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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年 5月 22日 

 

敬致：隆雪华青全体团员 

 

事项：2012 年度团员大会暨改选通知书 

 

本团谨订于 2012年 6月 17日（星期日），中午 1时正假本堂楼上讲堂召开上述大会。 

 

2. 依照本团组织细则： 

第 4.3（三）项： 凡经大会堂董事会批准之个人团员，自批准之日起其团龄未满一年

者，于本团团员常年大会或团员特别大会时不得享有被选权、选举

权及表决权，惟可被理事会委任为理事。 

 

第 4.4（四）项： 团员须于团员大会举行前 30 天，缴清至上一年度的活动基金，否则

将丧失该年常年大会之团员权利，连续未缴清活动基金达三年者，

将丧失团员资格。若欲成为团员，必须重新申请，依本团组织细则

第 4.2条处理。 

 

3. 谨此附上 2012年度团员大会常年报告书，团员可从隆雪华堂网站（www.klscah.org.my）

下载有关报告。报告内包含以下文件： 

（a）2012年度团员大会议程 

（b）2011年度团员大会会议记录 

（c）团员名单 

（d）2011年度秘书会务报告 

（e）2011年度财政报告 

（f）隆雪华青选举细则 

（g）隆雪华青组织细则 

 

敬请全体团员携带此册，并准时出席会议。谢谢。 

 

 

第十二届隆雪华青 

 

 

 

 

 

团长 吴仲顺 敬启 

 

 

育 我 华 青 ， 民 主 为 训   



 

- 4 - 

 

隆雪华青 

2012 年度·常年团员大会暨改选 

 

大会议程： 

 

1. 推选大会主席及大会记录 

2. 宣读及通过议程 

3. 隆雪华堂董事部代表致词 

4. 团长致词 

5. 通过及检讨 2011年度团员大会会议记录 

6. 报告事项： 

a) 2011年度秘书会务报告 

b) 2011年度财政报告 

7. 讨论事项： 

a) 讨论及接纳秘书会务报告 

b) 讨论及接纳财政报告 

c) 讨论大会提案 

8. 选举： 

a) 选举团长及公布中选名单 

b) 选举理事及公布中选名单 

c) 选举查账及公布中选名单 

9. 临时动议 

10. 其他 

11.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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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大会记录 

（08/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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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青 2011 年度团员大会.会议记录 

 
日期  ：2011年 6月 8日（星期三） 

时间  ：7.30pm开始，10.42pm结束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大会主席 ：郑屹强 

大会记录 ：梁莉思、张承慧 

出席者   ：团体团员 11 位，个人团员 30位（参阅附件 1） 

列席者  ：黄集初、唐锡豪（参阅附件 1） 

 

大会议程： 

1. 推选大会主席及大会记录 

2. 宣读及通过议程 

3. 团长致词 

4. 隆雪华堂董事部代表致词 

5. 通过及检讨 2010年度团员大会会议记录 

6. 报告事项 

6.1  2010年度秘书团务报告 

6.2   2010年度财政报告 

7. 讨论事项： 

7.1  讨论及接纳秘书团务报告 

7.2  讨论及接纳财政报告 

7.3  讨论大会提案 

8. 临时动议 

9. 其他 

10. 散会 

 

会议内容： 

1. 推选大会主席及大会记录 

1.1 推选大会主席 

1.1.1  丁海良提议郑屹强为大会主席，刘棊煜附议。 

1.1.2  大会一致鼓掌通过接纳郑屹强为大会主席。 

 

1.2 推选大会记录 

1.2.1  戴永胜提议张承慧，霍韦彣附议。 

1.2.2  郑屹强提议梁莉思，丁海良附议。 

1.2.3  大会一致鼓掌通过接纳张承慧和梁莉思为大会记录。 

 

2. 宣读及通过议程 

大会主席郑屹强宣读大会议程，马嘉慧提议通过，谢光亮附议，大会一致通过议程。 

 

3. 团长致词 

3.1  团长吴仲顺表示，隆雪华青在过去的一年内积极地举办了各项活动，仅仅是讲

座会也办了 17 场之多。此外，一年一度的千人义山行向来都是本团最大型的年

度活动，每一年都吸引了上千的人数报名参加。而今年的千人义山行已经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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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 12届，并获得雪隆区域 25个青年团体支持，共同联办此项活动。 

 

3.2  除了维持例常性的活动外，本团在去年也尝试了举办全国青年与大专生峰会，

希望借此促进与大专生的交流，以使大专生更了解本团的组织架构、运作与使

命。此外，峰会的讨论涉及了政经文教等等多个领域，难得的是受邀的朝野代

议士也亲自出席并讲解和分享有关政策性的课题。 

 

3.3  308的政治海啸使马来西亚的政坛逐渐形成“两线制”的局面，然而我们更期待

与盼望的是能够出现前所未有的“政党轮替”，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政治景象。目

前，世上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都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的目标，例如台湾、

日本等等，而我国必须朝这方面努力。身为华团，更应在领导层的改选中不断

地进行轮替，或限制领导的任期年限，身体力行地表示对此健康的政治景象的

支持。 

 

4. 隆雪华堂董事部代表致词 

4.1  大会堂副会长兼隆雪华青顾问蔡庆文表示曾参与过“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

运动，到后来的“壮大两线制”。 

 

4.2  最后，蔡庆文以中国国家前主席毛泽东的一句经典老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

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来勉励隆雪华青团员，为打造

健康的民主与公民社会继续努力。 

 

5. 通过及检讨 2010 年度团员大会会议记录 

5.1  陈玞全提出更正其名字，如下： 

    原文：1.2.1 …提议陈夫铨… 

    修文：1.2.1 …提议陈玞全，… 

 

5.2  郑屹强提出更正如下： 

    原文：3.3 …多民公民社会分子… 

    修文：3.3 …多名公民社会分子… 

 

5.3  陈百川提议通过 2010年团员大会会议记录，余美莹附议。大会一致通过。 

 

6. 报告事项 

 6.1  2010年度秘书团务报告 

6.1.1 秘书赖康辉提呈书面报告第 19 至第 38页，并作口头说明。 

 

 6.2  2010年度财政报告 

6.2.1 财政霍韦彣提呈书面报告第 66 至第 79页，并作口头说明。 

 

7. 讨论事项 

7.1  讨论及接纳秘书报告 

 

7.1.1 根据第 12 届的复选理事会议里已经表决通过，“讲师暨训育组”“已易

名“训育组”“，因此需更正错误的名字。 



 

- 8 - 

 

 

7.1.2 针对报告书第 15页的常务理事出席会议的次数表，郑屹强表示马嘉慧、

林欣薏、曾维龙、郑屹强及谢光亮并非本团的常务理事。因此应该删掉

他们的姓名，并加入李伟康、赖康辉、许弘逸、霍韦彣及廖政天，才是

第 12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的正确名单。 

 

7.1.3 针对报告书第 15 页的理事出席理事会议的次数表，刘棊煜的出席率应

为“7/10”，而非“7/0”。另外，由于雪隆陈氏书院青年团的代表陈韦

宇因无故缺席会议已超过 3次，因此团长吴仲顺表示将通知对方以委派

新的代表出任本团理事一职。 

 

7.1.4 针对第 17页的个人团员名单第 21项，张承慧表示第 21项的“谢晴坤”

是错误的名字，正确的为“谢晴珅”；而郑屹强则表示第 54项的“李英

伟”也应改为“李英维”。 

 

7.1.5 针对第 20 页起的团务报告，郑屹强表示各项活动的简报里应该同时列

出参与人数以及联办的团体名单。 

 

7.1.6 张承慧表示，团务报告第 21页出现繁体字，“杜乾煥”应改为“杜乾焕”。 

 

7.1.7 谢光亮提出，团务报告第 29页出现错字，“汶莱英迪国际大学”应改正

为“汝莱英迪国际大学”。 

 

7.1.8 针对报告书内第 31 页起的文告、联合声明与备忘录，张承慧表示无需

把所有联署单位的名单都一一列出。而梁莉思也同时建议，由于报告书

内附上的文告原稿已经列出了所有的联署团体，因此无需团务简报内再

重复相同的内容。针对此建议，大会无异议通过。 

 

7.1.9 张承慧提出，团务报告第 38 页出现错字，“全民庭明福” 应该更正为

“全民挺明福”。 

 

7.1.10 郑屹强针对众多理事对于报告书的瑕疵所提出的看法与意见表示，由于

理事会议上已经表决并通过了这份大会报告书，因此理事们不应该再次

对报告书的内容再次提出修改的意见，因为这等同于质疑和否决自己曾

经通过的报告书内容，是自相矛盾的。 

 

7.1.11 林万腾提议接纳秘书报告，马嘉慧附议。大会一致通过。 

 

7.2  讨论及接纳财政报告 

7.2.1 郑屹强请财政霍韦彣，解释 2010 年中秋节收支表的查账备注。 

 

7.2.2 霍韦彣表示，2010年中秋庆典是联办活动。他认同查账的备注，并承诺

接下来每个活动需要有一个查账。 

  

7.2.3 张承慧表示，财务报告内的日期格式须统一，以显得整齐，而且让人一

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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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陈玞全提议接纳财政报告，林万腾附议。大会一致通过。 

 

 

7.3 讨论大会提案  

7.3.1  提案小组提呈 10个提案，由提案小组组长杨振达代表宣读。 

 

7.3.2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一。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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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警察暴力和滥权频频发生，而且警方在面对社会课题时也常

常显得不中立。政府必须立刻改革警队的专业精神，并确保

作为执法机构的警察部队能够在完善的监督及制衡机制下操

作，恢复民众对警察的信心。 

 

7.3.3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二。 

提案（二） 要求政府马上停止莱纳斯在关丹的稀土提炼厂计划 

案由 稀土作为一种有毒原料，任何不当的处理，将对环境带来无可

预计的环境风险。政府在处理类似外国投资时，应该透明化处

理环境安全及废料排放所引发的问题，包括稀土废料的处理，

还关丹居民一个安全家园的权利。 

 

7.3.4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三。 

提案（三） 要求政府废除恶法如《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官方机密法

令》、《出版与印刷机法令》 

案由 以上恶法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违反人民的言论及结社自由，更

否决人民的知情权。为了达致一个民主透明及开放社会的目

标，朝野国会议员必须支持废除一切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恶

法。 

 

7.3.5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四。 

提案（四） 要求政府以公平原则重组津贴架构，优先考虑中下层阶级人民

的经济需要 

案由 政府必须在应对不断高涨的物价的同时，优先提供社会安全网

予中下层阶级如特定食品的津贴如白米、食用油等，以确保他

们的生活不会面对太大冲击。在公平原则底下，特定津贴受惠

单位如独立发电厂的津贴也必须被检讨，削减津贴的重担不能

够只由人民一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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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五。 

提案（五） 要求选举委员会落实净选盟的 7大改革诉求，以进行公平与自

由的选举 

案由 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充斥着许多弊病及漏洞，迫切需要改革方

案。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提出的 7大选举改革诉求包括选民自

动登记、采用不褪色墨汁、21天竞选期、改革邮寄选票、公平

接触媒体、巩固公共机构及停止贪污，将能够改善现有选举制

度的不完善。 

 

7.3.7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六。 

提案（六） 要求政府废除种族固打制，真正落实扶弱政策 

案由 实施 40 多年的政策不仅违背初衷，无法有效重整社会财富，

反而形成恶性的朋党政治文化。 因此，我们呼吁应当依照自

由经济的原则，废除种族固打制，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重新

界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按国家正义的原则实施扶弱政策。 

 

7.3.8  21张票支持，3张票反对，大会通过提案七。 

提案（七） 要求政府尽快制定及落实最低薪金制 

案由 在物价高涨的年代，最低工资法令在这个时候显得需要。目前

所有基本需求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基本设施的私营化为工人带

来更多的负担，但工人的薪水却难见增加。最低薪金将确保工

人的薪金可以应付基本的生活需求。 

 

7.3.9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八。 

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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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大专法令》修改后仍然限制大专生的宪法赋予权利，大专生

被打压的情况不见改善，可见修改后的《大专法令》仍然换汤

不换药。大专生应该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因为

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及参与政治的权利。 

 

7.3.10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九。 

提案（九） 要求政府恢复林连玉公民权 

案由 前教总主席林连玉因强烈反对 1960 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和 1961

年教育法令，呼吁华文中学拒绝接受改制，而在 1961 年被政

府褫夺公民权。政府指责林连玉歪曲政府教育政策，策动对最

高元首和联合邦的不满，促成种族间的恶感和仇视，全都是不

实指控。林连玉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合理合法地抗议消

灭华校的政策，乃是爱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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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全场鼓掌通过提案十。 

提案（十） 要求尽早落实指定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为国家文化遗产 

案由 从 2007年开始，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即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这个曾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麻风病院社区，拥有 80 多年历史，

见证了麻风病治疗史的过程。1980 年代综合药物疗法（Multi 

Drug Therapy -MDT）在这儿研发成功，麻风病人开始陆续减

少，这个社区功不可没。本年 1 月 28 日卫生部长拿督斯里廖

中莱向记者宣布会在 3月份宣布结果，以定夺双溪毛糯麻风病

院是否列为国家文化遗产。但至今尚未有消息传出。我们呼吁

政府应当注重此事，尽快落实将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列为国

家文化遗产的程序。 

 

8. 临时动议 

无 

 

9. 其他 

无 

 

11. 散会时间 10.42 pm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大会主席：郑屹强）   （大会记录：梁莉思）   （大会记录：张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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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隆雪华青 2011 年度团员大会 

出席者名单 
 

A. 团体团员 
1. 许弘逸      雪隆潮州会馆青年团    

2. 谢立名      雪隆惠州会馆青年团 

3. 梁振聪      雪隆广西会馆青年团 

4. 廖政天      雪隆广东会馆青年团 

5. 刘棊煜      隆雪河婆同乡会青年团 

6. 林键勋      隆雪惠安泉港公会青年团 

7. 廖有祥      雪隆嘉应会馆青年团 

8. 戴永胜      万挠广东会馆青年团 

9. 陆捷景      马来西亚留台国立政治大学校友会 

10. 李伟康      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 

11. 王美英      沙登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  

 

 

B. 个人团员 
1. 蔡广源 

2. 蔡建安 

3. 曾维龙 

4. 陈百川 

5. 陈宝琳 

6. 陈玞全  

7. 丁海良  

8. 戴永胜 

9. 霍韦彣 

10. 江伟俊 

11. 赖康辉 

12. 李仕强 

13. 李英维 

14. 李伟康 

15. 梁莉思 

16. 廖政天 

17. 林宏祥 

18. 林万腾 

19. 林欣薏  

20. 刘宝尔 

21. 罗彩锦 

22. 马嘉慧 

23. 吴仲顺 

24. 谢光亮 

25. 谢立名 

26. 许綵玲 

27. 杨振达 

28. 余美莹 

29. 张承慧 

30. 郑屹强 

 

C. 列席者 
1. 唐锡豪 

2. 黄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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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雪 华 青 简 介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简称“雪华青”，正式成立於 1985年 9月 29日。 

随着大会堂于 2006 年 2 月 23 日正式更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简称“隆雪华

堂”，雪华青也配合更名为“隆雪华青”。 

 

 

宗 旨  

 

隆雪华青的宗旨是： 

（一）维护及宣扬民主、人权； 

（二）促进华团青年组织间的团结合作及各族青年的友爱互助； 

（三）锻练青年体能，培养青年德行； 

（四）培养青年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观念，及提高青年的政治认识。 

 

雪华青创立期间，正逢国内政、经、文、教发展起伏不定，华社面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时

局挑战之刻，也正是华社民众普遍上对现实深感不满而积极寻求突破的年代。雪华青所肩负

的时代责任，似乎也是明显，理所当然的。 

 

 

育 我 华 青 、 民 主 为 训  

 

在组织定位与活动内容上，雪华青经过多次的探讨与多年的实践，最终决定根据 1985年《华

团宣言》的精神，择以推展民主与人权的观念作为组织的活动重心，并提出“育我华青、民

主为训”的团训。“育我华青”是突出人才的培育；“民主为训”是思想建设、理论依据。 

 

为了更主动、更直接地推广雪华青的理念，本团在 1988 年汇聚了各领域学有专长的团员，

成立讲师团。目前讲师团的成员共有 30 位，他们专长的领域包括民主人权、青年训育、会

议规范、创意思考、组织与管理、青少年辅导、活动策划以及团康等。自成立以来，讲师团

的成员不时应邀到全国各地主讲各有关课题。 

 

 

组 织 结 构  

 

隆雪华青的团员分成团体团员及个人团员。理事会是由 25 人组成，由团员在大会上选出团

长一人及理事 20 人（团体团员及个人团员各占 10 人），以及由团长推荐，理事会通过委任

不超过 4名理事，然后再复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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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青设有训育组、论坛组、出版组及活动组共 4 个小组，积极推展专题讲座会、座谈会、

生活营、训育课程、训练营、体育、康乐及郊游等活动。 

 

文 字 与 观 念 传 播  

 

隆雪华青自 1987年开始不定期出版团讯，除了传达讯息之外，也提供团员发表作品的园地。

此外，隆雪华青也出版青年论坛丛书，至今先后面世的有《我们并不寂寞》（1989）、《透视

大马人权》（1991）、《青年手卷创刊号》（1993）、《青年手卷 2－－转变中的马来西亚》（1994）、

《民主的追求》（1997）；与其他青年团体联合出版有《民主人权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1989）、《让青年为社会把脉》（1989）；与雪州民权委员会联合出版的则有《认识民主民权》

（1987）、《维护人权》（1989）、《人权呼声》（1990）等。 

 

为了推广民主人权的思想教育工作，隆雪华青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从 1987 年开始，于每

年的 12月 10日国际人权日期间，联合举办有关人权性质的活动，后来扩大为“人权月”系

列活动，通过讲座、展览会、系列文章、专书出版、晚会等方式来激发社会大众对民主人权

问题的关注，进而积极投入捍卫民主人权的行列。 

 

 

对 外 联 系 、 相 互 配 合  

 

隆雪华青也与全国各州华堂青年团、乡青团、其他青年组织及民间公益团体保持密切的联系、

相互勉励、互相配合，以便带动更多华社团体，关心时事，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隆雪华青一直服膺于民主人权的理念，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唯有根据民主人权的精神以及多

元种族的思想，各族人民才能和平共处，一致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同心协力建设及发展马来

西亚，并让全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国家的资源与财富。 

 

隆雪华青在一群充满朝气活力和具有理想、社会责任的团员相互砥励之下，义无反顾地承担

捍卫人权及培育人才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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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 雪 华 青 组 织 结 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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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雪 华 青 历 届 主 要 理 事 名 表  
 
 

 第 一届 （ 1986-1988）   
 

第 二届 （ 1988-1990）  

团 长 :  * 吴 立 康 （ 陈 友 信 ）   

 

陈 友 信  

署 理 团 长 :  陈 友 信    

 

吴 立 康  

副 团 长 : 
 

叶 钦 杰  

 

林 家 光  

 
 

吴 忠 达  
 

潘 庆 松  

秘 书 : *  谢 锦 有 （ 陈 亚 才 ）  

 

陈 亚 才  

副 秘 书 : 
 

林 家 强   

 

陈 惠 茹  

 *  张 永 新 （ 姚 丽 英 ）  *  韦 玉 梅 （ 吴 达 慧 ）  

 *  吴 达 慧 （ 李 碧 云 ）  

  

财 政 :  
 

潘 庆 松   

 

张 启 福  

副 财 政 : *  黄 时 忠 （ 陈 惠 茹 ）   *  李 碧 云 （ 梁 金 华 ）  

理 事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  

 

 第 三届 （ 1990-1992）  

 

第 四届 （ 1992-1994）  
团 长 :   李 成 金  

 

傅 兴 汉  

署 理 团 长 :  陈 亚 才  

 

陈 亚 才  

副 团 长 : *  陈 惠 茹 （ 傅 兴 汉 ）  

 

李 成 金  

  潘 庆 松  
 

周 丽 清  

秘 书 : *  李 克 旋 （ 陈 惠 茹 ）  

 

罗 志 昌  

副 秘 书 : 
 

姚 丽 英  

 

李 碧 云  

 
 

官 永 强           *  陈 彩 玉  

财 政 :  
 

梁 金 华          

 

黄 松 青  

副 财 政 : 
 

周 丽 清            

 

苏 祈 铭  

理 事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第 五届 （ 1994-1996）   
 

第 六届 （ 1996-1998）  
团 长 :   罗 志 昌  

 

谢 春 荣  

署 理 团 长 :  谢 春 荣  

 

刘 忠 贤  

副 团 长 : 
 

陈 亚 才  

 

罗 志 昌  

  傅 兴 汉  
 

潘 庆 松  

秘 书 : 
 

卓 少 军  

 

张 济 作  

副 秘 书 : 
 

李 碧 云  

 

李 淑 贞  

 
 

刘 忠 贤  

 

李 碧 云   

财 政 :  
 

黄 松 青  *  周 芝 简 （ 侯 渊 富 ）  

副 财 政 : 
 

苏 祈 铭   

 

侯 渊 富  

理 事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 18 - 

 

 

 

 

  

 

第 七届 （ 1998-2000）  

 

 

 

第 八届 （ 2000-2002）  
团 长 :   陈 亚 才         

 

李 淑 贞  

署 理 团 长 : * 张 济 作 （ 李 淑 贞 ）  

 

潘 庆 松  

副 团 长 : 
 

谢 春 荣  

 

陈 亚 才  

  潘 庆 松   
 

侯 渊 富  

秘 书 : 
 

叶 瑞 生  

 

黄 集 初  

副 秘 书 : 
 

邱 金 明   

 

林 志 高  

 *  陈 玉 璇 （ 黄 集 初 ）  *  谭 树 芬 （ 许 武 昌 ）   

财 政 :  
 

刘 忠 贤    

 

莫 文 翔  

副 财 政 : *  陈 松 林    

 

戴 炳 煌  

理 事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第 九届 （ 2002-2004）  

 

第 十届 （ 2004-2006）  
团 长 :   戴 炳 煌   *  陈 亚 才 （ 陈 松 林 ）  

署 理 团 长 :  刘 伟 勤   #  刘 伟 勤 （ 悬 空 ） 

副 团 长 : 
 

陈 亚 才   *  苏 咏 雄 （ 韦 亚 华 ）  

  苏 咏 雄   
 

陈 松 林   

秘 书 : 
 

黄 集 初    

 

翁 隆 秋  

副 秘 书 : 
 

张 依 玲  

 

陈 利 良  

 
 

方 传 中  

 

吴 仲 顺  

财 政 :  *  李 文 昌 （ 吴 炳 兴 ）  *  吴 炳 兴 （ 李 英 伟 ）  

副 财 政 : 
 

黄 保 雄  

 

韩 国 定  

理 事 : （ 共 有 16位 ， 名 字 从 略 ）  （ 共 有 12位 ， 名 字 从 略 ）  

 
 

 第 十一 届（ 2006-2009）   

 

 
团 长 :   陈松林  

  

署 理 团 长 :  张济作  

  

副 团 长 : 
 

张顺发 

  

  余玉盛  
 

 

秘 书 : 
 

李英维 

  

副 秘 书 : 
 

李伟康 

  

 
 

吴仲顺 

  

财 政 :  
 

黄赋义 

  

副 财 政 : 
 

白维耀  

  

理 事 : （ 共 有 13位 ， 名 字 从 略 ）  

 

       

 
注：*代表任期间辞职、（ ）代表受委取代。 

    #代表任期间因违反雪华青组织细则被开除，职位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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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2009-20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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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康（雪隆会宁青）  

副团长 叶勇剑（雪隆福青）  

秘书 赖康辉  

副秘书 马嘉慧 于 1/8/2010辞副秘书职，保留

理事职 

副秘书 许弘逸（雪隆潮青） 于 12/8/2009 受委递补副秘书

职 

财政 霍韦彣  

副财政 张顺发（雪隆广青） 于 17/6/2009 来函表示更换代

表，由廖政天出任代表 

 廖政天（雪隆广青） 于 12/8/2009 受委递补副财政

职 

训育组组长 曾维龙  

活动组组长 余美莹  

论坛组组长 郑屹强                            于 10/1/2011 辞论坛组组长与

理事职，由谢光亮受委递补论

坛组组长一职 

活动中心主任 戴永胜（万挠广青）  

出版组组长 周小芳                                于 10/1/2011 辞出版组组长与

理事职，由梁莉思受委递补出

版组组长一职 

理事 梁莉思  

 谢光亮  

 林欣薏 于 12/8/2009 辞副秘书职，保

留理事职 

 陈志荣（隆雪惠安泉港青）  

 刘棊煜（隆雪河婆青）  

 陈伟量（雪隆茶阳青）  

 覃勇刚（雪隆广西青）  

 陈韦宇（隆雪陈氏青）  无故缺席理事会议超过 3次，  

 当自动辞职论。 

 丁海良（委任理事）  

 许綵玲（委任理事） 于 27/9/2010辞理事职 

 廖有祥（委任理事，雪隆嘉应青） 

谢立名（委任理事，雪隆惠州青）             

 

于 27/9/2010受委理事职 

 陈玞全（委任理事） 于 10/1/2011受委理事职 

 江伟俊（受委理事） 于 5/6/2011受委理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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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隆雪华青理事会（2009 - 2012） 

出席会议次数 
 

理事会议 
 

吴仲顺（13/13） 余美莹（ 4/13） 丁海良（ 9/13） 

杨振达（12/13） 戴永胜（12/13） 廖有祥（ 9/13） 

李伟康（10/13） 梁莉思（10/13） 马嘉慧（ 8/13） 

叶勇剑（ 9/13） 谢光亮（12/13） 刘棊煜（ 8/13） 

赖康辉（12/13） 林欣薏（11/13） 陈伟量（ 4/13） 

许弘逸（ 4/13） 陈志荣（ 2/13） 覃勇刚（ 2/11） 

霍韦彣（13/13） 曾维龙（ 7/13） 廖政天（ 7/13） 

谢立名（ 5/5 ） 陈玞全（ 2/4 ） 江伟俊（ 1/2 ） 

   

郑屹强（ 5/9 ） 

于 10/1/2011 辞论坛组组长与理

事职，由谢光亮受委递补论坛组组

长一职 

周小芳（ 6/9 ） 

于 10/1/2011 辞出版组组长与理

事职，由梁莉思受委递补出版组组

长一职 

 

陈韦宇（ 0/8 ） 

无故缺席理事会议超过 3 次， 当

自动辞职论。 

 

 

许綵玲（ 5/8 ） 

于 27/9/2010辞理事职 
  

 

 

 

常务理事会议 

 

吴仲顺 （ 1 / 1 ） 赖康辉 （ 0 / 1 ) 

杨振达 （ 1 / 1 ） 许弘逸 （ 1 / 1 ） 

叶勇剑 （ 1 / 1 ） 霍韦彣（ 1 / 1 ） 

李伟康 （ 1 / 1 ） 廖政天（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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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青 2012 年度团员名单  
 

团体团员：  
序 代 表姓 名  团 体  

1.  黄伟安  巴生福建会馆青年团                

2.  许维廉  巴生光华中学校友会  

3.  梁启鸿  巴生广东会馆青年团                

4.  邱宜权  瓜拉冷岳福建会馆青年团  

5.  刘棊煜  吉隆坡河婆同乡会青年团  

6.  颜文伟  吉隆坡南益校友会  

7.  郑水兴  吉隆坡永春会馆青年团  

8.  辜若诗  加影育华校友会青年团  

9.  陈志莹  隆雪惠安泉港 公会青年团  

10.  陈丽霞  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  

11.  李仁斌  马来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         

12.  黄劭业  马来西亚留台国立政治大学校友会     

13.  刘文华  马来西亚南安刘氏公会青年团  

14.  朱文俊  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青年团           

15.  林德仁  万挠福善公会青年团                

16.  戴永胜  万挠广东会馆青年团  

17.  陈燕晶  乌鲁冷岳广东会馆青年团  

18.  符诗怡  雪兰莪符氏公会青年团  

19.  叶勇剑  雪兰莪福建会馆青年团  

20.  方俊葳  雪兰莪南安会馆青年团  

21.  陈伟量  雪隆茶阳会馆青年团                

22.  许弘逸  雪隆潮州会馆青年团  

23.  陈利良  雪隆福州会馆青年团                

24.  苏丽蓉  雪隆广东会馆青年团  

25.  曾美绮  雪隆广西会馆青年团                

26.  韩国定  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  

27.  李伟康  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  

28.  谢立名  雪隆惠州会馆青年团                

29.  廖有祥  雪隆嘉应会馆青年团  

30.  黄作福  雪隆江夏堂青年团                  

31.  李松沅  雪隆李氏宗亲会青年团  

32.  黄武捷  雪隆兴安会馆青年团  

33.  郑佩盈  中马培风 校友  

34.  王美英  沙登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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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团员：  
 

1. 罗志昌 

2. 张济作 

3. 陈利良 

4. 李书祯 

5. 陈玉璇 

6. 林志高 

7. 廖文辉 

8. 刘镇东 

9. 林义南 

10. 曾湘茗 

11. 李文畅 

12. 许武昌 

13. 苏永雄 

14. 余玉盛 

15. 吴炳兴 

16. 林嘉年 

17. 马嘉慧 

18. 杨凯斌 

19. 张绪庄 

20. 杨振达 

21. 蔡尚群 

22. 庄白绮 

23. 黄汇珊 

24. 吴仲顺 

25. 陈正豪 

26. 黄劭业 

27. 陈达源 

28. 翁隆秋 

29. 杨两兴 

30. 廖永立 

31. 李英维 

32. 颜贝倪 

33. 林秀凌 

34. 郑立慷 

35. 曾维龙 

36. 罗彩绵 

37. 余美莹 

38. 骆淑慧 

39. 苏将明 

40. 胡佑强 

41. 霍韦彣 

42. 张秀玲 

43. 曾剑鸣 

44. 傅向红 

45. 汤顺兴 

46. 赖康辉 

47. 释文隆 

48. 梁莉思 

49. 林宏祥 

50. 廖政天 

51. 李永杰 

52. 陈承杰 

53. 林欣薏 

54. 陈家兴 

55. 林万腾 

56. 陈宝琳 

57. 陈奇男 

58. 黄业华 

59. 卢传文 

60. 黄诗情 

61. 江伟俊 

62. 王德齐 

63. 赖静仪 

64. 黄雪嘉 

65. 谢晴珅 

66. 吴万维 

67. 李伟康 

68. 戴永胜 

69. 谢光亮 

70. 李发成 

71. 黄彩仪 

72. 周小芳 

73. 郑倩仪 

74. 张耀宗 

75. 罗佩贞 

76. 庄维豪 

77. 黄勇进 

78. 林世勇 

79. 许綵玲 

80. 李盈颖 

81. 王泽钦 

82. 郑屹强 

83. 黄碧娟 

84. 丁海良 

85. 黄建毅 

86. 司徒旨祥 

87. 陈凌婷 

88. 刘宝尔 

89. 陈勇铭 

90. 陈百川 

91. 黄书琪 

92. 徐健平 

93. 杨建礼 

94. 蔡广源 

95. 李家裕 

96. 郑健杰 

97. 李顺发 

98. 江立环 

99. 卢紫云 

100. 张承慧 

101. 陈国俊 

102. 徐淑珊 

103. 陈玞全 

104. 廖志勇 

105. 李伟伦 

106. 章天家 

107. 谢立名 

108. 甘培华 

109. 李仕强 

110. 姚文彬 

111. 邹宇晖 

112. 叶勇剑 

113. 王美英 

114. 谢国健 

115. 刘本圣 

116. 梁棣惠 

117. 李松荣 

118. 江秋恒 

119. 黄祖严 

120. 丘柔湘* 

121. 戴素君* 

122. 刘纾君* 

123. 雪拉* 

124. 张景文* 

 

注：（*）团龄未满一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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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青年团 

2011年度团务报告 

（2011年 1月 1日至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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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霍韦彣 副财政：廖政天（于 21/02/2011 更换代表为苏丽蓉） 

训育组组长：曾维龙 论坛组组长：郑屹强（于 10/01/2011辞职，谢光亮递补） 

活动组组长：余美莹 出版组组长：周小芳（于 24/03/2011辞职，梁莉思递补） 

活动中心主任：戴永胜 

理事： 梁莉思、谢光亮、马嘉慧、林欣薏、陈志荣、陈伟量、丁海良、 

 刘棊煜、廖有祥、谢立名、陈玞全（于 10/01/2011受委）、 

 覃勇刚（于 01/11/2011更换代表为曾美绮）、江伟俊（于 06/05/2011受委）。 

 

（2）团务 

日期 项目 简述 

10/1/11 

（一） 

第 12届隆雪华青 

第 9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地点：本堂楼上会议室 2 

出席人数：13 

讨论事项：理事辞职事宜、隆雪华青中期检讨、2011 年

度第 11 届千人义山行、检讨《2010 全国青年与大专生

峰会》、本南族学前教育筹募义款计划、选民登记运动、

入团申请。 

26/2/11 

（六） 

第 12届隆雪华青 

中期检讨会议 

时间：2pm，地点：本堂楼下会议室 

环节一：回顾和检讨 

 2009 年与 2010年活动及文告、理念检讨。 

环节二：规划与执行 

 常年活动规划——各小组活动建议、重点活动规划。 

 课题性、突发性活动——定位和机制、全国选举之

应对策略。 

 串联和组织——招收团体团员与个人团员。 

 文告小组——重组及规划。 

24/3/11 

（一） 

第 12届隆雪华青 

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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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代表更动事宜、2011 年度会员大会、本

南族学前教育募捐义款计划、第 11届千人义山行、大红

花青年志工演习培训计划、第 13 届全国大选之应对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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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 

（五） 

第 12届隆雪华青 

第 11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地点：本堂楼下会议室 

出席人数：13 

讨论事项：委任新理事、2011 年度团员大会、本南族学

前教育募捐计划、第 11届千人义山行检讨、大红花青年

志工研习培训计划。 

8/6/11 

（三） 

2011 年度隆雪华青团员

大会 

时间：7.30pm 

地点：本堂楼上讲堂 

团员大会共有 10个属团代表出席，20位个人团员出席；

本团会务顾问蔡庆文律师也代表董事会出席。 

团员大会顺利召开，并通过了以下 10项提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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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要求政府马上停止莱纳斯在关丹的稀土提炼厂计划。 

3. 要求政府废除恶法如《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官方

机密法令》、《出版与印刷机法令》。 

4. 要求政府以公平原则重组津贴架构，优先建立中下层阶

级人民的社会安全网。 

5. 要求选举委员会落实净选盟的 7 大改革诉求，以进行公

平与自由的选举。 

6. 要求政府废除种族固打制，真正落实扶弱政策。 

7. 要求政府尽快制定及落实最低薪金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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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要求政府恢复林连玉公民权，纠正过去不实指控。 

10. 要求尽早落实指定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为国家文化遗

产。 

8/8/11 

（一） 

第 12届隆雪华青 

第 12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地点：本堂青年团会议室 

出席人数：14 

讨论事项：2011 年度人权月活动、大红花青年志工研习

培训计划。 

27/9/11 

（二） 

2011 年度隆雪华青人权

月筹备会议 

 

时间：8pm，地点：本堂青年团会议室 

讨论事项：活动主题、目标、成立筹委会、系列文章刊

登、人权月生活营、反莱纳斯筹款晚宴。 

 

1/11/11 

（二） 

第 12届隆雪华青 

第 13次理事会议 

时间：7.30pm，地点：本堂青年团会议室 

出席人数：15 

讨论事项：2011 年度人权月活动、成立第 12 届千人义

山行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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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坛 / 讲座 

日期 主题 简述 

22/2/11 

 

 

8pm 

 

 

本堂 

楼上 

讲堂 

“Kebangkitan Rakyat - 

Harapan untuk Demokrasi 

di Timur Tengah?” 

马来文座谈会 

 

 

联办：隆雪华青、大马公

共论坛组织 FPF、《独立

新闻在线》 

 

 

主讲人： 

YB 刘镇东（民主行动党

升旗山区国会议员） 

YB Dr. Mujahid Yusuf 

Rawa（回教党巴力文打区

国会议员） 

Hishamuddin Rais（时事

评论人） 

Nora Murad（国际特赦组

织马来西亚分会成员） 

 

 

主持人： 

Fahmi Fadzil（《独立新

闻在线》马来文版专栏作

者） 

讲座共吸引超过 120人出席，座无虚席。 

埃及人民成功崛起，终结了前总统穆巴拉克 30 年铁腕政

权，激荡中东局势，对回教社会影响深远。四名主讲人

都认同长期霸权政治遗留的弊端，现阶段谈论中东未来

局势的演变，尚言之过早。不过，他们认为，我国的社

会政治经济结构与埃及相似，子接父班、贫富悬殊，从

政者应紧记“越压迫反弹越大”的道理，以埃及经验为

借鉴。 

刘镇东从经济层面点出埃及及突尼斯革命反映的民困问

题，并剖析值得我国当权者引以为鉴的问题，特别是经

济管理弊病。他提醒从政者关注中下阶层的问题，莫忘

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线就是一名受大学教育的小贩因没有

营业执照遭执法人员驱赶而自焚的事件。 

Hishammuddin Rais提醒，埃及今日能够推翻穆巴拉克，

勿要忘记埃及遭遇长期的压迫，而在自然法则下，往往

都是越压迫则越反抗。他举例，突尼斯秘密警察的恶劣

方式，也曾于我国发生，如前巫统雪州州务大臣哈伦

（Harun Idris）涉嫌秘密策划 1969 年的甘榜峇鲁种族

冲突事件。在中东国家巴林，掌权者亦用上了同样的伎

俩。 

Nora Murad 表示，总统穆巴拉克掌权 30 年期间发生多

宗侵害人权案件，印证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穆

巴拉克已下台，如今重要的是调查人权侵害事故如何进

行，并追究谁应该背负责任。 

Dr. Mujahid 提出埃及局势的启发，虽然回教运动进程

观念一直被扭曲为盲从回教国，但是埃及的最大在野党

穆斯林兄弟（Muslim Brotherhood）也是熬过 38年，才

逐渐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因此，他相信只要回教

党遵循民主斗争途径，将为国家带来更好的改变。 

 

30/3/11 

 

 

8pm 

 

 

本堂 

大红花讲堂：华团在大选

的角色——表态或中立？ 

 

 

 

联办：隆雪华青、《东方

日报》 

讲座吸引了大约 60人出席。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以“为反对党站台之嫌”为由，拒绝

参与《万里茂补选诉求》联署，惟其青年团不苟同母会

做法，积极参与。柯新庆点出，该州大多华团开始察觉

不能再故步自封，勐然打破“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

的政治不沾锅框框，公民社会才是出路。他认为，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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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 

讲堂 

 

 

主讲人： 

柯嘉逊博士（人民之声主

任） 

柯新庆（甲华青团长） 

黄集初（华研分析员） 

 

 

主持人： 

吴仲顺（隆雪华青团长） 

相信，并且实践，即使小地方小团体也能起着领头作用。 

黄集初表示，走过“三结合”、华团宣言、诉求的年代，

过去华团在选举中的激情及参与早已退去，总字辈已失

去威望。过去董总特立独行，为华社发声，但 2004 及

2008 年大选，董总都保持中立，中立无疑对选票不具影

响力。从今年 2 月董总出版的《董教总任重道远》一书，

黄集初推论出其“要超越政党，就不要在大选时提诉

求”的立场。 

柯嘉逊直言，“林晃昇时代已过去，我对现今的华团领

袖不抱什么希望。”华团不应只自豪于与中国国家领袖

握手，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应向政党表达人民心声及提

出要求。他认为，在大选时即使华团不表态，华社也有

自己的看法，308 海啸就是实例。重要的是，华团提出

了什么要求。 

 

14/4/11 

 

 

8p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社区历史教育之跨族群

挑战”三语讲座 

 

 

联办：隆雪华青、林连玉

基金、抢救希望之谷支援

小组 

 

 

主讲人： 

曾玉萍（槟城艺术及古迹

教育学会 ARTS-ED与《我

的浮罗山背 My Balik 

Pulau》计划协调员） 

杨两兴（社区艺术工作

者、半山芭社区艺术计划

负责人） 

孙春美（加影及呀吃艺术

嘉年华负责人） 

法米立扎（《我的秋杰 

Chow Kit Kita》计划负

责人） 

 

 

主持人： 

张集强（文史工作者、抢

讲座共吸引约 60 位听众。主讲人除了畅谈社区营造

（community empowerment）和公民意识建构的重要性，

也发表他们的社区工作经验，包括工作主旨，目前成果，

以及遇到的问题和回应方法。 

社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是一定地域空间内的人们

的生活共同体。现代人的一生，往往从生长到发展都离

不开社区，又受制于社区环境。现在，人们普遍要求有

个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要求

提高精神生活质量，提高自身素质和社区文明程度，广

大社区民众渴望学习。 

于是，以社区为载体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即“社区教育”

就应运而生了。在社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

走过了不同的历程，体现了不同的特色、形成了对社区

教育的不同理解。 

我国目前有数个民间艺术与历史工作者都正在积极于各

社区推动社区历史教育工作，其中包括通过民间社区报

采集的民间口述历史，以便能够提供平台，让学生、长

辈和本土历史研究人员以共同记忆、当地传说和经验故

事及个人经历去认识并诠释他们的共有空间。此外，他

们也教导社区学生主动与各族社群互动，创建社区共同

记忆。 

社区历史教育活动是一份结合当地社区、艺术和文史的

活动系列。他们所用的方法，是教导孩子进行口述历史

记录、草拟社区地图，藉此培养孩子们对该社区的认同

感。这样的社区教育方式值得学校历史科教学者、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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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总

协调） 

学习和模仿。 

 

27/4/11 

 

 

8.30pm 

 

 

本堂 

楼上 

讲堂 

“平反林连玉——华教与

多元时代的歧路”论坛 

 

 

联办：隆雪华青、林连玉

基金 

 

 

主讲人： 

庄华兴博士（博特拉大学

高级讲师） 

陈亚才（隆雪华堂执行

长） 

黄业华（林连玉基金执行

主任） 

 

 

主持人： 

杨振达（隆雪华青署理主

席） 

论坛出席者约 30 人，一位尊孔老校友在讲座前发表不

满，质疑主办单位没有尽力宣传，认为这是愧对林连玉。 

黄业华代表主办单位表示会检讨，并且在下一轮的平反

林连玉工作做好准备。 

陈亚才回应时说，华教运动必须突破旧有的框框，与其

被动等待，不如积极创造时机，调整运动的策略与手段。

林连玉先生反对华文中学改制，争取华教教育享有平等

地位，主张几个重点：一、教育观点：母语教育，强调

文化的重要；二、平等理想：各族群应平等；三：爱国

教育：国家意识的培养。他也为华教斗争定下三个原则，

即：合理的要求、合法的步骤、坚决的态度。 

陈亚才举例，反对英化数理教学运动和《连环扣》小说

教科书争议，指出如果运动的“力量没有结合”，往往

总体的成果有限。他点出，华社普遍都有目的热、方法

盲的毛病，忽略推动运动要有好的策略与手法，华教运

动手法今天已经显得十分老旧、说教，反而应该向宗教

团体与慈善机构学习，同一个核心价值和观念可以用不

同的手法来表达。 

庄华兴指出，马来西亚是个典型多元社会，人群混合而

非联合在一起，每个群体坚持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

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习惯，只有在市场买卖时才以个人身

份接触。换言之，多元只是表象，并没有实际的互动，

其实族群内部十分封闭。执政者就会利用多元的陷阱，

操弄与挪用多元来欺骗老百姓。 

庄华兴认为，执政者应该正视建国以来华教不平等的待

遇，平反林连玉就是还华教公道，整个运动就是追求合

法性的政治抗争。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承认的政治”

是必须的，因为任何一个公民的认同都和集体认同紧密

联系在一起，并建立在相互承认的稳固基础之上。   

19/5/11 

 

 

8pm 

 

 

本堂 

大红花讲堂：新加坡大选

成绩——新马两国未来政

治轮替之指标？ 

 

 

联办：隆雪华青、《当今

大马》 

讲座吸引约 30 人出席。 

王德齐指出，新加坡反风效应只会在我国城市选区引起

共鸣，因为马新的城市地区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和状况，

几乎如出一辙。这包括贫富不均和房价高涨的问题。不

过，他认为这股效应该不会吹进乡村选区，因为随着橡

胶与棕油的价格高企，乡村人的收入很好，不会碰到与

城市人一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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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 

会议室 

 

 

主讲人： 

黄进发（政治学者） 

王德齐（《当今大马》高

级记者） 

陈利威（时评作者） 

 

 

主持人： 

江伟俊（隆雪华青理事） 

黄进发认为，新加坡反风完全不会对我国的马来选票带

来任何变化，但可能会影响长期接触新加坡媒体的南马

华裔选民。他点出新加坡与砂拉越城市选民的共同点，

就是不吃政党威胁他们的这一套方式。他补充，由于乡

村选区比起城市选区容易买票，因此若国阵在来届大选

上演之前划分出更多乡村选区的话，那将冲击民联的势

力版图。 

虽然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全国大选中，被在野的工人党

拿下一个集选区赢得 6 席，但该党依然能赢得大多数议

席执政中央。陈利威剖析，新加坡移民政策下所引进的

新公民在这次选举中，成为该党的救星。他也点出新加

坡移民政策所引起的问题，即人民行动党以企业模式治

国，强调绩效与赚钱，不惜以移民政策大量引进外来人

口，已为新加坡带来负面效应。 

   

28/6/11 

 

 

8pm 

 

 

本堂 

楼上 

讲堂 

古玉樑《中文报业风云半

世纪》新书推介礼暨“华

文报业路在何方”讲座会 

 

 

联办：隆雪华青、大众科

技出版有限公司、《东方

日报》 

 

 

主讲人： 

YB 邓章钦（雪兰莪州立

法议会议长） 

黄明来（资深报人） 

 

 

 

主持人： 

陈利良（《东方日报》执

行总编辑） 

推介礼共吸引超过 100 位旧雨新知出席，许多报界前辈

皆前来捧场。 

古玉梁邀得前董教总教育中心顾问兼独立大学有限公司

主席胡万铎主持新书推介礼，现场还放映前《南洋商报》

总编辑朱自存在新加坡受访的录影片段。 

曾先后在《建国日报》、《中国报》、《东方日报》与《星

报》任职的黄明来表示，在过去 5 年，不管是中文或英

文报的销量，都只能持平或甚至下降，使到许多报人都

在评估，平面报章是否已开始没落。他警告平面媒体，

一旦电视与新媒体的广告占有率达到市场的 50%，就是

报章开始走下坡。 

YB 邓章钦指出，许多中文报记者已经沦为名副其实的

“ 记 者 （ reporter ）， 而 不 是 “ 新 闻 从 业 员 ”

（journalist），只管把一切资讯照单全收，没有深思与

进一步探讨某个课题的习惯。他也说，中文报记者的语

文掌握能力，比起过去的中文报记者差了一大截，现今

不少中文报记者甚至不敢以中文以外的语文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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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1 

 

 

8pm 

 

 

本堂 

楼上 

讲堂 

《从 831、916 到 709：我

们的集体反思》公民论坛 

 

 

联办：隆雪华青、雪隆潮

青、雪隆惠州青、雪隆福

青、雪隆会宁青、雪隆嘉

应青、万挠广青、隆雪陈

氏青 

 

协办：《当今大马》、《独

立新闻在线》 

 

 

主讲人： 

YB 张念群（沙登区国会

议员） 

YB 沈志勤（槟城班台惹

雅州议员） 

赖康辉（隆雪华青秘书） 

 

 

主持人： 

霍韦彣（隆雪华青财政） 

活动大约吸引了 50位民众出席。 

主讲人皆认为 709 集会更能彰显国家独立精神。 

沈志勤表示，大马从 1957 年独立至今，财富与权利已让

所谓的精英瓜分，这些资源没有平均分配给国人，种下

今天的失衡现象。他认为，709 让我们看到一个转折，

国人打破 513 事件遗留下来的白色恐惧，勇敢走上街头。 

赖康辉也对政府无法阻吓青年参加大集会原因提出了看

法。他说，政府至今仍捉摸不透青少年沟通的模式，青

少年都几乎不看报章，仅是透过网络、社交网络等联系，

或者是被朋友告知。他建议，城市青少年把民主资讯带

给乡区的父母及中下阶层青年，好让 709 集会精神散播

开去。 

张念群透露，大马有 72% 的选民是在 40 岁以下，半数

则不超过 25 岁，其中 68% 的年轻选民住在城市区。她

认为 709 集会上各族遭警方镇压时互助的精神，已打破

族群隔阂及迷思，至此才恍然本身是真正大马人。不过，

后续暴发的种族议题令她感到疑虑，担忧早前发生的斋

戒月广告风波等事件，令 709 的成就昙花一现。她希望

社会人士在看待这些种族事件时，应解读讯息背后的议

程。 

   

 

14/9/11 

 

 

8pm 

 

 

本堂 

楼上 

讲堂 

“Milik Siapakah 

Kemerdekaan Ini?” 

马来文讲座 

 

 

联办：隆雪华青、林连玉

基金公民社会委员会、自

由论坛、全国大专生团结

阵线、人民艺术家联盟 

讲座吸引 60 人出席，祖安比来恩博士突然有事，临时缺

席讲座。 

沙末赛益认为，末基劳（Mat Kilau）、末英德拉（Mat 

Indera）、布斯达曼（Boestamam）、依沙莫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等人是斗争者，而东姑阿都拉曼只是迎

接者，英殖民政府认同迎接独立的人。他曾与人民党领

袖阿未布斯达曼共事，并向出席者叙述阿未布斯达曼如

何受邀与马来国民党（ PKMM）创党人布哈努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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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A Samad Said 沙末赛（著

名马来文学作家） 

李万千（双语评论人） 

Arumugam 阿鲁姆根（人

民之声主席） 

Dr. John Brian 祖安比

来恩博士（达雅咨询委员

会主席） 

 

 

主持人： 

Adam Adli亚当艾迪（国

立马来西亚苏丹依德利

斯师范大学学生前进典

范联盟主席） 

（Burhanuddin Al-Helmy）和东姑阿都拉曼共商“如何

迎接独立”。 

李万千形容，1957 年获得的独立是“不完整的民主”

（ kemerdekaan tiga suku），而不是纯正的民主

（kemerdekaan yang tulen）。这是因为英殖民政府拒绝

了当时左翼阵线提呈的《人民宪章》，反之在 1946 年选

择了与巫统合作。不过，巫统和联盟阵线或较后的国阵

并不具独立的名义和形式，反之继承了殖民政府的恶法

如《内安法令》以阻遏我国的改革和民主进程。 

     

 

13/12/11 

 

 

8pm 

 

 

本堂 

楼上 

讲堂 

人权月讲座：“和平集会

法，关你什么事？” 

 

主办：隆雪华青 

 

合作媒体：《独立新闻在

线》、《当今大马》 

 

 

主讲人： 

YB 蔡添强（峇都区国会

议员） 

王维兴（政改研究所执行

主任） 

黄进发博士（时事评论

人） 

 

 

主持人： 

谢光亮（隆雪华青论坛组

组长） 

此讲座吸引了约 60人参与。 

一般认为政府制定《2011 年和平集会法案》是为了防止

足以动摇国阵政权的大型街头示威，但蔡添强则认为，

该法案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反而是看似毫无关系的小

市民。 

王维兴与蔡添强的看法一致，认为和平集会法案将影响

人民的生活每个层面。 

黄进发则痛批，法案中将参与非法集会者的罚款设定在

最高 2 万令吉的做法。随着和平集会法案即将成为正式

的法令，黄进发呼吁人们多多参与非暴力的抗议活动，

以示反对这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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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红花青年志工研习培训计划 

 宗旨：提升公民意识，培训青年志工。 

 方式：培训课程采用两种形式，一为讲座，其次是讨论和实践。培训计划于每周六下午 2

点至 6 点，不同主题进行讲解，并在当中穿插分组讨论时间。课程结束后，以“人权月”

活动为试点，让学员参与筹备和实践。 

 参加者：共 22人，部分为大专生，也有来自隆雪华堂妇女组培塑坊的学员。 

日期 主题 主讲人 课程内容 

24/9/11 

 

2p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第一堂课： 

公民教育——有

情有理有行动的

教育 

陈玞全（士拉央国会

议员私人助理） 

孙和声（经济评论专

栏作者） 

 

 

1. 了解个人的基本权利，及自己对世界

上其他人所应付上的责任。 

2. 着重自省，并能批判地认识身边的事

物。 

3. 关注贫穷与不公义情况，并愿意行动

起来，为缔造一个更公义，且能持续发展

下去的世界而努力。 

4. 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局势分析。 

 

1/10/11 

 

2p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第二堂课： 

使命与领导——

非盈利组织的管

理之道 

陈亚才（隆雪华堂执

行长） 

 

 

1. 非盈利组织对公民社会的贡献。 

2. 如何有效发挥非营利组织的角色？ 

3. 如何永续经营非盈利组织？ 

 

8/10/11 

 

2pm 

 

本堂 

青年团会

议室 

第三堂课： 

社会运动——领

导、组织与抗争 

陈慧君（杨伟光后援

会协调员、隆雪华堂

民权委员会秘书） 

曾维龙（文史研究工

作者，私立大学讲

师） 

1. 个案研究：宽赦杨伟光、抢救希望之

谷（双溪毛糯麻风病院）。 

2. 组织社会运动的关键要素。 

3. 运动陷入低潮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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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1 

 

2p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第四堂课： 

主持及筹办活动

的成功要诀 

白建明（NTV7 新闻

主播） 

吴仲顺（隆雪华青团

长） 

 

 

1. 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大会司仪及活动

主持人？ 

2. 如何草拟活动计划书？ 

3. 如何召集会议、筹款、协调工作？ 

4. 有效的宣传策略。 

 

22/10/11 

 

2p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第五堂课： 

连傻瓜都会的摄

影及网络运用 

李伟康（隆雪华青副

团长） 

余美莹（隆雪华青理

事） 

1. 摄影速成技术。 

2. 快速掌握网络工具：FB、Google Doc、

Google Map。 

  

29/10/11 

 

2p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第六堂课： 

装备自己，上街

去吧！ 

Arul（人权工作者） 

 

 

1. 如何面对执法者，并有效和执法者谈

判/沟通？ 

2. 集会时需注意的安全事项。 

3. 如何制作集会时所需用到的布条及宣

传品。 

4. 有关集会的法令及被逮捕后所需注意

的事项。 

  

 
5）电影放映会 

日期 事项 简述 

23/4/11-

24/4/11 

 

 

 

【安全考古地带】 

6周年：“爱无界”电影放

映会 

 

联办：隆雪华青、 

缘起：爱 FM《爱无界》全马唯一专属非主流文化和艺术

平台评鉴的节目时段。星期二的《安全考古地带》，是马

来西亚唯一一个，长期在广播电台和走入民间推广非主

流电影鉴赏和评论跨界艺文的节目。 

爱 FM DJ 张吉安凭这个节目在今年 2月 19日举行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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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 

4pm 

7pm 

 

 

本堂 

首都 

剧场 

Ai FM【安全考古地带】 卡莎广播影视大奖”中，击败全国各语言、国营和私营

电台，荣获“最佳男广播员”殊荣。 

今年 4月适逢《安全考古地带》迈入 6周年，DJ张吉安

亲自甄选了 6 部风格迥异，以六大主题的各国名导的获

奖电影作品，主持电影导读，与公众一起跨越无界的影

像世界。 

第 1场：历史无界之《Persepolis 茉莉人生》 

第 2场：宗教无界之《春去春又来》 

第 3 场：生死无界之《Uncle Boonmee 布米叔叔的前世

今生》 

第 4场：关爱无界之《给世界的 8首乐章》 

第 5场：文化无界之《Half Moon半月交响曲》 

第 6场：梦境无界之《Dreams 梦》 

每场的出席观众约 40 人，分享环节获得热烈回响。 

13/9/11 

 

8pm 

 

本堂 

楼上 

讲堂 

《缺氧 Too Much Co2》电

影放映会 

 

 

主办：《Video Art》录影杂志、草民电影 

协办：隆雪华青 

影片简介： 

导演：赖锦坤（独立导演，曾拍《三月围村》纪录片） 

片长：105 分钟（剧情片） 

语言：华语、马来语、广东话 

内容：探讨马来西亚社会的种种现象，用影像去记录吉

隆坡这个大都会里的生活。当社会的是非黑白，对与错

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就乱了。一位青年对

自己的生活及社会越来越感到陌生，到底自己的生活荒

谬还是社会比自己更荒谬。 

放映会大约吸引 20位观众出席。 

 

6）对外交流与联系 

日期 事项 简述 

1/5/11 

11am 

五一劳动节游行 参与：吴仲顺、赖康辉、霍韦彣、林欣薏、陈玞全。 

“五一劳动节委员会”原定在首都吉隆坡市中心发起街头

游行活动，以抗议国内物价高涨，最低薪金法令迟迟未出

炉。原定计划在吉隆坡市中心秋杰路单轨火车站附近集

合，并游行至独立广场。 

集会前，警方就派遣上百名警察、便衣人员驻守在各个单

轨火车站，随后更逮捕社会主义党主要理事。主办单位闻

讯有大量镇暴警察聚集在独立广场，因此转移阵地到 Maju 

Junction商业广场及人权委员会办公楼。 

约 400人聚集在该大楼楼下广场前演说及拉布条抗议，谴

责警方先行逮捕集会人士。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委员詹姆

斯纳亚甘（James Nayagam） 抵达现场后，立即与警方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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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警方随后也并未采取任何驱赶行动。 

示威者非常节制，全体人员盘坐地上，聆听个各组织代表

发言、高唱马来文版《国际歌》，过程平和，集会在上午

11时 50分左右结束，前后被逮捕的 21人也在傍晚全获释。 

75个公民团体，包括本团，参与联署“五一劳动节宣言”，

提出 18 点诉求，呼吁政府实行最低薪金制，并且控制物

价。 

12/6/11 

2pm 

与关丹反稀土委员会交

流 

地点：关丹 MS Garden Hotel 

参与：吴仲顺、戴永胜、廖有祥。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率领本堂代表、万挠新村工委会及白

沙罗中华小学，共 25 名团友到访关丹，与拯救马来西亚

委员会进行交流。 

拯救大马委员会委派了将近 20 余位的委员出席，并设宴

款待拜访团，随后亦带我们到关丹格宾（Gebeng）莱纳斯

工地外围入口处视察。 

2/7/11 

3pm-7pm 

协办“因为独立，所以

自由——《独立新闻在

线》募款义演” 

地点：隆雪华堂首都剧场 

超过100人出席支持这场音乐盛会。本活动所筹得的款额，

扣除基本开销后，将悉数捐给《独立新闻在线》。 

9/7/11 

1pm-5pm 

参与 709 净选盟 2.0 大

集会 
地点：吉隆坡市区 

参与：杨振达、李伟康、霍韦彣、余美莹、林欣薏、 

赖康辉、陈玞全、梁莉思、谢光亮、江伟俊。 

出席的团员估计超过 50 位，计有李英维（本团前秘书，

被捕，后释放）、谢国健（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康

乐组组长，被捕，后释放）、郑屹强、许綵玲、林万腾、

黄业华、李盈颖、司徒旨祥、陈百川、蔡广源、张承慧、

郑倩仪、李书祯、卢传文、颜贝倪、郑立慷、陈家兴、黄

诗情、林宏祥、王泽钦、蔡尚群、刘镇东、王德齐、周小

芳、张绪庄、杨两兴、廖永立、傅向红、李永杰、陈承杰、

黄书琪、李伟伦、李仕强、邹宇晖、姚文彬等。 

22/7/11 

3pm 

释放“紧急法令 6 人”

和平游行 

地点：Bukit Aman 警察总部 

参与：吴仲顺、赖康辉 

超过百名公民团体代表和公众参与和平游行，声援遭“紧

急法令”逮捕的社会主义党 6名成员，促请警察尽快释放

6人。 

24/7/11 

6pm 

韩新传播学院第 20届毕

业影展与颁奖典礼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隆雪华青、韩新传播学院第 43 届二乙毕业班 

希望借此激励韩新传播学院学生创作与拍摄，增加影视制

作的经验，和拥有可以呈现自己作品的机会，并分享各自

的心声。隆雪华青也希望借此推动马来西亚影视艺术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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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政府、媒体、业界支持本地独立创作，让本地电影

业蓬勃发展。 

1/10/11 

12pm 

拉布条抗议征用武吉免

登土地建捷运 

地点：Bukit Bintang 麦当劳快餐店门口 

参与：吴仲顺、霍韦彣、余美莹 

逾 50 名武吉免登区受捷运计划征地影响的租户及员工高

举布条及喊口号，非议政府藐视低下阶层员工的生计，促

请政府勿让他们成为捷运征地风波中的牺牲者，导致逾 6

千 800名员工面对事业的窘境。 

3/12/11-

4/12/11 

隆雪华堂 2011年度董事

脑力激荡营 

地点：Pines Resort, Fraser’s Hill 

参与：吴仲顺、杨振达、叶勇剑、霍韦彣 

激荡营讨论内容：回顾并检讨上届激荡营订出的 POA、深

耕多元议题，实践行动学习、方略推动与落实、本堂内部

运作、对外联系（县区）。 

 

7）联谊活动与晚宴 
日期 事项 简述 

25/1/11 

7pm 

隆雪华堂媒体新春联欢

晚会 

地点：隆雪华堂光前堂 

代表：吴仲顺、杨振达、李伟康、霍韦彣、廖政天、 

戴永胜、谢光亮、刘棊煜 

3/2/11 

12pm 

隆雪华堂辛卯年新春大

团拜 

地点：隆雪华堂光前堂 

代表：廖政天 

23/3/11 

7.30pm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 45

周年晚宴 

地点：Shaw Parade 喜来登酒楼 

代表：谢光亮 

30/4/11 

7.30pm 

巴生黄氏登进家族会成

立 100周年联欢宴会 

地点：马来西亚黄氏登进家族会登进堂 

代表：吴仲顺、赖康辉 

21/5/11 

7.30pm 

华社研究中心 26周年晚

宴 

地点：隆雪华堂光前堂 

代表：吴仲顺、杨振达、赖康辉、霍韦彣、廖政天、 

梁莉思、马嘉慧、丁海良 

22/7/11 

7.30pm 

SUARAM OPS SCORPENE 

DINNER 

地点：Dewan Sivik MBPJ 

代表：吴仲顺、谢光亮 

9/9/11 

7pm 

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

会青年团 30周年团庆联

欢晚宴 

地点：巴生共和华文小学礼堂 

代表：谢光亮 

20/11/11 

7.30pm 

雪隆会宁公会庆祝 88周

年、青年团 22 周年暨妇

女组 12周年纪念联欢晚

宴 

地点：隆雪华堂光前堂 

代表：杨振达、叶勇剑、廖政天、梁莉思、马嘉慧、 

谢立名、陈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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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推介礼及新闻发布会 

日期 事项 简述 

27/1/11 

 

 

11am 

 

 

本堂 

楼上 

会议室 

本南中区儿童学前教育计

划进展汇报会 

 

 

 

此计划获得著名画家刘崇正的支持，推行“新年新展望：

画个肖像，还孩子一个希望”活动，免费绘画 30幅肖像

画，为筹募砂拉越本南学前教育基金出一份力。 

刘崇正从 1999 年开始成为专业画家至今，作品以人像画

和花卉画闻名，至今已经在马来西亚举办七次个人画展

和数十次联展。 

为了募集基金，刘崇正免费绘画 A3尺寸的黑白素描人肖

像和粉彩单人肖像，底价分别是 RM500 及 RM3,000。目

标是 30幅黑白素描，冀望筹得至少 RM45,000。 

捐款人名单： 
RM20.00 Chew Chooi San、Chew Chooi Mei 

RM50.00 梁伟杰、侯文和、Lim Chun Kit、无名氏、Chow Ting 

Soo、Chan Phooi Lai、Goh Thuan Lin、Ooi Wee 

Leong、Lai Chew Peng、Lai Chew Peng 

RM60.00 无名氏 

RM100.00 Yan Bee、Teo Chin Yong、无名氏、无名氏、Venessa 

Lee、EmiTeoh、Liew Choong Ching、吕振丰、Lai 

Chew Peng 

RM150.00 无名氏 

RM200.00 无名氏、Kow Been Koon、无名氏、Tan Siew Kheng 

RM250.00 梁莉思、谢丽美、Kua Sin Kheng、Lui May Ying 

RM300.00 无名氏、Lim Chi Sern、Leong Sai How、周小芳、

无名氏、法情论坛、Cheng Fui Lien、B J Goh 

RM450.00 无名氏 

RM500.00 Wyson Const. Ent.、Toh Swee Sia、阮文琼、无

名氏、黄婉萍、C Y Phang、黄集初、Chong Wan Yeen、

SzeHan Ng、Chan Suay Hwa、Chew Khai Tee、吴

仲顺、Valerie Yap、郑屹强、吴建成、黄业华、

郑慧玉、蔡万里、无名氏、Toh Kin Woon、梅菊、

Ng Siew Ching、Ho Yock Lin、Kennt、陈慧君、

廖国华、Ng Yen Kar、Chan Wei See、Chan Mei Wan、

高启舜、Li Ling、叶美莉、陈文贵、无名氏、无

名氏、姚丽芳、黄伟华、Wei Li、洪大义、陈大

成、林福赞、黄进发、谢升惠、Ruth Cho Poi Yee、

黄莉娥、黄书琪、无名氏、Teong Po-Chien、Yuen 

Swee Lian、Goh Teong Jin、Phoon Wing Kit、

Tang Mun Hoe、Lim Peck Gan、陈玉璇、Koo Wai 

Kwan、Chin Pui Yin、李家、李惠好、李金友、

槟城记者（pgjournalist）、无名氏、隆雪华堂妇

女组、无名氏、潘庆松 

RM520.00 LEA Group 

RM550.00 无名氏 

RM575.00 当今大马 

RM800.00 Choo Chuan Heng 

RM1,000.00 Chan Suay Hwa、Jiun Soh、无名氏、无名氏、陈

维武与许丽莲、黄道坚 

RM1,300.00 Concern Youth 

RM1,999.99 耶苏基督的使徒 

RM2,000.00 进文 

RM2,300.00 法情论坛 

RM3,000.00 Ineax Engineering Sdn Bhd、法情论坛、SACCESS、

黄汉良、翁清玉、陈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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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4,843.00 法情论坛 

截至 2011年 2月 28日，共筹获 RM77,237.99。 

4/5/11 

 

3.30pm 

 

本堂 

楼上 

会议室 

本南中区儿童学前教育计

划记者招待会 

砂劳越本南族儿童学前教育计划筹款至今，得到社会各

阶层人士的热烈支持，新闻发布会当日所筹得之款项已

突破 RM80,000。 

本团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认捐者名单与推介本南族儿童

学前教育计划 Youtube 宣传短片，推介人为隆雪华堂会

长陈友信先生。 

现场移交油彩肖像画给认捐者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 

担任本南族儿童学前教育计划宣传大使的著名新闻主播

陈丽亭也出席支持。 

后续：吴仲顺于 7月 1日到 Garden国际学校领取该校学
生捐献给本南族学前教育计划的 RM5,000 义款，故截至
7月份总共筹得 RM88,000。 

29/6/11 

 

11a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学运《全国大专生入学巡

回讲座》新闻发布会 

 

巡回讲座共有 12个联办单位，分别是隆雪华青、彭亨老

友联谊会、彭亨老友董联会、霹雳大专青年社、林连玉

霹雳州联络委员会、林连玉吉玻联委会、明秀善社青年

团、马六甲老友联谊会、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林

连玉甲州联委会、林连玉基金、雪隆福青。 

入学巡回讲座已迈入了第六届；吉隆坡站的讲座日期为 

17/7/2011（星期日），早上 9 时至下午 1 时，在隆雪华

堂进行。 

22/7/11 

 

11a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全民挺明福运动”及非

政府组织联合声明记者会 

 

 

针对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指赵明福遭反贪会迫使自杀一

事，“全民挺明福运动”与非政府组织一致拒绝皇委会这

缺乏说服力的结论。 

联合声明强调，反贪会与政府须为扣留期间的基本人权

与安全付上责任，任何在政府机构遭扣留、羁押期间的

死亡事件均属谋杀。 

代表隆雪华青出席的理事江伟俊表示，既然皇委会报告

说明反贪委盘问方式是导致赵明福自杀的原因，因此皇

委会需要公开，究竟反贪委官员是使用何种方式，而造

成死亡事故。 

19/12/11 

 

11am 

 

本堂 

楼下 

会议室 

支持“废除大专法令运动”

新闻发布会 

 

出席： 

隆雪华青团长吴仲顺、大

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

前协调员郑屹强、学运代

表王佳骏、全国大专生团

结阵线前主席沙尼慕尼

尔、成员苏克里和依山。 

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GMMA）及全国大专生团结阵

线（SMM）召开新闻发布会促请政府废除大专法令，让每

个大专学府都有各自的大专法来自我管理。 

GMMA 亦促请政府将“大专生权利大宪章”（Magna Carta 

for Student Right Act of 2008）纳入考量，以确保学

术自由和学生权利。他们早前已将该宪章透过邮寄、电

邮和亲手发到每个朝野政党国会议员的信箱，同时也确

认高教部副部长拿督塞夫丁有收到该宪章。 

隆雪华青团长吴仲顺表示，政府不能在允许大专生参政

后，却又限制他们的集会自由或论政权，废除大专法令

是顺应时代变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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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1年度人权月活动：“反公害——绿色青年动起来”培训营 
日期 简述 节目内容 

26/11/11

至 

27/11/11 

 

 

Dusun Eco 

Resort 

Bukit 

Tinggi 

主办：隆雪华青 

 

联办：雪隆广青、雪隆惠

州青、雪隆福青、雪隆会

宁青、隆雪河婆青、雪隆

理华同学会 

 

目标： 

1）提升青年对于国内反

公害议题和运动的认识。 

2）提高青年对于公共事

务的醒觉和参与。 

3）提倡符合永续生态环

境的发展概念与政策。 

由于节目流程太迟确认，加上宣传不足，以致参与培训

营的营员只有 25 人，大部分为苏丹依德里斯大学的学

生，而营委则有 18人。 

营会主讲人阵容鼎盛，内容丰富，惟时间从原来的 3天

缩减至 2天，故活动被迫浓缩，讨论环节也不够。 

主讲人准备的资讯充足，讲座即能够激发营员思考，也

引发大家热烈讨论。根据营员填写的回馈表来分析，营

会可说达致目标。 

除了讲座与分享，营会也安插了不少游戏让营员舒缓情

绪、运动壮身。最特别的活动莫过于让营员们自行印制

环保营衣。 

本团特别感谢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副会长拿督刘景国

及董事谢锦有各别赞助 RM1,000 作为活动经费，让营会

成功举办。 

  

 

节目 主讲人 / 分享人 

讲座一： 

公害，为什么反对？ 

拯救大马委员会委员李志雄博士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秘书陈慧君 

隆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委员李英维 

短片放映会： 

《Love Dish》、《Orang Minyak》 

《辐射村求生手册》、《Cinta Lai Kwan》 

制作人蔡恬诗 

导演刘城达 

导演杨俊汉 

受害者分享会 武吉公满抗山埃委员会成员 

讲座二： 

利益当前：我们 Hold得住吗？——论大马的绿

色发展之路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经济顾问 YB潘剑伟 

政改研究所（KPRU）研究员王维兴 

讲座三： 

永续环境与绿色公民 

2011 年国际青商创业青年企业家世界冠军

兼马中经贸总商会秘书林恒毅 
 

 

10）其他活动 / 新书推介 
日期 事项 简述 

24/4/11 

 

7am 

 

2011 年度第 11 届“跑跑

古迹，带出关怀”千人义

山行 

联办单位：隆雪华青、24个雪隆区文教与青年团体。 

出席贵宾：班登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 YB 翁诗杰、蕉赖

区国会议员 YB陈国伟、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 YB方贵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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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广

东 

义山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 YB 郭素沁、加影市议员黄田志、赞

助商与各联办单位代表；本堂董事则有陈友信、包久星

和李书祯。 

今届千人义山行共吸引了约 6000 人参与，尤以中学生

居多。 

本活动由隆雪华堂主催，主要赞助单位则是吉隆坡中央

艺术坊。今年还特别活动多个商家赞助物品，现场也首

次备有饮食摊位售卖食物。 

比赛于早上约 7 时 30 分开始，竞赛分 9 个组别进行，

即男女中学组、男女公开组、男女宿将组（供 50 岁以

上年长者参加）、欢乐组、华团董事组及残障人士组。“欢

乐组”是今年特别新增的组别，供 13 岁以下的儿童在

监护人的陪同下参加此项比赛。 

大会开幕人本堂会长陈友信在致词时指出，义山是祖宗

先辈长眠之地，他们之间有民族先贤、闻人、烈士等，

代表着大马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千人义山行已成为吉

隆坡华团的一个品牌，联办此项活动的华团也逐年增

加，陈会长希望千人义山行能永远办下去，吸引更多公

众的参与，攀升至另一个高峰。 

本堂会长陈友信、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刘浩馨、筹委会

主席雪隆会宁青团长李伟康与主要赞助商代表，一起为

千人义山行鸣锣开幕。筹委会也为《打开历史，走出未

来》千人义山行特刊主持推介礼，由陈友信、李伟康、

刘浩馨及特刊主编陈亚才一同主持。 

 

3/7/11 

2pm 

Kempen Hentikan 

Penyeksaan! Penyeksaan 

Adalah Satu Jenayah! 

地点：隆雪华堂首都剧场 

联办：隆雪华青、人民之声（SUARAM） 

活动内容包括图片展、艺术表现、酷刑受害者的分享等。

主要目的是唤起大众对于酷刑的关注与了解，并促进社

会公义。 

活动大约吸引了 50位民众出席。 

 

21/9/11 

8pm 

李书祯《言政拓野——秋

风星火集》新书推介礼 

联办：隆雪华青、坤成校友会 

推介礼吸引了约 100位出席者。 

推介嘉宾为峇都区国会议员 YB 蔡添强和马中经贸会长

拿督黄汉良。 

在隆雪华青团长吴仲顺的幽默主持下，双语时评人李万

千和唐南发以点评的观点与观众分享书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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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11 

7.30pm 

《批判与寻路：九十年代

马来西亚华社评论写作》

新书推介暨“谁在反智？

——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

的角色”座谈会 

地点：隆雪华堂楼下会议室 

联办：隆雪华青、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推介礼邀请了资深报人张景云先生进行推介和书评，吸

引约 30位观众出席。 

主讲人： 

黄进发（政治学者）、唐南发（双语评论人）、林宏祥（《独

立新闻在线》（马来文版）主编） 

主持人：赖康辉（隆雪华青秘书） 

主讲人从近年来平面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谈起，以种种

例子佐证主流媒体的近乎“白痴化”（baichilization），

并反思网络媒体评论和平面媒体相互攻讦的言论。 

该如何为社会“去白痴化”（de-baichilization）是知

识分子的责任，抑或是媒体的责任？这都是我们应当反

思的问题。 

 

11）文告、联合声明与备忘录 
日期 课题 简述 

6/1/11 

（四） 

联署“国家机关皆失灵，

设皇委会查真相”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风云时报》。 

发起单位：“全民挺明福”组织，共有 52个团体参与联署，

隆雪华青是联署团体之一。 

53个公民团体对于赵明福验尸庭推事阿兹米尔的“悬案”

判决感到极度失望，并要求首相立即着手成立皇家委员

会，查出赵明福死因真相。 

文告也呼吁首相纳吉政府成立赵明福冤案皇家调查委员

会，并落实警队、总检察署和反贪委员会的制度改革，展

示他改革国家机关，打造无酷刑社会的意愿。 

7/1/11 

（五） 

发表“冀皇委会查赵明

福死因，确保犯罪者负

刑事责任”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风云时报》。 

文告认为，首相纳吉所宣布成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除了

如早前承诺般彻查反贪委员会盘问证人的过程是否符合

程序及是否滥用权力外，也应该扩大皇委会的权限，彻底

调查赵明福的死因疑点。 

文告建议政府从资深法官、人权委员会成员、律师公会与

人权组织中遴选皇委会成员，才能凸显皇委会的公信力及

独立性。 

18/2/11 

（五） 

发表“隆雪华青抨校阵

放弃主权，助长种族政

隆雪华青无法苟同全国亲校方阵线，寻求政党介入校园选

举议席谈判，并要求马华公会拨款资助校阵候选人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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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歪风”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法。校阵此举等同放弃校园自治，学生自主的权利，与世

界各地的大学生热切追求校园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隆雪华青认为，为了显示不插手校园选举，马华应该断然

拒绝校阵的全部要求。唯有这样，校阵和学阵才能在一个

公平的平台上竞逐。既然马华认为政党与大专生交流是一

件平常的事情，也应该公开表态支持废除大专法令，并通

过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去落实。 

22/2/11 

（二） 

联署“三州华青吁请教

育部勿在教育事务置入

政治议程，《Interlok》

强化马来主权意识不适

合作中五课本”中英文

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中国报》、 

《东方日报》。 

联署单位：隆雪华青、甲华青、森华青。 

文告表示，教育部在目前土权组织不停高喊马来主权的气

氛下，选定具争议性的《Interlok》书籍作为教科书，有

为种族性政党如巫统进行制造种族偏见与歧视的社会工

程之嫌疑，并将会进一步破坏种族关系。 

三州华青谴责部分评论人将此书认定为历史著作的说法，

并认为这本书布满各种错误的历史事实，例如阐述华裔抗

日军想在马来亚建立小中国与制造印裔社群认为马来西

政府对待印裔比印度政府来的好的形象，这是都是不符合

历史现实的全面性。 

三州华青尊重每位作者创作自由的权利，惟认为教育事务

不应该置入政治议程，因此教育部不应该擅自修定文本内

容，或选定这本内容具争议的《Interlok》为教科书为教

学课本，倘若教育部是想将此书作为种族偏见的反面教材

则另当别论。 

24/3/11 

（四） 

联署“严厉谴责马大校

方行驶专制权力，促取

消传召郑传毅出席听证

会”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发起单位：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超过

20个团体参与联署，隆雪华青是联署团体之一。 

文告严厉谴责马大校方再次援引《大专法令》，行驶专制

权力，无理冻结马大学阵学生代表资格，罔顾校园民主与

学生权利。 

近两年来学生被《大专法令》提控事件频频发生，从马大

908 辩论风波，到国大学生因到补选考察被控显示，即使

《大专法令》修改以后，校方也没有停止打压学生的意思，

反而变本加厉。因此我们坚持必须废除《大专法令》，避

免校方滥权。 

文告吁请马大校方取消传召郑传毅，尊重全体马大生票选

出来的校园选举结果，放弃使用任何手段打压学阵的学生

代表，同时恢复郑传毅以及玛斯杜拉的学生代表身份，共

同建立校园民主。 

过去马大蕴育出许多捍卫人权和自由的学生领袖，希望他

日马大也能够成为校园民主的先锋。 

12/4/11 

（二） 

联署“反贪会另一宗命

案！公民团体要求即刻

调查和正义”文告 
 

刊登媒体： 

发起单位：大马人民之声（SUARAM），共有 72 个公民团体

联署，隆雪华青是联署团体之一。 

文告要求马上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独立和全面调查这宗

命案。皇委会的权限必须包括调查涉及这起命案的反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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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主要官员和权力结构，皇委会的半数成员须由公民团体遴

选以确保其公信力。 

文告指出，警察部队必须对反贪会进行独立和专业的调

查，重振声誉。警方没有对过去 5年投诉反贪会滥权的 59

宗案件进行调查和采取行动，导致两条人命的丧失——两

年前是赵明福，现在是阿末沙巴尼。 

反贪委员会调查主任拿督慕斯达法阿里和涉及调查的官

员必须马上被停职查办，直到皇委会的调查完成，正义获

得伸张，没有掩盖证据或阻碍调查。 

政府应该马上落实国会遴选委员会（有关刑事法典和刑事

程序法典）的建议，制定验尸庭法令，成立验尸法庭，调

查所有扣留所突然死亡案件；落实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

检委员会（IPCMC），以独立、公正、坚决调查警察和其它

机构违法滥权的案件。 

 

12/4/11 

（二） 

发表“泰益玛目应承诺

落实砂华团诉求，拒绝

黄进发入境乃独裁作

风”文告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文告促请砂拉越国阵领袖泰益玛目承诺落实砂华团的选

举诉求，并谴责砂州政府拒绝黄进发入境。 

砂州华团的诉求合情合理，也不难达成。其中，居住与土

地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居民土地是政府义务，也是法

律的必需，更符合联合国 21世纪议程。 

砂州政府拒绝社运分子黄进发入境是独裁的表现。隆雪华

青呼吁砂州人民勇敢表达本身的诉求，若泰益玛目和国阵

政府漠视人民的权益，人民就应该勇于做出选择。 

12/5/11 

（四） 

联署“土权恶意扭曲平

反林连玉运动原旨，蓄

意在族群之间制造混乱

 文告”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发起单位：林连玉基金，超过 20 个华青团体参与联署，

隆雪华青是联署团体之一。 

华青团针对土著权威组织及其分会在国内各地就‘平反林

连玉运动’的举报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并认为这是恶意扭

曲该运动原旨与蓄意在族群之间制造混乱。 

华青团认为，每个国民公平获得母语教育资源应该是马来

西亚的立国之本，是每一个身为马来西亚子民的骄傲，希

冀土著权威组织不要再以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待教育课

题，动辄以荒诞的举动来对抗。 

12/5/11 

（四） 

发表“隆雪华青重申宪

赋集会权利，谴责彭总

警长赛夫丁”双语文告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中国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隆雪华青严厉谴责彭亨州总警长赛夫丁阿都甘尼恐吓关

丹居民，表示警方将采取严厉行动对付阻碍格宾工业区兴

建稀土提炼厂的人士。 

彭州总警长赛夫丁还说，警方将时时监督各种针对稀土厂

的反对行动，包括抗议示威与座谈会。隆雪华青要求总警

长停止再发表任何侵犯人权并恐吓人民的言论。 

隆雪华青提醒莱纳斯，按政府的政策，莱纳斯根本还没有

正式的执照，它应该停止兴建稀土提炼厂。 

23/6/11 联署“技术理由闪避平 发起单位：林连玉基金，共有 66 个公民团体联署，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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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反林连玉，66 团体批内

政部敷衍塞责”文告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南洋商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华青是联署团体之一。 

文告联合抨击内政部敷衍塞责，毫无诚意处理平反林连玉

的问题。 

文告强调，以行动恢复林连玉老师的名誉，并制定教育平

等法以确保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是实现当年林连玉遗愿的

努力。林连玉当年的言行举止皆无法反应出政府所标签在

他身上的各种指责。 

文告认为，林连玉老师的问题不仅是华族所面对的问题，

而是一个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与否的问题。 

28/6/11 

（二） 

联署“促立即释放社党

干部，总警长须为逮捕

道歉”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发起单位：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共有 32 个公民团体联

署，隆雪华青是联署团体之一。 

32 个公民团体强烈谴责警方恶意逮捕及延长扣留三十位

参与“够了，退休吧国阵”运动的社会主义党干部，包括

和丰区国会议员迈克嘉也古玛。 

这场逮捕和延长扣留，经已侵犯社党干部的基本人权，也

违反宪赋的言论自由权利。为此，我们促请全国总警长伊

斯迈奥玛立即释放三十位被扣留的社党干部，撤销针对他

们的控状，并对违宪和滥权逮捕公开道歉。 

文告吁请政府尽速设立投诉警察独立委员会（IPCMC），纠

正警队的所有弊端，停止执法单位的滥权行为。 

 

28/6/11 

（二） 

联署“华青团体呼吁全

国青年踊跃参与净选盟

大集会”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发起单位：隆雪华堂青年团，共有 18 个联署团体，文告

也翻译成马来文发出。 

文告呼吁青年团团员、全国青年及华社勇敢上街，联同友

族同胞发挥民主力量，大力参与 709 净选盟 2.0大集会，

争取干净、公平的选举制度。 

文告对于净选盟主席安碧嘉及成员收到的死亡恐吓短讯，

给予高度谴责之外，并希望警方揪出幕后黑手。 

文告也提醒，集会权利是联邦宪法第十条文、1948年世界

人权宣言（第 20 条）及 1966 年公民权利与政治国际公约

（第 21 条）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警方的责任是要保障集

会人民的安全，而不是驱散和攻击集会。 

7/7/11 

（四） 

发表“隆雪华青要求内

政部长立刻停止打压净

选盟，并无条件释放 6

名社会主义党领袖”中

英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在净选盟接受政府献议将709大集会改在室内体育馆主办

后，内政部部长希山慕丁却表示净选盟依然是非法组织，

且将会面对法律的追究。隆雪华青认为，希山慕丁此番言

论不仅可被视为藐视国家元首，更显示纳吉政府出尔反

尔，没有诚信。 

文告也指出，警方必须向社会出示确凿的证据，证明日前

在雪隆多个地点所起获的危险物品与净选盟有关，不然这

不但对净选盟不公平，也是一种诽谤。 

文告认为警方于上班高峰期在多个地点设立路障非常不



 

   - 44 - 

合理，因为这除了侵犯上班族的权利外，也浪费纳税人的

钱。 

隆雪华青也要求内政部长立刻停止打压净选盟 ，并无条

件释放在紧急法令下被控的 6名社会主义党领袖。 

12/7/11 

（二） 

联署“华青团体呼吁《中

国报》为严重扭曲 709

和平集会报导公开道

歉” 双语文告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发起单位：隆雪华堂青年团，共有 9个联署团体，文告也

翻译成马来文发出。 

文告严厉谴责《中国报》7 月 9 日夜报和 7 月 10 日有关

709 和平大集会的报导，不仅严重扭曲事实，同时也严重

误导读者了解净选盟 2.0诉求的本意。 

从大集会开始到主催单位净选盟下午4时宣布解散的过程

中，群众并没有制造事端，也展现他们具有和平聚散的自

制能力。文告认为《中国报》耸动的报导方式，不仅不顾

及事实真相，更失却了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 

文告呼吁《中国报》为该不负责任的报导公开道歉，并且

秉持媒体的良心和专业客观报导事实真相。 

11/9/11 

（日） 

发表“呼吁霹华堂重新

检讨‘暂停’霹华青一

切活动之议决”文告 

 

 

 

刊登媒体： 

《中国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隆雪华青认为霹华堂不能抹杀青年团的自主性。青年团虽

然是附属社团，其法源基础来自母会，然而青年团的组织

和操作是根据民主章程而立。青年团理事亦是经过会员大

会选举，具备自身的民意基础。霹华堂以青年团公开批评

母会为由，即冻结和剥夺霹华青一切活动的权利，情理不

合。 

我们尊重霹华堂理事的领导，并认为理事也应当有领导的

风范。我们不主张动辄以理事会权限制约青年团的成长。

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员，我们呼吁霹华堂应当包容批评。 

青年团是为了培训新一代领袖而催生的组织，以作为鼓励

后进参与华团的重要平台。否决青年团办活动的一切权

利，即否定了先辈立意组织青年团的原意。 

21/9/11 

（三） 

联署“与民主开放措施

背道而驰，47 组织促撤

销提控”文告 

 
刊登媒体： 

《南洋商报》、 

《中国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47个联署团体认为政府提控末沙布，显然与首相纳吉在马

来西亚日宣布的民主开放措施背道而驰，并促请政府即刻

撤销此含有政治动机的指控。 

文告吁请首相与副首相，与其滥用政府机关将莫哈末沙布

入罪，不如接受其挑战，在不设禁的电视台上公开与他辩

论武吉哈蓬事件。 

文告谴责，滥用政府机关使反对者噤声是懦弱的行为，显

示掌权者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以事实与道理赢得辩论。 

23/9/11 

（五） 

联署“华青团体呼吁霹

华堂撤销冻结霹华青一

切活动之议决”文告 

 

刊登媒体： 

《南洋商报》、 

《中国报》、 

发起单位：隆雪华堂青年团，共有 10 个联署团体。 

文告认为霹华青的批评是基于对母会的期许。任何疑似舞

弊现象，华堂作为领导华团的最高组织，应当对外界澄清

说明。霹华青只是身先士卒。 

从民主的角度而论，华堂选举出现舞弊嫌疑事件，应当视

为华社的公共事务。流传于网络视频中的现场证据和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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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疑点，华堂应当以正面的方式对华社交代。冻结霹华青，

只能视为排斥异己，这显然并非恰当的处理方式。 

青年团的组织和操作是根据民主章程而立。青年团理事是

经过会员大会选举，具备自身的民意基础。霹华堂即便提

出冻结青年团的一切活动，也应当依循民主程序，而非一

纸声明即否定青年团的权力。 

文告认为青年团是为了培训新一代领袖而催生的组织，以

作为鼓励后进参与华团的重要平台。青年团的谏言应当受

到重视。否定青年团即否定了先辈立意组织青年团的原

意。 

15/10/11 

（五） 

联署“谴责陈瑞燕居心

不良企图扰乱视线，绘

声绘影影射甲华青为吊

销导因”文告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南洋商报》、 

《中国报》、 

《光华日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发起单位：林连玉基金，共有 51 个联署团体，隆雪华青

是联署团体之一。 

公民团体谴责甲华堂前任主席陈瑞燕居心不良企图扰乱

视线，影射甲华青所举办的活动牵连甲华堂注册遭吊销，

并希望陈氏切莫在甲华堂生死存亡关头落井下石。 

文告认为，华社团体应看清楚甲华堂遭吊销注册的真正导

因来自社团注册法令授予注册局过大权力，而发生官员动

用公权力侵害结社自由与干预民间组织自主性。 

公民团体全力支持甲华青一直以来所举办的各种启迪民

智的公民论坛与各种文化教育活动，并认为甲华青作为公

民社会一份子，涉及公共事务乃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联署

文告评论国家事务，邀请朝野政党领袖、各领域专才探讨

国家、社会问题是任何一个公民团体的责任与义务所在。 

文告呼吁内政部长希山慕丁立即恢复甲华堂的法定地位，

并对其管辖的社团注册局采取如此严厉行动给予合理的

解释。 

1/11/11 

（二） 

发表“隆雪华青要求高

教部放弃上诉，全面废

除《大专法令》”双语文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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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告要求高教部接受判决放弃上诉，并促请高教部长卡立

诺丁及副高教部长何国忠马上着手全面废除《大专法令》。 

隆雪华青同意日前国际伊斯兰大学教授阿兹巴里的看法，

即是人们应通过更快的政治途径，选出一个有政治意愿的

政府来废除恶法。 

为了让我国教授及大专生拥有真正的学术自由、结社自由

及言论自由，文告呼吁大专生及我国人民继续向政府施

压，甚至是以选票来选出有政治意愿的政府来废除恶法。 

20/12/11 

（二） 

发表“隆雪华青谴责国

阵领袖不关心万挠村民

权利，只优先国能利润”

双语文告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光华日报》、 

《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隆雪华青谴责国阵领袖拿督林祥才不关心万挠居民的权

利，只优先国家能源公司（国能）的利润。林祥才也是财

政部副部长和马华副主席。 

文告提醒国阵政府和国能，我国是世界上剩余储电量过剩

最多的国家，已经达到了 40%的剩余储电量。 

文告强烈呼吁国人团结一致，支持万挠人民的斗争，并反

对政府企图为官联公司增加大笔利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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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1年新团员 

序 申请人 职业 出生日期 学历 介绍人 附议人 

1 邹宇晖 政治工作者 11/7/1983 马来亚大学学士学位 郑屹强 谢光亮 

2 姚文彬 市场执行员 25/4/1984 马来亚大学学士学位 郑屹强 谢光亮 

3 李仕强 保险业务员 1/12/1987 新纪元学院副学士 吴仲顺 杨振达 

4 叶勇剑 地产经纪 9/2/1982 KLC 学士学位 赖康辉 谢立名 

5 王美英 学生 9/11/1990 LCCI 赖康辉 吴仲顺 

6 谢国健 销售顾问 18/4/1987 新纪元学院学士学位 赖康辉 吴仲顺 

7 梁棣惠 执行人员 15/2/1986 博特拉大学硕士学位 杨振达 陈玞全 

8 李松荣 导游 9/5/1986 博特拉大学学士学位 林欣薏 赖康辉 

9 刘本圣 学生 2/3/1988 诺森比亚大学学士学位 赖康辉 杨振达 

10 江秋恒 室内设计师 26/12/1987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吴仲顺 赖康辉 

11 黄祖严 地质分析员 7/11/1979 澳洲西澳大学博士学位 林欣薏 陈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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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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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1月 6日 

 

公民团体联署文告：国家机关皆失灵，设皇委会查真相 

 

我们，以下联署的公民团体，对于赵明福验尸庭推事阿兹米尔的“悬案”判决感到极度失望，

并要求首相立即着手成立皇家委员会，查出赵明福死因真相。 

 

阿兹密尔判赵明福之死为悬案，他表示在缺乏证据下，难以断定赵明福是自杀还是他杀。这

个判决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整个验尸庭过程显示警方没有倾全力调查此案。无论是反贪会官

员的矛盾供词、神秘字条的验证、赵明福颈项的伤口，查案官皆未深入调查，在庭上屡遭赵

家律师哥宾星问得哑口无言。总检察署竟也欣然接受查案官的表面和不专业的查案报告。 

 

实际上，若发现仍有调查的空间或缺乏证据，总检察署可以要求重新调查。赵明福验尸庭缺

乏证据，总检察署可说严重失责。再加上反贪会阻扰泰国法医普缇来马，提出许多无关及污

蔑性的证据，使调查难上加难。 

 

验尸庭在一年五个月后找不出真相，揪不出凶手，显示我国的国家机关已尽皆失灵。警察部

队、总检察署不能公正无私调查明福冤案，甚至有袒护反贪委员会之嫌，似乎根据政治主子

之意行事，突显我国执法机关的腐败和不中立。推事根据这些具预设偏见的调查得出的存疑

判决，使全国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深感人权不获保障，公义不得伸张！ 

 

验尸庭的整个发展已背离首相纳吉去年的承诺——即给予赵家完整的真相，以及确保调查过

程的公正、透明。我们促请纳吉正视验尸庭的弊端，继续彻查赵明福的死因，而非以不光彩

的验尸庭作为结束。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权限，不只侦查赵明福真正死因，更必须全面检视反贪委员会审案的程序，

追究何以赵

明福以证人之身，竟然必须承受实质暴力和 11 小时冗长审问的政治、行政与刑事责任。反

贪会连番遭人举报涉嫌虐待证人，其暴力枉法的形象早已深入民间。只要“赵明福冤案”一

日被列为悬案，反贪委员会就无法摆脱刑求致死赵明福的嫌疑。 

 

我们再次提醒社会大众，赵明福冤案是首相纳吉上台以来第一个政治死亡案件。赵明福的离

奇死亡，是在国阵政府策动反贪委员会调查雪州民联议员，企图夺取雪州政权的背景下发生。

追根究底，赵明福之死，纳吉政府要负上最大的责任。因此，只要一日赵明

福沉冤不雪，一日真凶不被绳之以法，不但反贪委员会有刑求杀人之嫌，纳吉政府也将背负

为了夺权冷血纵容执法机关致死赵明福的污名。 

 

雪州政府已经宣布拨出 10 万元作为推动反酷刑、消除扣留期间死亡的教育与游说工作，让

人称道。纳吉政府应该立刻跟进，以成立赵明福冤案皇家调查委员会和落实警队、总检察署

和反贪委员会的制度改革，展示他改革国家机关，打造无酷刑社会的意愿。 

发起单位：全民挺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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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单位： 

01.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02. 动力青年 

03. 马来西亚国际特赦组织 

04. 沙戥学校校友会青年团 

05.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06. 柔佛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07. 巴板路搬迁委员会 

08. 雪州沙登亲善花园居民协会 

09. 梳邦再也 23区青年委员会 

10. 新纪元学院学生会 

11. 梳邦再也 23区居民理事会 

12. 雪隆茶阳（大埔）青年团 

13.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 

14. 博特拉大学前进阵线 

15. 公民关怀组织 

16. 北方大学会前进阵线 

17. 马大新青年协会 

18. 雪隆社区协会（PERMAS） 

19. 社区传播中心（KOMAS） 

20. 马来西亚人民之声（SUARAM） 

21. 林连玉基金公民社会委员会 

22. 雪隆福建会馆青年团 

23.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24. 隆雪华堂妇女组 

25. 雪隆会宁公会 

26. 受压迫人民阵线（JERIT） 

27. 新山留学台湾同学会 

28. 霹雳大专青年社 

29. 霹雳独中校友联盟 

30. 霹雳深斋校友会 

31. 霹雳黄氏宗祠青年团 

32. 马来西亚韩江校友会总会 

33. 槟城韩江同学会 

34. 槟城中华校友会 

35. 槟城公民同学会 

36. 槟州老友联谊会 

37. 雪隆理华同学会 

38. 居銮白小援助会 

39. 理大前进阵线 

40.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41. 威北培育校友会 

42. 槟城同善校友会 

43. 隆雪华堂青年团 

44. 威省韩江校友会 

45. 北海醒侨校友会 

46. 北海励桥校友会 

47.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 

48.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49. 霹雳美罗河婆同乡会 

50. 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总会 

51. 马来西亚妇女行动协会（AWAM） 

52. 居銮人民之声筹委会 

  



 

   - 50 - 

 

 

 

 

日期： 2011年 1月 7日 

敬致：新闻编辑 

 

冀皇委会查赵明福死因，确保犯罪者负刑事责任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隆雪华青）认为，首相纳吉所宣布成立的皇家调查

委员会，除了如早前承诺般彻查反贪委员会盘问证人的过程是否符合程序及是否滥用权

力外，也应该扩大皇委会的权限，彻底调查赵明福的死因疑点。 

 

隆雪华青指出，验尸庭的存疑判决，是因为呈堂证据无法证明赵明福是死于他杀或是自

杀，因此皇室调查庭有必要授以更大的权限，更进一步调查赵明福德死因，以让真相大

白。 

  

此外，吴仲顺表示，皇委会成员的组成也必须凸显皇委会的公信力及独立性。隆雪华青

建议政府从资深法官、人权委员会成员、律师公会与人权组织中遴选皇委会成员。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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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2月 18日 

敬致：新闻编辑 

 

隆雪华青抨校阵放弃主权，助长种族政治的歪风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隆雪华青）无法苟同全国亲校方阵线，寻求政党介

入校园选举议席谈判，并要求马华公会拨款资助校阵候选人的做法。校阵此举等同放弃

校园自治，学生自主的权利，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生热切追求校园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隆雪华青表示，校阵公然要求马华公会介入校园选举的议席谈判，以让更多华裔学生代

表上阵，无疑是把国内的种族政治模式移植到校园内，并助长种族政治在校园内滋长。 

 

大专生可以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也应该被允许支持不同的政党，但是却万万不能将政

党势力引进校园。因为不管任何政党的介入，都会侵蚀学生的主权。 

  

“华裔生要求马华代为出头谈判，那巫裔生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巫统代为呛声，最后大学

校园岂不是一团乌烟瘴气？学生作为大学的主体，到底还有没有尊严？他们在校园里还

有没有应有的地位？”隆雪华青团长吴仲顺如此表示。 

  

隆雪华青认为，为了显示不插手校园选举，马华应该断然拒绝校阵的全部要求。唯有这

样，校阵和学阵才能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逐。既然马华认为政党与大专生交流 是一件

平常的事情，也应该公开表态支持废除大专法令。马华身为执政党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

多，即通过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去落实废除大专法令。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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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2月 22日 

敬致：新闻编辑 

 

三州华青吁请教育部勿在教育事务置入政治议程，《Interlok》强化马来主权意识不适合

作中五课本 

 

3 州华青吁请教育部勿在教育事务不应该置入政治议程 《Interlok》强化马来主权意识

不适合作中五课本。 

 

因此，3州华青促请教育部撤回《Interlok》作为中五马来文学教科书，并认为这本内容

具争议性的书籍只适合作为中学生对于种族偏见的反面教材，而不是文学课本。 

 

隆雪华青联同甲华青、森华青今天发文告表示，经过阅读这本具争议性的《Interlok》

书籍后，认为教育部在目前土权组织不停高喊马来主权的气氛下，选定这本书作为教科

书，有为种族性政党如巫统进行制造种族偏见与歧视的社会工程之嫌疑，并将会进一步

破坏种族关系。 

 

3周华青代表分别是隆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团长吴仲顺、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团长刘

祥忠和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团长柯新庆。 

 

“虽然这本是描述日据时期至我国取得独立期间，巫裔、华裔及印裔在马来亚面对层层

阻力的故事，但是其故事内容布满种族偏见与歧视，它除了强化华印裔为外人者、寄居

者的形象与丑化华裔是欺诈贪婪的民族形象外，还不停地在不同的章节中潜移默化地传

播马来主权至上概念，而这个说法非常符合种族性政党如巫统的政治需要，作为巫统署

理主席兼教育部长幕友丁有义务解释教育部选择这本教科书的决定乃是何种考量。” 

  

此外，3州华青也谴责部分评论人将此书认定为历史著作的说法，并认为这本书布满各种

错误的历史事实，例如阐述华裔抗日军想在马来亚建立小中国与制造印裔社群认为马来

西政府对待印裔比印度政府来的好的形象，这是都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全面性。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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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2 February 2011 

 

Three States’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urg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withdraw “Interlok” as Form Five syllabus for Malays literature on the ground that this 

controversial novel is only suitable to be a counter-example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racial discrimination, but not as a literature textbook.  

 

After reading through the novel “Interlok”,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of Kuala 

Lumpur & Selangor, Melaka and Negeri Sembilan have issued a statement today, stating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n’t select this novel as the compulsory textbook for the 

students at this time when the Perkasa is repeatedly yelling for Malay supremacy. This will be 

seen as an action to help race based political parties like UMNO to continue its social 

construction through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biasness, which will further destroy the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among Malaysians. 

 

Although this novel depicted the era from Japan Occupation until Malaya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and how Malays, Chinese and Indians strived for survival during that period,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 is full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biasness. Besides reinforcing the 

stereotype of Chinese and Indians are outsiders and immigrants, Chinese are deceitful and 

greedy, this novel also unconsciously promotes the idea of Malay supremacy in many of its 

chapters. This is exactly what a race based political party like UMNO would need to serve its 

political agenda.  

 

Hence, Muhyiddin Yassin as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Deputy President of UMNO is 

responsible to explain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choose this novel as 

the compulsory literature textbook for Form Five students.  

 

The three states’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also condemn some of the 

commentators who define this book as historical writing as there are a lot of factual mistakes in 

the book, for example Chinese Anti-Japanese Army was depicted as wanting to build a small 

China in Malaya and Indian society was described as thinking that the Indian government takes 

better care of the Indians compared to Malaya government. These do not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historical reality.  

 

The three youth groups respect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every writer. However, they are in an 

opinion that political agenda should not be embedded into educational affairs. Thu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not have amended the school syllabus and selected “Interlok” as 

the compulsory textbook unless it is treated as a counter-exampl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Lastly, Kuala Lumpur & Selangor, Melaka and Negeri Sembilan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hope that civil societies which concern about racial relation in Malaysia should 

recognize the “Interlok” issue and do not treat this as a problem only faced by one single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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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3月 24日 

 

联署文告:严厉谴责马大校方行驶专制权力 促取消传召郑传毅出席听证会 

 

我们，严厉谴责马大校方再次援引《大专法令》，行驶专制权力，无理冻结马大学阵学生

代表资格，罔顾校园民主与学生权利。我们认为，马大校方冻结两名学生代表资格多此

一举，也再次证明了校方为了削弱学阵的声音，而不择手段打压学阵的行为。 

 

校方不但以呈交假病单为由传召郑传毅出席听证会，同时以玛斯杜拉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为由冻结其学生代表身份。 

 

“马大校方欲加之罪，其无辞乎？郑传毅呈上病假单作为缺席训练营的交代，反被被指

控购买假病假单，然而校方之后却在没有证实其病假单造假的情况下冻结其学生代表身

份 ；而玛斯杜拉和其友人是报警的一方，即没有被“定罪”也没有被“提控”，接受调

查符合警方作业程序，可是却硬被校方借题发挥，实在是无理取闹！” 

 

如果学生代表被偷窃而报警，在警方调查期间，难道该学生代表的身份也应遭冻结吗？

校方选择对付受害的候选人，而不去改善在校园选举期间对候选人的安全保障，实在是

本末倒置。 

 

博特拉大学因校方无理撤销学阵 11名候选人当选资格而演变成的流血事件不久，马大再

次以不合理的理由冻结两位被马大学生委托的学生代表，说明了校方的打压层出不穷，

不但在校园选举使用恐吓手段、偏袒校阵候选人，如今还要动用《大专法令》对付当选

候选人。 

  

在此，我们敦促马大校方，停止传召郑传毅出席本星期四的听证会，同时恢复郑传毅以

及玛斯杜拉学生代表的身份。我们要求马大校方放弃诉诸《大专法令》来对付校园异议

份子，并停止不符合民主以及丧失公信力的听证会。 

 

“从传召、调查到做决定皆由校方单一主导的听证会缺乏独立性，更让校方能够名正言

顺提控学生，剥夺学生辩护的权利。” 

 

近两年来学生被《大专法令》提控事件频频发生，从马大 908 辩论风波，到国大学生因

到补选考察被控显示，即使《大专法令》修改以后，校方也没有停止打压学生的意思，

反而变本加厉。因此，我们坚持必须废除《大专法令》，避免校方滥权。 

 

最后，我们吁请马大校方取消传召郑传毅，尊重全体马大生票选出来的校园选举结果，

放弃使用任何手段打压学阵的学生代表，同时恢复郑传毅以及玛斯杜拉的学生代表身份，

共同建立校园民主。过去马大蕴育出许多捍卫人权和自由的学生领袖，希望他日马大也

能够成为校园民主的先锋。 

 

联署团体： 

1.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 

2.隆雪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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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4月 12日 

 

联署文告:反贪会另一宗命案！公民团体要求即刻调查和正义 

 

我们，下述的公民团体，对于反贪委员会发生另一宗命案感到震惊。死者雪州关税局助

理总监阿末沙巴尼三天前被保释，但昨日上午 10:15am 却被发现死于吉隆坡反贪委员会

总部三楼。 

 

据我们所知，这已是第二宗反贪委员会扣留所死亡案件，发生在 2009年 7月赵明福命案

不久后，所有能够正常思考的我国人民都对此感到担忧。 

 

这宗命案再次令人质疑反贪委员会的公信力和责任感。公众对反贪委员会的信誉和专业

能力完全失去信心！ 

 

我们极度难过，国家机构本应保护和提倡公众利益，却把民主治理的原则弃之如履。不

但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被践踏，生命亦被剥夺。 

 

我们并不包庇任何贪污行为，我们也支持反贪会打击贪污的努力，但是生命权高于一切，

打击贪污不能致使人命丧失。  

我们要求政府即刻采取下述行动： 

 

(1) 马上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独立和全面调查这宗命案。皇委会的权限必须包括调查

涉及这起命案的反贪会主要官员和权力结构。皇委会的半数成员须由公民团体遴选以确

保其公信力； 

 

(2) 警察部队必须振作，对反贪会进行独立和专业的调查。他们必须在这宗命案上重振

声誉。警方没有对过去 5年投诉反贪会滥权的 59宗案件进行调查和采取行动，导致两条

人命的丧失 – 两年前是赵明福，现在是阿末沙巴尼； 

 

(3) 反贪委员会调查主任拿督慕斯达法阿里和涉及调查的官员必须马上被停职查办，知

道皇委会的调查完成，正义获得伸张，没有掩盖证据或阻碍调查； 

 

(4) 马上落实国会遴选委员会（有关刑事法典和刑事程序法典）的建议，制定验尸庭法

令，成立验尸法庭，调查所有扣留所突然死亡案件； 

 

(5) 落实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以独立、公正、坚决调查警察和其

它机构违法滥权的案件。  

 

联署单位： 
1. 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 

2. Saya Anak Bangsa Malaysia (SABM) 

3. Malaysians For Beng Hock 

4. 528 Media Action Group 

5. AIC (Anwar Ibrahim Club) 

6. Amnesty International Malaysia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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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WAM 

8.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9. Chil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CHILD) 

10. KL &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11.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 (CAN) 

12.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re (CDC 

13. Council of Temples Malaysia  

14. DISKOPI collective 

15. Friends of Kota Damansara 

16. Frinjan Community 

17. Hartal MSM 

18. Ikatan Hak Rakyat 

19. Jaringan Rakyat Tertindas (JERIT) 

20. Johor Tamizhar Sangam 

21. Klang Consumer Association  

22. Kolektif LimaPulohB  

23. Kumpulan Aktivis Mahasiswa Independen  

24. Lawyers For Liberty (LFL) 

25.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26. Malaysia Youth and Student's Democratic 

Movement (DEMA) 

27. Malaysian Dravidian Association 

28. Malaysian Ind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29. Malaysian Indian Development and Unity 

Association 

30.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integrity (NIEI) 

31. Nationwide Human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re 

32.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PSM) 

33. People Service Organisation (PSO) 

34. Persahabatan Semparuthi 

35. Persatuan kemajuan Pendidikan Malaysia 

36. Persatuan Masyarakat Wilayah Persekutuan 

dan Selangor (PERMAS) 

37. Persatuan Prihatian Belia Malaysia 

38. Pusat Kesedaran Komuniti, Selangor  

39. Pusat Komunikasi Masyarakat (KOMAS) 

40. Solidariti Anak Muda Malaysia (SAMM) 

41. SOS Selangor 

42. WAMI 

43. Women's Aid Organisation 

44. 霹雳大专青年社  

45. 马大新青年毕业生协会 

46. 青年与学生联盟 

47. 理大前进阵线  

48. 博大前进阵线 

49. 北大前进阵线 

50. 新纪元前进阵线 

51. 新纪元学院学生会  

52.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53. 大炮论坛 

54. 季候风组织  

55. 雪隆社区关怀协会 

56. 霹雳独中校友联盟  

57. 怡保小绿洲社会图书馆  

58. 霹雳深斋校友会  

59. 槟城韩江同学会  

60. 威省韩江校友会  

61. 马来西亚韩江校友会总会 

62. 槟城公民学校同学会 

63. 槟城老友联谊会 

64. 槟城独中教育基金会 

65. 沙登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 

66 隆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67.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68. 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  

69. 雪隆福建会馆青年团 

70. 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71. 霹雳广东会馆  

72. 马来西亚基督教协进会青年团 

73.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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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1年 4月 12日 

敬致：新闻编辑 

 

泰益玛目应承诺落实砂华团诉求，拒绝黄进发入境乃独裁作风 

 

隆雪华青促请砂拉越国阵领袖泰益玛目承诺落实砂华团的选举诉求，并谴责砂州政府拒绝黄

进发入境。 

 

隆雪华青认为砂州华团的诉求其实合情合理，也不难达成。其中，砂州政府应该修改砂州土

地法典，以保障州民土地权益。居住与土地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保障居民土地是政府的

义务，也是法律的必需，更符合联合国 21世纪议程。 

 

隆雪华青团长吴仲顺也指出，砂华团要求砂州政府额外增加 3000至 4000公顷土地给州内独

中，落实“以地养校”计划，同时增加华小及独中的拨款，是绝对可行的。因为民联执政的

州属已经做到了，并在对待各源流学校上交出很多成绩。如槟城州政府在 2009年给华小、

国民型及教会学校的拨款是 450万令吉，2010年拨 580万令吉，2011年拨 650 万令吉。 

 

在吉兰丹，回教党主导的民联政府更拨出 1千亩农业地给吉兰丹中华独中种油棕树，以及在

去年 1月正式在州内马来宗教小学推介提倡华文选修科。 

 

 吴仲顺表示，治理国家和州属往往依靠的是政治决心，有决心就能改革制度，让社会进步。

泰益玛目诸多推搪是没有为国为民服务的表现，而且其执政期间严重破坏了砂拉越的环境，

并让许多原住民失去了土地和森林。 

 

此外，砂州政府拒绝社运分子黄进发入境是独裁的表现。隆雪华青呼吁砂州人民勇敢表达本

身的诉求，若泰益玛目和国阵政府漠视人民的权益，人民就应该勇于做出选择。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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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5月 12日 

 

联署文告：土权恶意扭曲平反林连玉运动原旨,蓄意在族群之间制造混乱 

 

华青团针对土著权威组织及其分会在国内各地就‘平反林连玉运动’的举报行动表示强烈不

满，并认为这是恶意扭曲该运动原旨与蓄意在族群之间制造混乱。 

 

该华青团表示，平反林连玉运动’开宗明义是要政府重新思考 50年前褫夺林连玉先生公民

权一案的正当性，并落实教育平等法，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这些要求都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然而却遭土著权威组织报案指责平反林连玉运动违反宪法第 152条文，但其实这乃是恶意

扭曲，因为宪法第 152条文清楚列明国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但同时也不妨碍其余语言在

这个国家里的使用和教育机会，以这个为基础的话，各源流学校是宪赋存在，并应该得到公

平对待的，该运动工委会的要求不仅是符合宪法，更是一种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表现。” 

   

该华青团认为，每个国民公平获得母语教育资源应该是马来西亚的立国之本，是每一个身为

马来西亚子民的骄傲，希冀土著权威组织不要再以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待教育课题，动辄以

荒诞的举动来对抗。 

 

就如林连玉先生在独立建国前于《马来前锋报》所撰写的开斋节献词中所言，“马来亚独立

建国的事业中，最要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上的建设。第一就是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我

们知道马来亚是民族复杂的地区，每个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使大家相信有福同享，然

后，可以希望他们有难同当，把国家建设得完整而稳固。” 

   

所以其精神是超越种族、宗教，并以马来西亚人的观念来依归，而平反林连玉背后的意涵就

是要肯定他的精神与每个国民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及得到公平的政府资源，而不是像土著权

威组织所报称，含任何抵触宪法、涉及煽动的议题或任何隐议题。反之，土权 组织恶意将

该工委会推动者扣上恶毒的指控与要求褫夺他们公民权才是居心不良，并含有涉及煽动性的

隐议题。 

 

华青团表示，‘平反林连玉运动’是一场和平非暴力的公民请愿运动，而这场运动是关乎一

名关心教育课题与国家前程的先贤的身后名誉，也关系国家各源流教育的往后命运，政府应

该严正看重此事。 

  

因此，华团青年团体借此机会郑重声明，平反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是一项不容被忽视的事件，

是纠正过往失误的一次契机，希望有关当政者能正面看待，并给以回应。 

 

文告发起者：林连玉基金 

 

联署团体： 

1. 隆雪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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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5月 12日 

敬致：新闻编辑 

 

隆雪华青重申宪赋集会权利，隆雪华青谴责彭总警长赛夫丁 

 

隆雪华青严厉谴责彭亨州总警长赛夫丁阿都甘尼。彭州总警长赛夫丁竟然恐吓关丹居民，表

示警方将采取严厉行动对付阻碍格宾工业区兴建稀土提炼厂的人士。他还说，警方时时监督

各种针对稀土厂的反对行动，包括抗议示威与座谈会。 

 

“彭州总警长赛夫丁的言论不但严重侵犯人权与言论自由，更包含了恐吓居民的成分。他不

应阻止人民的活动及言论，否则就是抵触了联邦宪法第十条文。”隆雪华青团长吴仲顺表示。 

 

彭州总警长赛夫丁的不合理发言不但侵犯他人基本权利，而且已经打了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

慕斯达法和彭亨州大臣安南耶谷一巴掌。毕竟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慕斯达法和彭亨州大臣安

南耶谷宣布成立一个国际独立专家组成的评估小组，以检讨这项计划的安全和健康问题。慕

斯达法更曾表示，在评估报告完成之前，政府不会发出前期营运执照（pre-operating 

licence）给莱纳斯，以及批准任何原料从澳洲进口到大马。彭州总警长赛夫丁根本不应该

问政，更用不着他来管人民的活动；他应该安分守己，好好维持我国高居不下的治安问题。 

 

最后，隆雪华青提醒莱纳斯，按政府的政策，莱纳斯根本还没有正式的执照，它应该停止兴

建稀土提炼厂。隆雪华青也要求彭州总警长赛夫丁停止再发表任何侵犯人权并恐吓人民的言

论。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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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6月 23日 

 

联署文告:技术理由闪避平反林连玉，66团体批内政部敷衍塞责 

 

66 公民团体齐声谴责内政部敷衍塞责，只以技术性理由闪避平反族魂林连玉的核心问题，

而不正视当年政府所犯下的严重错误，让林连玉遭致不白之冤。 

 

民主行动党籍柔佛州峇吉里区国会议员余德华在周三（6 月 22 日）的休会演说中，要求联

邦政府恢复林连玉公民权。但是，内政部副部长李志亮却在答复中表示，由于林连玉已经逝

世，政府无法够恢复其公民权。 

 

66公民团体今天联合发表文告，指李志亮周三晚提出，“由于林连玉已经逝世，政府不可能

能够恢复其公民权”的说法，显示政府毫无诚意处理平反林连玉的问题。 

 

“因为平反林连玉的关键不在于一纸公文，而是政府应该承认当年褫夺他公民权的决定是错

误，是冤枉他的，以行动恢复林连玉的名誉，并制定教育平等法以确保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来

实现当年林老先生的遗愿。” 

 

林连玉当年的言行举止，皆无法反应出政府所标签在他身上的各种指责。 

 

林连玉早在国家独立前夕接受《马来前锋报》撰写开斋节献词中经已提出国家建国的方向，

要求非巫裔务必把马来西亚视为第一家乡，并协助当年在经济上较为落后的民族迎头赶上，

要求各族共存共荣，实现多彩多姿的马来西亚，而这篇具前瞻性的看法放在今天社会的脉络

上依然是受用无穷。 

 

“同时，66 公民团体感到纳闷，因政府的决定无独有偶与日前报警的土权说法遥遥相应，

不禁让我们感到彼此之间的默契。” 

 

硬扣上莫须有罪名 

 

66公民团体表示，政府当时是基于两个荒唐理由来撤销林连玉公民权，分别是： 

（一）混淆及颠倒政府的教育政策，企图煽动对最高元首和联邦政府； 

（二）发出具有种族主义的情绪性言论，足以促使联邦中各族间的仇恨和敌对情绪，可能会

造成骚乱。 

 

“然而，回顾林连玉所言所行皆不符合这些指责，只是被当年政府硬生生扣在头上的莫须有

罪名。所以，若现今的政府愿意拨乱反正，纠正当年的错误，想必将得到人民的欢迎。反之，

若政府一意孤行，届时人民将会在“关键时刻”作出适当的决定。”促收回内政部声明 

 

此外，66 公民团体亦认为，林连玉的问题不仅是华族所面对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享有言

论自由与否的问题。 

 

他们指出，当年林连玉是因为反对政府所实施的单元化教育政策，并与各联邦部长唇枪舌战，

结果导致他被褫夺公民权，这些总归就是政府无法辩驳林连玉，就以公权力压制这位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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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领导人；所以公民团体务必要关注此事。 

 

66 公民团体呼吁，政府能够收回昨日（6 月 22 日）声明，以行动平反林连玉的冤案，肯定

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并为当年的错误做出公开的道歉与制度性的赔偿。若不，我们深切认

为其他公民团体将会挺身而出，捍卫社会正义。 

 

以下是联署团体名单： 

 

1.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 

2.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3.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4.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5. 雪隆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6. 雪隆社会关怀协会 

7. 雪隆嘉应会馆青年团 

8. 雪隆福建会馆青年团 

9. 雪隆会宁会馆青年团 

10. 雪州沙登学校校友会青年团 

11. 雪州梳邦再也市议会 23区青年委员会 

12.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13. 马大新青年毕业生协会 

14.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 

15. 理大前进阵线 

16. 博大前进阵线 

17. 北大前进阵线 

18.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华文学会 

19.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华文学会 

20.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华文学会 

21. 新纪元学院学生会 

22.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学会 

23. 新纪元学院前进阵线 

24. 霹雳独中校友联盟 

25. 霹雳大专青年社 

26. 霹雳怡保小绿洲社会图书馆 

27. 槟城韩江同学会 

28. 威省韩江校友会 

29. 马来西亚韩江校友会总会 

30. 槟城公民学校同学会 

31. 槟城老友联谊会 

32. 槟城独中教育基金会 

33. 槟城新江校友会 

34. 槟城慕义校友会 

35. 槟城中华校友会 

36. 马六甲老友联谊会 

37. 马六甲广东会馆青年团 

38. 马六甲茶阳会馆青年团 

39. 马六甲晨钟励志社青年团 

40. 马六甲培风校友会 

41. 马六甲惠安公会青年团 

42. 马六甲董事会联合会会 

43. 马六甲南洋大学校友会 

44. 马六甲罗里运输工会 

45. 马六甲惠州会馆青年团 

46. 马六甲颖川堂陈氏宗祠青年团 

47. 马六甲冈州会馆 

48. 马来西亚青年运动马六甲州分会 

49. 柔州新山留台同学会 

50. 吉打韩江校友会 

51. 森州董事会联合会会 

52. 森州永春会馆 

53. 森州文具书业公会 

54. 森州乡联青 

55. 森州潮州会馆 

56. 森州潮州会馆青年团 

57. 森州广东会馆青年团   

58. 森州海南会馆青年团   

59. 森州泷江会馆青年团   

60. 关爱协会森州分会      

61. 马佛青森州联委会  

62. 森州基督教青年协会   

63. 森州老友联谊会 

64. 森州芙蓉基督教卫理公会   

65. 森州芙蓉基督教卫理公会青成团契 

66. 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 

  



 

   - 62 - 

日期： 2011年 6月 28日 

 

促立即释放社党干部，总警长须为逮捕道歉 

 

我们，以下 32 个公民团体强烈谴责警方恶意逮捕及延长扣留三十位参与“够了，退休吧国

阵”运动的社会主义党干部，包括和丰区国会议员迈克嘉也古玛。 

 

警方无法在巴士上搜获任何武器，却坚持以刑事法典 122条，既“聚集武器以蓄意发动反抗

最高元首、统治者或州长的战争”罪名提控上述 30 人，明显是捏造莫须有罪名，镇压正常

的政治活动。 

 

这场逮捕和延长扣留，经已侵犯社党干部的基本人权，也违反宪赋的言论自由权利。为此，

我们促请全国总警长伊斯迈奥玛立即释放三十位被扣留的社党干部，撤销针对他们的控状，

并对违宪和滥权逮捕公开道歉。 

 

警方曾宣称该党携带印有共产党领袖头像的衣服，是要“复辟共产主义”，单凭衣物就断定

某机构要复辟某种思想，未免太荒谬。须知，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所有民主国家的重要原

则，警队的反智行动，再次证明我国警队滥用权力、行政不中立、隐含政治动机。 

 

最后，我们吁请政府尽速设立投诉警察独立委员会（IPCMC），纠正警队的所有弊端，停止执

法单位的滥权行为。 

 

联署单位： 

1.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2.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 

3.  林连玉基金公民社会委员会 

4.  人民之声 

5.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 

6.  雪隆理华同学会 

7.  雪隆社区关怀协会 

8.  中国维权大马后援会 

9.  霹雳独中校友联盟 

10. 霹雳大专青年社 

11. 霹雳怡保小绿洲社会图书馆 

12. 博大前进阵线 

13. 理大前进阵线 

14. 新纪元前进阵线 

15. 北大前进阵线 

16.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 

17.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18. 理大华文学会 

19. 新纪元学院学生会 

20. 槟城韩江同学会 

21.  威省韩江校友会 

22. 槟城公民学校同学会 

23. 槟城老友联谊会 

24. 槟城独中教育基金会 

25.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26. 马六甲晨钟励志社青年团 

27. 马六甲广东会馆青年团 

28.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29. 隆雪华堂青年团 

30. 雪州梳邦再也市议会 23区青年委员会 

31. 马大新青年毕业生协会 

32. 528 媒体行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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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6月 28日 

敬致：新闻编辑 

 

联署文告：华青团体呼吁全国青年踊跃参与净选盟大集会 

 

续回教党下令全体总动员参与净选盟2.0大集会以及全国大专生团结阵线全力支持净选盟

2.0大游行，多个华青团体也呼吁其团员、全国青年及华社不落人后，联同友族同胞，大力

参与于7月9日下午2时在吉隆坡市区举行的净选盟2.0大集会。 

此外，对于净选盟主席安碧嘉及成员收到的死亡恐吓短讯，我们除了给予高度谴责之外，也

希望警方将之绳之以法，并揪出幕后黑手。举办及参与和平集会者并无触犯任何法令，反观

这些恐吓的人想要以暴力手段来达到制止集会的目的，这是所有热爱马来西亚这片国土的人

所无法接受的。 

 

针对选委会主席阿都阿兹（Abdul Aziz Mohd Yusof）表示他们准备会晤净选盟2.0商谈选举

课题，但首要条件就是该联盟放弃原订7月9日的大集会无法让人苟同。如果会面能够解决问

题，能够对选委 会造成压力的话，许多选举不公的事情已经解决。从以前的大选到最近的

州选及补选，都爆出了许多舞弊和投诉，但选委会几乎没有任何纠正行动或做出合理的交 代。 

 

选举委员会的责任是确保廉洁和透明的选举，即清理选民册、邮寄选票改革、不褪色墨水、

最少21天竞选期、自由和公正的媒体、巩固公共机构的中立性和停止选举贪污舞弊，而不是

妨碍或侵犯人聚集的权利。 

 

此外，联署团体也提醒警方说，集会权利是联邦宪法第十条文、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0

条）及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国际公约（第21条）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对集会权利的侵犯是

违反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警方的责任是要保障集会人民的安全，而不是驱散和攻击集会。 

 

出席集会的人不会像伊布拉欣阿里所言般和马来同胞起冲突，因为这是一场无关种族课题的

和平集会。伊布拉 欣阿里认定华人出席一定会和马来人起冲突的思维毫无逻辑可言，而且

他把所有事情都种族化的做法应该受到批评。最后，联署团体呼吁全国青年勇敢上街，联同

各族同胞发挥民主力量，共同争取干净、公平的选举制度。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联署文告发起团体：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联署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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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青年团 

2. 雪兰莪己吉隆坡兴安会馆青年团 

3. 吉隆坡暨雪兰莪河婆同乡会青年部 

4. 雪兰莪暨吉隆坡潮州会馆青年团 

5. 雪隆理华同学会 

6. 雪兰莪暨吉隆坡会宁公会青年团 

7.  加影育华校友会青年团 

8.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 

9.  新纪元学院学生会 

10.马大新青年协会 

11.马大学生会 

12. 工大华裔学生代表理事会 

13.全国大专生团结阵线 

14.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 

15. 博特拉大学华文学会 

16.北方大学前进阵线 

17. 理科大学前进阵线 

18.博特拉大学前进阵线 

19.新纪元学院前进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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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kh: 28 Jun 2011 

 

NGO belia cina menyeru pemuda satu negara mengambil bahagian dalam Himpunan Aman 

BERSIH 2.0 

  

Selepas PAS sudah arah seluruh ahlinya menyertai perhimpunan BERSIH, dan juga Solidariti 

Mahasiswa Malaysia (SMM) tegaskan bahawa mahasiswa menyokong sepenuhnya himpunan 

berkenaan. NGO-NGO belia masyarakat Cina turut menyeru ahlinya, pemuda-pemudi dan 

masyarakat Cina berani menyertai Himpunan Aman BERSIH 2.0 bersama dengan masyarakat 

Melayu, masyarakat India dan masyarakat orang asal pada 9hb Julai 2011 jam 2 petang di Kuala 

Lumpur.  

  

Di samping itu, pihak kami mengecam pengecut yang menghantar pesanan ringkas (SMS) 

mengugut untuk membunuh pemimpin NGO Datuk Ambiga Sreenevasan. Pihak kami meminta 

pihak polis menangkap orang yang menhantar SMS ugutan bunuh tersebut. Menganjurkan dan 

menyertai perhimpunan aman adalah tidak melanggar mana-mana undang-undang, sebaliknya, 

sesetengah pihak yang mahu gunakan cara kekerasan untuk mencapai tujuan bagi menghentikan 

perhimpunan aman BERSIH adalah kesalahan serius yang tidak dapat dan tidak boleh diterima 

oleh seluruh warganegara Malaysia yang mencintai tanahair.  

  

Merujuk kepada kata-kata pengerusi Suruhanjaya Pilihan Raya (SPR), Tan Sri Abdul Aziz Mohd 

Yusof bahawa SPR bersedia mengadakan pertemuan dengan Gabungan Pilihan Raya Bersih dan 

Adil (BERSIH) dengan syarat gabungan tersebut membatalkan perhimpunannya pada 9 Julai ini, 

pihak kami langsung tidak boleh terima. Jika mesyuarat itu dapat menyelesaikan masalah 

penyelewengan, boleh memberi tekanan ke atas SPR, maka banyak perkara yang tidak adil dalam 

pilihan raya akan telah diselesaikan sejak dahulu. Kita difahamkan, telah berlakunya pelbagai 

penyelewengan dan juga terdapat terlalu banyak aduan dalam pilihan raya umum dan pilihan raya 

kecil, tetapi langsung tiada sebarang tindakan pembetulan atau siasatan dengan jawapan yang 

munasabah dilaksanakan oleh SPR.  

  

Tugas SPR adalah memastikan pilihan raya telus dan bersih tanpa sebarang penyelewengan, iaitu 

membersihkan senarai undi, reformasi kepada undi pos, guna dakwat kekal, tempoh kempen 

minimum 21 hari, akses media yang bebas dan adil, kukuhkan institusi awam, hentikan rasuah dan 

hentikan politik kotor, serta bukannya menghalang atau mencabul  hak rakyat berhimpun. 

  

Selain itu, pihak kami ingin mengingatkan pihak polis bahawa hak untuk berhimpun adakah hak 

asasi yang termaktub di dalam Artikel 10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Deklarasi Universal Hak 

Asasi Manusia 1948 (UDHR Artikel 20) dan Konvensyen Antarabangsa Hak-hak Sivil and Politik 

1966 (Artikel 21). Pencabulan hak asasi perhimpunan aman adalah kesalahan di sisi Perlembagaan 

dan UDHR. Tanggungjawab polis adalah menjaga keselamatan rakyat yang berhimpun dan 

bukannya menyurai dan menyerang rakyat yang berhimpun.  

  

Orang ramai yang menghadiri perhimpunan aman BERSIH tidak akan seperti Ibrahim Ali yang 

katakan, akan konflik dengan Melayu, ini kerana perhimpunan aman tersebut tiada kaitan dengan 

isu-isu perkauman. Ibrahim Ali berpendapat bahawa  masyarakat Cina dan masyarakat Mel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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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menghadiri perhimpunan aman akan saling konflik, pemikiran tersebut adalah tidak logik, 

serta dia meletakkan semua hal berasaskan kaum patut dikritik. Akhirnya, pihak kami menyeru 

seluruh belia negara berani turun ke jalan raya, semua kaum berpaduan dan bersama menjana 

tenaga  demokrasi, demi sistem pilihanraya yang bersih dan adil.  

 

Dipelopori 

Pemuda Dewan Perhimpunan China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Pemuda KLSCAH)  

 

Organisasi yang menyokong kenyantaan bersama:  

1. Bahagian Pemuda Persatuan Hokkien Selangor & Kuala Lumpur 

2. Bahagian Belia Persatuan Sheng An Selangor & Kuala Lunpur 

3. Bahagian Belia Persatuan HoPo Kuala Lumpur & Selangor 

4.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eo Chew Association, Youth Section 

5. Persatuan Alumni PBTUSM Selangor & Kuala Lumpur 

6. Bahagian Pemuda Persatuan Wui Leng Selangor & Kuala Lumpur 

7. Bahagian Pemuda Persatuan Murid-murid Tua Sekolah Yu Hua Kajang Selangor  

8. Malaysia Youth and Students Democratic Movement( DEMA) 

9. Kesatuan Mahasiswa New Era Kolej 

10. University Malaya New Youth Association 

11. Majlis Perwakilan Mahasiswa Universiti Malaya 

12. UTM Chinese Student Council 

13. Solidariti Mahasiswa Malaysia 

14. Persatuan Bahasa Cina UM 

15. Persatuan Bahasa Tiong Hua UPM 

16. UUM Student Progressive Front 

17. USM Student Progressive Front 

18. UPM Student Progressive Front 

19. New Era College Student Progressive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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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7月 7日 

敬致：新闻编辑 

 

隆雪华青要求内政部长希山慕丁立刻停止打压净选盟 ，并无条件的释放日前在紧急法令下

被控的 6名社会主义党领袖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会堂青年团（隆雪华青）对以纳吉为首的大马政府违诺表示愤慨。 

 

日前首相纳吉公开奉劝净选盟在体育馆里举行集会，而净选盟主席安美嘉（Ambiga 

Sreenevasan）日前在觐见国家元首后，也宣布将会与政府合作，接受政府献议采纳折衷方

案，709大集会改在室内体育馆主办，不会举行街头游行。然而内政部部长希山慕丁却表示

净选盟依然是非法组织，且将会面对法律的追究。隆雪华青认为，希山慕丁此番言论不仅可

被视为藐视国家元首，更显示纳吉政府出尔反尔，没有诚信。 

 

隆雪华青也认为警方必须向社会出示确凿的证据，证明日前在雪隆多个地点所起获的危险物

品与净选盟有关，不然这不但对净选盟不公平，也是一种诽谤。 

 

日前警方基于为了阻止示威者进入市区而于上班的高峰期在雪隆多个地点设立路障，而导致

严重交通堵塞。 隆雪华青认为这做法非常不合理，而内政部部长希山慕丁得为这起事件负

起全责。因为警方的行动除了侵犯上班族的权利外，也浪费纳税人的钱，同时也让马来西亚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受损。  

 

最后，隆雪华青要求内政部长希山慕丁立刻停止打压净选盟 ，并无条件的释放日前在紧急

法令下被控的 6 名社会主义党领袖。包括：和丰国会议员再也古玛、全国署理主席沙拉斯

（M.Saraswathy）、中委朱进佳和苏古马兰（M.Sukumaran）、和丰支部秘书雷祖玛南

（Letchumana）及青年团团长沙拉巴布（Sarat Babu）。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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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08 July 2011 

 

Stop suppressing BERSIH and release PSM 6  

KLSCAH Youth: Najib is lying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KLSCAH Youth) expressed 

anger to Malaysian government which led by Prime Minister Najib Abdul Razak due to Najib 

broke his promise and went back on his word.  

 

After The King, Tuanku (Yang di- Pertuan Agong Tuanku Mizan Abidin) met Bersih 2.0 

movement representatives, Ambiga already had said the coalition “will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accept their offer to have the event in a stadium”. But Home Minister 

Hishammuddin Hussein continues to say that Bersih 2.0 movement is still illegal and is subject to 

legal action. Home Minister Hishammuddin Hussein not only offends Tuanku but also seriously 

violated human rights. Moreover, this showed that Najib government is no credibility.  

 

Besides, KLSCAH Youth also condemned the police which under Home Minister attempt to link 

the movement with several caches of weapons confiscated irresponsibly. KLSCAH Youth believed 

this is a kind of defamation because police should show the conclusive evidence and not just 

simply link the movement with several caches of weapons confiscated.  

 

The police have erected roadblocks along major thoroughfares in the Klang Valley, causing 

massive peak-hour traffic jams in an apparent effort to foil the Bersih rally planned for Saturday. 

KLSCAH Youth said that Home Minister should responsible for the massive peak-hour traffic 

jams. It is because the unreasonable action of the police already violated workers rights, wasted 

taxpayer money and damaged the image of Malaysia as a democratic country.  

 

Last but not least, KLSCAH Youth asked Home Minister Hishammuddin Hussein to stop all the 

human rights oppression and defamation, drop all the charges and release the EO Six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including Sungai Siput Member of Parliament Michael Jeyakumar Devaraj, 

and five other PSM members (Sukumaran Munisamy; Letchumanan Aseer Patham; Choo Chon 

Kai; Sarasvathy Muthu and Sarat Babu Raman) who are now being detained without trial under 

the draconian Emergency Ordinance - the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 69 - 

 

 

 

 

日期： 2011年 7月 12日 

敬致：新闻编辑 

 

华青团体呼吁《中国报》为严重扭曲 709 和平集会报导公开道歉 

 

我们以下联署团体严厉谴责《中国报》7 月 9 日和 7 月 10 日有关 709 和平大集会的报导，

不仅严重扭曲事实，同时也严重误导读者了解净选盟（Bersih 2.0）和平集会诉求的本意。 

 

7月 9日《中国报》的“今天画页”版面中访问数十位小学生，年龄介于 7岁至 15 岁之间，

标题赫然写上“大人们，别再吵了！”，以引导性的采访方式，借用小孩的说话导出以上信息。

我们认为以思想未成熟的小孩意见作为依据，简单地将人民 要求干净公正选举的诉求转变

为两个壁垒阵营的“吵架”是不恰当的。这不仅有悖媒体专业伦理，甚至有利用小孩之嫌疑，

以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 

 

7 月 10 日《中国报》晚报头版，更以“说好的和平呢？示威乱隆市•近千人被捕”为标题，

以警方射催泪弹和集会群众对峙的大幅图片作为头版新闻。事实上，凡于今日参与集会的群

众皆可证明该集会是和平集会。从大集会开始到主催单位净选盟 4点宣布解散的过程中，群

众并没有制造事端，也展现他们具有和平聚散的自制能力。我们认为《中国报》耸动的报导

方式，不仅不顾及事实真相，更失却了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 

 

我们呼吁《中国报》为以上不负责任的报导公开道歉，并且秉持媒体的良心和专业客观报导

事实真相。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发起团体：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联署团体;  

1. 吉隆坡暨雪兰莪河婆同乡会青年部  

2. 雪兰莪暨吉隆坡潮州会馆青年团  

3.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青年团  

4. 雪兰莪暨吉隆坡南安会馆青年团 

5. 沙登新村学校友会青年团 

6. 雪兰莪暨吉隆坡兴安会馆青年团  

7. 雪兰莪暨吉隆坡海南会馆青年团 

8. 雪兰莪暨吉隆坡会宁公会青年团 

9. 雪兰莪暨吉隆坡广东会馆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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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9月 11日 

敬致：新闻编辑 

 

呼吁霹华堂重建检讨“暂停”霹华青一切活动之议决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隆雪华青）呼吁霹雳中华大会堂理事会（霹华堂）重新

检讨“暂停”霹雳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霹华青）一切活动之议决。  

 

我们认为霹华堂不能抹杀青年团的自主性。青年团虽然是附属社团，其法源基础来自母会，

然而青年团的组织和操作是根据民主章程而立。青年团理事亦是经过会员大会选 举，具备

自身的民意基础。霹华堂以青年团公开批评母会为由，即冻结和剥夺霹华青一切活动的权利，

情理不合。  

 

我们尊重霹华堂理事的领导，并认为理事也应当有领导的风范。我们不主张动辄以理事会权

限制约青年团的成长。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员，我们呼吁霹华堂应当包容批评。  

 

青年团是为了培训新一代领袖而催生的组织，以作为鼓励后进参与华团的重要平台。否决青

年团办活动的一切权利，即否定了先辈立意组织青年团的原意。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呼吁霹华堂理事重新检讨“暂停”霹华青一切活动之议决。同时也呼吁

各州华团青年团关注此事进展。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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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9月 21日 

 

提控有违首相民主承诺 47 团体促与末沙布辩论 

 

47 个公民团体发表联合文告集体表达他们对政府提控回教党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的厌恶。

团体认为，政府提控莫哈末沙布，显然与首相纳吉在马来西亚日宣布的民主开放措施背道而

驰，令人质疑首相的改革成员。他们促政府与莫哈末沙布辩论，而非提控他。 

 

47 个公民和政治相关团体发表联合声明促请政府即刻撤销此含有政治动机的提控，停止恐

吓挑战官方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异议者。这 47 个团体包括人权组织、学生组织、华团等。政

府今天以《刑事法典》第 500条文刑事诽谤罪名提控末沙布，他昨晚被警方短暂扣留。 

 

组织表示：“这令人质疑首相纳吉宣布的系列改革的诚意，包括修改《印刷机与出版法令》。

首相是否还能全面控制警察部队的行动？” 

 

促公开辩论尊重彼此意见 

 

此外，他们促请首相与副首相，与其滥用政府机关将末沙布入罪，不如接受末沙布的挑战，

在不设禁的电视台上公开与他辩论武吉哈逢事件。”因此，他们认为，政治人物、前军警人

员和土著权威组织也应在媒体或论坛上与末沙布公开辩论。他们应该尊重末沙布有表达不同

意见的权利。 

 

“滥用政府机关使反对者噤声是懦弱的行为。它显示掌权者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以事实与

道理赢得辩论。 ” 

 

“如此压制言论自由，实际上对马来西亚的独立是个侮辱。不同于殖民地或一党专政的国家，

一个独立国家的人民应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 

 

联署公民团体： 

 

1.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2. 人民之声 

3. 妇女力量组织 

4. 雪隆社区协会 

5. 社会传播中心(KOMAS) 

6.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 

7. 林连玉基金公民社会委员会 

8. 连环扣全国行动小组(NIAT) 

9. 528媒体行动小组 

10. 政策倡议中心(CPI) 

11.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 

12. 社区行动网络(CAN) 

13. 我是马来西亚之子(SABM) 

14. 全球化可续性监督组织(M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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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被压迫人民联盟 

16. 隆雪华堂青年团 

17. 理大前进阵线 

18. 博大前进阵线 

19. 北大前进阵线 

20. 新纪元学院前进阵线 

21. 雪兰莪社区关怀协会 

22. 博大华文学会 

23. 大专生团结阵线 (SMM) 

24. 动力青年 (Y4C) 

25. 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26. 马来西亚印裔组织联合会（PRIMA） 

27. 雪隆理华同学会 

28. 北马理华同学会 

29. 中国维权大马后援会 

30. 还原大马历史运动委员会 

31. 独立大专生活跃小组（KAMI） 

32. 50B 空间 

33. 709黄潮世代 

34. 政改研究所 (KPRU) 

35. 人民之声新山支会 (SUARAM JB) 

36. 原住民关怀中心 (COAC) 

37. 妇女行动协会 （AWAM） 

38. 彩虹性别学会 

39. 社会想像工作室 

40. 全民挺明福运动 

41. 杨伟光后援会 

42. 回教复兴阵线（IRF） 

43. 雪兰莪妇女之友协会 

44. T'anda Tanya of DurianFM.com 

45. 槟城中文报记者及摄影记者协会 (PEWAJU) 

 

联署政治组织： 

1. 社会主义党 

2. 雪兰莪民联议员助理协会（SELP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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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年 9月 23日 

敬致：新闻编辑 

 

华青团体呼吁霹华堂撤销冻结霹华青一切活动之议决 

 

我们认为霹雳中华大会堂理事会（霹华堂）于 2011年 8月 25日发出的暂停霹雳中华大会堂

青年团（霹华青）一切活动之议决，情理不合。我们在此发出公开声明，要求霹华堂撤销以

上议决。 

根据霹华堂主席张征雄9月11日在媒体的发言，霹华青被冻结是因为青年团一直攻击母会。

霹华青曾就 6月 26日霹华堂改选出现疑似舞弊现象，而向社团注册局投报，继而再到警察

局备案。霹华堂理事会认为青年团对母会不尊重，因此议决暂停青年团所有活动。 

我们认为霹华青的批评是基于对母会的期许。任何疑似舞弊现象，华堂作为领导华团的最高

组织，应当对外界澄清说明。霹华青只是身先士卒。 

 

从民主的角度而论，华堂选举出现舞弊嫌疑事件，应当视为华社的公共事务。流传于网络视

频中的现场证据和种种疑点，华堂应当以正面的方式对华社交代。冻结霹华青，只能视为排

斥异己，这显然并非恰当的处理方式。 

 

青年团的组织和操作是根据民主章程而立。青年团理事是经过会员大会选举，具备自身的民

意基础。霹华堂即便提出冻结青年团的一切活动，也应当依循民主程序，而非一纸声明即否

定青年团的权力。 

 

我们认为青年团是为了培训新一代领袖而催生的组织，以作为鼓励后进参与华团的重要平台。

青年团的谏言应当受到重视。否定青年团即否定了先辈立意组织青年团的原意。 

我们呼吁霹华堂理事会撤销“暂停”霹华青一切活动之议决。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发起团体：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隆雪华青） 

 

联署团体 ;  

1.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森华青） 

2.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甲华青)  

3. 雪隆惠州会馆青年团 （雪隆惠州青） 

4. 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 （雪隆会宁青） 

5. 雪隆茶阳会馆青年团 （雪隆茶阳青） 

 

6. 雪隆南安会馆青年团 （雪隆南安青） 

7. 雪隆福建会馆青年团 （雪隆福青） 

8. 马来西亚南安刘氏公会青年团  

9. 雪隆兴安会馆青年团 （雪隆兴安青） 

10. 沙登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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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 10月 15日 

 

联署文告:谴责陈瑞燕居心不良企图扰乱视线，绘声绘影影射甲华青为吊销导因 

 

51 公民团体谴责马六甲中华大会堂前任主席陈瑞燕居心不良企图扰乱视线，影射甲华青所

举办的公民论坛活动牵连甲华堂注册遭吊销，并希望陈氏切莫在甲华堂生死存亡关头落井下

石。 

 

来自全国各地的 51 个公民团体今天发表一篇联署文告表示，诚如甲州工商会主席陈保成所

言，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遭吊销注册一事非同小可，乃是华社团体唇亡齿寒之事，华团组织应

该给予必要的援助，以期恢复甲华堂的法定地位。 

 

今天联署发表文告的团体包括数州大会堂青年团、校友会、地方性华团、学运组织、社区组

织、独立音乐团、社区艺术组织等。 

 

“我们认为今天所发生甲华堂遭吊销注册一事终究是因为当时作为甲华堂时任主席陈瑞燕

在得到会员兼甲州马华党要文亚苏和李金殿的附和下，不听取甲华青团长柯新庆与会员谢振

伟的意见，一意孤行所造成的。” 

 

因此，作为始作俑者的陈瑞燕与其理事会成员有责任解决由他们所衍生的技术问题，并协助

现任理事会渡过难关，而不是绘声绘影地将责任推卸于甲华青，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负责任，

更非君子所为。 

 

华社团体应该看清楚甲华堂遭吊销注册的真正导因来自社团注册法令授予社团注册局过大

权力，而发生这次官员动用公权力侵害结社自由与干预民间组织自主性。 

 

同时，基于社团注册局对此事处理“小题大做”，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其中极有可能涉及执

政单位滥用公权力摧毁马六甲华社最高领导机构，在大选来临前凭藉公共机关消灭民间组织。 

联署团体全力支持甲华青一直以来所举办的各种启迪民智的公民论坛与各种文化教育活动，

并认为甲华青作为公民社会一份子，涉及公共事务乃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联署文告评论国家

事务，邀请朝野政党领袖、各领域专才探讨国家、社会问题是任何一个公民团体的责任与义

务所在。 

 

若有任何政党对此做法有任何不同意，应该以论据辩论，而不是通过别有居心的外围人士滥

用公权力来介入此事，侵害民间结社自由。 

 

联署团体也呼吁内政部长希山慕丁立即恢复甲华堂的法定地位，并对其管辖的社团注册局采

取如此严厉行动给予合理的解释。 

 

联署团体名单： 

1.林连玉基金公民社会委员会 

2.雪隆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3.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4.吉兰丹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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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六甲晨钟励志社青年团 

6.马六甲广东会馆青年团 

7.马六甲茶阳会馆青年团 

8. 马六甲颖川堂陈氏宗祠青年团 

9. 马六甲清河堂张氏公会 

10.马六甲吴氏宗祠青年团 

11.马六甲兴安会馆青年团 

12.马六甲漳州会馆青年团 

13.马六甲福建会馆青年团 

14.马六甲惠州会馆青年团 

15.马六甲冈州会馆青年团 

16.马六甲应和会馆青年团 

17.马六甲海南会馆青年团 

18.马六甲李氏宗祠青年团 

19.马六甲晋江会馆青年团 

20.森美兰州海南会馆青年团 

21.森美兰州潮州会馆青年团 

22.马来西亚关爱协会（森美兰州分会） 

23.森美兰州广东会馆青年团 

24.森美兰泷江会馆青年团 

25.雪隆福建会馆青年团（雪隆福青） 

26.雪隆潮州会馆青年团（雪隆潮青） 

27.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雪隆会宁青） 

28.雪州梳邦再也市议会 23 区青年委员会 

29.雪隆社区关怀协会 

30.雪州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 

31.霹雳独中校友联盟 

32.霹雳小绿洲社区图书馆 

33.霹雳大专青年社 

34.槟城韩江同学会 

35.槟城公民同学会 

36.槟城老友联谊会 

37.威省韩江校友会 

38.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 

39.动态度独立音乐厂牌 

40.迷失世代 Lost Generation 

41.维护媒体自由撰稿人联盟 

42.528 媒体行动小组 

43.新青年毕业生协会 

44.新纪元学院校友会 

45.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 

46.博大前进阵线 

47.理大前进阵线 

48.新纪元学院前进阵线 

49.新纪元学院学生会 

50.北大前进阵线 

51.博大华文学会 

  



 

- 76 - 

 

 

 

 

 

日期：2011年 11月 1日 

敬致：新闻编辑 

 

隆雪华青要求高教部放弃上诉，全面废除《大专法令》 

 

对上诉庭裁决大专法令中允许国立大学向学生采取纪律行动的第 15（5）条文违反了宪法和

言论自由，隆雪华青要求高教部接受判决放弃上诉，并促请高教部长卡立诺丁及副高教部长

何国忠马上着手全面废除《大专法令》。 

 

国阵政府空喊“一个马来西亚”和“转型计划”是没有用的，若国阵政府有诚意改革，就应

该马上在国会废除《大专法令》。隆雪华青强调，无论《大专法令》再如何被修改，它还是

一条限制自由和歧视大专生的恶法。 

 

隆雪华青也同意日前国际伊斯兰大学教授阿兹巴里的看法，即是人们应通过更快的政治途径，

选出一个有政治意愿的政府来废除恶法。 

 

为了让我国教授及大专生拥有真正的学术自由、结社自由及言论自由，隆雪华青呼吁大专生

及我国人民继续向政府施压，甚至是以选票来选出有政治意愿的政府来废除恶法。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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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kh：01 November 2011 

 

Kenyataan: Pemuda KLSCAH minta Kementerian Pengajian Tinggi terima keputusan 

Mahkamah Rayuan dan mansuhkan AUKU 

 

Menurut Mahkamah Rayuan memutuskan bahawa Seksyen 15(5) Akta Universiti dan Kolej 

Universiti (AUKU) yang membenarkan universiti mengambil tindakan disiplin terhadap 

pelajarnya adalah tidak sah dan mencabul kebebasan bersuara, Pemuda Dewan Perhimpunan 

China Kuala Lumpur dan Selangor (KLSCAH) meminta Kementerian Pengajian Tinggi menerima 

keputusan Mahkamah Rayuan. Pemuda KLSCAH juga meminta Datuk Seri Mohamed Khaled 

Nordin dan Datuk Dr Hou Kok Chung memansuhkan AUKU serta-merta. 

 

BN kerajaan selalu melaungkan slogan "1 Malaysia" dan " Program Transformasi Kerajaan" 

sahaja adalah tidak berguna. Jikalau kerajaan BN cukup ikhlas, mereka harus segera 

memansuhkan akta AUKU. Pemuda KLSCAH menegaskan bahawa bagaimana AUKU diubahsuai, 

ia tetap adalah satu undang-undang zalim yang menyekat kebebasan dan mendiskriminasi 

terhadap pelajar IPT. 

 

Pemuda KLSCAH menyokong pandangan pensyarah Universiti Islam Antarabangsa (UIA) 

 

Prof Dr Abdul Aziz Bari bahawa rakyat perlu lebih cepat melalui cara politik, memilih kerajaan 

yang mempunyai keinginan kuat dalam mansuhkan undang-undang zalim. 

 

Untuk memastikan pensyarah dan pelajar IPT mempunyai kebebasan akademik, kebebasan 

berpersatuan dan kebebasan bersuara, pemuda KLSCAH menyeru pelajar dan rakyat teruskan 

usaha memberi tekanan kepada kerajaan, malah juga menggunakan undi untuk menukar kerajaan 

bagi menghapuskan undang-undang yag za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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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 12月 20日 

敬致：新闻编辑 

 

隆雪华青谴责国阵领袖不关心万挠村民权利，只优先国能利润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隆雪华青）谴责国阵领袖拿督林祥才即不关心万挠居民

的权利，只优先国家能源公司（国能）的利润。林祥才也是财政部副部长和马华副主席。 

 

最近，财政部副部长林祥才发表“先到先得”论。尽管如此，万挠村民拥有志期 1950年 12

月 30日的文件，证实万挠新村土地用作安置人民之地，隆雪华青认为高压电缆问题根本无

关“先到先得”，而根本上就是涉及居民基本权利的问题。 

 

隆雪华青团长吴仲顺表示：“我们都知道国家能源在 1950年期间根本不存在，国能只在 1990

年开始成立。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基本权利、健康和村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国阵政府必

须保障居民的权利，而不是国能的利润。高达 275千伏电源的电缆的确会影响村里居民和学

生的健康。” 

 

此外，国能不想合作绕道建高压电缆不但将威胁万挠居民和学生的健康和基本权利，而且也

和国能本身企业价值观有所冲突，国能企业价值观包括了永远对社会和环境的需要敏感

（Always be 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国能不想

合作绕道建高压电缆已表明其本身对万挠社会和学生的需求不敏感，而且将大大破坏万挠新

村环境。隆雪华青想提醒国阵政府和国能，我国是世界上剩余储电量过剩最多的国家，已经

达到了 40％的剩余储电量。 

 

隆雪华青强烈呼吁国人团结一致，支持万挠人民的斗争，并反对政府企图为官联公司增加大

笔利润的行为。 

 

 

隆雪华堂青年团 

团长吴仲顺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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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kh: 20 December 2011 

 

Pemuda KLSCAH mengecam pemimpin BN tidak mementingkan hak asasi penduduk 

Rawang tetapi mendahulukan keuntungan TNB 

 

Pemuda Dewan Perhimpunan China Kuala Lumpu dan Selangor (KLSCAH) mengecam peminpin 

Barisan Nasional (BN), Datuk Donald Lim Siang Chai bahawa  tidak mementingkan hak asasi 

penduduk Rawang dan hanya mendahulukan keuntungan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Datuk 

Donald Lim Siang Chai juga merupakan Timbalan Menteri Kewangan dan Naib Pengerusi MCA. 

 

Baru-baru ini, Datuk Donald Lim Siang Chai mengatakan bahawa pihak mana yang datang dahulu 

adalah pemilik asal tanah di Kampung Baru Rawang. Walaupun penduduk Kampung Baru 

Rawang mempunyai surat daripada ‘Resettlement Office Selangor’ bertarikh 30 Disember 1950 

yang dapat membuktikan bahawa penduduk kampung adalah paling awal menetap di kawasan 

tanah Rawang, Pemuda KLSCAH berpendapat bahawa ini adalah isu yang berkaitan dengan hak 

asasi manusia penduduk kampung dan langsung tiada kaitan dengan pihak mana yang datang 

dahulu.  

 

Ketua Pemuda KLSCAH Ng Chong Soon berkata, “Kita semua tahu TNB masih belum wujud lagi 

pada tahun 1950, TNB hanya wujud pada tahun 1990. Walaubagaimanu pun, pihak kami berasa 

bahawa hak asasi, kesihatan dan keinginan penduduk kampung adalah paling penting. Kerajaan 

BN harus menjaga kepentingan hak rakyat Rawang dan bukannya kepentingan atau keuntungan 

syarikat TNB. Laluan kabel kuasa tinggi 275kv di kampung dan sekolah akan menjejaskan 

kesihatan penduduk kawasan sekitar dan murid.” 

 

Selain itu, TNB yang tidak mahu bekerjasama bagi mengadakan laluan alternatif dan tidak 

menggunakan laluan di Kampung Sungai Terentang sebagai laluan kabel kuasa tinggi bukan 

sahaja telah mengancam kesihatan dan hak asasi masyarakat penduduk dan murid Rawang tetapi 

juga bercanggah dengan Nilai Dikongsi TNB (TNB Shared Values) sendiri, iaitu sentiasa peka 

kepada keperluan masyarakat dan alam sekitar (Always be 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Isu tersebut telah menunjukkan bahawa TNB tidak peka dan pentingkan 

keperluan rakyat dan murid Rawang serta mengancam alam sekitar Rawang. Pemuda KLSCAH 

ingin mengingatkan TNB dan kerajaan BN bahawa Malaysia mempunyai kuasa kapasiti 

berlebihan yang tertinggi di dunia, telah mencecah 40 peratus rizab berlebihan. 

 

Pemuda KLSCAH menyeru rakyat Malaysia bersatu teguh untuk menyokong perjuangan 

penduduk Rawang, serta membantah segala tindakan kerajaan yang mementingkan keuntungan 

dan kepentingan syarikat G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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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青年团收支表 

 

 
 

 

财 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  

              ( 霍 韦 彣  )  
 

 

 

查 账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李 英 维 ) ( 蔡 建 安 ) 

RM RM RM RM
基 本 收 入
团费 840.00     530.00     
讲座联办费 注1 302.50     300.00     
定期存款利息 注2 2,456.35   -        
待确认款项(注:自行存入,不能 注3 4,060.00   630.00     
确认属于那个分类项目)
全年基本收入： 7,658.85   1,460.00   

基 本 开 销
邮费 238.00     286.00     
文具 14.00      43.00      
华总青-2011年捐 300.00     300.00     
固定资产折旧(20%) 注4 471.00     -        
赞助费 注6 550.00     4,350.00   
银行费 22.50      7.50       
团员大会资料印刷(160本) 500.00     780.00     
车马津贴(文告翻译) 30.00      -        
招待餐费 注7 798.45     1,159.50   
讲师费 注8 2,050.00   1,800.00   
津贴(执行员加班费) 1,146.00   1,696.05   
庆悼费 注9 300.00     320.00     
杂费 注10 625.00     -        
联办费/活动费 注11 2,679.20   1,500.00   
理事名片 -        176.00     

9,724.15   12,418.05  
全年活动盈余/亏损： -2,065.30  -10,958.05 

单 元 活 动
2009'927中秋节活动 -        594.00     
2010'中秋节活动 -        -1,000.00  
2009'人权月系列活动 -        1,661.95   
2010'全国青年与大专生峰会 注12 10,986.43  752.10     
2010'选民登记运动 注13 1,500.00   -2,859.05  
2010'健步重阳 注14 300.00     -271.15    
2011'大红花志工培训课程 注15 -1,113.02  -        
2011'反公害-绿色培训营 注16 -3,977.20  -        

7,696.21   -1,122.15  
本 期 盈 余/(不 敷) 5,630.91   -12,080.20 

1/1/2011至31/12/2011 1/1/2010至31/12/2010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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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财 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  

             ( 霍 韦 彣  )  
 

 

 

 

查 账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李 英 维 ) ( 蔡 建 安 ) 

          (截至31/12/2011)          (截至31/12/2010)
RM RM RM RM

固 定 资 产 注4
扩音器 3 个 105.00     105.00     
相机、扫描机 2,250.00   2,355.00   105.00     
折旧 471.00     

1,884.00   
流 动 资 产
银行 20,940.82  147,139.00 
零用金 300.00     300.00     

23,124.82  147,544.00 
隆雪华青出版书刊 注5 -        -        

23,124.82  147,544.00 

定期存款 182,456.35 -        
205,581.17 147,544.00 

减：负 债
代收:
千人义山行款项 注17 110,695.45 67,809.73  
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 注18 17,334.99  13,126.79  
本南中区儿童学前教育计划 注19 56,475.33  51,162.99  

184,505.77 132,099.51 

21,075.40  15,444.49  

历 届 盈 余
   前期余额 9,694.49   21,774.69  
   本期盈/（亏） 5,630.91   -12,080.20 
   期未累积盈余 15,325.40  9,694.49   

加：基 金
    周年特刊基金 5,750.00   5,750.00   

21,075.40  15,444.49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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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青年团财政报告备注： 

 
注 1: “Kebangkitan Rakyat-Harapan demokrasi di Timur Tengah"讲座联办费收入：     

Merdeka Review 支付 R28769(9/3/2011)  RM302.50   

 

注 2：存入定期 

     

      Bank/FD No/Principal/Int 

rate 
Term opening due Int Amount 

Public Bank 

FD:748585-20,000-3% 
1 month 28/2/2011 28/12/2011 491.27 20,491.27 

Public Bank 

FD:748586-20,000-3% 
1 month 28/2/2011 28/12/2011 491.27 20,491.27 

Public Bank 

FD:748587-20,000-3% 
1 month 28/2/2011 28/12/2011 491.27 20,491.27 

Public Bank 

FD:748588-20,000-3% 
1 month 28/2/2011 28/12/2011 491.27 20,491.27 

Public Bank 

FD:748589-20,000-3% 
1 month 28/2/2011 28/12/2011 491.27 20,491.27 

Public Bank 

FD:750987-20,000-3% 
1 month 9/12/2011 9/1/2012 - 20,000.00 

Public Bank 

FD:750988-20,000-3% 
1 month 9/12/2011 9/1/2012 - 20,000.00 

Public Bank 

FD:750989-20,000-3% 
1 month 9/12/2011 9/1/2012 - 20,000.00 

Public Bank 

FD:750990-20,000-3% 
1 month 9/12/2011 9/1/2012 - 20,000.00 

    
2,456.35 182,456.35 

 
注 3:待确认款项收入： 

     自行存入青年团户头 存入日期 RM 共(RM) 

  atm-092835 11/1/2011 500.00 
 

  373275 at TCL 24/1/2011 1,000.00 
 

  cash-1332-026507 17/2/2011 500.00 
 

  trf-fund atm-926819 10/4/2011 500.00 
 

  443594 at PKG 15/4/2011 500.00 
 

  cash-2054-0043 25/5/2011 500.00 
 

  500184 at JHT 20/7/2011 50.00 
 

  cash at Tih 11/11/2011 510.00 4,060.00 

   

注 4: 固定资产折旧每年以 20%计算。 

     Particulars cost depr as at 1/1 depr dur yr acc NBV 

2010-扩音器 3个 105.00 
 

21.00 21.00 84.00 

2011-相机、扫描器 2,250.00 
 

450.00 450.00 1,800.00 

 
2,355.00 - 471.00 471.00 1,884.00 

  

注 5：流动资产（截至：31/12/2011） 

1.《会议规范》书籍存货:199 本 5.《青年手卷》创刊号书籍存货:0本 

2.《让青年为社会把脉》书籍存货:0 本 6.《青年手卷》第二集书籍存货:0本 

3.《维护人权》书籍存货:2本 7.《认识民主民权》书籍存货:0本 

4.《我们并不寂寞》书籍存货:0本 8.《民主的追求》书籍存货:1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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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华青团之歌》书籍存货:0 本 12.《马来西亚人权知多少？》书籍存货:0 本 

10.《人权呼声》书籍存货:3 本 13.《维护人权》修订版书籍存货:0 本 

11.“民主、正义”T-恤存货:0件 14.《漫画人权》书籍存货:0 本 

 

     注 6：赞助费 

      项目   支付日期   RM   共(RM)  

  New Era College-(新纪元发展基金) 20/04/2011       50.00    

  Jerit-(五一劳动节活动) 01/06/2011      500.00       550.00  

  

      注 7：招待餐费 

      项目   支付日期   RM   共(RM)  

  1.30/3 华团在大选中的角色 19/05/2011      135.85    

  2.19/5 大红花讲堂 01/06/2011      102.55    

  3.2011 团员大会晚餐 13/06/2011      280.00    

  4.27/4平反林连玉讲座 13/06/2011      137.50    

  5.17/8 从 831-916 到 709我们集团反思 22/09/2011      142.55       798.45  

  

      注 8：讲师费 

      项目   举办日期   RM   共(RM)  

  1.Harapan untuk Demokrasi-5位 22/02/2011      500.00    

  2.华团在大选中的角色-3位 30/03/2011      350.00    

  3.社区历史教育-3位 14/04/2011      400.00    

  4.大红花讲堂-3 位 01/06/2011      600.00    

  5.从 831-916到 709我们集团反思-2 位 17/08/2011      200.00     2,050.00  

  

      注 9：庆悼费 

      项目   支付日期   RM   共(RM)  

  1.丹斯里颜清文追吊会花圈 01/04/2011      200.00    

  2.公祭沈慕羽逝世 2周年花圈费 27/10/2011      100.00       300.00  

  

      注 10：杂费 

      项目   支付日期   RM   共(RM)  

  2.SMS 系统 13/06/2011      625.00        625.00 

  

      注 11：联办/活动费 

     项目 支付日期 RM 共(RM) 

1.反毒醒觉运动 banner 06/01/2011 79.20 
 

2.2011千人义山行 20/04/2011 600.00 
 

3.Merdeka Review 义演联办 13/06/2011 500.00 
 

4.2010选民登记运动 2010 300.00 
 

5.反公害-绿色培训营 26-27/11/2011 1,200.00 2,679.20 

      注 12：2011 年全国青年与大专生峰会   

      RM   RM  

收入：     

赞助费          20,000.00  

报名费            3,980.00  

栋笃笑票            1,600.00  

           25,580.00  

支出:     

布条(3pcs) (RM72+RM120+RM120)         312.00    

造势活动布条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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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费         900.00    

栋笃笑造势活动票券         800.00    

宣传品设计费         800.00    

巡回招生过路费+住宿         240.90    

巡回汽油津贴         240.00    

矿泉水（10箱 x RM6.50）           65.00    

采购徽章（200个 xRM1.65）         330.00    

采购相框（15个 xRM12.00）         180.00    

文具         360.00    

刊物(530 本)      1,000.00    

行政费         500.00    

资料设计+排版      1,000.00    

干粮           23.30    

膳食费      3,847.50    

主讲人津贴(12位 xRM100,1 位 xRM200)      1,400.00    

纪念品(4 幅墨宝+木框 3个)         470.00    

庆功宴         347.88    

载送主讲人(李万千) 过路费           18.80    

Facebook 宣传广告         392.10    

1 箱矿泉水           13.99         13,841.47  

活动盈余：          11,738.53  

      

       注 13:2010'选民登记运动收支表 

   RM   RM  

收入：     

联办费：每单位 RM300               900.00  

(共 10个单位,3 个已付)               900.00  

售卖 T恤               135.00  

             1,035.00  

支出:     

邮费      157.05    

布条+bunting         937.00    

T 恤设计         800.00    

T 恤印制(200件 xRM10)      2,000.00  3,894.05 

截至 31/12/2010：           -2,859.05  

      

注:已付联办单位：马六甲华青、隆雪嘉应青、梳邦再也市议会 22 区青年委员会。 

2011年：     

收入：联办费(4 个单位)            1,200.00  

      隆雪华青联办费(从户口自动扣除)               300.00  

 
           1,500.00  

支出:               - 

 
           1,500.00  

截至 31/12/2011：           -1,359.05  

 
    

注:已付联办单位：雪隆会宁青、雪隆福青、森华青、彭华青、隆雪华青。 

  未付联办单位：士拉央市议会第 2 区青年委员会(2012 年已付)、 丹华青、砂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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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4：2010'健步重阳收支表 

  RM RM 

收入：     

主办费：隆雪华青      500.00  

联办费：每单位 RM300 

(共 5 个联办单位,4 个已付)* 
  

  

1,200.00  

报名费    1,785.00  

赞助费      300.00  

售卖矿泉水       32.50  

     3,817.50  

支出:     

Frim场地费    500.00    

布条与 Bunting     52.20    

音响租借    300.00    

食物(九层糕、Kuih dalam 等)    540.00    

矿泉水(24箱 xRM6.50)    130.00    

药品     19.40    

餐具、游戏用品、文具等     47.05    

T 恤印制(250件 xRM10)  2,500.00    

     4,088.65  

截至 31/12/2010：     -271.15  

      

*已付联办单位：雪隆会宁青、雪隆福建青、雪隆潮青、隆雪河婆青。 

 主办费已付：隆雪华青。 

2011年：     

收入：联办费      300.00  

      

支出:         -    

       300.00  

截至 31/12/2011：       28.85  

      

*剩余 1个联办费于 2011年 3 月份收妥，故其盈余为 RM28.85。 

*已付联办单位：雪隆茶阳青。     

 

注 15：2011'隆雪华团大红花青年志工研习培训计划收支表 

  RM  RM  

收入：     

报名费(RM50x17)               850.00  

      

支出:     

讲师津贴(RM150x9 人)         1,350.00    

茶点(RM3x15x6 天)            270.00    

自助餐(RM7x20 人)            140.00    

facebook 宣传广告            203.02    

             1,963.02  

截至 31/12/2011 活动不敷：           -1,1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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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6： 2011年《反公害-绿色青年动起来》培训营收支表 
   RM   RM  

收入：     

主办费：隆雪华青承担    1,200.00  

联办费：每单位 RM300(共 2单位 xRM500)*    1,000.00  

报名费(R32266-32274)      745.00  

赞助费*    1,000.00  

     3,945.00  

支出:     

主讲人津贴(8人 xRM200)  1,600.00    

住宿、场地与膳食+保险  4,280.00    

住宿、场地与膳食+保险(Balance)    170.00    

来回巴士    950.00    

白色圆领 T恤(50件 xRM6.80)    340.00    

t 恤印刷材料    117.00    

T 恤模板制作    150.00    

Facebook 宣传广告    100.00    

布条    115.20    

文具用品     25.00    

慰劳晚餐     75.00    

     7,922.20  

截至 31/12/2011：   -3,977.20 

      

*2011 已付联办费：雪隆广青(R32265)、隆雪河婆青(R32276）。 

未付单位：雪隆理华同学会(2012 年付 R32279)、隆雪会宁青、隆雪惠州青(2012 年付 R32281）、 

雪隆福青(2012 付 R32282)。 

*2011 已付赞助费：拿督刘景国 RM1000(R32275)。 

谢锦有 RM1000(2012年付 R32278,280)、陈友信 RM1000(2012年付 R32283)。 

隆雪华青承担 RM1,200.00-户口自动扣除。  

日期：26-27/11/2011 

地点：Dusun Eco resort,Bkt.Tinggi,Pahang. 

 
注 17： 2011年度千人义山行收支表 
     RM   RM   

收入 

 
    

 

联办团体费用      

  未付:士拉央第 23区居委会      600.00     

  联办团体:已付   14,400.00    14,400.00   

         

赞助费用      

  已收    44,100.00     

  未收:YB 李成金      500.00    44,100.00   

         

报名费      

  公众   16,240.00     

 
学校   56,630.00    72,870.00  注 A 

 

 
      

 

其它      

 
摆摊清洁费      250.00     

 
售卖纪念品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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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矿泉水       10.00     

 
售卖 T-恤      730.00     1,110.00   

 
       

  总收入：    132,480.00   

         

支出 

 
    

 

总务      

  录影 + 摄影      600.00     

  交警津贴      500.00     

  参赛者面包（3000XRM0.40）    1,200.00     2,300.00   

         

报名组      

  T 恤印制（6300 件 xRM7.90）   49,770.00     

  有领衣服（200件 xRM10.00) -     

  加印 T恤（120xRM19)    2,280.00     

 
邮寄海报予八大独中(RM5.75x8)       70.00     

 
号码带手腕贴纸（7000 张）      450.00     

 
号码带手腕贴纸（双面胶+劳资）      280.00    52,850.00   

         

竞赛组      

  红白带      119.00     

  螺丝 / 铁钉        7.40     

  木牌子       96.00     

  Rela 津贴      500.00       722.40   

         

布置组      

  音响 - 4 Unit Speaker    2,300.00     

  广东义山员工清洁费      100.00     2,400.00   

         

节目、仪式及纪念品      

  奖金    5,160.00     

  头等奖牌（24面 xRM12）      240.00     

  普通奖牌（136面 xRM6）      680.00     

  赞助人牌匾（2面 x RM25)       30.00     

  赞助人牌匾（65面 xRM10）      650.00     

  团康津贴      500.00     

  司仪津贴(2人 xRM200）      400.00     

  彩炮      131.80     

  纪念品（徽章）制作费      570.60     8,362.40   

         

宣传组      

  设计费用      800.00     

  2000张传单印刷      160.00     

  海报（150张 xRM1.20）      180.00     

  Printing       33.60     

  赞助商布条(2条 xRM38.40)       76.80     

  舞台布景+横幅      438.90     

  横幅 16"x4"（4张 xRM76.80）      307.20     

  气球拱门（Ballon Arch)     1,380.00     3,376.50   

         

交通及救护      

  循人中学学警及圣约翰津贴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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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人中学童军      250.00     

  圣约翰救伤车津贴      250.00     

  汽油津贴      500.00     

  罗里租借费用      500.00  2,000.00   

         

招待及茶点      

  贵宾和义工早餐      600.00     

  义工工作汇报会晚餐      240.00       840.00   

         

隆雪华堂秘书处      

  行政费    1,200.00     

  交通津贴（卢盈嫔的士费）      550.00     

  助理津贴（卢盈嫔）      500.00     

  邮寄费用        8.25     2,258.25   

         

学校回捐      

  吉隆坡尊孔独中    2,135.00     

  吉隆坡中华独中    3,830.00     

 吉隆坡循人中学（报名费自动扣除） -   

 吉隆坡坤成中学 4,335.00   

  巴生光华独中      765.00     

  巴生滨华中学      350.00     

  巴生中华独中      450.00     

  瓜雪依约华小      200.00     

  利丰港培华独中      215.00    19,270.00   

         

特刊      

  特刊编辑津贴（周小芳）    1,500.00     

  特刊推介礼封面、海报设计费      480.00     

 
会议聚餐费      193.05     2,173.05   

         

其他      

  慰劳宴 975.48     

 支票退回手续费（刘棊煜:MBB188802） 10.00   

  杂物 31.20     

  预支奖金余额 120.00  1,136.68   

         

  总支出:     90,699.28   

         

  收入:    132,480.00   

  支出:     97,809.28   

  盈余:    41,780.72  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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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账备注： 
A) 根据 2011年义山行报名人数资料，应收报名费是 RM 87,475.00, 2011 年义山行的财政报告

则是 RM72,870.00. 2011 年义山行的财政报告没有附上收取报名费明细表, 没法核实数目差

额原因。 

  
 

报名人数 

   

应收报名费 
 

  公开组（男） 362 

 

 x RM 20  = 

 

     7,240.00  
 

  公开组（女） 273 

 

 x RM 20  = 

 

     5,460.00  
 

  宿将（男） 57 

 

 x RM 20  = 

 

     1,140.00  
 

  宿将（女） 48 

 

 x RM 20  = 

 

       960.00  
 

  欢乐组 262 

 

x RM 15  = 

 

     3,930.00  
 

  学生（男） 2309 

 

x RM 15  = 

 

    34,635.00  
 

  学生（女） 2274 

 

x RM 15  = 

 

    34,110.00  
 

  

      
 

  

 

应收报名费 

 

义山行财政报告 

 

相差数额 
 

  公众    18,730.00  

 

  16,240.00  

 

     2,490.00  
 

  学校    68,745.00  
 

  56,630.00  
 

    12,115.00  
 

  共    87,475.00  

 

  72,870.00  

 

    14,605.00  
 

        

  隆雪华青实收报名费  义山行财政报告  相差数额  

 公众 17,415.00    16,240.00      1,175.00   

 学校 55,810.00    56,630.00       (820.00)  

 共 73,225.00    72,870.00        355.00   

        

        

B) 实际收取数目与义山行财政报告差额为 RM 1,105.00    

  

     
  

 
  义山行於 31/12/2010 累计款项， 共 67,809.73 

 
  

 
  义山行於 31/12/2011 累计款项， 共 110,695.45 

 
  

 
  

     
  

 
  

 

统计盈余 

 

42,885.72 

 
  

 
  

     
  

 
  2011年义山行财政报告 盈余 

 

- 41,780.72 

 
  

 
  

     
  

 
  

 

相差数额 

 

1,105.00 

 
  

 
               
 

注 18：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财务记录(2011) 
序 日期 支出 RM 收入 RM 余 RM b/f 

1 1/1/2011          13,126.79  

  收入：         

  日本基金会拨款      19,978.79      

  售卖《永远的希望之谷》DVD         343.50      

         20,322.29      

  开销：         

  2010年冬至活动       427.20        

  口述历史计划：         

  工读生及导师津贴(1)     5,735.09        

  工读生及导师津贴(2)     3,951.80        

  历史书籍编辑费     4,000.00        

  历史书籍助理编辑费     2,000.00        

  总余额：     16,114.09     20,322.29      4,208.20    

  31/12/2011          17,3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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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收入详情：(2011) 

No Name RM R/n remark1 remark2 

    
   

bank in date 

1 《永远的希望之谷》DVD 与 T 恤 343.50 25988 701666 11/03/2011 

3 日本基金会拨款(第 1次拨数) 3,951.84 25995 RTM Cr 14/03/2011 

2 日本基金会拨款(第 2次拨款) 16,026.95 25996 RTM Cr 12/05/2011 

  20,322.92    

 
注 19：本南中区儿童学前教育计划收支表(截至 31/12/2011) 

 

    RM RM 

1 收入：       

 

赞助费(2011)参阅附件         31,618.01  

 

        

2 开支:       

 

2011教师薪资       10,000.00    

 

(Liza Bong Ai Lee 负责)     

 

(2 名教师 1/11的培训薪资 500x2=1000)     

 

(2 名教师 2/11的培训薪资 500x2=1000)     

 

(2 名教师 3-6/11的培训薪资 500x2X4=4000)     

 

(2 名教师 9-12/11 的培训薪资 500x2X4=4000)     

 

2011教材费        2,500.00    

 

2011医药费          500.00    

 

2011邮费            5.67    

 

2011其他        1,000.00      14,005.67  

 

        

 

        

 

2012教师薪资(于 2011 年预付)      3,000.00    

 

(2 名教师 1-3/2012 的培训薪资 500x2X3=3000)     

 

教师培训 1000x2=2000        2,000.00    

 

2012教材费        5,000.00    

 

2012医药费          300.00    

 

2012交通津贴        2,000.00      12,300.00  

 

31/12/2011 余款：        5,312.34  

 

        

 
注：存额  

承 1/1/2011：     51,162.99  

加：本期余/亏      5,312.34  

截至 31/12/2011：    56,4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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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南中区儿童学前教育计划收支表(截至 31/12/2011) 

No Name RM R/N 

1 Lai Chew Peng            50.00  33133 

2 隆雪华堂妇女组           500.00  33134 

3 当今大马           575.00  33136 

4 BJ Goh           300.00  33137 

5 Lai Chew Peng            50.00  33138 

6 谢丹惠           500.00  32579 

7 拿督黄汉良         3,000.00  33139 

8 蔡庆文           500.00  33140 

9 潘庆松           500.00  33141 

10 黄先生         1,500.00  33142 

11 Lai Chew Peng            50.00  33143 

12 廖永利           500.00  33144 

13 陈友信         3,000.00  33145 

14 邱俊捷           303.01  33148 

15 Er Teck Hwa           500.00  33149 

16 无名氏            30.00  33150 

17 Toh Kin Woon         1,000.00  34751 

18 Lai Chew Peng            50.00  34752 

19 张杨         3,000.00  34753 

20 陈丽亭           500.00  34754 

21 一群彭亨子民           500.00  34755 

22 Ivan           150.00  34756 

23 胡晓萍            50.00  34757 

24 黄碗秋            50.00  34758 

25 张嘉欣            50.00  34759 

26 李国荣            50.00  34760 

27 戴筠筠            50.00  34761 

28 谭翠凤            30.00  34762 

29 陈丽心            20.00  34763 

30 Joyline chai            20.00  34764 

31 陈伟知            15.00  34765 

32 林耀葵            10.00  34766 

33 黄搃函             5.00  34767 

34 潘力克           500.00  34768 

35 刘宝尔           500.00  34769 

36 陈玉聪           500.00  34770 

37 Fun Point Studio         1,210.00  34771 

38 张民生           500.00  34773 

39 拿督刘景国         2,000.00  34774 

40 Wong Siew Yun         1,000.00  34775 

41 拿督刘景国         1,000.00  34776 

42 garden international         5,000.00  34777 

43 Sui Teck Kian & Family         1,000.00  34779 

44 Lim Chun Kiat           300.00  34772 

45 Chong Keng Woon           700.00  34780 

 
Total: 31,618.01 

 
    

注： Lim Chun Kit(R34772),收据写 RM500,实收 RM300(差额 RM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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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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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2012 年度团长 /理事选举细则  
 

1. 提名 

1.1 提名日期：2012 年 5月 25 日（星期五）起至 6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1时正为止 

1.2 提名地点：隆雪华青秘书处 

1.3 提名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时正至下午 5时正 

星期六——上午 9 时正至下午 1时正 

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1.4 提名资格：凡本团合格团员及团龄满一年之个人团员，都有资格提名或被提名。 

1.5 候选人、提名人及附议人必须都符合 1.4提名资格的规定，提名方有效。 

1.6 候选人必须同意被提名并签名证实。 

1.7 提名表格由提名人亲自或委托他人转交，并领取提名收据。不接受传真与电邮提名。 

1.8 每位提名人只能提名一位团长候选人。 

1.9 每位提名人只能提名不超过 10位团体理事候选人及 10位个人理事候选人。 

1.10表格如不够用，提名人可另行影印提名表格。 

1.11 选举委员会将根据提名表格呈上日期之先后，为候选人编号。 

 

2. 选票 

2.1 选举团长、团体理事及个人理事之选票将应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纸张印刷。 

2.2 选票印好及点算后，必须密封。隆雪华堂代表监督作业经过，监督人必须在密封的

信封上签名，并盖印。该信封必须到选举日当众开封，并点算票数，确保无误。 

 

3. 选举制度 

3.1 选举共分为三个阶段；依序是团长、理事及查账之选举。 

3.2 团长的选举程序： 

3.2.1团长候选人于投票前必须发表演说，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 

3.2.2团长候选人发表演说前，提议人或附议人（任何一人）得介绍候选人，时间

不得超过三分钟。 

3.2.3各候选人发表演说完毕，随即进行政见质询，时间由选举委员会设定，随后

即进行投票。 

3.2.4在现场投票后，马上开票及公布成绩。落选者可以现场再被提名竞选其他职

位。 

3.3 理事的选举程序： 

3.3.1 在选委会逐一简介各候选人，即进行投票。 

3.3.2在投票后，工作人员在幕后算票，并由大会选出的代表监督。根据大会投票

结果选出团体理事及个人理事各十名。选举成绩根据候选人编号先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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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中选者名单。 

3.4 团长选举之处理 

3.4.1若团长候选人只有一人，仍需以投票方式决定是否当选。投票结果若反对票

等同或多于赞成票，则视同落选。团员大会得以现场提名的方式重新选举

团长，落选者不得再被提名。 

3.5 理事选举之处理 

3.5.1若团体理事或个人理事之中选人数超出 10人，第 10位与第 11 位（或以上）

得票数相同时，得票数相同者将经由重新投票决定最后当选人。 

3.5.2 若团体理事及/或个人理事只有 10 人或各少过 10 人，亦需以投票方式决定

是否当选。其中投票结果中若有反对票等同或多于赞成票时，则视为落选，

团员大会得以现场提名的方式另选理事，直至额满为止。 

 

3.6 团长、团体理事及个人理事的选举，在发出及收回选票时，必须分别点算，收回的

票数必须等于或少于发出的票数，若收回的票数多于发出的票数，则选举无效，

必须重选。 

3.7 查账之选举，以举手方式表决，最高及次高票者当选为查账。 

3.8 当选团长者，不得竞选理事及查账之职位。当选理事者，不得竞选查账之职位。 

3.9 划票方式将由选举委员会于团员大会现场公布。 

 

4. 宣传 

4.1 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可在提名后进行竞选宣传，但不能在选举日当天于选举场所内分

派传单或进行拉票行动。 

 

5. 投诉 

5.1 投诉委员会之组成包括： 

（a）1位隆雪华堂或隆雪华青法律顾问； 

（b）1位隆雪华堂董事代表； 

（c）隆雪华青选举委员会主席。 

5.2 针对选举的一切如有投诉者，可在选举日期后两个星期内向投诉委员会作出书面投

诉。逾期提出的投诉将不受处理。 

5.3 只有合格团员才有权利投诉或申请复查选票。 

5.4 若无人投诉，选票将在选举后两星期销毁。若有人投诉，则待投诉处理后销毁选票。

在此期间，选票将寄放在隆雪华堂秘书处。所有选票销毁过程由选举委员会代表

见证下进行。 

 

6. 禁例：凡被开除或冻结团籍之个人或团体团员，将自动失去任何职位的竞选资格。 

 

7. 本细则如有未尽善之处，选举委员会有权随时增删之。 



 

- 96 - 

 

 

 

 

隆雪华青 

组织细则 

 
 

  



 

- 97 -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青年团组织细则 
 

1. 名称 

 

本团之全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简称“隆雪华青”。 

 

2. 会址 

 

设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简称“大会堂”）内或经大会堂董事会认可之其他地点。 

 

3. 目标及宗旨 

 

配合大会堂的宗旨活动，以达致下列目标及宗旨： 

（一）促进华团青年组织间的团结合作及各族青年的友爱互助； 

（二）锻练青年的体能，培养青年的德行； 

（三）培养青年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观念，及提高青年的政治意识； 

（四）维护及宣扬民主、人权。 

 

4. 团员 

 

4.1 资格：本团员由团体及个人组成。 

4.1.1 团体团员： 

（一） 凡大会堂会员或其属下青年团，可申请成为本团团体团员； 

（二） 团体团员应派壹名代表参加，惟该代表须为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马来西亚华

裔公民。任何代表之委任及更换，皆须以书面通知本团理事会。 

（三） 任何团体代表被更换后，原代表所任常务理事职位将自动取消，并由理事会委任或选

出适当人选取代之。 

（四） 凡团体团员在大会堂的会籍被冻结、保留及终止时，其在本团的团籍将自动冻结、保

留及终止。 

 

4.1.2 个人团员： 

凡赞同本团目标与宗旨，并愿意遵守本团组织细则之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马

来西亚华裔公民皆可申请成为个人团员。 

 

4.2 入团手续： 

（一） 申请人须填妥入团表格，其中申请成为个人团员者，必须由本团一名合格团员提议，

一名附议后提交本团秘书处； 

（二） 任何入团申请，须经由本团理事会审查通过後，提呈大会堂批准。理事会有权接受或

保留或拒绝任何申请者，而无须说明任何理由。申请人经大会堂董事会批准及缴清活

动基金后，方可成为本团团员。 

（三） 申请者在提呈申请入团表格后的九十天内，将获通知申请结果，被保留或被拒绝之申

请者，必要时可向大会堂董事会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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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权利： 

（一） 享受本团所举办的一切活动； 

（二） 於本团团员常年大会或团员特别大会时享有被选权、选举权、发言权及表决权。 

（三） 凡经大会堂董事会批准之个人团员，自批准之日起其团龄未满一年者，于本团团员常

年大会或团员特别大会时不得享有被选权、选举权及表决权，惟可被理事会委任为理

事。 

 

4.4 义务： 

（一） 遵守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章程； 

（二） 遵守本团细则； 

（三） 服从本团所有的会议议决案； 

（四） 团员须于团员大会举行前 30天，缴清至上一年度的活动基金，否则将丧失该年常年大

会之团员权利，连续未缴清活动基金达三年者，将丧失团员资格。若欲成为团员，必

须重新申请，依本团组织细则第 4.2条处理。 

 

4.5 凡在言论上或行动上违反大会堂章程、本团组织细则或破坏本团声誉的团体团员及其代表或个

人团员，理事会有权： 

（一） 取消其代表权，并促相关之团体团员另派代表；或 

（二） 冻结其团员籍；或 

（三） 向大会堂董事会建议采取进一步纪律行动。 

 

惟在理事会或大会堂董事会通过采取进一步纪律行动之前，必须给予该团员申辩的机会。在理

事会或大会堂董事会未完成仲裁前，团员不能诉诸诉讼。 

 

5. 理事会 

 

5.1 组织 

本团理事会由不超过 25名理事组成，包括由团员常年大会选出之一名团长及廿名理事，以及由

团长推荐，理事会通过委任不超过四名理事。其职位如下： 

团长 ：一名 

署理团长 ：一名 

副团长 ：二名 

秘书 ：一名 

副秘书 ：二名 

财政 ：一名 

副财政 ：一名 

理事 ：不超过十六名 

 

5.2 选举 

（一） 本团理事会每三年改选一次，在团员大会同日举行，惟理事会之成立必须于大会堂董

事改选前举行； 

（二） 由团员常年大会选出团长一名，团体理事十名及个人理事十名，提呈予大会堂董事会。

理事会任期与大会堂董事会相同。大会另选出两名查账。 

（三） 除团长外，其他职位由理事会复选，连选能连任，但团长、署理团长、秘书及财政同

一职位不能连任超过两届； 

（四） 本团团长将自动成为大会堂董事会董事； 

（五） 在改选前，本团理事会将设立一个五人选举委员会，以筹备及主持改选工作； 

（六） 所有选举提名必须于团员大会前一星期截止，提名期限不得少过一星期； 

（七） 提名竞选团长而落选者，可以现场再被提名竞选其他职位； 

（八） 被提名者必须填妥提名表格； 

（九） 被提名者必须由一名团员提议及一名团员附议，经被提名者接受后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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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职务与职权 

5.3.1 理事会各委员之职务及职规如下： 

（一） 团长：在大会堂会长及义务秘书授权下，对外代表本团；对内督促一切团务进行。出

席大会堂董事会议，向大会堂董事会议提出工作计划及成果之报告，主持理事会议及

常务理事会议。 

如团长因故卸职，若卸职时任期未满 18 个月，必须召开团员特别大会重选团长一职，

若任期逾 18 个月则由理事会推选一名票选理事担任团长至任期届满为止。 

（二） 署理团长及副团长，除协助团长处理上述工作外，团长缺席时，得由署理团长代理其

职务；当团长及署理团长缺席时，得由两名副团长中选出一名代理团长职务。 

（三） 秘书：负责处理日常一切事务，并执行会议议案。副秘书除协助秘书处理上述工作外，

秘书缺席时，得由两名副秘书中选出一名代理秘书职务。 

（四） 财政：管理本团的一切款项，并负责每月收支账目，向大会堂董事会提呈常年预算案，

于理事会议时提出报告，并将之归纳入大会堂之账目内。财政处存款超过二百元时，

应存入大会堂银行户口，支款手续，须有团长、秘书及财政三人中之二人，联合签署

支银单，并由团长，财政及大会堂财政共同签署支票。 

 

5.3.2 工作小组：理事会在必要时有权成立工作小组，处理特别事务。 

 

5.3.3  临时委员会： 如有一半或以上的理事辞职，理事会就得解散，并由大会堂董事会成立临时委员

会，选出主席及委员，再召开团员特别大会重选理事。 

 

5.3.4 理事辞职：  

（一） 任何理事如连续三次无故缺席理事会议，而没呈函请假者，当自动辞职论。 

（二） 任何理事辞职后，本团理事会有权推举及委任其他团员递补之而由大会堂董事会批准。 

 

5.3.5 委任理事： 理事会可在团长推荐下，委任不超过四名理事。受委之理事必须是本团合格团员。 

 

6. 会议程序 

 

6.1 大会堂董事会的权利 

（一） 本团举行理事会或团员大会，必须事先将会议通知书副本呈交给大会堂董事会会长及

总秘书； 

（二） 青年团乃属于大会堂内部的一个工作委员会，任何会议决定有关对外事件须呈交大会

堂董事会，十四天内如没有异议，方可付诸实行。 

 

 

6.2 团员常年大会 

（一） 团员常年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订于大会堂常年大会之前召开； 

（二） 团员常年大会之任务为报告及检讨团务，通过上年度全年财政账目，选举理事及讨论

本团活动方针； 

（三） 团员常年大会之通知书，包括团务报告，须于大会前二星期由秘书寄发予团员。 

（四） 团员常年大会将决定本团活动基金之数额； 

（五） 团员常年大会须选出一名大会主席； 

（六） 所有修改细则及任何提案，必须于团员常年大会之前三星期提交秘书处。 

 

6.3 团员特别大会 

（一） 理事会可视情况需要召开团员特别大会；或在不少过卅名团员之联署并具备议案之下，

可要求召开团员特别大会。 

（二） 秘书在收到正式要求后，必须于一星期内发函召开团员特别大会，大会必须在发函的

三星期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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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员特别大会因人数不足而取消，则不得在六个月内以同样理由要求召开会议。 

（四） 团员特别大会所讨论之事项，必须列入议程，会议时只准讨论议程所列之事项； 

（五） 团员特别大会须选出一名大会主席。 

 

6.4 理事会议 

（一） 会议至少两个月举行一次，由秘书于开会之一星期前发出开会通知书； 

（二） 理事会议除执行大会议案之外，并处理入团申请手续与其他有关团务之一切事宜； 

（三） 团长或秘书认为有需要时，得随时召开会议，以处理有关事宜； 

（四） 本团团员如要列席理事会议，必须于开会前通知会议主席，并得到理事会的同意后，

方能出席会议。 

 

6.5 常务会议 

（一） 常务理事包括团长、署理团长、副团长、正副秘书及正副财政； 

（二） 团长或秘书认为有需要时，得随时召开常务会议，以处理有关事宜； 

（三） 会议通知书由秘书于开会之一星期前发出； 

（四） 本团团员如要列席常务会议，必须于开会前通知会议主席，并得到常务理事会的同意

后，方能出席会议。 

 

6.6 各会议之法定人数 

（一） 团员常年大会或特别大会，必须有卅人出席方为合法； 

（二） 理事会议必须有一半以上理事出席方为合法； 

（三） 常务会议必须有一半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为合法； 

（四） 团员常年大会，倘逾开大会时间一小时后，出席人数不符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必须宣

布大会流产，而另订日期召开；因流产而重新召开之会议，无论出席人数多寡，得依

议程所列之事项进行会议，唯不足法定人数之会议，无权修改细则； 

 

6.7 修改细则 

（一） 唯有团员常年大会或特别大会有权修改细则，所有细则的修改必须先获得大会出席之

三分之二的同意，并获得大会堂董事会的批准方能生效；  

（二） 大会堂董事会于必要时间指示青年团修改本团细则。 

6.8 解散 

只有大会堂董事会有权解散本团。 

 

本组织细则 第一次修定：1987年 

  第二次修定：1990年 

  第三次修定：1992年 

  第四次修定：1995年 

  第五次修定：1997年 

  第六次修改：2001年 

  第七次修改：2006年 

 

* 需经董事会相关章程修定后才告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