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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青年团 

2010 年度团务报告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第 12 届隆雪华青理事名单 

会务顾问：蔡庆文 

团长：吴仲顺 署理团长：杨振达 

副团长：叶勇剑、李伟康 

秘书：赖康辉 

副秘书：许弘逸、马嘉慧（于 1/8/10 辞副秘书一职，保留理事职） 

财政：霍韦彣 副财政：廖政天 

训育组组长：曾维龙 论坛组组长：郑屹强（于 10/1/11 辞职，谢光亮递补） 

活动组组长：余美莹 出版组组长：周小芳（于 10/1/11 辞职，梁莉思递补） 

活动中心主任：戴永胜 

理事： 梁莉思、谢光亮、林欣薏、陈志荣、陈伟量、覃勇刚、丁海良、 

 刘棊煜、廖有祥、谢立名（于 27/9/10 受委）、陈玞全（于 10/1/11 受委）、 

 许綵玲（于 27/9/10 辞职）、陈韦宇（缺席超过 3 次自动辞职）。 

 

（2）团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08/1/2010 

（五） 
第 12届隆雪华青理事 

第 4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 

地点：本堂楼下会议室 

出席人数：14 

讨论事项：检讨之前所办的工作营和人权月；讨

论千人义山行、资讯网络应用培训。 

30/3/2010 

（二） 
第 12届隆雪华青理事 

第 5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 

地点：本堂楼下会议室 

出席人数：16 

讨论事项：华总青在波德申举办的“青年动起

来！”培训营、千人义山行。 

10/5/2010 

（一） 
第 12届隆雪华青理事 

第 6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 

地点：本堂楼下会议室 

出席人数：15 

讨论事项：选民登记运动、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

组代收款项、2010 年团员大会。 

9/6/2010 

（三） 
2010 年度团员大会 

时间：7.30pm 

地点：本堂楼上讲堂 

出席的会员约 40 位，由李英维担任大会议长。 

团长吴仲顺在致词时透露，隆雪华青将积极推动

选民登记运动，让更多青年，尤其是华裔青年登

记成为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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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淑桦挑战《大专法令》违宪上诉案遭驳

回，必须负责 3 千令吉的堂费，本团议决协助苏

淑桦筹募法律基金以清还堂费。团长表示，此案

件虽然遭遇挫折，不过苏淑桦的举动深具意义，

并且值得鼓励，因此也呼吁社会人士给予她实际

的行动支持。 

团员大会要求政府废除多项不利于民众的法令及

政策，通过了以下 14 项提案： 

1. 要求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支持废除《1960

年内部安全法令》。 

2. 要求政府马上成立监督警察滥权独立委员

会（IPCMC），确保警察部队以专业 和公

平的态度执行任务。 

3. 要求选举委员会落实马来西亚公民 18 岁

自动登记成为选民的政策。 

4. 要求中央政府俯顺民意，支持万挠新村和

马来甘榜村民的绕道建议，并施压国能采

取绕道的建议。 

5. 要求政府禁止澳洲金矿公司在武吉公满使

用山埃采金。 

6. 要求各州政府承认和保障我国原住民的传

统习俗地权利。 

7. 要求政府停止干预媒体自由，并废除印刷

机出版法令。 

8. 要求中央政府恢复地方议会选举，还我民

主第三票。 

9. 要求政府废除《大专法令》，并拟定符合

校园自主、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的《大学

宪章》以取代《大专法令》。 

10. 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在政府医院实行的全付

费病人计划，并撤除医药私营化政策。 

11. 要求政府不分种族地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并落实惠及全民的政策。 

12. 要求政府重视我国文化资产，把“双溪毛

糯麻风病院社区”列为指定国家文化遗

产。 

13. 要求中央政府制度化拨款和增建各源流学

校，勿在选举时才派“糖果”。 

14. 要求反贪会跟进和彻查巴生自贸区、总稽

查司报告所揭露的弊案并公布调查结果。 

20/7/2010 

（二） 
第 12届隆雪华青理事 

第 7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 

地点：本堂楼下会议室 

出席人数：17 

讨论事项：本南族儿童学前教育计划义款、选民

登记运动、2010 年健步重阳、大专青年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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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010 

（一） 
第 12届隆雪华青理事 

第 8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 

地点：本堂楼下会议室 

出席人数：15 

讨论事项：第一届全国青年与大专生峰会、健步

重阳 2010、选民登记运动、隆雪华青 25 周年纪

念活动。 

 
3）论坛、讲座与研讨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11/1/10 

8pm 

本堂 

光前堂 

“Allah：Siapa 

Yang Punya? ”

国语座谈会 

 

主办： 

自 由 公 开 论

坛、马大回教

学生学会 

 

联办： 

隆雪华青 

YB Khalid Samad 

Sdr Hasmi Hashim 

Dr. Azwira A.Aziz 

Sdr Eddin Khoo 

Sdr Shah Kirit Kakulal 
Govindji 

Dr. Khalif Muammar 

Dr. Mohd Farid Mohd 
Sahran 

 

主持人： 

Faridzul Nasaruddin 
 

 

这场讲座成为支持和反对非回教徒使用“阿

拉”字眼的对辩会。两派人士皆引经据典，

试图驳斥对方的论点，结果出现交锋连连

的场面，讲座更是迟至约 11点半才结束。 

7 名主讲人中有 4 人认同非回教徒应可使

用“阿拉”字眼，另外 3人则大力反对。 

认同者包括了回教党沙亚南国会议员卡立

沙末、国大回教学者阿兹维拉（Azwira A 

Aziz）、专栏作家哈斯米（Hasmi Hashim）

及 艺 术工 作者 兼 作家 邱武英 （ Eddin 

Khoo）。 

至于持反对意见者，则是回大回教学者莫

哈末法力（Mohd Farid Mohd Shahran）、国

大回教学者卡立夫（Khalif Muammar）及回

教 传 教 士 沙 吉 力 （ Shah Kirit Kakulal 

Govindji）。 

讲座吸引约 800 人踊跃出席，其中以马来

人居多。 

12/1/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给大学生的

忠告”座谈会 

 

主办： 

马大新青年协

会、马大亲学

生阵线 

 

联办： 

隆雪华青 

陈凯希（马中友好

协会秘书长） 

潘俭伟（八打灵北

区国会议员） 

杨凯斌（《当今大

马》中文版编辑） 

 

主持人： 

黄蔚屏（马大新青

年协会成员） 

这场讲座最主要是希望能透过主讲人的经

验分享，能让在即的大学生从中得到启发

及更懂得如何装备自己，面对未来的挑

战。 

由于这场讲座的对象是在籍的大学生，因

此出席的人数只有数十位大学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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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校园民主，

路在何方？”

讲座会 

 

联办： 

隆雪华青、学

运、马大新青

年协会、马大

华文学会、理

大前进阵线、

博 大 前 进 阵

线、全国亲学

生阵线 

刘华才博士（民青

总秘书） 

吴健南（马青策略

宣传局副主任） 

李凯伦（前学院组

织秘书） 

凌国文（时事评论

员） 

 

主持人： 

陈绍谦（时事评论

员） 

主讲人针对校园选举使用电子投票，发表

各自的意见与看法。李凯伦和凌国文强烈

反对电子投票，刘华才则赞同此措施，而

吴健南则不设任何立场。 

刘华才因为在较早前因曾发表文告支持电

子投票，并且在讲座中呼吁学生要信任学

生事务副校长阿查雷（Azarae Idris）而

遭到其他主讲人的围剿。 

当天有超过 20 位的观众出席，大多数是

大学生。 

 

3/3/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消费税：政

府的救星？人

民的恶梦？”

讲座会 

 

主办： 

隆雪华青 

YB 蔡智勇（拉美士

国会议员） 

YB 潘俭伟（八打灵

北区国会议员） 

曾淑群（专业会计

师） 

 

主持人： 

杨振达（隆雪华青

署理团长） 

曾淑群首先为大家讲解什么是消费税、进

项税（Input Tax）和销项税（Output 

Tax）的操作模式，以及其对商家和消费

人的影响。 

YB 潘俭伟提出，以我国目前的社会收入状

况，不适宜实施属于累退税（regressive 

tax ） 的 消 费 税 ， 来 取 代 累 进 税

（progressive tax）的所得税税制。这

是因为在累退税税制下，收入越低的人必

须承担更大比率的税务，而现有的累进税

税制则完全相反。 

他举例：若一人的月薪是 RM1000，每月开

销达 RM900，则 4% 的消费税等于 RM36，

占其收入的 3.6% ；而月入 RM2 万的高收

入人士，若月开销是 RM1 万，就必须缴交

RM400 的消费税，只占其收入的 2% 。 

YB 蔡智勇则以国家石油日益枯竭为由，力

陈政府必须通过推行消费税，以寻找新的

收入来源。他强调，政府已经保证在落实

消费税时，基本必需品必定会免税，以确

保不会增加收入低或贫户的负担。 

他认为，政府不会推行不讨好人民的政

策，消费税是目前一个可以增加国家收

入，但不会引发太高通膨的方法。 

讲座会吸引了超过 70 位观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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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地方议会选

举 ， 谁 在 做

show？”讲座

会 

 

联办： 

隆 雪 华 青 、

《风云时报》 

 

支持单位： 

马来西亚 20 年

行动方略 

YB 刘镇东（民主行

动党升旗山国会议

员） 

廖国华（隆雪华堂

民权委员会主席） 

杨凯斌（《当今大

马》中文版编辑） 

 

主持人： 

郑屹强（隆雪华青

论坛组组长） 

民联迟迟未能恢复第三票步伐受质疑，刘

镇东解释说，民联不是做戏，而是要结合

体制的改 革，因此才步步为营。他指

出，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必须涉及体制改

革，需重新划分国、州、地方政府的权

力，民联在执政的州属必须顾及所有的操

作问题。 

杨凯斌分析，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属于体制

改革，将会面对来自党内、族群平衡及官

僚反扑的问题，需要庞大的政治声望及资

本支持。反观民联如今的政治声望却处于

低谷，力求稳定，若要在此时毅然推行体

制改革，走向另一场未知的“风暴”，必

然需要进行一番政治计算。 

因此，他呼吁组织支持恢复第三票的民间

力量，趁着民联把此议题重新带上台面

时，形成具体的地方选举改革议程，就算

一旦政治海啸不幸泡沫化，也能够留下足

够的政治遗产。 

这场讲座吸引约 80 人踊跃出席。 

1/4/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 马 华 忙 盲

茫”讲座会 

 

联办： 

隆 雪 华 青 、

《风云时报》 

谢诗坚（时事评论

员） 

潘永强（时事评论

员） 

唐南发（时事评论

员） 

 

主持人： 

林慧琪（《风云时

报》记者） 

马华公会经历了 328 党选，评论人皆认为

蔡细历时代的马华公会前方重重关卡，蔡

细历应立即着手整顿马华公会，争取回民

心，而下届大选将决定马华公会的命运。 

有评论人甚至认为，蔡细历可能要概括承

受该党下届大选的失败，因而再有掀起新

的领导竞逐战。 

这场讲座共吸引了约 120 位观众出席，观

众积极发言，场面热闹。 

 

27/5/10 

8pm 

本堂楼

上会议

室 2 

“ 《 大 专 法

令》威胁下的

未来”讲座会 

 

 

Shazni Munir Mohd 

Ithnin （ SMM 主

席） 

Mohammad Nazree

（前反贪污运动，

GERAK 主席） 

4 名来自国大政治科学系的大专生

Muhammad Hilman bin Idham 、 Muhammad 

Ismail bin Aminuddin、Azlin Shafina Mohamad 

Adzha 和温京才在乌雪国席补选期间前往

选区考察被校方援引《1971 年大专法

令》第 15 (5)(a)条文提控。这项条文禁

止学生做出或发表，任何可以被合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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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 

隆雪华青、全

国大专团结联

盟（SMM） 

郑屹强（隆雪华青

论坛组组长） 

黄翠妮（学运博大

协调员） 

为支持或同情任何政党的行为与言论。虽

然校方并没有证据证明，但是 4 名学生仍

在校方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被提控。 

大专生应被给予更多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研

究，学习的机会，我们认为校方对 4 名政

治系学生的控诉是非常不合理的。学生应

该被鼓励关心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断

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尤其是自身的学术

领域。我们认为校方的控诉违反了学术自

由和民主精神，因此举办此讲座会。 

1/6/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马来西亚已

沦 为 警 察

国？”讲座会 

 

联办： 

隆雪华青、雪

隆会宁青及自

由 公 共 论 坛

（Free Public 

Forum） 

YB 蔡添强（峇都区

国会议员） 

YB 卡立阿都沙末

（莎亚南区国会议

员） 

阿兹米沙隆姆（马

来亚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主持人： 

Sheikh Omar（自由

公共论坛负责人） 

讲座媒介语为国语，吸引了约 40 位公众

出席。 

根据媒体报导，2008 年共有 44 宗警方开

枪击毙案件，而 2009 年则有 29 宗。警方

枪杀案件的不断发生，不禁让人民对警方

的操守与专业精神失去信心且产生了质

疑。警察暴力及滥权的问题反映出，警方

权力过大。马来西亚会不会有朝一日变成

警察国？ 

主讲人分析警察国将给我国司法、立法及

执法的三权分立制度带来怎样的冲击；而

当我们遇到警察时，应该知道如何应对及

保护自己。 

 

17/6/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剖析第十大

马计划，国家

向 前 ？ 后

退？”讲座会 

 

联办： 

隆雪华青、林

连玉基金、雪

隆会宁公会、

《独立新闻在

线》、华总 20

年行动方略 

潘力克（经济评论

人） 

杜乾焕博士（林连

玉基金主席） 

梁智华（《独立新

闻 在 线 》 助 理 编

辑） 

 

主持人： 

吴仲顺（隆雪华青

团长） 

讲座吸引了约 80位公众出席聆听。 

杜乾焕直斥，第十马来西亚计划所提的强

化公共领域、透明、扶弱政策、发展和保

留人才计划都是骗人的，旧政策依然被纳

入所谓新的马来西亚计划里，从国家各领

域可看到种族主义已经制度化。首相纳吉

向巫统的意识形态妥协，继续强调确保土

著拥有股权和产业拥有权，以及确保高层

领导有一定百分比的土著，这说明纳吉并

没有完全落实新经济模式建议的的自由空

间。 

杜乾焕也指出，朋党利益关系使自由市场

被扭曲，其他人无法就会受到鼓励，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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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人力资本越来越少，竞争力难

以增加。 

梁志华表示，第十马来西亚计划与前首相

马哈迪所提的新经济政策大同小异，换汤

不换药，都是以马来人优先，而非马来西

亚人优先。他举例，如果要申请政府提供

辅助基金（Facilitation Fund）必须至

少马币 1 亿元的投资项目，然而土著特许

经营权不需要任何的附带条件。 

梁志华也点出，除了缺乏人力资源，我国

的劳工缺乏专业技能也必须受到关注；本

国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毕业半年后仍然失

业，他们在很多领域都达不到雇主的要

求，多沦为缺乏资讯科技和专业技能的劳

工。 

潘力克认为，要解决人力资源上的隐忧就

必须确保自我增值；而在谈高收入国家

时，莫只强调进入管理层，包括提升基本

技能也很重要，就好像在先进国家，其实

倒垃圾工人的薪水和教授一样高，只是地

位有别。 

18/6/10 

8pm 

华总 

谢富年

礼堂 

Public Forum: 
The 10th M’sia 
Plan – Are We 
Moving Forward 
or Backward? 

 

联办： 

隆雪华青、林

连玉基金、雪

隆会宁公会、

华总 20 年行动

方略 

林德义博士 

Prof  Dr. Terence 

Gomez 

许文思 

这场讲座主要是以英文为媒介语，本堂董

事拿督刘景国和潘力克也特别抽空出席参

与。 

首相于 6 月 10 日提呈“经济繁荣及社会

公正”为主题的《第十大马计划》，预计

未来 5 年投入 2300 亿令吉协助我国转

型，而私人界也将扮演更吃重的角色，取

代政府成为我国经济火车头。 

这计划里一些政策将启动新一波私营化浪

潮，引发经济专家担忧将变成“朋党

化”，特别是中央接管废料管理工作后，

再外包给私人界处理的行动，更是引起不

少反对的声音。另外，政府继续保留扶持

土著公司的政策，也被批评并没有真正贯

彻不分种族扶弱的原则，更有旧酒装新瓶

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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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10 

8pm 

本堂光

前礼堂 

“恶势力蹂躏

媒体自主？—

—从迦玛噤声

看言论自由”

讲座会 

 

联办： 

维护媒体独立

撰 稿 人 联 盟

（WAMI）、隆

雪华青 

 

协办： 

网络媒体《当

今 大 马 》 及

《独立新闻在

线》 

傅向红（评论人） 

迦玛鲁丁（风波主

角） 

黄义忠（前《非谈

不 可 》 节 目 制 作

人） 

黄 进 发 （ 政 治 学

者） 

 

主持人： 

吴仲顺（隆雪华青

团长） 

由于场面人山人海，反应热烈，导致临时

转移阵地，从原本可容纳 300 人的首都剧

场，被迫转换到大礼堂举行。 

群众愈千人，大部分为迦玛鲁丁的听众，

从 Facebook 获知讲座讯息。 

傅向红提出“国营台公共化，私营台自由

化！”这个概念，直陈国营媒体架构需改

变，把管理权从新闻部长转移至独立的管

理委员会手中，财务则应该独立，不靠国

家拨款或广告，避免忽略少数群体之需

要。另外，务必修改《1998 年通讯与多媒

体法令》，开放市场竞争，政府应该释出

多馀频谱，下放到地方社区，让地方新闻

可以有更多曝光率，并且数码化频道，让

频道增加，不受限馀目前天然有限的无线

电频谱。 

风波主角迦玛则是二度讽批马华公会青年

团团长魏家祥，并暗指有一人从过去到现

在，不断在背后打毒针拉媒体人下马。 

黄进发提到，媒体面对两项难题，一是拥

有权，当前政党、政治力直接深入媒体机

构，干预编采运作；难题二即内容管制，

各项恶法至今依然钳制，种种议题成为大

众媒体不能误踩的禁区。 

 

6/10/10 

8.30pm 

本堂楼

上讲堂 

“OMG！大选

要来了？”讲

座会 

 

联办： 

隆 雪 华 青 、

《风云时报》 

YB 邓章钦（雪州州

议会议长） 

黄明来（资深新闻

从业员） 

 

主持人： 

杨善勇（时事评论

人） 

讲座吸引了约 150 位公众出席聆听，将讲

堂挤满。 

黄明来预料，首相纳吉将会在明年砂拉越

州选后，即明年 4 月至 6 月之间进行大

选。他也以最近时事评论节目的消声、大

街小巷开始铺马路来佐证。若错过了这个

时机，纳吉将会在党内面对更大压力，同

时，经济转型计划和“一个马来西亚”的

正当性也会受到质疑。 

他认为，纳吉会在民联尚未扎根前，就先

打断民联的阵脚，而不会等到民联“羽翼

丰厚”后才和民联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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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则选择和林吉祥及卡巴星唱反调，

他并不相信会在 6 个月内大选。若在近期

内大选，纳吉将无法拿出任何成绩单。虽

然国阵政府打出许多美轮美奂的大型计

划，但至今无法端出任何具体东西，相比

前首相马哈迪的“2020 宏愿”，纳吉的

“一个马来西亚”根本无法深入民心。 

他认为，民意调查显示非马来票对国阵肯

定不稳，马来票未必回流，纳吉并不会就

此冒险。另外，国阵和民联目前在国会的

议席差距不会很多，所以国阵风险很大。 

30/10/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Direct Election' 
- Mampukah 
Malaysia Menuju 
Demokrasi 
Matang?  
国文讲座 

Khalid Jaafar 

Dr. Abdul Aziz Bari

（UIAM讲师） 

Hishamuddin Rais 

Hanipa Maidin 

讲座由隆雪华青与自由公共论坛（Free 

Public Forum）联办，出席者约 80人。 

 
4）青年讲堂之大专法令系列 

� 青年讲堂之大专法令系列由隆雪华青、学运和《当今大马》联办，共有四堂课，分别

从历史、宪法、学生及替代方案的角度出发，以期能更深入及全面的探讨大专法令。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1/7/10 

8.30pm 

本堂楼

上讲堂 

讲座（一） 

大专法令与其

产生——回顾

1969 年学运

风潮 

法米里扎（60 年代

学运研究员） 

 

主讲人从历史的角度，与大家讲解大专法

令的产生，并回顾 1969 年学运风潮。 

当天出席者约有 100 位，大部分是大专

生，并以巫裔学生占大多数。 

8/7/10 

8.30pm 

本堂楼

上讲堂 

讲座（二） 

大专法令与宪

法：检思大专

法令如何违宪 

阿兹米沙隆姆（马

大法律系副教授） 

 

主讲人从宪法的角度，分析大专法令以及

我国宪法，进而检思大专法令如何违宪。 

大约有 90 名公众出席聆听这堂课，其中

以友族学生居多。 

15/7/10 

8.30pm 

讲座（三） 

大专法令与学

沙兹穆尼（全国大

专 生 团 结 阵 线 主

席） 

主讲人从学生的角度，与大家探讨大专法

令对于大专生的影响。 

大约有 80 名公众出席聆听这堂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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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楼上 

会议室 

生：探讨大专

法令与学生的

影响 

叶兴隆（学运组织

秘书） 

希尔曼（独立大专

生运动组织主席） 

以友族学生居多。 

 

22/7/10 

8.30pm 

本堂楼

上讲堂 

讲座（四） 

大专法令与其

替代方案：大

专宪章与大学

管理法案 

郑屹强（隆雪华青

论坛组组长、前废

除大专法令联盟协

调员） 

法 礼 祖 纳 萨 鲁 丁

（草案参照英国自

由大宪章废大专法

联盟研究员） 

主讲人从替代方案的角度，与大家分析大

专法令废除的可能性，并探讨各类大学管

理方案。 

大约有 30 名公众出席聆听这堂课，其中

以友族学生居多。 

 

 
5）电影放映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6/3/10-
7/3/10 

中国独立电影放映会 

 

播放地点： 

隆雪华堂首都剧场、楼

上讲堂、楼上会议室 

 

 

主办单位：Video Art 录影杂志 

协办单位：隆雪华青、北京栗宪庭电影基金 

放映会共播放了 4部剧情片和 3部记录片，分别为： 

3 月 6日 

1.00pm——剧情片《二冬》，导演：杨瑾。 

4.30pm——记录片《麦收》，导演：徐童。 

8.00pm——剧情片《旧约》，导演：崔子恩。 

3 月 7日 

1.00pm——记录片《外面》，导演：王我。 

3.00pm——剧情片《另一半》，导演：应亮。 

5.00pm——剧情短片《慰问》，导演：应亮。 

8.00pm——记录片《上访》，导演：赵亮。 

除了播放电影，中国导演们也亲自来到现场，与本国观

众做交流。平均每场出席的观众为 40 人左右。 

15/10/10 

8pm 

《THE MOON HUNTER》

电影分享会 

这场放映会是隆雪华青与 Student Power 组织联办的，

由 Fahmi Reza 主持。 

电影讲述 1973 年泰国大专生争取权力运动的历史。

（Diskusi sejarah perjuangan mahasiswa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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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万挠 高 压电 事件之

《三月围村》记录片

放映会 

 

 

此记录片放映会是由隆雪华青、万挠广东青及《Video 

Art》录影杂志联办。 

放映会共邀请了三位嘉宾担任分享人，分别为“万挠新

村争取高压电缆绕道、反对逼迁工委会”主席吴亚九先

生、《Video Art》导演赖锦坤及人民公正党青年团宣

传主任李凯伦。 

主持人为隆雪华青财政霍韦彣，共吸引了约 20 位观众

出席。 

 
6）对外交流与联系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4/10 “认识你的权利：遇

到警察怎么办？”讲

座会 

地点：适耕庄新龙城酒家 

主办单位：瓜雪暨沙白县中华商会 

主讲人：团长吴仲顺、SUARAM 协调员郑文辉、民权委

员会主席廖国华 

延续去年人权月的工作坊形式和内容，指导瓜雪县区居

民如何应对警察。 

10/4/10-
11/4/10 

华总 青 “青 年动起

来！”培训营 

地点：波德申 Glory Beach Resort 

代表参与：吴仲顺、杨振达、叶勇剑、赖康辉、霍韦

文、廖政天、郑屹强、曾维龙、梁莉思、廖有祥。 

本团负责策划培训营的讲座，内容为： 

1. 会议规范讲座：《学习会议规范，建设民主华

团》（主讲人：黄集初） 

2. 文化议题讲座：《挖掘在地的价值，华团如何保

护当地文化资产？》（主讲人：陈亚才、张集

强、 曾维龙） 

3. 政治议题讲座：《两线制，青年能怎么参与？》

（主讲人：刘镇东、吴健南、林宏祥） 

参与的华青来自全马各州，东马华青也超过 10 位，大

家趁着活动交谊和互相认识，加强联系。 

8/5/10-
9/5/10 

隆雪华堂 2010 年董事

脑力激荡营 

 

地点：柔佛州东甲金山度假村 

主题：新形势，新华团 

 

代表参与：吴仲顺、杨振达、李伟康、赖康辉、霍韦

彣、周小芳、戴永胜、马嘉慧 

 

（详情请参阅特别任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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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0 和大港渔民交流 地点：适耕庄海口仙师法师公古庙（大港渔业公会办事

处） 

出席理事：团长吴仲顺 

会面目的是要了解渔民所面对的问题，以便大会堂可以

协助他们。 

11/8/10 出席雪霹 24 港渔民联

席会议 

地点：大港海产公会 

出席理事：团长吴仲顺 

 

超过 50 名雪霹 24 村渔民联合委员会会员在开会后，拉

起布条和平请愿，希望首相能够正视渔业者目前所面对

的 4 大问题，即外劳、柴油、邻国水警勒索和外国渔船

租用本地渔船执照之问题。 

25/8/10 

11am 

与雪霹 24 港渔民到驻

马印尼大使馆呈交备

忘录 

地点：印度尼西亚驻马大使馆 

出席理事：团长吴仲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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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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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11 月号《堂讯》） 

 
7）联谊活动与晚宴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16/1/10 

7.30pm 

出席加影州议员李成金筹

款晚宴 

地点：新纪元学院 

主办：雪州公正党加影区部 

代表出席：团长吴仲顺、副财政廖政天 

17/1/10 

6.30am 

韩新学院慈善义跑 地点：大同花园 

代表出席：团长吴仲顺、理事郑屹强、戴永胜 

7/2/10 

9.30am 

青年团理事新年聚餐 地点：Pearl International Hotel 

出席理事：吴仲顺、杨振达、李伟康、廖政天、

梁莉思、周小芳、叶勇剑、赖康辉、

霍韦彣、曾维龙、郑屹强、谢光亮、

林欣薏、丁海良、许綵玲、廖有祥。 

14/2/10 

12pm 

隆雪华堂新春大团拜 地点：本堂光前堂 

代表出席：副财政廖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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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7.30pm 

出席“华青新春之约”晚

会 

地点：武吉加里尔布特拉室内体育馆 

主办：马来西亚青年体育部 

代表出席：财政霍韦彣、理事梁莉思 

18/4/10 

8pm 

华总筹建大厦晚宴 地点：Sunway Resort 

代表出席：团长吴仲顺、财政霍韦彣、副财政廖

政天 

4/7/10 

3pm 

雪隆广青舞团 2010 年《忧

虑》舞蹈剧场之下“舞”

茶演出 

地点：吉隆坡演艺中心（KL PAC） 

代表出席：副财政廖政天、理事梁莉思 

13/11/10 

7.30pm 

隆雪华堂 87周年堂庆 地点：隆雪华堂光前堂 

代表出席：团长吴仲顺、财政霍韦彣、副财政廖

政天、理事谢光亮、戴永胜、周小芳 

20/11/10 

7pm 

雪隆兴安会馆 75周年、青

年团 31 周年、妇女组 23

周年纪念联欢晚会 

地点：吉隆坡民政大厦宏愿礼堂 

代表出席：团长吴仲顺、副财政廖政天 

21/11/10 

7pm 

雪隆会宁公会 87年周年纪

念联欢晚宴 

地点：隆雪华堂光前大礼堂 

代表出席：副秘书许弘逸、理事马嘉慧 

3/12/10 

7.30pm 

雪隆广青 35周年联欢晚宴 地点：王岳海礼堂，Sentul KL 

代表出席：团长吴仲顺、理事谢光亮 

5/12/10 

6.30pm 

雪隆福建会馆 125 周年、

青年团 32 周年、妇女组

20 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地点：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光前堂 

代表出席：团长吴仲顺 

 
8）推介礼及新闻发布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5/5/10 

11am 

华总 

谢富年

礼堂 

“我的选择”选民登

记运动记者会 

此选民登记运动是由新兴领袖成长中心联合华总《马来

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隆雪华青及“我是马来西亚之

子”一起推动的。 

选民登记运动在商场设立柜台，举办公众活动；也通过

大专生在校园内展开运动，另外亦通过会馆青年团协助

注册选民。 

出席理事：团长吴仲顺、副团长李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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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0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 你 ， 大 学 生 了

没？》第五届全国大

专生入学巡回讲座推

介礼 

出席理事：团长吴仲顺 

主办单位：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 

联办单位：隆雪华青、雪隆福青、林连玉基金 

学运大专生将从 6 月 19 日开始，到马六甲、关丹、 巴

生、怡保、双溪大年和亚罗士打巡回举办讲座。 

团长吴仲顺发表演讲时表示，大专生的意见是没关乎利

益，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讲座可以让参与的大

专生，以及未来即将踏入大专深造的中学生，学习独立

思考和培养批判的精神。 

23/6/10 

11a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一人一元声援苏淑

桦运动”记者会 

 

 

出席理事：团长吴仲顺 

共有十名分别来自全国大专团结联盟（SMM）、马大华

文学会、理大华文学会、马大新青年、雪兰莪自强协会

（EMPOWER）、人民之声（SUARAM）、林连玉基金会、

隆雪华青以及雪隆福青的代表出席。 

苏淑桦在 2005 年 10 月入禀吉隆坡高等法院，要求法官

就高教部的决定进行司法复核，并要求法院宣判剥夺学

生结社及参政自由权的《大专法令》第 15 条款违宪。

高庭在 6 月 4 日驳回这项申请，并谕令苏淑桦缴付

3000 元的堂费。 

由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发起的这项筹

款运动目前已筹获 RM2388，距离堂费目标已近。这项

运动在 7 月 2 日截止，而声援苏淑桦的捐款已经在青年

团的网站上公布，账目明确。 

除了在法庭上争取，苏淑桦发表声明，希望废除《大专

法令》的斗争可以扩大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16/10/10 

7.30pm 

本堂楼

上讲堂 

《我的宪法》中文人

民手册推介礼暨中文

论坛 

主办单位：马来西亚律师公会、青团运、乡青总团、隆

雪华青 

媒体伙伴：《星洲日报》 

支持单位：马华公会 

推介嘉宾：马来西亚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 YB 颜炳寿 

主讲人：律师公会前主席拿督杨映波、雪州立法议会议

长邓章钦、《星洲日报》总主笔罗正文 

出席者约 130 人，讲堂座无虚席，团长吴仲顺代表出席

参与。 

12/11/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峇峇峇峇南中区儿童学前教

育计划进展汇报会 

 

 

峇南中区儿童学前教育计划，是由本南教育支援小组

（即是砂南中区的本南社群，以及一些关心本南族群的

个人，与设在古晋的非政府组织-SACCESS 联合成立的

小组）发起，并由隆雪华青成为代收与监督单位。 

此教育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学前教育予峇南中区的小

孩，让这些小孩做好接受正规教育的准备，包括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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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纪录、社交等等。此外，也希望此学前教育计划可

以作为其他社区的楷模，以进行非营利的计划。 

召开此汇报会是为了向公众汇报此教育计划的进展以及

活动进行至今所筹得之款项，以让关心以及认捐者更了

解此活动目前的境况与进展。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7 日，此学前教育计划所筹得之款

项 从 汇 报 会 上 所 报 告 的 RM53,003 增 加 至

RM65,762.99。隆雪华青已将最新的捐款人名单公布于

部落格，欢迎关心此学前教育计划进展的公众浏览该网

页，网址为 www.malaysiayouth.com。 

出席这汇报会的有王妤娴、莫泰熙、吴仲顺、郑屹强和

周小芳。 

 
9）第一届全国青年与大专生峰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8/9/10 

8pm 

本堂光

前礼堂 

造势活动 1： 

“年轻人，你

为 什 么 要

呐！”对谈会

兼推介礼 

黄明志（网络歌手） 

陈亚才（时事评论人） 

 

主持人： 

黄书琪（《独立新闻在

线》记者） 

主讲人针对现今年轻人对公共事务

看法进行了跨世代的交流。 

黄明志频频强调自己是音乐人，非

政治人物，本身的创作都是情绪和

感情的表达，纯粹不满该名种族主

义校长的言论没有获得当局处理，

才会制作出《呐》短片。 

另一方面，他也反击主流媒体一面

倒的报导，指斥媒体被控制，并认

为网络是马来西亚最后一片言论自

由的净土。 

陈亚才提出这次事件中有两个焦点

转移，第一轮的焦点转移，就是黄

明志本来要打击一个问题人物，结

果自己反变成焦点。另一轮焦点转

移，则是由于每个人依年龄背景不

一样，对短片的解读方式也各异，

结果黄明志创作的短片，与原先要

达到的目的就有所出入，种族主义

的焦点就随脏话问题变得模糊。 

他在结束前向黄明志提议，呼吁这

位后辈尝试到不同场合去唱歌，看

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反应，当去到与

其他族群沟通，就会有不同的经

验。 

（详情参阅 2010 年 11 月号《堂讯》） 

活动首先由新纪元学院

的学生演出一段短剧掀

开序幕，过后由推介人

本堂副会长陈康益上台

推介与致词，本团会务

顾问蔡庆文和前任团长

戴炳煌陪同见证。 

由于土著权威组织突然

前来叫嚣与挑衅，对谈

会被逼提早结束，腰斩

观众交流环节，所幸当

晚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

突或不愉快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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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10 

8pm 

本堂楼

上讲堂 

造势活动 2： 

“2011 财政预

算案——政府

如何花我们的

血汗钱？”座

谈会 

YB 潘俭伟（雪兰莪八打

灵北区国会议员） 

杨振达（隆雪华青署理

团长） 

 

主持人： 

谢光亮（隆雪华青理

事） 

 

 

 

（首相纳吉于 10 月 15

日提呈了 2011 年财政预

算案，以“转型迈向先

进高收入国”为主题，

也是本国史上最高开支

的预算案。四项主要策

略分别是加强私人投

资、加强人力资源发

展、提升生活素质、和

加强公共领域能力。） 

讲座吸引了约 100 位公众出席。 

杨振达指出，预算案四分之三都放

在行政开销，只有区区四分之一放

在发展开销。行政开销中的 30% 左

右是公务员薪水，大概 16% 用于补

贴措施，用品和服务开销占 15% 左

右，10% 用于债息费用；预算案 25% 

的发展开销主要是在经济服务领域

（包括发展道路、桥梁、铁路、机

场、港口等等）、社会服务领域

（主要用于教育和培训），以及保

安领域的开销。 

他总结表示，预算案没有触及到整

个投资者所要看到的结构性改革，

包括能源部份，这其实比较像是讨

好选民，而不是讨好投资者。 

YB 潘检伟透露，政府在这十年以

内，没有一次开销是比预算案来的

低，而且不是超越一点点，而是至

少超越 5%。政府跟人民讲要缩紧腰

带，但却在背后拼命花钱，没有跟

着计划跑。国会浪费了很多口水辩

论预算案，却不能控制开销和赤

字。 

他感到失望的是，大项目都是由政

府公司负责或控制资金，没有公开

招标，没有吸引私营界来参与，也

没有公开给外国商家进来投资。 

5/11/10 

8pm 

本堂光

前礼堂 

造势活动 3： 

《双国顶立•马

上疯》栋笃笑 

张国伟（辩论员） 

凌国文（辩论员） 

侯立康（辩论员） 

郑立恒（辩论员） 

栋笃笑是以售票的方式进行的。每

张票为 RM10。 

当天出席的观众估计超过 600 人。 

 

11/12/10

至

12/12/10 

 

2010 全国青年

与大专生峰会 

 

 

峰会由华总青主催，隆雪华青主办；吸引了大约 80 位来自全

国各地的青年与大专生参与。 

本堂副会长陈康益赞助了 RM10,000 给全国青年与大专生峰

会，蔡庆文和戴炳煌各赞助 RM1,000，华总青团长许益品赞助

RM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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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莱 

英迪国

际大学 

政治论坛： 

YB 翁诗杰 

YB 张念群 

时评人李万千 

 

经济论坛： 

YB 潘俭伟 

拿督蔡兆源 

经济评论潘力克 

 

大专教育论坛： 

HELP 国际大学讲

师邝锦洪博士 

大专生团结阵线

主席 Shazni Murni

学生运动研究员

Fahmi Reza 

开幕嘉宾为本堂会长陈友信，他致词时表示，华裔青年要进行

有效的社会变革工作，就得先跨越语言、种族及国界的框框；

并提醒青年们需自我鞭策，互相支援，多赞扬他人之长，以包

容和体谅的心来达成相处共处的处境。本堂副会长陈康益及前

任团长戴炳煌也出席了开幕礼，以表支持。 

闭幕嘉宾则是班底谷区国会议员 YB 奴鲁伊莎，她是代表人民

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来接领峰会的提案，并获赠写上“尊

严” 两个字的墨宝作为纪念。 

峰会一共有 3 个领域的论坛，包括政治、经济以及大专教育领

域。还有一场名为“我国的未来将因国阵/民联而变得更

好？”的朝野政党青年领袖辩论会，邀请到民青团总秘书刘华

才博士、社青团总团长陆兆福、公青团前全国副总秘书郑立

慷、马青教育局主任张盛闻担任辩手，启动青年与大专生的独

立思考。 

峰会提出了以下 12 条提案，内容涵盖政治、经济以及大专教

育领域： 

1） 落实选民自动登记政策； 

2） 废除固打制，落实扶弱政策； 

3） 废除国家干训局，通过公民教育课程倡导种族谅解，促

进国民团结； 

4） 制定《反歧视法令》杜绝极端种族言论及行为，以制止

种族歧视事件的发生； 

5） 所有官方申请表格不应该有种族栏，政府的政策需以绩

效与需要而非肤色为考量； 

6） 废除恶法如《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官方机密

法令》及《出版与印刷机法令》； 

7） 打击贪污、加强竞争力、公开招标，营造有竞争力的商

业环境； 

8） 废除 30% 土著股权政策，落实《公平竞争法》； 

9） 反对兴建 100 层摩天大楼及核能发电厂； 

10） 制定最低薪金制； 

11） 废除《大专法令》，允许大专生直接参政； 

12） 学生自治，校园自主。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1 年 2 月号《堂讯》） 

 
10）“投票我最大”选民登记运动 

支持单位： 华总 20年行动方略 

联办单位： 隆雪华青、森华青、雪隆会宁青、雪隆福青、梳邦再也市议会 23 区

青年委员会、梳邦再也市议会 22 区青年委员会、士拉央再也市议会

第 2 区青年委员会、甲华青、彭华青、丹华青、砂华青、雪隆嘉应

青（每个联办单位需支付 RM300 联办费，获得到 10件 T恤。） 

 



168 

开设选民登记柜台：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登记人数登记人数登记人数登记人数    

2010 年 6月 19 日与 20日

（六、日） 

12pm-8pm 金河广场 10 

2010 年 7月 24日（六） 12pm-3pm 时代广场 26 

2010 年 7月 25日（日） 7pm-10pm 沙登 35 

2010 年 7月 30日、8月 1 日

（五、一） 

7pm-10pm 

10am-4pm 

安邦市议会 

大草场 

40 

2010 年 8月 26日（四） 8pm-10pm 隆雪华堂光前堂 35 

2010 年 10 月 23 与 24 日

（六、日） 

11am-8pm 金河广场 218 

 
11）其他活动/事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5/4/10 

7am 

吉隆坡

广东 

义山 

2010 年度“跑跑古

迹，带出关怀”千人

义山行 

 

联办单位：隆雪华青与雪隆区 24 个华青团体 

活动获得各阶层人士不俗的响应，报名人数更冲破

6000 人。 

今年公开组和中学组竞赛路程长 12km，途经 8 个特色

墓园。竞赛过程顺畅圆满，美中不足的是参赛者投诉

供水站不足。 

当天的开幕人为隆雪华堂署理团长翁清玉，而鸣锣人

则是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李振光。 

由于碰上瓜雪补选，今年出席参与的国会议员只有蕉

赖区国会议员 YB 陈国伟。而出席的嘉宾包括赞助商拿

督刘景国、雪隆福建义山陈明辉、紫藤茶原谢锦有、

黄赋义等人。 

采访当天活动的报馆有《星洲日报》、《南洋商

报》、《中国报》、《东方日报》及英文报章《新海

峡时报》；电视台方面则有 8TV。 

29/5/10 出席华教元老张雅山

葬礼 

地点：马六甲 

出席理事：团长吴仲顺 

25/9/10 

7pm 

2010 年庚寅中秋提灯

游艺晚会 

中秋晚会首次联合了六个华团青年组织群策群力，共

同联办，分别为隆雪华青、隆雪陈氏青、雪隆会宁

青、雪隆潮青、雪隆惠州青及隆雪培南校友会。 

当天节目非常精彩，以提灯游行茨厂街作为序幕。游

行队伍于晚上八时开始从陈氏书院出发，队伍集合了

近五百人，由两头舞狮开路，浩浩荡荡沿着茨厂街走

去，途经茨厂街小贩商业中心，进入苏丹街，再转入

敦李孝式街，游行回陈氏书院。提灯游行后，书院已

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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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节目计有古筝演奏、合唱、相声表演、猜灯谜，

尚有自由餐招待。临结束前，主办当局更全场派送六

福及麦可思报效之月饼予出席者。晚会于十时半圆满

结束。 

17/10/10 

7am-
12pm 

2010 年《健步重阳》

家庭日 

地点：甲洞森林研究局（FRIM） 

主办单位：隆雪华青 

联办单位：雪隆福青、雪隆茶阳青、雪隆会宁青、隆

雪河婆青、雪隆潮青 

约 200 人报名参加此活动，大部分家长带着小孩和老

人前来。所有参加者穿上大会提供的绿色精美 T 恤，

使得活动场地充满大自然气息。 

参加者首先分组登山，之后到达瀑布旁的空地上进行

趣味活动，分组比赛，气氛温馨热闹。 

大组团康活动结束后，工委会也为小孩讲解重阳节的

故事，参加者都对重阳节的习俗深感兴趣。 

30/11/10 

8pm 

《恩情胜毒海》反毒

觉醒运动 

地点：隆雪华堂光前礼堂 

联办：隆雪华青、得胜之家 

当天的活动既有展览、前吸毒者真实故事分享、默剧

表演、诗歌朗诵等等。 

现场出席者非常少，却动用青年团人力和使用礼堂，

是非常浪费资源的，需检讨往后是否再承办这样的活

动；或者选择适当的地点，以及加强宣传与动员工

作。 

6/12/10 

8pm 

本堂楼

上会议

室 2 

“旧照片，老团友，

话当年”— 隆雪华青

25 周年银禧团聚会 

银禧聚会以回顾隆雪华青一路走来的方式进行，现场

除了播放一些活动旧照，也邀请了历届青年团团长前

来分享。当晚约有 40 位团员出席。 

出席的历届团长包括吴立康、陈友信、李成金、陈亚

才、罗志昌、戴炳煌、李书祯和陈松林，与会员们分

享他们在隆雪华青的点点滴滴。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1 年 2 月号《堂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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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告、联合声明与备忘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7/1/10 

（四） 
发表“促政府制定可

负担的宽频服务价

格”文告 

文告建议政府确保我国的宽频服务公司，不管是固定或

流动宽频，能够提供每月 RM20 的 512Kbps 基本速度；以

如此的速度和流量来看，基本上足以满足人民的日常需

求如浏览网站、收发电邮等等。。 

文告要求将基本宽频服务价格降至 RM20，因为相较邻

国，我国的宽频价格是偏高的。 

9/1/10 

（六） 
联署“谴责焚烧教

堂，轰当权者双重标

准导致局势恶化”文

告 

130 个来自不同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民间组织与反对

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过去两天发生的纵火焚烧教堂行

径，疾呼“马来西亚不会向暴力低头”！ 

约 20 名代表在隆雪华堂召开记者会发表这份联合声明，

表达他们对 3 间遭凶徒企图纵火的教堂，以及国内基督

社群的支持。 

（详情请参阅民权委员会报告） 

22/1/10 

（五） 
联署“谴责祈祷所纵

火事件等同于向国内

所有信仰宣战”文告 

国内持续不断的宗教场所遇袭案件引起民间组织的关

注，31 个不同信仰、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公民社会团

体，强烈谴责有关纵火行为，并表示对国内任何信仰的

攻击，不啻等同于向我国所有信仰宣战。 

（详情请参阅民权委员会报告） 

9/2/10 

（四） 
发表“批大道公司诚

意不足，应提供春节

免付费优惠”文告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中国

报》、《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针对公共工程部长拿督沙兹曼宣布国内 17 家大道公司将

在农历新年期间的特定时段为驾驶者提供豁免或折扣的

过路费优惠，隆雪华青表示此做法虽然值得鼓励，但是

却认为各大道公司的诚意不足。 

文告呼吁公共工程部提高汽车流量多的大道优惠，并加

长农历新年期间大道优惠的时间。 

8/3/10 

（一） 
联署“让民主成为唯

一竞争”文告 

 

刊登媒体： 

《风云时报》、《当今

大马》、《独立新闻在

线》 

百个公民社会团体配合 308 政治海啸两周年，发表联署

声明并提出六项改革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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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项改革要求包括： 

（一） 修改联邦宪法第 48 (6) 条款，以及各州宪法的

相关条文，允许与政党持有异议的民选代表辞

职并重新参选； 

（二） 制定《罢免法》允许选民罢免表现欠佳和背叛

民意的议员； 

（三） 联邦政府在分配各种资源与拨款时，不分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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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对待所有州政府与国会议员； 

（四） 州政府在分配资源与拨款时，不分政党公平对

待所有州议员； 

（五）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修改联邦宪法与相关法令，

推动地方议会选举，让所有政党都有机会在地

方政府内赢得代表权； 

（六） 废除所有违反人权的法令，并停止一切具有政

治动机的调查与提控。 

10/3/10 

（三） 
发表“恢复地方选举

将加强当地人民对地

方政府的监督”文告 

 

刊登媒体： 

《风云时报》、《南洋

商报》、《独立新闻在

线》 

针对日前首相纳吉否决槟雪恢复地方选举要求，并宣称

无助改善公共服务和加剧政治角力，隆雪华青深感不解

并给予反驳。 

文告呼吁国阵中央政府和州政府重新考虑恢复地方选

举；若国阵坚持不恢复，民联也应该自行举办地方政府

选举，以显示谁才是注重民主、民意的政党。地方选举

可加强地方上的监督和减少地方上的舞弊，而不会加剧

政治角力，首相纳吉应该抱持开阔的心胸来看待。 

17/3/10 

（二） 
发表“促请警方和国

能尊重人权”文告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中国

报》、《南洋商报》、

《当今大马》、《独立

新闻在线》、《风云时

报》 

针对警区主任和政治部日前劝请万挠村民勿带小孩出来

抗议国能的举动，隆雪华青呼吁警方应该秉持中立和专

业的态度，勿插手干预更不应该使用武力去镇压手无寸

铁的居民。 

文告吁请身为官联公司的国能，在健康与安全作为最优

先的考量之下，慎重考虑万挠居民提出的绕道建议，将

电缆的铺设路线迁移到人口较稀疏的地方，以解除电缆

的电波辐射对人体产生的影响。 

29/4/10 

（四） 
发表“15 岁少年被

警方枪杀，隆雪华青

促成立监督警察滥权

独立委员会”文告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中国

报》、《当今大马》 

隆雪华青对 15 岁的马来少年阿米努拉昔（Aminulrasyid 

Amzah）遭到警方枪杀感到震惊和心痛。 

文告对于死于警察暴力的节节上升人数感到担忧，也对

政府的处理手法感到不满。 

文告促请政府马上成立监督警察滥权独立委员会

（IPCMC），也呼吁华社和所有国民关注日益发生的警察

暴力事件。 

1/5/10 

（六） 
参 与 联 署 声 明 ：

DEKLARASI MEI 1 2010 

“Rakyat Bantah GST 
Cukai yang Memiskinkan 
Rakyat” 

为配合 1/5 劳动节，JERIT 联合 44 个非政府组织联署发

表反对消费税的声明，并向政府提出 15 项宣言如下： 

1. 反对消费税，消费税让人民更穷！ 

2. 保持公司税在 27％的水平，减税会导致税收负担

搬迁到普通公民身上。 

3. 颁布最低工资法和停止低工资政策。 

4. 成立基金协助失业的工人。 

5. 促请政府签署保护工人福利的国际劳工组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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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6. 允许工会成立，并废除一切歧视的法律。 

7. 确保工作场所没有对妇女劳工歧视，制定反对性

骚扰的法律。 

8. 难民和外劳应拥有免受警方和 RELA 迫害的权

利。 

9. 财政部应与银行讨论，以推迟或减少每月偿还贷

款的低收入劳动者。 

10. 确保我国人民有舒适的房屋设施。 

11. 停止水、医院和病人的基本服务的私有化。 

12. 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不分种族和性别发展经

济。 

13. 承认原住民的传统土地权利，土地开发规划应当

根据原住民要求。 

14. 废除所有压迫性和歧视性的恶法，包括内安法令

（ISA）、大专法令（AUKU）、社团注册法令、

印刷与出版法令等。 

15. 要求真正透明、干净、能干和没有贪腐、任人唯

亲和滥用国家资源的政府。 

11/5/10 

（二） 
发表“促首相和登州

政府表态拒绝‘马来

人崛起’集会”双语

文告 

 

刊登媒体： 

《中国报》、《独立新

闻在线》、回教党党报

《哈拉卡》网站 

登嘉楼州团结局和自称为“人民崛起运动”（Gerakan 

Kebangkitan Rakyat，简称 GERTAK）的组织，计划于 5

月 13 日联办大集会，主题是“马来人崛起”（Melayu 

Bangkit），其中一个主讲人为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本

团对此深表失望，也吁请首相关注这集会，并对之表

态。 

文告呼吁全民支持多元开明的价值观，拥抱民主人权，

并唾弃和冷眼看待种族主义型的口号或集会。 

13/5/10 

（四） 
联署“Make May 13 

A Day for Peace, 

Reason & Freedom”

英文文告 

 

刊登媒体： 

《独立新闻在线》马来

版、《当今大马》英文

版 

这是由民权委员会发起的文告，希望借着 41 年前 513 的

悲惨经历，来提醒各界要珍惜和平，理性和自由。 

 

共有 100 个公民团体参与这项联署。 

 

（详情请参阅民权委员会报告） 

21/5/10 

（五） 
联署“呼吁马来西亚

国民大学校长撤销对

四名政治系学生的大

专法令控状”文告 

 

文告由隆雪华青发起，目的是要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此事

件关注，并向国大校方施压，要求校长丹斯里拿督沙丽

法 哈 莎 博 士 （ Prof. Tan Sri Dato' Dr. Sharifah 

Hapsah Syed Hasan Shahabudin）撤销对四名学生的大

专法令控状，同时也吁请高等教育部废除换汤不换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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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媒体： 

《中国报》、《当今大

马》、《 独立新闻在

线》中文版与马来版、

回教党党报《哈拉卡》

网站 

《大专法令》。 

共有 28 个公民团体参与这项联署。 

文告亦翻译成马来文版本。 

3/6/10 

（四） 
联署“把以色列告上

国际法庭，制定巴勒

斯坦国路线图”文告 

此文告的发起团体为林连玉基金。 

强烈谴责以色列海军在公海突袭为加沙运送物资的国际

人道主义救援船，导致至少 9人死亡和 30 多人受伤。 

促请政府联合其它维护人权的国家，把以色列告上海牙

国际法庭，为 9 位不幸罹难者寻求正义。国际社会必须

施压以色列回到谈判桌，要求美国放弃纵容以色列不正

义行为和侵犯人权的立场，与巴勒斯坦政府重启和平进

程，制定成立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路线图。 

4/6/10 

（五） 
发表“平反六四天安

门学生民主运动”文

告 

 

刊登媒体： 

《风云时报》、《当今

大马》、《独立新闻在

线》 

这篇文告也翻译成英文发出。 

隆雪华青呼吁中国政府平反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国

政府不应该以经济利益为理由，对提出问责诉求的人民

进行暴力镇压和消声匿音。 

文告呼吁中国当局： 

1. 公布调查天安门报告； 

2. 惩罚暴力镇压的凶手； 

3. 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补偿； 

4. 停止骚扰欲讲出真相的持不同政见者； 

5. 释放与民主运动有关的良心被囚者。 

17/6/10 

（四） 
发表“促选举委员会

勿阻挠选民登记工

作”文告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中国

报》、《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这篇文告也翻译成国语发出。 

隆雪华青抨击选举委员会限制每个月只准发出 1000 张选

民注册表格予政党的做法，并认为这与选委会要加快注

册新选民的目标相抵触。 

文告呼吁选举会员会开放选民注册表格，不应诸多限

制，反而应该鼓励政党或民间组织协助登记更多的选

民。 

文告也吁请选举委员会制定新的机制，让满 21 岁的适龄

国民自动成为选民。 

5/8/10 

（四） 
发表“欢迎选举委员

会提高津贴及让非政

府组织成为登记助

理”文告 

 

刊登媒体： 

针对日前选举委员会主席丹斯里阿都阿兹宣布，选举委

员会已向财政部建议，将登记助理每成功登记 1 名新选

民的津贴从 1 令吉增加至 3 令吉，以及选举委员会准备

让更多非政府组织参与选民登记的举措，隆雪华青对此

表示欢迎。 

隆雪华青希望这两项措施会尽快落实，不会到最后只闻

楼梯响，甚至是不了了之，并再次吁请选举委员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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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中国

报》、《东方日报》、

《南洋商报》、《当今

大马》、《独立新闻在

线》、《风云时报》 

选民注册表格，不应诸多限制，同时制定新的机制，让

满 21 岁的适龄国民自动成为选民。 

6/8/10 

（五） 
发表“配合国际原住

民日，隆雪华青呼吁

捐助本南族学前教育

计划”文告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南洋

商报》、《独立新闻在

线》、《当今大马》 

隆雪华青呼吁联邦与砂州政府认真关注本南族所面对的

文化教育权利，并希望社会人士能够捐助本南教育支援

小组所号召的本南族学前教育计划筹款活动，为本南孩

童建立一个健全的教育环境。 

文告指出，虽然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已签署《联合国原

住民权利宣言》的国家，但是我国原住民的社会经济状

况依然被地方和主流社会严重忽视，其中包括传统土地

权利、缺乏宗教自由与文化自由权利、年轻妇女被外来

者侵犯、缺乏受教育机会、缺乏医疗设备和公民身份因

文字记录不全所引起的政治权利问题等。 

20/8/10 

（五） 
发表“吁请新加坡总

统宽赦马来西亚死囚

杨伟光”联署文告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中国

报》、《东方日报》、

《南洋商报》、《当今

大马》、《独立新闻在

线》、《风云时报》 

文告吁请新加坡总统纳丹，行使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 22P 

赋予的权力，赦免马来西亚死囚杨伟光。 

要求新加坡总基于四个理由统赦免杨伟光，即杨伟光的

特殊背景、杨伟光已真心悔改并勇于承担、维护法治的

立场以及人道立场。 

由隆雪华青发起的文告，得到了 16 个团体的联署，包括

雪隆海南青、雪隆顺德会馆、安邦再也客家公会、隆雪

河婆青、巴生大埔同乡会、雪隆福青、隆雪惠安泉港公

会、马来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雪隆番禺会馆、雪

兰莪南阳叶氏青、雪隆理华同学会、巴生海南会馆、梳

邦福州会馆、马来西亚温氏宗亲会、蕉赖区福建青、马

来西亚朱氏联合会。 

23/8/10 

（一） 
发表“多媒体委员会

以种族禁忌为由打压

言论自由不智”文告 

 

刊登媒体： 

《光华日报》、《当今

大马》、《独立新闻在

线》、《风云时报》 

隆雪华青反对政府单位多媒体委员会干预媒体自主和侵

犯言论自由，同时要求多媒体委员会表达其对时事清谈

节目的立场，并公开他们最近对 988 电台发出的函件和

调查行动。 

隆雪华青促请社会大众、朝野政党关注我国的新闻自由

和言论自由的空间，并强烈反对最近多媒体委员会的举

动。 

隆雪华青认为，公众应该挺身向当权者表达看法，即人

民需要言论及新闻自由。 

1/9/10 

（三） 
发表“两州华青谴责

甲警方小题大，呼吁

纳吉表态是否支持言

论自由”联署文告 

 

隆雪华青与森华青严厉谴责马六甲警察小题大做，剥夺

甲州人民讨论与观赏种族关系电影《Gadoh》之权利。 

从政治漫画家祖纳之漫画绘本被禁、独立电影导演法尔

米 （Fahmi Reza）被禁止在国立大学主讲“学生运动

史”、金格和阿米尔莫哈末著作《迈向布城之路》（The 



175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东方

日报》、《中国报》、

《当今大马》、《独立

新闻在线》 

March to Putrajaya）及《身体对身体》（Body 2 

Body）遭充公，至 31/8/2010 的《Gadoh》放映会被禁止

的各种打压言论自由的事件频频发生，我们认为首相纳

吉应该表态，在他所推动的一个马来西亚精神下是否不

容许人民讨论种族关系、不容许人民拥有创作与言论的

自由。 

28/9/10 

（一） 
发表“隆雪华青呼吁

各族以反面教材看待

土权示威，要求政府

展开跨种族对话”文

告 

针对近 70 名土著威权组织的成员到隆雪华堂举行的陈亚

才与黄明志的对谈会叫嚣、焚烧黄明志肖像的行径，隆

雪华青深表遗憾，并严厉谴责这种不理智的暴力行为。 

文告吁请各族群人士保持冷静，应该把土权组织的行为

当作反面教材来看待，而不要陷入任何不理智的情绪。 

隆雪华青要求政府尽其所能展开更多理性的跨种族的对

话会，以便各族群之间能够有良好的沟通，而不是以不

理智的行为来挑衅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并应该马上长期

停止散播种族主义的机构——国民干训局，这样才能展

现首相纳吉之前高调表示要铲除种族主义的决心。 

26/10/10 

（二） 
联署“ The Coroner’s 

Inquest has failed in 
Dispensing Justice to 
Gunasegaran and his 

Family”英文文告 

此文告发起组织为全民挺明福，联署组织则有隆雪华

青、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大马之子（SABM）、大马人

民之声（SUARAM)、学运（DEMA）、雪州自强协会

（EMPOWER）及林连玉基金公民社会委员会。 

文告强烈批评法庭在审讯古纳的案件中缺乏正义。 

联署组织要求成立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

（IPCMC）。同时也要求新上任的警察总长依斯迈奥玛解

释为何逮捕验尸庭证人塞尔瓦占德兰，并吁请立即释放

该证人及必须公开向该证人及其家人道歉。 

 
13）2010 年新团员 

序序序序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    职业职业职业职业    学历学历学历学历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介绍人介绍人介绍人介绍人    附议人附议人附议人附议人    

1 陈玞全 政治秘书 多媒体大学学士 19/09/1984 林欣薏 吴仲顺 

2 廖志勇 技术人员 In-house Academy

毕业 

07/11/1983 廖政天 廖有祥 

3 章天家 股票经纪 纽西兰林肯大学 

学士学位 

18/03/1969 李伟康 赖康辉 

4 李伟伦 网络新闻 

记者 

拉曼大学文凭毕业 18/12/1984 郑屹强 杨振达 

5 谢立名 批发商 英国利物浦大学 

法律系毕业 

12/11/1969 吴仲顺 廖政天 

6 甘培华 公关经理 博大大学学士学位 5/10/1984 赖康辉 林万腾 

7 沙登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团体） 赖康辉 林万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