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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2013 年度会务报告 

（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董事会 

（A）第 35届董事会名表（2012～2015） 

陈友信 ：雪兰莪厦门公会 

翁清玉 ：雪隆兴安会馆 

包久星 ：梳邦福州十邑会馆 

刘景国 ：中马钟灵校友会 

陈康益 ：雪隆安溪会馆 

郑金德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郑淑娟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谢春荣 ：吉隆坡谢氏联宗会 

杨有为 ：雪隆惠州会馆 

戴炳煌 ：雪隆福建会馆 

颜登逸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黎德坤 ：雪隆广东会馆 

李英维 ：万挠广东会馆 

李书祯 ：坤成校友会 

朱绍瑛 ：雪隆番禺会馆 

李福旺 ：雪隆广西会馆 

廖国华 ：雪隆理华同学会 

黄玉珠 ：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席，当然董事 

赖康辉 ：隆雪华堂青年团团长，当然董事 

叶 啸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于 8/1/2014 更换代表为周若鹏） 

刘志强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伍松发 ：雪隆广肇会馆 

纪祥国 ：雪州大港华商俱乐部 

陈开蓉 ：马来西亚水墨画协会 

陈正锦 ：乌雪区安溪会馆 

陈玉聪 ：隆雪陈氏书院宗亲会（于 4/7/2013 更换代表为陈玡求） 

陈松林 ：马来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 

吴世才 ：雪隆海南会馆（于 10/2/2014 更换代表为符翔栋） 

杜代庆 ：雪隆福州会馆 

张吉平 ：隆雪河婆同乡会 

罗才生 ：雪森彭隆吡叻育才校友会 

劳瑞友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周景光 ：雪隆潮州会馆 

杨柏志 ：雪隆精武体育会 

莫泽林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黄位寅 ：吉隆坡中马洋货布匹服装出入口商公会 

黄创成 ：雪隆茶阳（大埔）会馆 

黎志平 ：雪隆会宁公会 

缪进新 ：吉隆坡暨雪兰莪三江公会 

潘力克 ：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中区支会） 

颜进明 ：雪兰莪万津中华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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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庆合 ：委任董事（于 4/7/2012，第 1次董事会议受委） 

饶兆颖 ：委任董事（于 4/7/2012，第 1次董事会议受委） 

黄振兴 ：委任董事，马来西亚黄氏登进家族会（于 4/7/2012，第 1次董事会议受委） 

谢锦有 ：委任董事（于 4/7/2012，第 1次董事会议受委） 

戴炳基 ：委任董事（于 8/5/2013，第 6次董事会议受委） 

苏詠雄 ：委任董事（于 8/5/2013，第 6次董事会议受委） 

 

（B）第 35届常务董事会名表（2012～2015） 

会长 ：陈友信 

署理会长 ：翁清玉 

副会长 ：包久星、刘景国、陈康益、郑金德、郑淑娟、谢春荣 

总秘书 ：杨有为 

副总秘书 ：戴炳煌 

财政 ：颜登逸 

副财政 ：黎德坤 

社经委员会主席 ：李英维 

文教委员会主席 ：李书祯 

福利委员会主席 ：朱绍瑛 

联络委员会主席 ：李福旺 

民权委员会主席 ：廖国华 

妇女组主席 ：黄玉珠 

青年团团长 ：赖康辉 

 

（C）第 35届各董事出席会议次数 
（2013 年总共召开 6次董事会议， 

日期分别为 3/1/13、6/3/13、8/5/13、4/7/13、4/9/13、6/11/13） 

* 前为本身出席率，后为代表出席率。 

陈友信 (6，0/6) 翁清玉 (4，0/6) 包久星 (3，0/6) 刘景国 (4，0/6) 

陈康益 (5，0/6) 郑金德 (5，0/6) 郑淑娟 (5，0/6) 谢春荣 (6，0/6) 

杨有为 (5，0/6) 戴炳煌 (4，0/6) 颜登逸 (4，0/6) 黎德坤 (3，0/6) 

李英维 (6，0/6) 李书祯 (6，0/6) 朱绍瑛 (6，0/6) 李福旺 (5，0/6) 

廖国华 (6，0/6) 黄玉珠 (5，0/6) 赖康辉 (4，2/6) 叶 啸 (2，0/6) 

刘志强 (5，0/6) 伍松发 (3，0/6) 纪祥国 (3，0/6) 陈开蓉 (4，0/6) 

陈正锦 (3，0/6) 陈玉聪 (1，0/3) 陈玡求 (2，0/3) 陈松林 (3，0/6) 

吴世才 (4，0/6) 杜代庆 (4，0/6) 张吉平 (5，1/6) 罗才生 (5，0/6) 

劳瑞友 (6，0/6) 周景光 (5，1/6)   杨柏志 (4，0/6) 莫泽林 (3，0/6) 

黄位寅 (5，0/6) 黄创成 (3，0/6) 黎志平 (4，1/6) 缪进新 (4，0/6) 

潘力克 (5，0/6) 颜进明 (3，1/6) 郑庆合 (1，0/6) 饶兆颖 (1，0/6) 

黄振兴 (3，0/6) 谢锦有 (2，0/6) 戴炳基 (3，0/3) 苏詠雄 (2，0/3) 

 

（D）第 35届各常务董事出席会议次数 
（2013 年总共召开 6次常务董事会议， 

日期分别为 5/2/13、3/4/13、12/6/13、7/8/13、2/10/13、4/12/13） 

陈友信 (6/6) 翁清玉 (5/6) 包久星 (5/6) 刘景国 (3/6) 陈康益 (6/6) 

郑金德 (5/6) 郑淑娟 (6/6) 谢春荣 (6/6) 杨有为 (5/6) 戴炳煌 (3/6) 

颜登逸 (2/6) 黎德坤 (5/6) 李英维 (6/6) 李书祯 (6/6) 朱绍瑛 (6/6) 

李福旺 (6/6) 廖国华 (6/6) 黄玉珠 (6/6) 赖康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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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委任职 

 第 35届董事会（2012-2015） 

会务顾问 丹斯里拿督吴德芳、陈志成先生、拿督黄汉良 

法律顾问 杨映波律师、温济琼律师、李克旋律师、蔡庆文律师 

查账 潘庆松先生（于 16/4/2014 逝世） 

 
（2）会员 

（A）总数：399 个（截至 2013 年 12 月） 

P ：永久会员 （21 个） PP ：终身会员 （11 个） 

C ：慈善团体会员 （19 个） D  ：地缘性团体会员 （63 个） 

L ：联谊性团体会员 （29 个） T  ：体育团体会员 （19 个） 

W ：文教青年团体会员 （16 个） X  ：学缘性团体会员 （72 个） 

XC：血缘性团体会员 （56 个） Y  ：业缘性团体会员 （82 个） 

Z ：宗教性团体会员 （11 个）   

 

（B）入会申请 

日期 团体名称 批准 

3/1/2013 马来西亚飞禽、观赏鱼和宠物商总会 第 4 次董事会议批准 

3/1/2013 吉隆坡冼都新镇居民福利会 无法提供完整资料，退回申请 

4/7/2013 梳邦工商联谊会 第 7 次董事会议批准 

4/9/2013 雪兰莪浮罗吉胆汾阳公会 第 8 次董事会议批准 

4/9/2013 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 第 8 次董事会议批准 

 

（3）会务简报——活动、论坛与交流 

3.1 隆雪华堂新春团拜 

日期 2013 年 2月 10 日（星期六） 

时间 中午 12时 

地点 隆雪华堂光前堂 

出席贵宾 雪州州务大臣丹斯里卡立、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

凯希、中国驻马大使拿督柴玺夫妇、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廖中莱夫妇、 财政

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民政党主席兼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妇女家

庭及社会发展部顾问副部长王赛芝、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副主席

蔡锐明、中委拿汀巴杜卡陈仪乔、行动党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武吉免登

区国会议员方贵伦、雪兰莪州行政议员刘天球、驻我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代表罗由中、董总主席叶新田、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席

陈达真、本堂顾问丹斯里拿督吴德芳及拿督黄汉良等。 

报告 1. 本堂新春团拜顺利举行，当日有来自大使馆、华团、政党、工商、文教

、会员、各委员会委员与友族友好约千人出席。 

2. 节目：雪隆联胜国术团呈献舞狮迎宾、艺展华乐演艺呈献古筝及古笛表

演。食物：自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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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 隆雪华堂 2013 年会员大会 

日期 2013 年 6月 30 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 9时 30分报到，10 时 30 分开会 

地点 隆雪华堂光前堂 

报告 1. 现场出席的合格会员为 99 人，符合章程法定人数（90人）。 

2. 会长兼大会主席陈友信先生致词时指出，隆雪华堂关心华教课题，尤其

是关丹中学的批文和统考问题，为此还召开代表性华团的内部交流会。

交流会总结是“搁置争议，寻求共识；步伐一致，共赴时艰”，即呼吁

争议的各方暂停隔空喊话，并直接沟通和交流，更应集中精力和资源于

因应《教育大蓝图》对华教的深远影响。 

3. 陈会长认为，第 13 届全国大选让两线制成型，朝野双方有得有失。大多

数选民的意愿是要埋葬种族政治，要国家政策更加透明化、合理化；要

选委会更加独立、选举机制更加公平。华人社会必须要掌握改变契机，

埋葬种族政治，告别单元思维，国家的前路才会更加宽广。 

4. 今年是隆雪华堂创立 90 周年的日子，堂庆主题是“扎根华社，迈向多元

”，除了举办系列活动，也拟定装修会所、设立文物展示中心、硬体和

软体的现代化等。陈会长呼吁全体会员在经费方面提供鼎立协助，慷慨

解囊；他也感谢巴生县区工委会协助本堂筹到 20 万令吉。 

5. 陈会长表示，对于马六甲鸡场街解除封街的决定，州政府没有公共咨询

的决策，充满暴露权力的傲慢；本堂将全力支持马六甲中华大会堂维护

鸡场街的举动和立场。另外，陈会长认同维护精武体育会及精武小学的

土地完整性，决不能为了发展铲除掉历史遗产。隆雪华堂将继续捍卫独

立公园、独立精神，华社也应该积极关注。 

6. 大会除了讨论及接纳 2012 年度会务与财政报告之外，亦讨论及通过了十

项提案。 

检讨 关于会员大会，本堂出席率才 99 位，刚好达标，应该多多改进。董事们必须

积极出席，才能带动会员团体的参与。下一届的会员大会，建议在会长致词

后安排一个交流环节，类似青年团以前做过的团长致词辩论，以收集会员的

看法。另外，从 2014 年开始，大会文件必须列出提案的执行方法。 

 

3.3 华团华教课题交流会 

日期 2013 年 6月 19 日（星期三） 

时间 晚上 7时 30分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会议室 2 

出席者 隆雪华堂：陈友信、刘景国、郑淑娟、谢春荣、杨有为、李书祯、陈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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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总：陈鹏仕、赵聚龙 

林连玉基金：刘锡通、吴建成、李亚遨、莫泰熙、姚丽芳 

华研：詹缘端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缪进新、劳瑞友、孙勇南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潘永强、蔡青翰 

马来西亚留台联总：李子松、黄润光、余安 

马中友好协会：陈凯希 

马中经贸：颜登逸、谢中正 

森华堂：刘志文、巫润平、赖善习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吕兴、蔡庆文、李清福 

请假者 柔华总：拿督林家全 

槟华堂：准拿督郑荣兴 

报告 1. 交流会由隆雪华堂召集，受邀团体包括上述出席与请假者，共有 32 位领

导出席。 

2. 华教课题近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所涉及的议题、切入的角度、所

持的立场等，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当的分歧。与会代表有基本的共识，

即关丹中学的批文内容不够明确。与会者也认为关丹中学的争议若没有

适当的沟通、协调，任其持续争议，恐怕会造成不必要的内耗，进一步

分裂华教队伍，同时模糊焦点，忽略了《教育大蓝图》对华教的挑战和

危机。 

3.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广泛交流和磋商，交流会的总结是“搁置争议，寻求

共识；步伐一致，共赴时艰”。与会者认为争议的三方，即董总、教总

及关丹中学董事会，站在维护华教的大前提下，应该避免隔空喊话，相

互抨击；相反的，应该搁置争议，进行直接的对话，分清矛盾的主次，

以便寻求共识，步伐一致地共赴时艰。 

4. 交流会上成立了小组，准备协助推动董总、教总和关丹中学董事会三造

举行圆桌会议，沟通协商。小组以隆雪华堂作为召集人，成员包括森华

堂、林连玉基金、校友联总、南大校友会、留台联总以及留华同学会的

代表。 

 

3.4 《改革国民教育》推介礼 

日期 2013 年 7月 5日（星期五） 

时间 上午 11时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合出版 林连玉基金、华社研究中心、隆雪华堂、槟华堂、甲华堂、森华堂、柔华总

、校友联总、独大有限公司、留日同学会、留台联总、留华同学会、马来西

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委会、全国老友

联谊会联委会、马来西亚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 

出席者 林连玉基金署理主席刘锡通、副主席吴建成、义务秘书李亚遨、常董姚丽芳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文教委员会主席李书祯、执行长陈亚才、华研董事

主席周素英、董事吴彦华、副主任詹缘端、研究员黄集初和森华堂代表苏祖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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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1. 教育部在 2012 年公布《2013-2025 教育发展大蓝图（初版）》，提出我

国当前的教育概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由 16 个华团组成的专案研究小

组，马上研读《教育大蓝图》并分组分析，针对大蓝图的内容提出评估

、分析及提出建议。 

2. 专案小组动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多次的会议，反复斟酌，研究报告

正式定稿，定名为《改革国民教育：2013-2025 年教育大蓝图（初版）

的评析与建议》。为了广泛流传，方便交流，于是将研究报告出版成册

，分中文版和英文版。 

3. 召集人陈友信于推介礼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我国“教育政治化”的现象

相当严重，教育制度的订定、教育内容的设定、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同

源流学校的差别待遇、教育部门官员的种族比率等，充满浓厚的政治考

量和单元思维。他认为，华教运动应该兼顾救亡及发展提升，华教团体

在处理、看待教育部的《教育大蓝图》，也要有整体的视野，不要以偏

概全。 

照片 

           
 

3.5 华教与华团交流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21/7/13（日） 十三代表性华团会议，重申 19/6/2013 的共识和立场，并强烈建议“

728 华团大会”由董总和教总联合举办。 

23/7/13（二） 董总召集代表性华团，就“联办 728 华团大会”议题进行交流。董总在

会上说明董总和教总无法联办大会的因由。至于各华团是否参与 728 华

团大会，由与会的各华团自行决定。 

28/7/13（日） 董总在吉隆坡陆佑路中国小学嘉应礼堂举办华团大会，汇报对《教育大

蓝图》的评估，提出《大会宣言》。出席者包括全国约 1100 个文教团

体和政党的约 2000 名代表。大会通过三项提案，坚决反对政府的《

2013-2025 年教育大蓝图》实施不利母语教育和破坏国民团结的单元主

义教育政策。 

在华教的课题上，本堂全力支持董教总的领导，并派出代表署理会长拿

督翁清玉、副会长包久星、文教委员会主席李书祯、联络委员会主席李

福旺参与。 

7/8/13（三） 隆雪华堂召集代表性华团代表举行教育交流会，程序包括召集人陈友信

发言、分享（一）：“宏观角度看《教育大蓝图》/詹缘端”、分享（

二）：“语文教学的课时安排”/黄集初、交流。 

 

3.6 16 华团会见首相署部长丹斯里佐瑟古律 

日期 2013 年 8月 15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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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下午 2时 30分 

地点 布特拉再也首相署部长办公室 

出席者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总秘书杨有为、执行长陈亚才、林连玉基金董事林顺

康、高级执行员江伟俊、华研副主任詹缘端、森华堂会长刘志文、署理会长

陈永明、校友联总会长陈鹏仕、留台联总署理会长陈治光、教育学术主任余

安、马中友好协会副秘书陈颂、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总务劳瑞友、马来西

亚留华同学会理事蔡青翰等。 

报告 1. 16 华团代表与首相署部长丹斯里佐瑟古禄会面，向部长表达《2013 年至

2025 年教育大蓝图初版》的看法，国民团结及融合局总监拿督阿兹曼也

参与了会谈过程。 

2. 16 华团提呈以“发展母语教育，提升国民教育”为主题的联合声明，共

提出以下 8个事项： 

一、 多源流教育合情合理，并非族群团结的障碍。 

二、 教育资源分配应公平公正。 

三、 国文科每周 210 分钟合理，提升语文水平教学法乃关键。 

四、 肯定预备班存在的意义，并加以强化。 

五、 正视与检讨校本评估（PBS）所出现的各种弊端。 

六、 公布小学第二阶段历史科课程纲要，还原我国历史原貌。 

七、 保障多源流学前教育体制，母语应是主要教学媒介语。 

八、 成立“教育监察委员会”（Education Ombudsman），以监督与确

保教育部的效率与公正性。 

3. 双方一致认同，多源流教育不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多源流学校必须获

得公平对待。佐瑟古禄了解到母语教育、华小和泰米尔小学是受联邦宪

法保护的，要是教育大蓝图的执行产生问题，将有碍国民团结。他允诺

会通过其管道，向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传达华团的要求。 

照片 

    
16 华团 隆雪华堂、林连玉基金、华研、教总、槟华堂、森华堂、柔华总、甲华堂、

独大有限公司、全国老友联谊会联委会、校友联总、留台联总、马来亚南洋

大学校友会、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友好协会。 

 

3.7 16 华团会见教育部总监 

日期 2013 年 9月 3日（星期二） 

时间 上午 11时 

地点 布特拉再也教育部 

报告 1. 十六华团代表与教育部总监 Tan Sri Abd Ghabar Bin Mahmud会面，商讨华团

对《教育大蓝图》的评估与建议。出席者尚包括教育部长机要秘书 Datuk 

Dr. Marzuki Bin Mohamad、教育各单位的官员。华团代表团成员包括陈友信

、刘志文、周素英、余安、陈清顺、李亚遨、陈亚才、江伟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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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6 华团提呈以“发展母语教育，提升国民教育”为主题的联合声明，共

提出 8个事项。（参阅 16 华团会见首相署部长之报告） 

3. 教育总监和各官员针对上述评估和建议作出回应和解释。教育总监在回

应华团的八点主张或解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育政策的规定是“背后

看不见的手”。这里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 在谈到第二项“教育资源分配应公平公正”时，16 华团提出政府

应该制度化兴建华小。总监的答复是兴建华小不在《教育大蓝图》

范围，是属于政策问题，《教育法令》规定不能兴建新的华小、独

中和国民型中学，在教育总监这个职位无能为力。 

二、 针对国文科每周科时，十六华团提出 210 分钟的建议。这项建议是

基于各种考量所订定的，包括听取学校校长和老师教学状况的回馈

。而教育总监则提出教育部的主张，即国民型学校的国文科每周

270 分钟，其理由是要整体提高华小的国文水平。在国民型小学国

文科时这部分，双方无法达致共识。 

三、 在谈到“公布小学第二阶段历史科课程纲要，还原我国历史原貌”

，总见回应说一切准备工作都在进行中，包括聘请专家顾问团、培

训历史老师等。但是，具体的历史课程内容，但目前为止，还是不

得而知。 

四、 谈到成立“教育监察委员会”（Education Ombudsman）时，教育总

监的答复是政府现有的制度已经具备监察教育运作的机制。因此，

总监对华团提出“教育监察委员会”表示欢迎，至于采纳与否，没

有具体的承诺。教育部长机要秘书马祖基询问国外是否有相关例子

。实际上是有的，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等国家就有教育监察委

员会的设置。 

五、 总监表示有收到超过 200 份来自各个团体的《教育大蓝图》备忘录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教育部的定稿。因此，我们认为

，9 月 6 日教育部长将宣布的《教育大蓝图》修订版，应当当作“

修订稿”，而不是“定稿”。 

 

3.8 出席董总“反对教育大蓝图签名运动交流会” 

日期 2013 年 9月 1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 2时 

地点 董总加影办事处会议室 

主办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代表出席 杨有为（隆雪华堂总秘书） 

报告 1. 共有 77 名来自各地的华团代表出席交流会，其中包括各州董联会、校友

联总、留台联总、教总、隆雪华堂、林连玉基金、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21 世纪联谊会、雪隆老友联谊会、各区华小发展工委会等。 

2. 出席交流会的代表提出了两项可在大蓝图定稿公布后所采取的行动，其

一是法律诉讼；其二是“更高形式”的抗议活动如召集和平大集会及拉

横幅抗议等。 

3. 由董总发起的“反对 2013 年至 2025 年《教育发展大蓝图》签名运动”

，目前已收集到 10 万个签名。叶新田指出，签名是民间团体对大蓝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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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反对的方式，董总目前得到绿色盛会及一些政党支持。董总也考虑将

此签名扩展到国内其他 60 所独中进行，甚至寻求道教总会的协助，在各

地区举办的盂兰胜会上呼吁出席民众签名。 

4. 董总吁请华社，尤其是华小三机构即董事会、校友会和家教协会，坚守

华小 180 分钟国语课时间增加的底线，以及必须坚决反对把华小国语的

正课教学时间增加到 210 分钟及 300 分钟辅导班的建议，以捍卫华小本

质。任何的妥协或退让，将导致华校权益遭到侵蚀，面对变质及消亡的

危机。 

 

3.9 吉隆坡半山芭精武华校校地争议事件 

事件缘由事件缘由事件缘由事件缘由    1. 2012 年旅游及文化部宣布将于精武华小毗连的 Lot 1162 地段，兴建多

元文化遗产城，包括设立特色马来餐馆等。同时，吉隆坡市政局也即将

在学校和文化局地段之间的 Lot 20002 上，兴建一条道路。由于 Lot 

1162 和 Lot 20009 的一部分土地处于精武华小校内，政府要求精武华小

交回两段有关土地。 

2. 精武华小（Lot 524, 面积约 2.062 英亩，即 89,800 方尺）建于 1938

年，至今已 84 年，而学校使用上述有关地段建设原有的设施也已达 50

年之久。精武董事会过去十多年来，曾向市政局申报学校扩大校舍建设

图，包括在上述政府地段上的建设，不曾接获反对信件。 

3. 学校新建的有盖蓝球场、观众席、旧的篮球场、食堂、文化花园、停车

场、进出口、围墙等 15 项硬体建设，占用了 Lot 1162 地段的 7,400 方

尺，同时占用 Lot 20002 的一段约 10,890 方尺。而吉隆坡土地局刚在

2012 年尾，把 Lot 20002 地段从建路保留地改为建筑用地，证明目前已

没必要保留早前规划的道路用地。 

4. 吉隆坡市政局过去曾数次修改发展大蓝图，更新地段布局，但没有考虑

学校需求。实际上，联邦政府是于 2007 年才接管当时新编的 Lot 1162

地段。政府过去曾委任私营化公司发展 Lot 1162 地段，但没落实。基于

文化部尚未决定其多元文化遗产城的建设计划，精武董事会认为，政府

理应优先保持学校完整性。 

5. 直辖区土地局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发出通令，勒令精武华小于 9月 23 日

前，拆除 15 项设施，撤出并归还有关地段给直辖区政府，否则，有关单

位将于 9 月 24 日前往执行拆迁，届时精武华小董事会将面对不超过 10

万令吉的罚款。 

6. 由于事件危急，精武董事会和家教协会主席于 9 月 14 日约见本堂代表商

讨对策，同时邀请其他华团协助，解决有关争议。校方于 9 月 17 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本堂总秘书、社经委员会主席、妇女组主席和执行长一同

出席，并呼吁教育部和旅游部共同协商，保留校园现状。 

隆雪华堂受邀参与事项隆雪华堂受邀参与事项隆雪华堂受邀参与事项隆雪华堂受邀参与事项 

14/9/13 

（六） 

隆雪华堂受邀请与精武华小董事会交流。出席交流会的本堂代表是总秘书杨

有为、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李英维。 

17/9/13 

（二） 

精武华小新闻发布会，公布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土地局来函指示精武华小必须

在 23/9/2013 之前将 Lot 1162 的地段腾空，土地局将在 24/9/2013，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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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am 9:30am 进入有关地段进行清理工作。精武董事部针对这种强行拆迁的做法表

示严重的抗议。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隆雪华堂代表有总秘书杨有为、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李英

维以及执行长陈亚才。 

24/9/13 

（二） 

9:30am 

精武华小静坐运动，要求完整保留精武校地。出席者大约有 300 人，包括学

校董事会、家教协会、董总、隆雪华堂、雪隆董联会、森州董联会、林连玉

基金等团体。 

本堂总秘书杨有为受邀在会上发言，表达反对文化部在校园动工的做法。 

25/9/13 

（三） 

10:00am 

在隆雪华堂秘书处会议室与文化部官员交流。 

在 YB 郭素沁的安排下，旅游及文化部长的联络与多媒体官员戴子豪先生到本

堂秘书处进行交流，说明精武校地争议的来龙去脉，并表明文化部针对此争

议的立场，即： 

（a）文化取回 Lot 1162 的地段（即目前精武校园的一部分），然后在精武

后方设立新的篮球场，作为替代用途。 

（b）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26/9/13 

（四） 

9:00am 

政府首要秘书、旅游部部长代表和吉隆坡市政局召见精武华小董事会。会上

官方表明政府必定取回 Lot 1162 和 Lot 20002 地段, 而学校受影响的设施被

拆除后，政府建议在学校旁的 Lot 529 地段，重新建运动设施，包括一个篮

球场，惟新建设施不是只供精武华小使用，而是与公民学校、吉隆坡市政局

共用。精武华小和公民学校只有使用权，不具备土地拥有权。 

董事部代表认为这种方案对精武不利，没有保障，随即表明要求维持现状，

不要动用精武校地，而要求文化部调整其文化遗产中心的计划。双方对解决

方案无法达致共识，政府首席秘书宣布两周后再会面商讨。 

30/9/13 

（一） 

精武华小董事长、精武华小家教协会会长、雪隆精武体育会董事会秘书长、

YB 方贵伦以及本堂总秘书，正式拜会我国旅游部长纳兹里，并传达校方和华

社要求。 

12/10/13 

（五） 

2:30pm 

精武董事会在该校召开保校工委会会议。董事长胡敬宽报告文化部官员向他

提出新的方案，即不会拆除学校的篮球场，收回的土地到篮球场边为止。文

化部将协助兴建围墙。 

胡董事长表示，此方案将在近期与文化部及政府首席秘书会面时，由校方主

动提出。与会工委普遍认为由校方主动提出不恰当，表示校方已经主动让步

。大家认为应由文化部提出，保校工委会决定不会提出这项方案。 

代表本堂的出席是会长陈友信和执行长陈亚才。 

21/10/13 

（一） 

10:00am 

政府首席秘书在吉隆坡市政府大楼召集会议，出席者除了精武华小保校工委

会外，尚包括文化部、土地局、吉隆坡市政府代表。 

政府首席秘书表示，由于文化部的文化遗产计划有所更动，精武华小隔邻的

马来餐馆计划已取消，因此，文化部决定不收回精武篮球场的文化部地段，

并献议以每年 RM1,000 的租金租给精武，为期 20 年；第 15 年的时候再来检

讨租借条件。政府希望精武方面针对此项具体建议作出回应。 

针对每年一千令吉租金事宜，胡敬宽董事长与精武董事会、董总、保校工委

会的立场有出入，结果引发媒体论战。 

事件后续发展事件后续发展事件后续发展事件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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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3 马来西亚文化及旅游部致函精武华小四位产业信托人，要求签署文化部献议

以租赁的方式让精武华小继续使用 Lot 1162，条件如下： 

（a）精武华小允许继续使用 Lot 1162 土地上的篮球场及篱笆内的范围，以

及吉隆坡市政厅（DBKL）的道路保留地。 

（b）租赁给精武华小的 Lot 1162 土地，需签署两份租赁土地的协议书，

即： 
i) 精武华小产业信托人与联邦土地局（PTP）签署租赁 Lot 1162 土地约

0.198 英亩为期 20年，每年租金为 RM395.20。 

ii) 精武华小产业信托人与吉隆坡市政厅（DBKL）签署租赁政府保留地

（Rizab）土地约 0.303 英亩为期 20年，每年租金为 RM604.80。 

（c） 精武华小不准在 Lot 1162 和 DBKL 保留地的土地上兴建永久性的建筑

物，以及不准再出租土地给任何人。 

（d） 精武华小到了 15 年租赁期，可申请继续租地，但该校需证明其学生人

数超过 300 人。 

精武华小产业信托人需于收信日期起的 30 天内签署解决 Lot 1162 土地纠纷

的协议书。 

23/11/13 精武华小董事长胡敬宽连同精武体育会会长拿督林济升医生发信给精武华小

保校工委会成员，通知在 12 月 1 日（星期日），下午 6时在精武体育会召开

联席会议，商讨上述事项。 

之后，董事长宣布会议只能由产业信托人召集，因此单方面宣布取消会议。

而精武体育会会长连同精武华小董事部总务周其辉较后通过新闻发布会宣

布，原定于 12月 1日的会议照旧进行。显然精武华小董事部内部存有矛盾。 

精武华小保校工委会会议议决如下： 

（a） 致函给文化部，针对该部门来函时宣称精武华小是“penceroboh”表

达强烈抗议；精武华小增在 2004 年向吉隆坡市政厅申请 Lot 1162 的

土地，当时没有获得批准。 

（b） 鉴于文化部的四点方案影响深远，精武华小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因此

要求文化部将答复的期限展延 60 天，以便精武华小董事部及产业信

托人有足够的商讨并作出决定。 

12/1/14 精武华小举行赞助人大会，总共有 29 名赞助人出席。原任董事长胡敬宽没有

获得续任。赞助人大会也通过多数票，否决早前董事会宣布接受文化部的“

四点租地协议”。 

 

3.10 “大蓝图与国民教育的前路”研讨会 

日期 2013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 8时 30分至下午 2时 30分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 

（26个） 

隆雪华堂、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林连玉基金、华社研究中心、马来西

亚全国校长职工会、槟州华人大会堂、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柔佛州中华总会

、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来亚

南大校友会、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独大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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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广

西总会、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马来西亚三江总会、马中经贸总商会、

马中友好协会、八大华青、马来西亚乡青总团联谊会。 

出席 隆雪华堂：陈友信、郑淑娟、廖国华、李书祯、陈亚才 

教总：黄稳全、叶翰杰、余裕忠 

林连玉基金：李亚遨、姚丽芳、林顺康、江伟俊、辜燕华 

华研：詹缘端、黄集初、郑庭河、祝家丰 

全国校长职工会：彭忠良、王仕发、 

森华堂：刘志文、叶云招、甘信荣 

校友联总：陈鹏仕、余开云 

留日：黄纪强 

留台：林嘉年、卢顺荣、陈泽清 

留华：潘永强 

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曾俊萍 

八大华青：陈沛良、丘锦翔 

报告 1. 共超过 100 人出席本次研讨会，座无虚席。活动先由黄集初对《教育大

蓝图》进行总体介绍，再由陈亚才和彭忠良主讲“华社应该关注的内容

”。过后，与会者分成六组，分别讨论及报告教育公平、教育监察委员

会、华小国文课程、预备班、技职教育及学前教育等六项课题。 

2. 黄集初说，如果以单语政策来形容教育部政策的说法不太准确，应该是

指三语政策主次有别才为恰当。他说，语言政策和国民团结是息息相关

的，政府一直认为只要语言统一，国民就会团结，因此长久以来的重点

都放在教学媒介语。他指出，教育大蓝图内容也很强调英文地位，毕竟

以全球竞争局势来看，英文还是很重要。他说，教育部目前所实行的语

言政策包括掌握国文获得国家认同、掌握英文可与全球竞争、鼓励学习

其他附加语言如华语和淡米尔语，这是属于教育部的三语政策，不能形

容为单语政策。 

3. 陈亚才指出，教育大蓝图最终目标是要让国小成为国人的首选学校，但

这也意味，目前的国民学校还不是首选学校，华社也无需太在意。他指

出，大蓝图目前处于模仿和摸索的阶段，一方面希望拉高教育水平，模

仿国际进步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政府对国内当前状况还有所保留。他指

出，我国在教育拨款方面是非常充足的，所拨款项排在国际的前面三分

之一；但学术排名却排在后面算起的三分之一。所以他认为，现有教育

问题并非是资源的问题，政府所拨出的款项，足以照顾各源流学校。 

4. 彭忠良提醒各界，要注意教育发展大蓝图的执行，“它实践性很强，虽

是第一年开始执行，但带给学校很大冲击”。他指出，各源流小学四年

级历史课本内容一致，惟华小将会使用华语历史课本，属于翻译版本。

他说，至今尚未看到历史科课本，因此暂未看到问题，但大家不应掉以

轻心。在文化方面，他指出，有人担心强化国语而失去华小特征和华文

教育特点，各界必须关注其发展，“教育大蓝图有个最终目的，即是华

小比其他源流学校的国语程度达致一定水平”。 

5. 华研副主席詹缘端在为研讨会总结时说，教育大蓝图修订版虽然回应并

接纳部分华社意见，但与华社要求“发展母语教育”的意愿仍有很大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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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他说，对非公共学校的支援政策及措施，特别是对非营利民办学校

，如华文独中及宗教学校等，教育大蓝图只字未提，没有呼应华社需求

。他认为，教育蓝图仅提出内部监察的措施，不足以杜绝行政缺失，况

且我国政府行政效率、透明度、公正性等为人诟病，人民对内部监督已

失去信心。“我们建议成立教育监察委员会，有关委员会通过国会选出

，并对国会负责，以及代表民意监督教育部，防止弊端发生。” 

6. 陈友信在记者会上指出，各组在分组讨论环节时都有提出相关建议，包

括联系更多团体，来成立监督国内教育改革的游说团体。他说，由于这

是研讨会而非代表大会，因此这只能算是研讨会的建议。至于如何召集

更多团体，以及确切时间表，胥视会议讨论后决定，再对外公布。 

照片 

     

     

财务报告 序序序序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RMRMRMRM    RMRMRMRM    

1 联办费（26 团体 x RM200）  5,200.00 

   

2 场地（原价 RM450，收半价）   225.00  

午餐（RM15 x 120 人） 1,800.00  

主讲人津贴（RM200 x 3 人——黄集初、彭忠良

、陈亚才） 

  600.00  

引言人津贴（RM100 x 6 人——江伟俊、廖国华

、周世扬、林嘉年、黄纪强博士、王仕发校长） 

  600.00  

总结人津贴（詹缘端）   100.00  

司仪津贴（丽蓉）   100.00  

布条    64.00  

讲义印刷（RM2 x 120 人）   240.00 3,729.00 

结余结余结余结余    1,471.00 
 

 

3.11 本堂联办“爱心三合一”捐血、验血与义诊运动 

日期 2013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 

时间 早上 9时至下午 4时 

地点 吉隆坡尊孔独中礼堂 

联办 隆雪华堂、卫理教会、尊孔独中 

执行 社会经济委员会、福利委员会 

（李英维、黎志平、罗雅妹、李立友、蔡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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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会议 26/4/2013、11/6/2013、30/7/13、10/9/13、22/10/13 

拜访报馆 2013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南洋商报》、上午 11 时《星洲日报》、下

午 2时《东方日报》、下午 4时《中国报》。 

报告 1. 2012 年的“爱心三合一”活动结余共有 RM52,530.74，拨出 1 万令吉捐

赈予中国四川芦山县 7.0 级地震，并于 2/5/2013 前往中国大使馆移交捐

款。尚有其他余款捐于社会福利机构与儿童院单位。 

2. 现场共筹获 204 包捐血浆，及中医部看诊人数 148 位，活动完满结束。 

3. 雪州议长暨梳邦再也州议员 YB 杨巧双于上午 11 时 30 分，莅临主持活动

开幕礼。议长于仪式上致词并宣布拨款 RM2,000 作为活动经费。 

4. 隆雪华堂副会长郑金德先生代表本堂出席致词，并联合三机构单位移交

模拟支票予中华施诊所、美门残障基金会、卫理公会儿童之家（每单位

15 千令吉）。随后陪同 YB 杨巧双巡视现场与慰问捐血者，YB 也于会场

检验血压。 

5. 隆雪华堂征求礼品如下： 

赞助者赞助者赞助者赞助者    礼品礼品礼品礼品    

雪兰莪蛋商公会 300 盒鸡蛋（3,000 粒） 

李立友 4 个保健礼篮 

罗雅妹 2 个礼篮、1份茶具礼品 

Lee Biscuits (Pte.) Ltd. 648 小包饼干（216 包 x 3 箱） 

陈慧芳 300 小包咸饼 

陈友信 赞助 RM1,000 采购礼品 

拿督翁清玉 赞助 RM1,000 采购礼品 

  

照片 

    
 

3.12 本堂发动“反对吉隆坡门牌税飙涨签名运动” 

日期 201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 

时间 上午 10时（会议），11 时（新闻发布会）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会议室 2 

缘起 鉴于吉隆坡市政厅公布 2014 年度门牌税调整，飙涨一倍至三倍不等，市民、

商家都感到压力沉重，涨价的幅度不合理，因此，本堂召集本堂吉隆坡区的

会员团体举行新闻发布会。 

主持 翁清玉（隆雪华堂署理会长） 

出席 郑金德（隆雪华堂副会长、雪隆华校董联会副主席）、郑淑娟（隆雪华堂副

会长、坤成校友会主席）、戴炳煌（隆雪华堂副总秘书、雪隆福建会馆代表

）、李书祯（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主席）、李福旺（隆雪华堂联络委员会主

席、雪隆李氏宗亲会会长）、陈亚才（隆雪华堂执行长）、饶安昌（雪隆茶

阳大埔会馆总务）、洪细弟（吉隆坡小贩商业公会会长）、赵文旭（南阳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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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赵氏公会会长）、覃国保（雪隆广东会馆副总秘书）、张景荣（雪隆安溪

会馆联络主任）等。 

报告 1. 翁清玉表示，基于“无代表，不缴税”的民主宪政原则，隆雪华堂号召

属下会员集体向吉隆坡市政局提出抗议门牌税飙涨。隆雪华堂向吉隆坡

会员团体收集反对门牌税飙涨的签名盖章，要求与市长直接对话。他说

，“我们要求市政局为非营利机构提供门牌税豁免或优惠回扣，因为许

多非营利组织和团体旨在服务民众，没有收入，若以商业收费向非营利

机构征收门牌税，有欠公平。” 

2. 翁清玉呼吁朝野认真看待这项议题，尽速推动回复地方政府及直辖区直

选，尤其是吉隆坡市政局及市长民选。他指出，虽然多位朝野政党领袖

及两名前吉隆坡市长曾经公开表态反对调涨门牌税，当却无法一劳永逸

解决问题。惟有恢复地方政府及直辖区直选，尤其是吉隆坡市政局民选

，才能真正“还民第三票”。 

3. 洪细弟认为，吉隆坡门牌税飙涨加重人民的负担，吉隆坡的商家及市民

有权利反对该项不公平的政策，并指正当局的错处。他说，市政局必须

先向各阶层的市民收集意见，才能正确调整门牌税上涨的幅度，否则必

定引起市民的反弹。 

4. 新闻发布会现场出席盖章的团体超过 70 个；而截至 12 月 3 日为止，共

收到 102 个吉隆坡社团的签名响应。本堂将继续收集会员的盖章，并在

12 月 17 日之前提呈给吉隆坡市政府。 

照片 

     
 

3.13 向隆市政府提呈“反对门牌税飙涨签名运动”社团联署签名录 

日期 201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 

时间 下午 3时 

地点 吉隆坡市政府 DBKL 

出席 陈友信（隆雪华堂会长）、郑金德（副会长）、廖国华（民权委员会主席）

、李福旺（联络委员会主席）、李英维（社经委员会主席）、罗才生（董事

）、赵文旭（南洋茶阳赵氏公会会长）、陈亚才（隆雪华堂执行长）、谢伟

伦、李淑炜（皆为助理秘书）。 

报告 1. 隆雪华堂与吉隆坡地区 120 个团体日前联署盖章反对门牌税飙涨后，由

会长陈友信率领代表团赴隆市政府呈交备忘录，盼此课题获得关注。惟

市长阿末费沙不克出席，由其特别助理代表接领。 

2. 陈友信较后在记者会上说，近期百物价格高涨，电费也将在 2014 年调整

，各家各户负担已如千斤重，市政厅又宣布调整门牌税，成为政府不懂

体恤民间疾苦的措施。他指出，市政厅调整门牌税过程没经过市民同意

，也不曾咨询市民，此举就形同闭门造车，完全未征求各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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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友信认为，要全盘处理问题症结，就得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还政于民

，而且是要从市议员到市长都要民选，才得民心。他说，“市长属联邦

直辖区部委任，但阿末费沙与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说法不一，到底

市政厅事务最终是谁决策？”他也希望市长尽速安排时间会面，透过会

谈了解市民的问题，并解释调整门牌税详情。 

照片 

    
 

3.14 “保护方言”交流会及“我们还需要方言吗？”论坛 

日期 2013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 

时间 交流会：晚上 7时 论坛：晚上 8时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会议室 2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 隆雪华堂、马来西亚七大乡团联合会、茨厂家乡音馆 

出席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马来西亚七大乡团联委会主席缪进新、马来西亚客家

公会联合会代表杨有为、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代表苏咏雄、马来西亚潮

州公会联合会义务总秘书林家光、郑金德、许嵄智、茨厂家乡音馆代表杨伟

鸿、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席黄玉珠等。 

论坛 

主讲人 

杨伟鸿（粤剧师傅）、林家光（马潮联会义务总秘书）、 

陈爱梅（马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报告 4. 国内各大中文报章于岁末揭露国营电台 Ai FM 以节省开支为由，拟从

2014 年 1月 1日起停播方言新闻一事，引起华社哗然，议论纷纷。 

5. 陈友信指出，方言是华人社会的文化遗产，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通用，且

具备其文化内涵。华社对待方言的态度，应该是检讨其使用的功能和传

承的意义，而不是加速方言的灭亡。他建议学校推广华语，家庭延续使

用方言，作为彼此沟通的主要语言。 

6. 缪进新认为，方言涵盖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生活中能让民族之间有

更密切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多元文化；方言有时候比华语更能充分细致

地表达个人思想感情。 

7. 交流会激荡出更开阔的思考，大家皆认同需保护语言多样性；而保留方

言可从乡团方面做起，推广方言及相关运动，例如举办方言歌唱比赛、

方言诗歌朗诵等。 

8. 论坛吸引不少乡团代表和公众出席，讨论热烈，强调保护方言不仅是基

于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方言可作为中华文化和历史的传承。 

9. 粤剧师傅杨伟鸿从戏剧方面来探讨方言的价值，更在现场吟唱粤剧。陈

爱梅则表示，Ai FM 方言新闻有意被停播的危机，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转

机，开始唤醒人民思考与方言的关系。 

10. 林家光认为新闻部不应以商业价值评估方言的存在价值，并表示愿意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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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能说流利方言者，协助电台更多方言新闻播报员；并提升技术问题，

以丰富新闻内容价值，打响方言新闻的品牌。 

照片 

 

     
最新跟进 马华新任署理总会长拿督魏家祥在论坛举行后隔天对媒体宣布，马来西亚通

讯与多媒体部长阿末沙比里向马华口头承诺，国营电台 Ai FM 方言新闻将继

续播放。 

 

3.15 教育课题跨族群交流会 

日期 2013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 

时间 晚上 8时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会议室 2 

出席 隆雪华堂：陈友信、杨有为、陈亚才 

森华堂：刘志文 

董总：叶新田、邹寿汉、陈纹达、王瑞国、邝其芳、沈天奇 

教总：林金桦、陈清顺、叶翰杰 

林连玉基金：姚丽芳 

Tamil Foundation：K.Arumugam、Jiwi Kathaeh、Raghavan 

NIAT（National Indian Action Team）：Dato Thasleem 

IkRAM：Megat M Amin、Zaid Kamaruddin 

SABM（Saya Anak Bangsa Malaysia）：A. Jayanath 

行动方略：何玉苓。 

照片 

     

报告 1. 会议由陈友信主持。与会者从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分析分析，包括《教育

大蓝图》对母语教育的冲击、国民型学校国文程度过深、教育资源的公

平分配、教育行政问题等，不同重心的关怀和激荡，具有互补作用。 

2. 会议成立专案小组负责草拟共同纲领，以便代表各族群团体的立场，提

呈给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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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对外联系 

a) 本堂支持友好团体 Tamil Foundation 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晚上 8 时在

Midlands Covention Centre 举办之筹款晚宴，购买一桌餐席 RM1,000，出席者

包括陈友信、杨有为、廖国华、李英维、谢锦有、隆雪华青 2位代表。 

b) 按照往年，本堂支持民主行动党武吉免登区联委会和 YB 方贵伦于 2013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晚上 7 时在陆佑路中国华小大礼堂举办之《改朝换代 - 

告别腐败》团结晚宴，购买一桌餐席 RM1,000。 

c) 边佳兰土地征用课题悬而未解，边佳兰自救联盟举办筹款晚宴筹集资金，针

对征地事务进行法律诉讼。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举办的《永续边佳兰筹款晚

宴》餐席每桌为 RM500，共筵开超过 70 席，当地各族居民都有参与。隆雪华

堂、副会长陈康益、妇女组主席黄玉珠各别捐助 RM1000/=，以示支持。执行

长陈亚才、高级助理秘书梁莉思、隆雪华青前副团长韦亚华代表参与。 

d) 配合华教斗士拿督沈慕羽 100 岁冥诞，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 3 时正式开幕，现场亦联合推介《沈慕羽日记》及《

沈慕羽字帖》，并于晚间举行“百年不孤”纪念晚宴。会长陈友信受邀出席

，其他出席者有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英毅、台北驻马来西亚经济文化办

事处代表罗由中、中国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吴翠蓉、教总主席王超群、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主席陈南益、甲市区国会议员沈同钦、文物馆顾问林源瑞

、梁德宗及秘书沈墨义、赞助人拿督邝汉光等；廖国华代表代表本堂参与，

李书祯则代表林连玉基金。 

e) 总秘书杨有为代表本堂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 30 分接待来

自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的两位教授，分别为杨静林博士和陈丙先

博士。 

f) 律师公会邀请本堂推荐一位代表参与律师公会纪律委员会，会议议决推荐副

会长拿督刘景国参与，获得对方接纳。拿督刘景国受委为律师公会纪律委员

会成员，任期从 2013 年 8月 28 日起，为期两年。 

g) 隆雪华堂于 2013 年 11 月加入“关注埃及事态发展联盟”，与其他跨族群的

非政府组织一同关注埃及政治民主化与人权状况。该联盟的主席为 Syed 

Kamaruddin，本堂代表为谢春荣与杨有为。 

h) 首相署国民团结局（Jabatan Perpaduan Negara dan Integrasi Nasional）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在吉隆坡 Hotel Seri Pacific 举行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

（Majlis Konsultasi Perpaduan Negara）成立典礼；本堂会长陈友信受委为咨询

委员之一。隆雪华堂董事会内部成立一个支援小组，以跟进和研究如何推动

国民团结，成员包括陈友信、廖国华、谢春荣、李英维、青年团和妇女组代

表。国民团结咨询理事会（NUCC）定于 2014 年 2 月 22 日起至 4 月份到全国

各地举办“草根人民的声音”全国巡回对话会，以了解并收集民众对时事课

题的看法与意见，同时促进种族亲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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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秘书处会务 

4.1 隆雪华堂秘书处成员 

4.1.1 会计助理梁佩玲小姐于 2012 年 9 月 1 日正式被本堂录取为正式职员。她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离职，并赴澳大利亚体验新生活。 

4.1.2 截止 2014 年 4月 30 日，隆雪华堂秘书处成员如下： 

职称职称职称职称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负责项目负责项目负责项目负责项目    

执行长 陈亚才  

执行秘书 蔡美霞 

（聘约） 

会所管理、场地租借、联络委员会 

高级助理秘书 梁莉思 董事会议、文教委员会、网站管理 

助理秘书 曾暐雯 会计与财务、人事管理 

蔡美莲 福利委员会、二战历史研究会、合唱团 

梁玉英 妇女组 

谢伟伦 社经委员会、《堂讯》 

李淑炜 青年团、民权委员会 

 

4.2 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秘书处 

4.2.1 专案助理林佳颖小姐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上班，惟因为个人因素，在试用期未满

期间，即 2013 年 1 月 4日离职。 

4.2.2 专案助理陈淑萍小姐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上班，惟因为个人因素，于 2014 年 4月

2日离职。本堂另聘张安翔先生顶替。 

4.2.3 张安翔先生毕业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修读社会学，主修政治和政府研究。 

4.2.4 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行动方略秘书处成员只有两位，分别为专案主任何玉苓

和专案助理张安翔。 

 

4.3 职员评估与修订《隆雪华堂职员服务及福利细则》 

4.3.1 本堂都会在年底进行秘书处职员表现评估，检验个别职员一整年来的表现，以确

定个别职员的加薪、花红以及提升工作表现等事宜。 各委员主席都需腾出时间与

属下职员进行面谈，并将评估表格呈交给总秘书处理。 

4.3.2 本堂职员服务与福利细则最后一次修订是在 2006 年，故秘书处建议董事部成立专

案小组，以便修订职员服务与福利细则。 

4.3.3 董事会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的第 3次董事会议中成立小组专案，处理职员 2012 年

度职员加薪及花红事宜，也建议修订《职员服务与福利细则》。小组成员：会长

陈友信、署理会长翁清玉、副会长郑淑娟与谢春荣、总秘书杨有为、副总秘书戴

炳煌、财政颜登逸、副财政黎德坤。 

4.3.4 小组曾于 2013 年 1 月尾召开小组会议，讨论职员评估事宜，并建议设定多一位董

事为个别职员做评估。小组于 5/2/2013 下午 2 时再开会，以确定个别职员的加

薪、花红以及提升工作表现等事宜。 

4.3.5 第 35 届第 5 次董事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6 日，通过已修订的《职员服务及福利细

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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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卓越行政人员培训课程 

� 隆雪华堂安排《卓越行政人员培训》课程，供社团秘书处成员进修和脑力激荡。 

 一：用人、找钱、成事 二：打造将才基因 

日期 2013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 2013 年 4 月 5 日（星期五） 

时间 晚上 8 时 晚上 7 时至 9时 30 分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会议室 隆雪华堂楼下会议室 

主讲 林福南（紫藤文化企业集团董事长） 

吴文彬（mystartr.com负责人） 

黄家建先生（马来西亚北方大学毕业，

曾参与隆雪华青，目前是马来西亚余仁

生集团总经理） 

报告 1. 用人、找钱、成事，是民间团

体、非营利机构及社会工作能否

有效运作、持续发展重要因素。 

2. 主讲人介绍文艺活动、邀请台湾

云门舞剧来马演出事宜、圆梦工

场、网络集资平台等，让大家从

他们的分享中汲取经验。 

3. 出席课程的包括本堂和方略秘书

处成员、雪隆福建会馆执行员、

隆雪华青理事、森华青理事、林

连玉基金代表和公众，约 30 多

人。 

1. 出席者约 30 人，包括隆雪华青团

员和余仁生集团职员。 

2. 主讲人分享组织运作的一些概念

和实战经验，包括他个人的成长

历程。发问和交流时反应踊跃。 

3. 黄家建点出工作的价值和价格，

分析训练、教育和发展如何影响

成功和竞争优势，并以“莫忘初

衷、尊重文化和专业”来鼓励大

家。 

 

4.5 书籍印制 

4.5.1 《董事会与会员手册》资料最后更新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排版、校队和审稿工

作完成后，由承印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B印制。手册排版费是 RM2,470，印制

1,500 本，费用为 RM5,750。此手册于 2013 年头寄发给各会员团体和友好组织。 

4.5.2 由 16 华团成立的教育大蓝图研究小组，决定将长达 57 页的《改革国民教育：

“教育大蓝图”的评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印刷出版。出版与宣传费用由 16 个单位

共同分担，每个单位需缴付 RM1,000，联办费由华研代为管理。中文版和英文版

各印刷 1000；中文版较后另加印 1000 本，加印费用由本堂与林连玉基金和华研

平分。 

4.5.3 配合隆雪华堂 90 周年庆典，秘书处常用文件如信笺和不同尺寸的信封，都安排印

制了 90 周年庆典标志。 

 

4.6 社团注册局资料电子化 

4.6.1 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于 2013 年头来函，表示所有提呈注册局的资料需转换成电子

化，故希望各社团在网上申请登记账户，直接使用网络提呈年度报告。 

4.6.2 惟本堂通过网上申请的账户却迟迟不获批准，导致秘书处无法在限期内呈交年度

报告，需再向注册局跟进。 

4.6.3 马来西亚行动方略在 24/10/2013（星期四）举办专题讲座：“电子申报难不

难？”，邀请雪兰莪社团注册局总监及其部门官员前来主讲，超过 100 名各社团

负责人及秘书处成员出席。本堂是活动配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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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2013 年度文告摘要 

（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A）文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题题题题目目目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5/3/13 

（二） 

政府应明确和果断地

处理苏禄武装人员入

侵危机。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星洲日报》 

 

隆雪华堂对于我国政府在处理菲律宾武装组织“苏禄

军”持重军火入侵沙巴拿笃事件宽松及放任手法感到忧

虑。 

文告指出，当年敦马哈迪轻易发放公民权给将近 20 万

的菲律宾移民者，是点燃苏禄军入侵沙巴的导火线之

一，因此国阵政府必须对这起入侵事件负责。 

文告促请政府尽速寻策拨乱反正，以最少伤害的方式解

决纠纷，避免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同时，以此事作为

日后借鉴，在我国境内应加深防范，保持高敏感度，并

随时准备应对策略，以恢复人民对国防的信心。 

5/4/13 

（五） 

邀国际观察团监督，

要求朝野政策辩论。 
 

 

刊登媒体： 

《南洋商报》 

《中国报》 

隆雪华堂乐见朝野双方公开承诺，将接受第 13 届全国

选举结果，确保完成政权和平转移。这项承诺，有助于

弭平外界种种的不当疑虑与揣测，展现朝野的泱泱气

度。 

文告重申凈选盟的改革诉求，同时吁请选举委员会邀请

联合国、英联邦等国际观察团前来监督本届选举，确保

选举将在干凈、公正、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文告提醒，朝野各党及其支持者都必须严格遵守非暴力

原则，警方必须加强查缉贿选、选举暴力与选举赌盘等

足以妨害选举公平之案件，绝不容许不法及暴力行为介

入选举。 

25/4/13 

（四） 

重申世俗国立场， 

宗教社群和谐包容。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针对伊斯兰党长老协商理事会署理主席哈伦丁的伊刑事

法言论，文告提醒，宪法经已阐明马来西亚是世俗国，

且最高法院五司亦曾经在 1988 年裁决马来西亚是为世

俗国。 

我们尊重伊党的追求最终神权回教国之最终目标，但伊

党理应清楚体认，就算民联成功执政，该党在现有政治

现实里也难以组织强势、单一政府执政，无法落实真正

的伊斯兰国。因此，其言论应审慎顾及非穆斯林社群的

感受与权益，尊重及包容多元社会的看法。 

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前夕，公民社会须慎思明辨，认清伊

斯兰国争议乃政治攻防的炒作语言，而应尽速回归更具

深度的政经文教政策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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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13 

（四） 

隆雪华堂对 728 华团

交流会的观点。 
 

 

刊登媒体： 

《南洋商报》 

《星洲日报》 

《中国报》 

《东方日报》 

针对董总在 7 月 23 日邀约十三华团讨论联办 728 华团

大会事宜，以及《教育大蓝图》事宜，隆雪华堂表达以

下观点： 

（1） 应持续沟通交流应对大挑战的传统：我们认为通

过圆桌会议直接沟通，比隔空喊话或间接传话，

更有实质作用。直接沟通能够发挥集思广益、群

策群力的作用。 

（2） 支持董总举办 728 华团大会：有鉴于《教育大蓝

图》延续单元教育的思维，对华文教育当前和未

来的发展，形成危机和障碍，华人社会有必要密

切关注。 

（3） 应更宏观地评估《教育大蓝图》：728 华团大会

《大会宣言》的内容，除了华教议题，涵盖面可

以更广一些，包括针对国家教育政策、马来西亚

教育与国际教育的评比等。华教团体和华团给政

府和教育部一些评析和建议，有助于进行跨族群

的合作，也推动国家教育的整体发展。 

 
（B）联署文告：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题题题题目目目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22/4/13 

（一） 

巩固两线政治， 

落实良好施政。 
 

联署单位（14 个）： 

隆雪华堂、教总、林连玉基

金、华研、森华堂、甲华堂、

柔华总、独大有限公司、留华

同学会、留日同学会、校友联

总、韩江校友会总会、中山会

馆联合会、乡青总联。 

 

刊登媒体： 

《东方日报》 

《光明日报》 

《光华日报》 

 

第十三届全国大选是一次攸关我国政治民主和国

家命运的重要选举。为了实现两线政治，落实良

好施政，拒绝贪污腐败，告别种族主义，华团与

公民社会团体应利用难得的历史契机，履行公民

权利，以为国家的政经改革创造历史机遇。 

追溯两线制的概念，最初不是由政党发起，反而

是由进步华团在 1980 年代所倡导，历经近三十年

的起伏与洗礼，最终成为当前最具标竿性的政治

理念。昔日华团扮演时代先锋，今日华团更有未

完成的历史任务。 

民间社团应站在时代的高度和独立的姿态，带领

国人发出终结威权、社会改革的历史号角。全国

选民均需发挥独立与自主的判断，否决贪腐霸

权，巩固民主体制，促成政治改革！ 

21/6/13 

（五） 

搁置争议，寻求共识； 

步伐一致，共赴时艰。 
 

联署单位（13 个）： 

隆雪华堂、独大有限公司、林

连玉基金、华研、校友联总、

国内 13 个代表性华团认为，关丹中学的争议若没

有适当的沟通、协调，任其持续争议，恐怕会造

成不必要的内耗，进一步分裂华教队伍，同时模

糊焦点，忽略了《教育大蓝图》对华教的挑战和

危机。 

文告认为争议的三方，即董总、教总及关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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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校友会、留台联总、留华

同学会、森华堂、柔华总、槟

华堂、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

友好协会。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中国报》 

《南洋商报》 

《东方日报》 

 

董事会，站在维护华教的大前提下，应该避免隔

空喊话，相互抨击；相反的，应该搁置争议，进

行直接的对话，分清矛盾的主次，以便寻求共

识，步伐一致地共赴时艰。 

11/7/13 

（四） 

继续拉锯，裂痕加剧； 

直接沟通，缩小鸿沟。 
 

联署单位（13 个）： 

隆雪华堂、独大有限公司、林

连玉基金、华研、校友联总、

南大校友会、留台联总、留华

同学会、森华堂、柔华总、槟

华堂、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

友好协会。 

 

刊登媒体： 

《中国报》 

 

文告恳切呼吁董总、教总和关丹董事会“搁置争

议，寻求共识；步伐一致，共赴时艰”。文告认

为，目前争论各方继续分头做汇报会，而不愿坐

下来直接沟通协调，这种状况将导致彼此间的裂

痕加剧。这种不健康、不和谐的状况持续下去，

彼此间的矛盾非但无法有效解除，反而推向一个

更艰难的局面，董总、教总和关丹董事会必须深

思，采取亡羊补牢的紧急措施。 

文告呼吁董总和教总联合举办 7 月 28 日的华教大

会，以“《教育大蓝图》对华教的挑战”为焦

点，让全体华人社会掌握当前华教课题的轻重缓

急，以免失焦。文告认为，此举也有助于董总和

教总修补脱节的现象，一如既往，重新建立稳固

的伙伴关系。董教总恢复并肩作战的光辉传统，

将有助于凝聚华团、整顿步伐，共赴时艰。 

18/7/13 

（四） 

反对《泛太平洋伙伴协议》 

联合声明（巫文） 

 

联署单位（46 个）： 

隆 雪 华 堂 、 Aliran 、

BLINDSPOT 、 IKRAM 、 IRF 、

ISMA、JERIT、NIAT、KOMAS、

SABM、 SUARAM、留日同学

会、林连玉基金、留华同学

会、森华堂、留台联总等。 

 

 

刊登媒体： 

Harakah Daily 

 

 

《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让少数跨国企业获得

最大利益，他们不理会 12 个协议国的社会与民众

所受到的威胁，以及他们对前景的担忧。 

这不是一项公平和自由的协议，而只是一项手

段，以确保大企业得到保障，而将人民的利益、

安全和社会经济状况排除一旁。它通过制定法

规，更着重跨国公司的角色，而否定政府维护人

民权益的范畴。 

文告促请政府在完成以下事项之前，展延参与此

项协议的协商： 

• 进行成本与利益的分析，利益的比较研究，

并公布及公开让社会大众辩论； 

• 协议内容交由国会进行详尽研究，以确保此

项协议对国人有利； 

• 在讨论《协议》时，要提出马来西亚的一切

相关忧虑，表明本国立场； 

• 举行全民公投，检验国人对政府签署协议的

支持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