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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妇女组 

2010 年度会务报告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第 12 届隆雪华堂妇女组理事名单 

督导：陈康益 顾问：陈达真、李萍 

主席兼法律主任：李素桦 署理主席：郑淑娟 

第一副主席：周素心 第二副主席：宋  妹 

秘书：郑桂珠 副秘书：黄玉珠 

财政：蔡春娇 副财政：陈瑞香 

文教主任：黄玉英（叶素琴 11 月份接任） 副文教主任：叶素琴（傅嫦娥 11 月份接任） 

社会主任：曾慧玲 副社会主任：郑碹珍 

经济主任：罗雅妹 副经济主任：龙彩玉 

资料主任：刘英兰 副资料主任：赖美容 

福利主任：李简桂婵 副福利主任：杨式妮 

康乐主任：简桂恬 副康乐主任：郑桂玉 

联络主任：官友娣 副联络主任：关瑞香 

理事：练美兰、刘瑞玉、赵淑芬、黄美团、林素芝、傅嫦娥、林美云 

 
（2）主要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5/3/2010 

7pm 

2010《虎虎生威迎新春》

联欢晚宴 

 

 

 

 

1. 今年的餐券一桌售价 RM400，晚宴筵开 57

桌，本组邀请到的嘉宾包括七大乡团、董

事、妇女组顾问、属会团员。 

2. 大会准备了一系列的节目，包括本组理事

和组员演出排舞、辅导组呈现歌舞、培塑

坊“时事扣应”、猜灯谜、传统服装比

赛、肖虎者比赛、华裔传统服装比赛、抽

奖游戏等，让嘉宾尽兴而归。 

3. 主席李素桦律师在会上说，妇女今日所享

有的成果与地位，是靠自己争取回来的，

她评论男性不应以保守的眼光批评妇女。 

4. 本堂署理会长翁清玉在晚宴上指出，现今

社会，男性对女性使用暴力案件剧增，男

性应该多关怀与关爱女性，以柔和方式化

解暴力事件，避免负面事件发生。 

5. 本组督导陈康益表示，世界各地的华人都

普天同庆新春。他亦吁请大家多多支持筹

款活动，为世界各地灾区贡献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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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010 

12.00noon 

2010 年双亲节晚宴、征

文赛《寸草心 6》公布得

奖成绩 

 

 

 

 

1. 举办《寸草心 6》征文比赛主要目的是表扬

伟大父母之爱，灌输正确伦理道德，推广

孝亲敬老精神；唤醒身为子女者克尽孝

心，使父母光辉形象起典范作用及鼓励写

作风气，提高文学创作水平。 

2. 本组在 4 月 1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移交了

1,392 份稿件予评审团。 

3. 此次发布会公布《寸草心 6》征文赛得奖成

绩如下： 
公开组散文：吴水莲、刘玉玲、彭瑞芳 

公开组诗歌：黄裕斌、郑佩月、蔡毓芳 

中学组散文：叶蓬玲、邱向红、李文盛 

中学组诗歌：陈彦绮、李家齐、郑兆彤 

小学组散文：刘苏仪、许颖淇、劳智宝 

小学组诗歌：熊玉薇、陈昕悦、罗振霆 

4. 评审团： 

特别篇、公开组散文、诗歌、中学组散

文、诗歌：南洋商报；小学组散文：李

萍；小学组诗歌：李素桦 

6/6/2010 

10.00am 至

12.40pm 

2010 年常年组员大会 

 

 

 

 

1. 出席嘉宾包括本堂署理会长翁清玉、本组

督导陈康益及顾问李萍；组员团体出席人

数 82 位，个人 20 位及列席者 3 位，总共

108 位。 

2. 主席李素桦律师在大会上针对的士色魔事

件表示，社会应该要从该事件中检讨，包

括学校及家庭要如何教导孩子。她促请女

性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免得让罪犯有机可乘。她也抨击警方对强

奸案不给予重视。 

3. 大会一致通过 21 项议案，分别为教育、社

会、经济、福利及法律 5个领域。 

4. 配合《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妇女组

参与 3 项研究，即（一）30% 女性决策

权；（二）设立性骚扰法令；（三）打造

安全社会。 

19/6/2010 

7.30pm 

2010 年双亲节晚宴、征

文赛颁奖典礼暨《寸草心

6》新书推介 

1. 《寸草心 6》主编为赵淑芬，双亲节晚宴筹

委主席则由郑淑娟担任。 

2. 《寸草心 6》印刷了 4000 本，宴会后邮寄

给未出席的得奖者、全国华小、独中，同

时也一并寄发 2011 年《寸草心 7》征文比

赛表格。 

3. 晚宴筵开 65 席，征求到《寸草心 7》赞助



132 

 

 

费 RM43,800.00。 

4. 本堂会长陈友信在晚宴上指出，时代的变

迁，华社妇女应该尝试和其他友族妇女相

处，共同谋求福利。 

5. 出席嘉宾包括先进螺丝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柏成、孝恩集团拿汀朱林秀琴、钟启章夫

妇、会长陈友信、督导陈康益、顾问李

萍、黄兼博女士、本堂董事及剪彩嘉宾。 

 

（3）本组对外活动 

序序序序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代表出席代表出席代表出席代表出席    

1 10/1/2010 白沙罗 马华妇女组 妇女、家庭与社会 

发展部拨款汇报会 

李素桦、曾慧玲 

郑碹珍 

2 11/1/2010 雪隆惠州会馆 

6 楼贵宾室 

隆基马中国际 

有限公司 

中国个人及企业所得税

法讲座会（邀请到香港

著名会计师陈国基先生

前来主讲） 

官友娣 

3 17/1/2010 优美西瓶 

有限公司 

马华妇女组 新春温情计划推介礼 练美兰 

4 1/2/2010 天后宫 大马妇女发展机

构八打灵分会主

办、马来西亚宝

岛妇女侨务志工

等联办 

“爱过年庆团圆” 

新年文化嘉年华 

黄玉珠、陈瑞香 

5 5/2/2010 Hotel Seri Pacific 妇女、家庭与 

社会发展部 

第十马来西亚计划 周素心 

6 7/2/2010 李氏宗亲会 李氏宗亲会 

妇女组 

风水讲座 李简桂婵 

7 20/2/2010 Pearl Point 
Shopping Mall 

马来西亚春晖 

单亲妈妈协会 

新春团拜活动 郑桂珠、赵淑芬 

李简桂婵 

8 7/3/2010 坤成校友会 

礼堂 

坤成校友会 “五虎临门庆丰年”新

春团拜联欢会 

郑淑娟 

9 8/3/2010 Institut Sosial 
Malaysia 

妇女、家庭与 

社会发展部 

讲座会 练美兰 

10 13/3/2010 吉隆坡 

大卫逊路 

碧华楼 

华总妇女部 “同等权利、同等机

会：同步迈进”讲座会 

 

新春兼妇女节餐宴 

郑淑娟、周素心 

黄玉英、叶素琴 

傅嫦娥、官友娣 

关瑞香、郑碹珍 

蔡春娇、赖美容 

龙彩玉、林素芝 

曾慧玲、郑桂珠 

简桂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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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4/2010 PWTC 马来西亚旅游局

与鞋业工商会 

一个马来西亚鞋展 宋  妹 

12 10/4/2010 隆雪华堂 

会议室 

马来西亚 20 年 

行动方略 

会议 李素桦、郑淑娟 

周素心、宋  妹

黄玉珠 

13 10/4/2010 华总 

谢富年礼堂 

马来西亚 20 年

行动方略 

新经济政策模式 李素桦、郑淑娟 

周素心、黄玉珠 

14 11/4/2010 瓜雪县区 瓜雪县区联委会 交流会 李素桦、郑淑娟 

周素心、宋  妹 

罗雅妹、关瑞香 

蔡春娇 

15 17/4/2010 雪隆庄严 

同宗会礼堂 

雪隆庄严同宗会

妇女组、青年团 

“醒醒吧，地球在喊救

命了！” 

影片观赏会 

李素桦、练美兰 

蔡春娇、郑桂珠 

关瑞香、林素芝 

傅嫦娥、赵淑芬 

16 1/5/2010 雪隆海南会馆 吉隆坡河婆 

同乡会 

全国河婆五一擂茶 

家乡风味品尝午餐 

李素桦、郑桂珠 

黄玉珠、蔡春娇 

陈瑞香、黄玉英 

叶素琴、罗雅妹 

官友娣、刘英兰 

刘瑞玉、简桂恬 

傅嫦娥、赵淑芬 

林素芝、郑桂玉 

李简桂婵 

17 8-9/5/2010 柔佛金山 

度假村 

隆雪华堂 2010 年隆雪华堂 

董事脑力激荡营 

李素桦、官友娣 

黄玉珠、蔡春娇 

罗雅妹、傅嫦娥 

简桂恬、赵淑芬 

李简桂婵 

18 23/5/2010 雪隆李氏 

宗亲会礼堂 

雪隆李氏宗亲会

妇女组 

健康意识日“提早预防

胜于治疗”讲座会 

李简桂婵 

赵淑芬 

19 18/6/2010 隆雪华堂 

光前堂 

马潮联妇 庆祝 10 周年晚宴 李素桦、郑淑娟 

黄玉珠、蔡春娇 

傅嫦娥 

20 20/6/2010 八打灵 

晶冠酒店 

大马妇女发展机

构八打灵分会 

“勇敢面对大红花的女

儿双边对话” 

交流会 

周素心、黄玉珠 

关瑞香、龙彩玉 

赖美容 

21 17/7/2010 吉隆坡 

育南华小 

华总妇女部 健康家庭日 李素桦、蔡春娇

叶素琴、官友娣

赖美容、赵淑芬

林素芝、龙彩玉

简桂恬、吴宝凤

李简桂婵 

22 18/7/2010 八打灵 

绿禾养生坊 

三楼 

大马妇女发展机

构八打灵分会 

系列活动：净化我们的

河流运动、地球暖化与

自然灾难电影说明会、

环保酵素堆肥制作示

范、资源回收、还政于

黄玉珠、龙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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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讲座会及雪州乐龄人士

登记运动 

23 31/7/2010 半山芭喜来登 雪隆顺德会馆 

妇女组 

关帝大诞暨妇女组 

成立 51 周年纪念 

联欢晚宴 

李素桦、郑淑娟 

黄玉珠、蔡春娇 

林素芝、杨式妮 

叶素琴、赵淑芬 

郑碹珍、陈瑞香 

罗雅妹、刘英兰 

黄玉英 

李简桂婵 

24 15/8/2010 巴生福建会馆 

林笃水冷气 

大礼堂 

巴生福建会馆 庆祝 106 周年、青年团

29 周年、妇女组 12周

年纪念庆典联欢晚宴 

李简桂婵 

25 15/8/2010 吉隆坡 

大卫逊路 

碧华楼 

雪隆华人妇女 

励志会 

午宴 李素桦、郑淑娟 

26 21/8/2010 槟城德教会 

紫云阁 

林连玉基金 

槟州联委会 

2010 年华教节序幕礼 

联欢晚宴 

郑淑娟、蔡春娇 

27 25/8/2010 UKM 妇女、家庭及社

会发展部 

大马妇女节活动庆典 李素桦、蔡春娇

郑桂珠、赵淑芬

傅嫦娥、林素芝

郑碹珍、关瑞香 

28 29/8/2010 巴生兰花 

海鲜大酒家 

雪隆庄严同宗会 13 周年联欢宴会 蔡春娇、郑碹珍 

林素芝、关瑞香 

29 4/10/2010 
 

隆雪华堂 

光前堂 

当今大马 当今大马五周年晚宴 李素桦、周素心 

蔡春娇、简桂恬 

赵淑芬、曾慧玲 

宋妹、李简桂婵 

关瑞香、郑桂珠 

30 9/10/2010 
 

巴生福建会馆 巴生福建会馆 

婚姻注册局 

婚姻法令、亲子关系暨

商业展览讲座会 

李素桦 

31 16/10/2010 
 

Hotel Berjaya 
Times Square 

KL 

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 

关键绩效领域汇报会

(KPI) 

李素桦、宋  妹 

黄玉珠、蔡春娇 

林素芝、叶素琴 

傅嫦娥 

32 17/10/2010 八打灵北区 

马华大厦三楼 

大马妇女发展机

构八打灵分会 

爱家人，先让自己健康 黄玉珠、关瑞香 

33 22/10/2010 华总 

谢富年礼堂 

华总思想兴革 

委员会 

《兴革语》及《十大名

言精句》推介礼 

郑淑娟、宋  妹 

叶素琴 

34 24/10/2010 SOGO百货公司 

7 楼多用途礼堂 

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 

《险中求生》 

妇女保护课程 

郑淑娟、宋  妹 

叶素琴、罗雅妹 

官友娣 

 

35 31/10/2010 马华大厦 

三春礼堂 

马来西亚华人 

文化协会 

成立 33 周年会庆及 

举行第 6 届“文化奖” 

颁奖礼 

李素桦、傅嫦娥 

林素芝、官友娣 

关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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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6/11/2010 冼都王岳海 

大礼堂 

雪隆商业职员 

公会 

庆祝成立 75 周年纪念

联欢晚宴 

李素桦、郑淑娟

宋  妹、黄玉珠 

郑碹珍、关瑞香

叶素琴、林素芝

龙彩玉、黄美团

傅嫦娥 

37 6-7/11/ 
2010 

雪隆嘉应会馆 

礼堂 

雪隆嘉应会馆 

暨新纪元学院 

2010 海外巡回客语 

教学课程 

叶素琴 

38 20/11/2010 
 

吉隆坡民政 

大厦宏愿礼堂 

雪隆兴安会馆 庆祝成立 75 周年钻禧

联欢晚会 

周素心、宋  妹 

39 21/11/2010 隆雪华堂 

光前堂 

雪隆会宁公会 庆祝 87 周年、青年团

21 周年暨妇女组 11周

年纪念联欢晚宴 

李简桂婵 

简桂恬 

40 27/11/2010 Aras 2 
KL Sentral 

妇女、家庭与 

社会发展部 

妇女反暴力运动 周素心 

 

41 5/12/2010 
 

吉隆坡 

中华独立中学 

雪隆福建会馆 庆祝 125 周年、青年团

32 周年、妇女组 20周

年联欢晚宴 

李素桦、黄玉珠 

叶素琴、郑碹珍 

陈瑞香、刘英兰 

42 11/12/2010 天后宫 

冷气大礼堂 

雪隆兴安会馆 

妇女组 

庄玉霖局绅全国“孝亲

敬老”征文赛颁奖礼暨

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芳华 24春晖颂”联

欢晚宴 

李素桦、郑淑娟 

周素心、蔡春娇

陈瑞香、郑碹珍

刘英兰、叶素琴

简桂恬、傅嫦娥

李简桂婵 

赵淑芬 

43 18/12/2010 
 

冼都王岳海 

大礼堂 

坤成校友会 情牵坤成 2010 晚宴 李素桦、黄玉珠 

蔡春娇 

44 18/12/2010 
 

双威酒店 

15 楼会议厅 

马来西亚 

嘉应会馆联合会 

首届世界嘉应同乡 

联谊大会开幕礼 

周素心 

45 29/12/2010 八打灵 

大同皇苑 

台北经济文化 

办事处罗由中 

宴请 李素桦、赵淑芬 

傅嫦娥 

李简桂婵 

46 31/12/2010 
 

冼都佛庙 雪隆福建会馆妇

女组、隆雪华堂

妇女组、马来西

亚兴安会总妇女

组、乌鲁冷岳福

建会馆妇女组 

颁发 2000 个书包 

给 20个团体 

郑桂珠、周素心

练美兰 

李简桂婵 

 

（4）文教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1/8/2010 

1pm 

大马妇女节系列活动 

第一场：《谈古论今话通

胜》讲座会 

此讲座由皇城创办人李焯钧硕士主讲，吸引出

席者约 50人。 

他深入浅出地讲解民间诸神、传统节日、旺宅

风水、生肖运程、生活窍门、民间禁忌等等这

些迷人的主题，让大家初步认识《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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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010 

3.30pm 

大马妇女节系列活动 

第 二 场 ： 《 Mother of 

Mine 我的母亲》电影分

享会 

 

 

 
 

 

电影《我的母亲》改编自芬兰作家赫基·希耶

塔梅斯的同名小说。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

期，故事中的小男童，因为被送到另一国家，

演变出自己有两个妈妈、两个家。然而自己拒

绝接受新家庭，每天等待亲母的信。及后亲生

母的另一段情、养母初时对自己的不接纳……

直到养母对小男童的了解、照顾，男童对养母

的感情亦视为亲母。无奈战争结束，男童需回

芬兰，再次与妈妈分离…… 

据芬兰史料记载，二次大战期间，曾有 7 万多

名芬兰儿童被送往中立的邻国瑞典，以躲避战

祸。战后，这些孩子大部分陆续回到芬兰，但

有近 1.5 万留在了瑞典，继续同养父母生活在

一起。 

该片导演克劳斯·哈罗表示，很长时间以来，

他一直想拍一部讲述芬兰战时儿童移民故事的

电影。在第 29 届开罗国际电影节上，该片赢得

最佳影片奖，哈罗获得最佳导演奖，女主角玛

丽娅·伦德奎斯特获最佳女演员奖。 

分享人：著名 Ai FM DJ 张吉安先生。 

现场观众约 50 人纷纷被感动。 

22/8/2010 

2pm 

大马妇女节系列活动 

第三场：“从不同宗教谈

妇女课题”讲座会 

 

 

 

讲座会在本堂楼上讲堂举行，荣幸邀请到知名

作家永乐多斯博士、妙赞法师及周莉娜修女前

来主讲。 

主持人为著名 Ai FM DJ 张吉安先生。 

永乐多斯表示，女性最重要是具备内涵。虽说

世界上少了女人，会减少 7 分的真善美，可是

一个女人少了读书和修养，也会减少 7 分内

涵。她指出，在争取平等对待时，最重要必须

做足准备，包括提高女性的知识。她最后提

到，不论什么宗教，都是给予每个人精神上的

修炼，引人向上向善。 

妙赞法师说，观音菩萨文化和现象，影响半个

亚洲的民间信仰。观音是慈悲，超越了性别，

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为怀的。在佛教界，女性

角色获得肯定，充足展现出教义核心价值，即

众生价值皆平等。 

周丽娜修女表示，女性不断通过各种努力，争

取应有的自由，包括身处宗教界的女性。她认

为现在需要的是指挥女性，具备知识、聪敏及

智慧，同时要懂得自重和自我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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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7/3/2010 

1pm-3pm 

三八国际妇女节 

第二场：“原住民与女

性”讲座会 

 

 

 

 

主讲人何玉苓以沉重的心情演活了善良纯朴的

本南族少女如何被魔爪施虐。伐木公司的大卡

车或普吉车成为本南儿女上学的交通工具，少

女省下了步行一星期到学校的路程，换来的却

是一辈子的梦魇。 

居住于山区的本南族不知道，强迫性的性行为

是一种罪行，他们只控诉干案的人可恶，却不

懂得在必要的时候报警。被虐者发现怀了孕，

伐木公司的主管竟然充耳不闻，把罪案视为伐

木工人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在《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草案 3a 中“社

会与经济的性别议题”上提出六项建议： 

1. 让性别意识通过政策与法律进入社会主流。 

2. 让妇女取得合理的工作机会。 

3. 确保女性有效参与公共领域决策。 

4. 遏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5. 减少妇女在贫穷线上的弱势。 

6. 减低族群宗教政治对女性的冲击。 

7/3/2010 

3pm-5pm 

三八国际妇女节 

第三场：“环保之衣食住

行，生活起居，由零开

始”讲座会 
 

 

主讲嘉宾： 

Dr. Theng Lee Chong、Mr. Kok Hee Poh 

举办目的是唤起人们关心地球暖化的现象，积

极响应各种保护地球的运动。让大家共同学习

环保，为地球环保贡献一份力量。 

资源回收环保最基本的做法是减少制造垃圾，

比如少用塑胶袋，节省用纸等等。“垃圾变成

金”，收集废料加以循环，生产各种物品，比

如再生纸、饮料包装盒，有效推广环保运动，

无形中鼓励更多人参与资源回收工作，让废物

生命延续。 

8/9/2010 

8pm 

“弃婴问题谁之过？——

实施极刑是最好的解决方

法？”座谈会 

 

针对弃婴日益严重，本组在本堂楼上讲堂举办

此讲座会。 

主讲嘉宾：YB 上议员王赛芝、时事评论员迦玛

鲁丁、妇女援助中心社工主任王妤娴。 

最近，内阁探讨一项决议，表示往后执法单位

会根据谋杀或意图谋杀条文来调查往后的弃婴

案件，这意味着弃婴者一旦认罪就将面对死

刑；本组对此表示关注，此事件激发了社会各

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应，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治标

不治本的做法。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11 月号《堂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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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010-

20/9/2010 

第五届马来西亚有机与天

然产品展销会 

 

 

近年来，世界各地都掀起了有机食品的风潮，

大马也不例外。CETDEM 在多年来一直致力予寻

找与探索有机农作物的正确发展途径，帮助如

雨后春笋纷纷冒起的本地有机农场，如今有了

显著的进展，更多不同口味与种类的优质有机

产品成功被研发，也及时回应了注重健康饮食

之人们的需求。 

在马来西亚农业部以及本组的支持下，马来西

亚环境、科技与发展中心（CETDEM）与慢餐会

在本堂光前堂联办此展销会。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蔡智勇为展销会主持

开幕，代表出席的理事：周素心、蔡春娇及杨

式妮。 

除了展销会，主办单位也进行了多场关于环保

课题的讲座会。 

23/10/2010 

10am 

韩国烹饪美食班及烹饪比

赛 

 

 

 

本组通过《FUN 游志》的穿针引线及韩国观光公

社（ 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的赞助

下，前往于吉隆坡 Menara Hup Seng 的 Korea 

Plaza 学习制作韩国泡菜（Kimchi）、韩国炒东

粉（Japchae）以及韩国寿司（Kimbap），大大

提升了妇女们的厨艺。 

韩国厨艺指导老师佩佩女士在现场耐心地教导

大家制作韩国泡菜。她很用心地讲解材料的份

量、用法、时间的掌握以及如何选择新鲜的蔬

菜、水果等。 

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佩佩女士也让大家亲身

动手制作寿司，最后由她来为学员们评分，并

选出了三位做的最好的优胜者，她们获得当局

颁发的纪念品。 

这项为时半天的研习班共有 50 人报名参加。看

到每位参与者脸上充满喜悦的表情，想必大家

都很有满足感及成就感。 

23/12/2010 

7.30pm 

《吃汤圆、拼真相》冬至

活动 

 

全民挺明福、本组、学运联办此冬至活动。 

这项活动主要目的是收集签名，要求首相成立

皇委会，以调查赵明福的死因。 

本组理事蔡春娇、赖美容及刘英兰为首的小组

负责搓汤丸。 

出席者约 50 人。 

（更多详情请参阅民权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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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律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4/3/2010 

7.30pm-

10pm 

《平等是我的梦》推介礼

及讲座会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100 周年纪念”，本

组邀请到行动党妇女组主席章瑛女士及知名评

论员黄进发博士，针对妇女课题作专题演讲，

同时也为章瑛的新书《平等是我的梦》举行推

介礼。 

当晚，章瑛与出席者分享新书内的一些文章，

这些文章记载了章女士在从事妇运活动过程中

的心路历程，为其他从事妇运的女性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 

她表示，大马要落实女性拥有 30% 决策权，必

须进行社会大改造，而在目前决策者绝大多数

是男性，且得利益者不愿改变的情况下，要达

到上述目标，路途遥远。 

逾百名民众出席这场讲座会，章瑛也在现场赠

送新书给每一位出席者。 

31/3/2010 

8pm 

“话说出口，周美芬是否

应该辞职？”讲座会 

 

 

马华 328 党选落幕，蔡细医生中选总会长。由

于周美芬不赞同马华由一位私德有问题的领袖

来领导，曾经扬言宁可辞职也不要被这样的人

领导，如今假设成真，她到底需不需要对之前

的谈话负责？本组特此举办讲座会。 

本组邀请到三位主讲人：行动党妇女组主席章

瑛女士、时事评论员黄子及本组主席李素桦律

师，他们皆认为周美芬留任与否应表明立场。 

出席者也认为这不该由周美芬一人去承担，马

华妇女组应对事件上站出来清楚表明立场。另

一把声音则认为周美芬应该辞职，因为“道不

同不相为谋”，她应辞职清楚表明不能接受蔡

细历的行为。 

现场约有 50 位听众出席。 

12/10/2010 

7.30pm 

“如何实现女性 30% 决

策权”培训课程 

 

本组为配合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以落实我

国的女性真正享有与男性平权的地位的政策，

而举办此培训课程。 

主讲人行动党妇女组主席章瑛女士为出席的本

组理事和组员团体代表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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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济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7/3/2010 

10am-

12.00noon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第 一 场 ： 《 Beyond 

Belief》电影分享会 

 

 

为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00 周年纪念，本

组特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以便趁此机会提高妇

女对自身权力的醒觉。 

国际三八妇女节是纪念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和

平、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及争取妇女解放而

斗争的伟大日子。多年以来，各国妇女为争取

自身的权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参与对象：全体本组成员及公众人士，入场免

费，本组也提供午餐、茶点招待。这一系列的

活动出席者约 100 人。 

分享人：著名 Ai FM DJ 张吉安先生。 

电影简介：2 个美国 911 罹难者的寡妇，放下悲

痛，长途跋涉飞到阿富汗，去帮助当地的寡

妇。这是一部关于超越爱与信仰的作品，导演

随着 2 位美国寡妇，通过镜头关怀战争下的寡

妇所面对的命运。 

7/3/2010 

5pm-6.30pm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第四场：“寻找情绪的桃

花源”身心灵健康讲座会 

 

情绪，是让我们闻之色变的龙卷风，还是让我

们回归心灵自在的桃花源？ 

主讲人：马来西亚绿色生活馆创办人及资深心

灵辅导师普悦老师。 

普悦老师表示，情绪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如：亲子、两性、职场、友情，乃至财务、健

康状况，无论是男女老幼，“情绪”是人人的

课题！故需要认真看待与用心调理。 

 

（8）福利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9/2/2010 探访遭遇掠夺受害者 

张翠云 

 

本组针对张翠云父女遭遇深表关注，同时也严

厉谴责掠夺匪丧尽天良，导致该对父女受伤，

女儿甚至面对生命的危险。 

为了减少掠夺案，本组建议政府应该援引《刑

事法典》企图谋杀罪来调查掠夺匪，因为他们

的行动常常导致人命伤亡。本组也建议政府对

罪名成立的掠夺匪，采取鞭笞的刑法，以便产

生阻吓的作用。 

主席李素桦、李简桂婵、杨式妮、赖美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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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到医院探访张氏父女，并乐捐 RM500 给受

害者。 

5/9/2010 

1pm 

《强国健民，由我开始系

列 III》讲座会 

 

 

 

为了提高公众人士对心脏、脑、癌症及耳鼻喉

的认识，本组在光前堂主办“强国健民，由我

开始系列 III”的医药座谈会，与此同时也免费

为公众人士作血糖与血压检验。 

这次本组邀请到新加坡专科医生针对肾脏及内

科及耳鼻喉疾病作专题演讲，这二名专科医生

分别是肾脏及内科 Dr. Akira Wu 及耳鼻喉 Dr. 

Goh Yau Hong。 

医药讲座会是以华语为媒介语。 

本组感谢新加坡百汇康辉集团赞助。本组也为

出席者准备家乡美食，出席人数 200 人。 

 
（9）康乐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8/11/2010 

5-10pm 

嘉年华会 雪隆顺德会馆妇女组、本组及长兴商业城联合

机构在 South City Plaza 举办嘉年华会，节目

包括：环保专题演讲、唱歌、表演等活动。 

 
（10）联络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5/7/2010 

8am 

文冬一日游及探访原住民 

 

 

本组在主席李素桦的带领之下，前往文冬品尝

榴槤，并携带再循环物品赠送予当地一些原住

民。 

随队的理事为：曾慧玲、杨式妮、练美兰、赵

淑芬、陈瑞香、蔡春娇、罗雅妹、关瑞香、龙

彩玉、傅嫦娥、刘瑞玉、郑碹珍及叶素琴。 

除了亲自了解原住民的生活之外，本组团员也

参观瓜拉甘达野象村，团员们亲自喂食村里已

驯服的几头大象，她们都对这些大象以及充满

爱心的管理员留下深刻印象。 

意犹未尽的组员们过后也探访野象村附近的鹿

园，除了参与喂食鹿群的活动之外，团员们也

兴高采烈地与园内的蜜糖狗熊来一个大合照。 

团员过后路经云顶山脚的武吉丁宜餐馆品尝广

西菜肴。 



142 

14/10/2010 

11am 

《还我们一个安全的天

桥》新闻发布会 

 

 

 

 

 

 

近年来治安不靖，发生掠夺案件频频，本组基

于本堂外的人行天桥遭到不法之徒破坏、环境

恶臭不堪，加上天桥棚架封密、灯光昏暗，使

歹徒有机可趁，女性们经过此地都会心惊胆

跳，因而召开此新闻发布会。 

本组邀请到民主行动党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 YB

方贵伦出席。出席的理事：李素桦、郑淑娟、

周素心、郑桂珠、李简桂婵、蔡春娇、杨式

妮、官友娣、关瑞香、叶素琴、简桂恬、郑瑞

玉、本堂执行长陈亚才和 20 年行动方略方案主

任何玉苓。 

本组提出以下的各项建议： 

1． 拆除现有封闭式的天桥盖和两侧的围墙，

建议改为透视高的天桥设计，即天桥的能

见度至少应该是四分之三，以便路人能够

看到天桥上行人，一旦发生抢劫或其他事

故，能够及早被发现。 

2． 定期检查天桥上的灯管，以确保夜间的照

明状况良好。 

3． 定期清理天桥上的垃圾，以确保卫生状况

良好。 

4． 定期安排执法人员巡视天桥，或者在天桥

上安装闭路电视，监视天桥上的活动，以

确保天桥使用者的安全。 

（← 左图）在新闻发布会召开的两天后，市政

府派员来拆除了封密棚架的下半部，使得天桥

内部可从外面看透，保障使用者的安全感。由

此可见，本组的新闻发布会确实给了市政府压

力，并促使其行动。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11 月号《堂讯》） 

 

（11）资料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9/1/2010 

8pm 

《无声的健康杀手——骨

质疏松症》讲座会 

 

为了提高妇女对自身健康的醒觉，本组特在本

堂楼上讲堂举办此健康讲座会。 

本组邀请到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吴禹叡中医师

担任主讲人，由本组署理主席郑淑娟担任主持

人。 

讲座会是以华语进行，吸引了约 70名观众。 

现场免费赠送测试骨质固本给出席者，好让大

家了解自己的骨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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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培塑坊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2/3/2010 

7.30pm 

培塑坊提升班 培塑坊提升班已正式开课，每逢星期一在培塑

坊上课。 

参加的学员只限旧学员，由叶桂华讲师主讲。

每位新学员报名费是 RM250，共有 13 位学员参

加。 

另，第 11届培塑坊课程则在 4月份开课。 

7/11/2010 

7.30pm 

第 11届培塑坊之夜 

 

出席人数多达 200 人。 

今届报名的学员共有 18 位，结业的学员共有 13

位。 

15/9/2010 参与林连玉基金晚宴 培塑坊学员赴槟城林连玉基金晚宴演出，共 19

位参与演出的学员及署理主席郑淑娟、财政蔡

春娇随队赴会。 

本组津贴培塑坊学员之巴士津贴 RM2,400。 

10/12/2010-

11/12/2010 

培塑坊保温营 培塑坊 23 位学员在邦格岛举办 2 天 1 夜的保温

营，每位学员的费用为 RM250。 

主任郑文龙提出申请 RM1000 的拨款，本组理事

会通过该申请。 

21/12/2010 

7.30pm 

《分享的喜悦》讲座会 培塑坊邀请到青运中央口才训练局四星级讲师

郑荣贵，前来主讲以“为何有的人说话总是让

聆听者全神贯注？有的人说话却总是没人爱

听？”为内容的讲座。 

当晚出席的人数约有 60 人。 

 
（13）辅导组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9/1/2010-

10/1/2010 

1pm-9pm 

9am-5pm 

《亲密之旅》工作坊 课程主要着重体验式群体动力的运用，同时也

带领学员以自我分析、二人对话、三四人小组

和群体讨论，让夫妻、情侣及单身都能直接通

过各种互动训练，提升人际及亲密关系的能

力。 



144 

对象：辅导义工、自我探索及婚前教育课程学

员。 

每位学员收费 RM20；主讲人为黄维仁博士。 

24/4/2010-

25/4/2010 

& 

23/10/2010-

24/10/2010 

“手相携、爱相随” 

婚前教育课程（八）与

（九） 

 

 

为了培养现代人正确的婚姻观念，更有能力建

立持久的亲密关系，同时能够为家庭及财务规

划，本组辅导中心配合由马来西亚国家人口及

家庭发展局（LPPKN）发起，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支持实践政府推展的政策，以减低大马离

婚率及家庭问题。 

即将结婚而前来参加的情侣，通过课程可提升

双方自我情绪管理、与人沟通及其人际关系的

能力；对营造长久的亲密婚姻关系有更深层的

认知。 

讲师团有：黄美团、马秀清、李素桦律师、林

欣慧、刘顺兴与咨询辅导中心 2名义工。 

参加 4月份课程的情侣共有 9对。 

参加 10 月份课程的情侣共有 18 对。 

14/7/2010 “家暴”短片放映会 辅导小组举办“家暴”短片放映会，并针对个

案分析、讨论。 

参加对象是学员和对于辅导有兴趣的公众。 

24/12/2010-

26/12/2010 

《阳光•小雨——与生命

起舞》青少年生命教育营 

 

 

 

 

 

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主催，本组咨询辅导

中心主办的 3 天 2 夜生活营，地点在森美兰州

冷京农场（The Farm, Lenggeng）。 

目标： 

1. 引导青少年探索自我，拟出生命的理想。 

2. 鼓励青少年关怀周遭的人事，从而肯定自

己的生命。 

3. 提倡从实践中体验，培养感恩及同理心。 

4. 藉由人际互动关系的增进，体认生命共同

体的休戚与共，陶冶热爱地球之胸怀。 

讲师阵容：活动统筹主任黄美团、国民大学心

理辅导硕士的 Ally Wee、October Sky 儿童激

励应创办人曾子轩老师、国民大学临床心理学

硕士林美云老师及马来西亚布特拉大学心理辅

导硕士叶福兴老师。 

活动设计小组：叶爱玲老师、营长胡嘉昱老师

及吴宛柔老师。 

这次报名参加的营员共有 85 位，讲师及义工一

共有 24 位。 

本组主席李素桦律师感谢筹委、义工们的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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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尽心尽力的在这短短 3 天 2 夜的时间，

让营员们获益匪浅，期望来年继续举办类似的

活动，以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学习。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1 年 2 月号《堂讯》） 

 

（14）华总妇女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4/1/2010 

2pm 

第十届常务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 

地点：华总丹斯里谢富年礼堂 

主要讨论事项：农历新年活动、三八国际妇女

节及委任各局主任工作。 

13/3/2010 

11am 

第十届理事会 

第三次会议 

 
（华总妇女部配合国际三八

妇女节 100 周年纪念日，在

吉隆坡碧华楼举办“新春兼

妇女节餐宴”，同时也举办

“同等权利、同样机会、同

步迈进”讲座会。） 

地点：华总丹斯里谢富年礼堂 

讨论事项：委任工作局主任、双亲节活动、教

师节活动及与华团妇女交流。 

华总妇女部第十届理事会工作委员名单： 

文化局主任：拿督沈清玉 

教育局主任：柯淑华 

社会事务局：何美玲 

福利局主任：郭盈春、李明珠 

康乐乐龄局：黄爱金 

妇女及儿童援助局：黄素嫣 

资讯局主任：张曣娒、邓亦倪 

法律局主任：李素桦 

国际交流局：张秀英 

经济局主任：拿督张妹 

华团妇女事务局：叶云招 

思想性格协调句：柯淑华 

26/5/2010 

8pm 

全国捐血运动会议 这项活动是由华总妇女部、海鸥集团及马青运

总会联办的。 

26/6/2010 

4pm 

第十届常务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 

地点：Primula Beach Resort 

配合登嘉楼中华大会堂举办的“第一届东海岸

三州华堂交流会”，华总妇女部召开会议。 

讨论事项：7 月 30 日全国捐血运动、健康家庭

乐全国巡回活动及敬老晚宴。 

17/7/2010 

8am-1pm 

健康家庭乐 华总妇女部在全国各地举办“健康家庭乐”

2010 年全国巡回活动，其中一站设在巴生路育

南华小。 

本组理事：李素桦律师、李简桂婵、蔡春娇、

叶素琴、官友娣、赖美容、赵淑芬、林素芝、

龙彩玉、简桂恬及吴宝凤协助当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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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0 

10am 

第十届理事会 

第五次会议 

地点：华总丹斯里谢富年礼堂 

主要讨论事项：2010 年会员大会 

5/11/2010 

2pm 

2010 年会员大会 华总妇女部在柔佛州百里宫酒店 Diamond 4-

level 6 会议室召开“华总妇女部 2010 年度会

员大会”。 

10/12/2010 

1pm 

第十届理事会 

第六次会议 

地点：华总丹斯里谢富年礼堂 

 

（15）全国妇女理事会（NCWO）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17/1/2010 

9.30am 

聚会 本组理事周素心、罗雅妹代表出席在 PJ Hilton

举办的特别聚会。 

12/12/2010 

8.30am 

2010 年会员大会 地点：Auditorium UEM Learning Centre。 

代表出席：周素心。 

本组议决不竞选“第 22 届理事会选举”中的任

何职位。 

 

（16）其他会务 

16.1 本组理事郑桂玉因病住院，理事们轮流探访，在谈话过程中看得出她非

常坚强，让探访者感觉欣慰，希望她早日康复。本组本来打算将理事们

的捐款 RM1000 交给患病的郑桂玉，惟她不但拒绝接收，还另外加捐

RM100 给本组，好让本组捐献给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16.2 本组分别于第 12 届第 9 次理事会议（7/1/2010）及第 17 次理事会议

（2/9/2010） ，接纳郑秀英、何初燕、李依兰及吴宝凤的申请为本组

个人组员。 

16.3 本组参与联办第 10届千人义山行。（详情请参阅青年团报告） 

16.4 3 月 5 日新春晚宴发生坠台意外，本堂合唱团团长陈开蓉从舞台上摔

下，头部和手都受伤了。为表关怀之心，本组理事于 3 月 10 日探访陈

开蓉。她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头部瘀肿和右手骨折，需要时间复原。 

 另外，本组准备了很多礼物作为晚宴奖品和幸运抽奖，幸运抽奖环节最

后取消了，故宋妹、关瑞香、赵淑芬和李简桂婵于 3 月 6 日将剩下的礼

品送到吉隆坡天使之家（Rumah Kanak-kanak Angel KL）。 

16.5 本组主席李素桦律师于 4 月 3 日受邀担任 RTM 2“你怎么说”其中一位

主讲嘉宾，针对马华党选成绩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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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本组主席李素桦律师于 4 月 19 日至 26 日，在 AI FM 法律单元节目中，

针对孩童被虐待及妇女成为家暴受害者的课题发表意见。 

16.7 本组主席李素桦律师为彭亨州淡马鲁一位离婚妇女入禀当地高庭，以争

取其小女儿的抚养权。男方代表律师却向法庭申请庭令，并出动警方到

淡马鲁新村一家托儿所上演“争女儿风波”而轰动整个新村。这是藐视

法庭的做法，李素桦律师随后向大马律师公会投诉该名律师，并到淡马

鲁警局报案，指该名律师恐吓托儿所的院长。 

16.8 培塑坊学员刘志成因意外逝世，本组理事李简桂婵及赵淑芬于 5 月 12

日代表出席吊丧，并送上帛金 RM1,100。 

本组第二副主席宋妹、蔡春娇代表本组送帛金及花篮给广汇丰茶庄有限

公司东主刘伟财，她的太太因急病逝世。 

本组秘书郑桂珠夫婿翁金禄先生千古，理事会于 6 月 22 日在《东方日

报》刊登挽词以表惋惜。 

马来西亚春晖单亲妈妈协会主席吴月娟家姑于 14/10/2010 逝世，本组

献上 RM120 的花圈表示慰问，理事杨式妮代表本组出席丧礼。 

16.9 自从马印两国针对印尼女佣自持护照及周休课题达致初步协议后，社会

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捍卫女佣权利的人士表示，协议的拟

定，显示女佣权益终于获得了保障，然而，雇主方面却持反对意见，担

心相关举措会助长女佣逃跑的问题，引起各种后遗症。本组主席李素桦

律师 5 月 7 日在 NTV7《非谈不可》节目中漫谈讨论女佣问题，其他主讲

嘉宾为陈利良、王妤娴、女佣中介代表，华语新闻主播李晓蕙主持。 

16.10 为追悼林连玉先生逝世 25 周年纪念，本组于 12 月 18 日联名订购花圈

RM120，以对这位为华文教育鞠躬尽瘁的华教义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6.11 本组捐助 RM500 予隆雪华青代收的“筹募本南族学前教育基金”。 

16.12 本组与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在 12 月联办圣诞自由餐，以款待增江南区

残障青少年，目的是希望带给他们欢乐时光。该中心有 45 位华、印裔

残障少年。 

 

（17）文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4/2/2010 促请西尔沙发勿再发表狭

隘的种族主义言论 

 
刊登报章：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本组严厉谴责首相纳吉的特别助理纳西尔沙发

（Nasir Safar）在马六甲的“一个大马”研讨

会上口出狂言，发表我国华印裔是“外来者”

（pendatang）更指出华人特别是妇女，来到这

里是要“卖身”的言论。 

此番言论不仅伤害了我国所有的华印同胞，更

侮辱了所有的华裔妇女。因此，本组认为纳西

尔沙发除了辞职以示负责外，更应该公开向所

有的华裔妇女及印裔同胞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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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010 主张动用企图谋杀罪调查

掠夺匪 

 
刊登报章： 

《星洲日报》 

《光明日报》 

本组对于一对张姓父女被掠夺匪致伤的遭遇深

表关注，同时也严厉谴责掠夺匪丧尽天良的做

法，导致该名女儿面对生命危险。 

为了控制及减少掠夺案，本组建议政府援引

《刑事法典》企图谋杀罪来调查掠夺匪，因为

他们的行动常常导致人命伤亡。 

本组也建议政府对罪名成立的掠夺匪，采取鞭

笞的刑法，以便产生阻吓的作用。 

12/4/2010 隆雪华堂妇女组欢迎内政

部拟让国外出生者获公民

权之决定 

 
刊登报章： 

《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 

针对内政部提出让大马女性在国外生子可获得

公民权的做法，本组认为可解决在国外结婚的

妇女长期所面对的问题。 

内政部如果能够允许本国妇女单独地为她们在

外国出生的孩子申请大马公民权，那效果将会

更加理想。因为许多本国妇女在外国生下孩子

后，被同是其她国籍的丈夫遗弃，而无法为孩

子申请到任何国家的公民权，最终成为国际人

球。 

民众长期以来对政府部门的繁文缛节和效率低

落已经相当失望，希望内政部这项解决问题的

做法，也能够为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效法，积极

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9/7/2010 雇佣法令增性骚扰条文 政府向国会提呈 2010 年雇佣法令修正法案，增

设性骚扰条文，允许雇主针对职场上的性骚扰

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和听证会。该增设的条文

阐明，雇主接获性骚扰投报后，若没有展开调

查，以及没有向我国人力资源部投报，此举属

于违法事件，罪名成立可被判罚款不超过一万

令吉。 

本组认为，虽然性骚扰的对象包含男性和女

性，但一般而言，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案例占大

多数，政府提出增设的新条文，对职场的各有

关人士是一项提醒和警戒，不得借助工作上的

往来对女性进行性骚扰，或者在举止和言语上

对女性有不尊重的举动。 

10/7/2010 敦促政府正视本南族性侵

害事件 

 
刊登报章： 

《星洲日报》 

鉴于本南支援组织（PENAN SUPPORT GROUP）公

开的独立调查报告指出，继去年十月瑞士环保

组 织 布 鲁 诺 曼 梳 基 金 会 （ Bruno Mansor 

Funds）揭露，世代聚居于峇南河中游的本南族

女性长期遭到伐木工人强暴之后，如今再揭发

七名本南族女性遭当地伐木工人性侵害的新个

案，本组对于政府长期忽视当地少数民族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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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与安全深表遗憾。 

对于砂州原住民长期处于交通不便、学校教

育、医疗资源匮乏，生活贫困，祖居地被水坝

计划以及伐木活动所破坏等问题，本组深表关

注，认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有关冲击本南人生

活环境的发展计划，不能为了发展而牺牲原住

民的生存与居住权利。 

12/8/2010 三大原则为杨伟光请愿，

隆雪华堂妇女组响应后援

会 

 
刊登报章： 

《中国报》 

本组响应“杨伟光后援会”的呼吁，积极参与

推动签名请愿行动，以便在 8 月 26 日特赦的申

请截止日期之前，联署向新加坡总统请愿，恳

请总统赦免杨伟光的死刑。 

本组基于以下三大原则挽救杨伟光，给杨伟光

的生命第二次机会： 

1） 当事人杨伟光已经深刻忏悔，并准备从事

辅导工作，劝诫世人避免重蹈覆辙，毁掉

个人一生，甚至断送性命。 

2） 向新加坡总统请愿，并非干预新加坡的司

法裁决。实际上，向总统请愿要求赦免，

是新加坡法治体系的一部分。 

3） 赦免并不表示无罪释放，而是以终身监禁

取代强制性死刑。换言之，杨伟光所触犯

的过错，是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对于后

人具有警惕作用。 

17/8/2010 提控谋杀治标不治本，隆

雪华堂妇女组呼吁从根源

着手 

 
刊登报章： 

《东方日报》 

针对内阁建议以谋杀罪来提控弃婴者，本组不

赞同做法，并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恐

怕也难产生杜绝弃婴的作用。 

弃婴问题不断发生，而且有逐年提高的趋势，

政府有关当局和社会各阶层应该认真看待这个

现象，从根源着手，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两性关

系、传授性知识、提醒家长关心子女的活动状

况等等。 

本组认为，现有的《刑事法典》已经有足够的

条文来对付弃婴的产妇或家长，希望警方援引

这些条文来展开调查工作。如果政府有意修改

《刑事法典》，最好先征求广大民众的意见，

再来定夺。 

14/10/2010 为防止掠夺案发生，隆雪

华堂妇女组要求改善天桥

安全措施 

 
刊登报章： 

《南洋商报》 

吉隆坡市区范围内的许多天桥，频频发生罪

案，卫生条件也相当恶劣，引起附近居民和天

桥使用者的不安和批评。本组有鉴于此，发起

“还我安全的天桥”运动，希望政府有关当局

以及社会大众关注，以便改善天桥的状况，确

保天桥的安全与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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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 

《中国报》 

《东方日报》 

吉隆坡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亲临视察隆

雪华堂侧面的天桥，具体指出现有天桥的缺

陷，并提出改善的建议。 

为了改善天桥的安全与卫生，本组亦提出 4 项

建议。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11 月号《堂讯》） 

16/11/2010 隆雪华堂妇女组吁请政府

严厉打击罪犯，还人民一

个安宁的社会 

 
刊登报章：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针对 19 岁少女杜爱玲因被攫夺而肾脏被刺穿的

案件，本组严厉谴责掠夺匪丧尽天良，他们的

冷血行为曾经导致杜爱玲一度面对生命的危

险。 

本组主席李素桦律师和傅嫦娥前往马大医院探

访杜爱玲，同时也捐献 RM500 给当事人以表慰

问。 

本组吁请政府严厉打击罪案，同时加强巡逻工

作，保护人民的生命，还人民一个安宁的社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