

 

 

 

1. 来自砂拉越布拉甲（Belaga）的 Sape

表演团共有四名演出者，他们分别是

两名 Sape 乐手，一名伊班人传统舞蹈

Ngajat 舞 者 以 及 一 名 演 绎 加 央

（Kayan）语言歌曲歌手。其中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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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

槟城人民之声、选举观察员网

络（My Election Watch）、

槟城观察（Penang Watch）、

槟 城 电 影 俱 乐 部 （ Penang 

Film Club）、自救协会 SOS

（Save Ourselves）、马来西

亚选民联盟（MALVU）等 14 个

团体。 

 

Sape 能手是来自姆伦（Murun）的本南

人，而另一名则是来自巴贡（Bakun）

的加央人。 

2. 巡回表演旨在让半岛子民也能认识到

砂拉越的文化特色，同时也是纪念深

入砂拉越内陆进行选民登记和记录砂

州人民问题的“砂拉越民主之旅”推

行一周年。 

3. 由于许多吉隆坡的表演者无法出席此

表演会，故整晚只剩下三个表演单

位，长达大约 3 小时的节目，几乎一

半时间由米古罗阳和阿文水叙述砂州

子民的困境，而四弦琴 Sape 表演团的

演奏显得简短。 

4. 出席者大约 150 人，但演讲开始后，

出席者陆续离去，以致最后合奏时，

只剩下大约一半人数。 

2-10-2010 

& 

3-10-2010 

9am-6pm 
 

皇星酒店 

Hotel 

Royale 

Bintang 

出席“亚洲中文新媒体研讨

会 ” （ Asia Chinese New 

Media Conference） 

 

 
主办：《当今大马》中文版 

 

 

协办：香港大学新闻与传播研

究中心（JMSC） 

 

 

 

出席者： 

陈美萍、周泽南（社经委

员）、黄进发、黄业华（民权

委员）、陈亚才、谢伟伦（助

理秘书） 

1. 研讨会宗旨： 

（一） 促进亚洲中文新媒体/独立媒体

的交流，分享彼此的创办经历与

如何应对审查及限制。 

（二） 探讨新媒体对民主、公民社会及

社会运动的冲击。 

（三） 探讨新媒体的永续经营与挑战。 

2. 主题：新媒体对民主、社运及新闻业

的影响及冲击。 

3. 研讨会成功邀请到亚洲各国 100 名媒

体人和评论人共襄盛举。其中出席者

包括来自香港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

心的陈婉莹教授、钱钢、中国的温云

超（北风）等代表；香港独立媒体的

林霭云、朱凯迪、黄俊邦、叶荫聪；

澳门新澳门学社的周庭希；台湾苦劳

网的孙穷理、王毅丰、陈宁、陈诗

婷；新加坡《网络公民》（Online 

Citizen）的梁实轩，以及大马的网络

和主流媒体代表。 

12-10-2010 

10am 
 

万挠新村 

出席万挠高压电缆路线视察

和汇报会 

 

 

 

 

1. 10 月 7 日，国能（TNB）在未获得任何

许可证的情况下，由 100 多名警察护

驾，直接闯入万挠新村进行测量工

作，准备在村内兴建高压电缆。 

村民出动抗议，遭警方进行逮捕，结

果有 3 名村民被扣留。后来士拉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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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者： 

陈松林、李英维、廖国华（民

权委员会主席）、卓振宏（民

权委员）、陈亚才、卢盈嫔

（隆雪华堂秘书处） 

 

议会呈交一份函件给国能，表示国能

是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进入新

村，要求国能立刻停工，争议才告一

段落。 

3 名村民在被扣留一天后获得释放。 

2. 10 月 12 日，雪州州务大臣丹斯里卡立

亲临万挠新村视察分别由国能和村民

工委会所提出的两条电缆路线，视察

后向村民发表谈话，表示将在一个月

作出决定。 

11-12-2010 

2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参加“多元社会的语言人

权”研讨会 

 
联办： 

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林连玉

基金、《星洲日报》 

论文发表人： 

潘永杰、周泽南（皆为社经委员） 

参与者： 

李英维、刘德豪（皆为社经委员） 

（更多详情，请参阅文教委员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