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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简介 
 

隆雪华堂是雪兰莪州和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各华裔社团的总汇。在马来

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成立之前，它也是全国各州中华大会堂、

中华总商会的联络中心。隆雪华堂是属于全体华人的、更是服务国家

和社会，为全体华人在重要问题上谋求利益的一个华团领导机构。 
 

本堂只接受团体会员，而会员则分为地缘性（如雪兰莪福建会馆、雪

隆惠州会馆）、业缘性（如隆雪工商总会）、血缘性（如雪隆江夏

堂）、校友会（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文教和青年组织

（如雪隆精武体育会）、义山组织（如隆雪华人义山联合会）、宗教

组织（如雪隆德教会紫芳阁）、俱乐部组织（如八丁燕带益群俱乐

部），以及福利或医院组织（如同善医院）。 

 

本堂的会务重点如下： 

加强华团联系 维护民族权益 

协调华团活动 表达华裔心声 

发扬华族文化 促进各族团结 

推动社会福利 谋求国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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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简介 
 

名称：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成立日期：1986 年 8 月 30 日 
 

目标及宗旨： 

1）促进华团妇女组织间的团结合作及各族妇女的友爱互助。 

2）加强妇女之政治及社会意识，并提高其政治、社会及经济地位。 

3）协助增进妇女之知识与技能，以提升妇女的素质。 

4）维护妇女应有的法定权益以落实两性平权的理念。 
 

组员： 

1）凡是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之团体会员属下妇女组都是当然团体组员。 

2）个人组员 424。 
 

理事会：由团体组员当中选出 18 名代表及个人组员代表 9 名组成理事会。 
 

组织：主席/署理主席/副主席/秘书/财政/文教组/社会组/法律组/经济组/ 

资料组/福利组/康乐组/联络组/咨询辅导中心/培塑坊/华总妇女部/ 

全国妇女理事会 NCWO/隆雪妇女理事会 KLSCWO/蒲公英书苑/原住民

小组 
 

本组的组务重点： 
 

@ 加强华团妇女组之间的联系。 

@ 带动华团妇女组走向更高之活动层次。 

@ 提高妇女在政经文教及社会之地位。 

@ 协助增进妇女之知识与技能以提升妇女的素质。 

@ 推动思想教育，开拓妇女之思维，以带动妇女走出传统框框。 

@ 加强各族妇女的友爱互助，促进各民族团结。 

@ 推动社会福利，尤其是妇女、老人以及儿童方面之福利。 

@ 捍卫妇女应有的法定权利以落实两性平权的理念。  

@ 维护女性尊严，反映妇女心声。 

@ 关心家庭、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事事关心。 

@ 推动反家庭暴力、反性暴力、反爱滋以及反毒品运动等。    

@ 发扬华族文化。    

@ 提供辅导及法律咨询服务。 

@ 加强妇女之政治及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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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 年 5 月 9 日（周一） 

敬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全体属会团体代表 

 

事项：2022 年组员大会暨选举通知书 

 

本组谨订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周六）下午 2 时正，于本堂邝松厅召开上述大会暨第 16 届

(2022-2025)妇女组选举。 

 

大会议程： 

1. 宣读及通过议程 

2. 大会暨妇女组主席黄玉珠律师致词 

3. 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致词 

4. 隆雪华堂副会长暨妇女组督导颜登逸致词 

5. 妇女组顾问致词 

6. 覆准前期组员大会（2021 年）记录 

7. 讨论及接纳 2021 年秘书报告 

8. 讨论及接纳 2021 年财政报告 

9. 讨论及通过大会提案 

10. 第 16 届(2022-2025)妇女组选举 

11. 遴选两名查账 

12. 散会 
      *会后设有茶点招待 

 

兹附上大会报告书一份，届时祈请携带大会报告书拨冗出席，是盼。 

*大会报告书也可通过本堂官网（https://klscah.org.my）进行查阅。 

 

 

 

 

 

 

 

  

主席:  _______________                                            第一副主席兼代秘书:  _______________ 

       黄玉珠律师                                             蔡春娇 

同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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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 年 5 月 9 日（周一） 

敬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全体个人组员 

 

事项：2022 年组员大会暨选举通知书 

 

本组谨订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周六）下午 2 时正，于本堂邝松厅召开上述大会暨第 16 届

(2022-2025)妇女组选举。 

 

大会议程： 

1. 宣读及通过议程 

2. 大会暨妇女组主席黄玉珠律师致词 

3. 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致词 

4. 隆雪华堂副会长暨妇女组督导颜登逸致词 

5. 妇女组顾问致词 

6. 覆准前期组员大会（2021 年）记录 

7. 讨论及接纳 2021 年秘书报告 

8. 讨论及接纳 2021 年财政报告 

9. 讨论及通过大会提案 

10. 第 16 届(2022-2025)妇女组选举 

11. 遴选两名查账 

12. 散会 
      *会后设有茶点招待 

 

兹附上大会报告书一份，届时祈请携带大会报告书拨冗出席，是盼。 

*大会报告书也可通过本堂官网（https://klscah.org.my）进行查阅。 

 

 

 

 

 

 

 

  

主席:  _______________                                            第一副主席兼代秘书:  _______________ 

       黄玉珠律师                                             蔡春娇 

同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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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 年 5 月 9 日（周一） 

敬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全体属会团体代表 

 

事项：提呈 2022 年组员大会提案 

 

本组谨订于 2022年 6月 25日（周六）下午 2时召开 2021年组员大会，届时将讨论有关

2022年组员大会提案，请于 2022 年 6月 10日（周五）下午 5 时正前将欲提呈的提案电邮至

cshui@klscah.org.my，以便整理及综合各造意见，谢谢。 

 

 

 

 

 

 

 

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席 

黄玉珠律师 敬启 
 

 

 

 

 

 

 

 

 

 

 

 

 

 

 

 

 

 

 

 

 

 

 



 

6 

 

隆雪华堂妇女组 2022 年组员大会议程 

 

1. 宣读及通过议程 

2. 大会暨妇女组主席黄玉珠律师致词 

3. 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致词 

4. 隆雪华堂副会长暨妇女组督导颜登逸致词 

5. 妇女组顾问致词 

6. 覆准前期组员大会（2021 年）记录 

7. 讨论及接纳 2021 年秘书报告 

8. 讨论及接纳 2021 年财政报告 

9. 讨论及通过大会提案 

10. 第 16 届(2022-2025)妇女组选举 

11. 遴选两名查账 

12.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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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2021 年组员大会记录 

（恕不称呼) 

 

日    期：2021 年 6 月 26日（周六） 

时    间：下午 2 时 

地    点：ZOOM 线上会议 

出席人数：(A)团体代表：80 位（见附录） 

       (B)个人组员：23 位（见附录） 

                    (C)列席者    ：  3 位（见附录） 

大会主席：黄玉珠律师 

大会记录：丘忠盛 

 

1. 宣读及通过议程 

大会主席黄玉珠律师宣读大会议程，众无异议，一致通过接纳大会议程。 

 

2. 大会暨妇女组主席黄玉珠律师致词 

大家下午好。面对疫情下的新常态，今年的组员大会采取了线上的方式进行，也算是非常难得的经

验，在此感谢各位拨冗出席，以促使本次的大会顺利召开。 

  

回首过去一年，可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确诊病

例和累计死亡病例更是在今年达到顶峰，对国家、社会以及人民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而至今仍

看不出好转的迹象。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种灾难性局面本来是能够避免的，然而政府为了政治私

利，在疫情还未彻底受控的情况下急于重启经济和允许大专生返乡庆祝开斋节，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到

全国其他地区，一发而不可收拾。面对防疫不当、经济衰退、民意压力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政客

却不是忙于疫情防控和挽救经济，而是冻结国会、打压新闻自由、收买议员和争权夺位，上演了一幕

幕丑闻闹剧。 

  

疫情当前，任何人是无法独善其身的，因此妇女组在去年就发起了筹款行动并筹得近 20 万令吉为前

线医护人员提供个人防护用品（PPE），好让他们能够安心守护前线。此外，我们也发现在行动管制

令期间有不少人因经济、健康或者家庭的问题而出现心理压力，迟迟无法释怀。有鉴于此，妇女组属

下法律咨询与辅导中心的志工们秉持着助人为本的理念，继续为有需要协助者提供电话辅导和咨询服

务，不让大家独自默默承受这一切烦恼。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无疑令人鼓舞，值得予以表扬。不仅如

此，妇女组也没有因疫情而停下脚步，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通过线上方式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如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各族群文化习俗：生与死的那回事”线上课程、“孝悌立根基”书法比赛

等，不久前妇女组也举办了“寸草心 17”征文比赛和“好爸爸好妈妈”模范父母亲线上颁奖礼，获得公众

不俗反应。希望这些活动能够丰富大家的生活，为这疫情寒冬期注入一股活力与温馨。 

  

各位，相信大家也明白疫情期间社会和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也逐渐加剧，而当中女性就是深受其影响的

群体。女性不仅在疫情期间面临更为严峻的生计问题，而且遭受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情况也愈发严

重，最近更有来自政坛、体坛、校园以及新闻界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揭露各自被性骚扰的经历，可想

而知这种情况有多么地令人担忧。因此，妇女组在今年 3 月 8 日妇女节当天出版了防范性骚扰手册及

反家暴指南，以提供有需要者相关的资讯，并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这问题的重视与醒觉。同时，我们也

向全国各地中学及大专院校发放关于性骚扰的问卷调查，以借此了解大家对性骚扰、个人权益醒觉及

如何自我保护的认识。这项调查巳经于今年 6 月 15 日结束，我们將整理有关资料并将结论反馈给社

会大众。我们也將准备一份书面报告提交给教育部及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希望这两个部门可以

展开跨部门合作，尽快落实反性骚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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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隆雪华堂妇女组成立 35 周年，回首这段过去可谓坎坷重重，历经风霜。由于早年国内缺少妇

女主导的组织和运动，没有先例可循，因此草创时期妇女组万事忙乱，跌跌撞撞。所幸在前辈们的无

私奉献和领导下，才得以让妇女组立足至今。时间不会停止，落实两性平权的理念也不曾忘却，在进

入 35 周年新里程之际，我们也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今年必然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大家务必要在这艰辛时刻好好地照顾自己，也保护好自己的家

人，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继续关心和协助推动妇女组的会务，好让我们能够一往无前地走下去。谢谢

大家！ 

 

3.妇女组督导颜登逸致词 

大家下午好！今年是隆雪华堂妇女组成立 35 周年，在此我衷心地祝贺妇女组会务昌隆，再创辉煌！

35 年一路走来可说是充满坎坷和风雨，然而妇女组不忘初心，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去维护

性别平等，致力为妇女和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到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这股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可说是巾帼之光。 

 

除此之外，妇女组也投入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公共议题，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知道，在我

们需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同时，国家也正在面临政治的动荡，惟妇女组本着关心政治、超越政

党的理念，在这段时间举办了不少关于政治和民生课题的讲座，积极与外界探讨交流，收获了良好的

反应。我希望国内的华团妇女组织也能效仿，进一步发展成谈论国家改革、批评国家政策，而且进行

议题倡议的女性团体。 

 

各位，相信都清楚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而且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

这场大流行病也暴露出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在一场会议中表示，妇女和

女孩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所面临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所遭受的暴力、骚扰和歧视事件也随之增加，

更有相关机构预测今年将有 4700 多万妇女和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种种的事情正好表明了性别不

平等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因此，我恳切希望政党人士以及社会各界严正

看待此事，给予妇女和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同时也应该尽快落实援助措施，千万不要让曾经为了落

实两性平等而付出的努力付诸流水。 

 

除此之外，国内的性骚扰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事情。最近性骚扰事件常常出现在报章上，不

少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揭发本身的经历，希望能借此引起社会大众的重视。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尽

管当局表示会认真看待相关的投诉，绝不包庇和纵容，但是截至今天为止我们只听楼梯响，却不见人

下来，加害者依旧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则遭受网络霸凌。如今，性骚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不可回避的

问题，而反性骚扰法案的落实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此我呼吁政府千万不要有拖泥带水的态度，

尽快给予受害者切实的保护，以避免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各位，通过以上我所说的事情，自然明白性别平等之路仍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妇女

组能保持这股拼劲和热情，继续为实现两性平等而努力，以造福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大家！ 

 

4.覆准前期组员大会（2020年）记录 

个人组员（B0350）陈雪娥提议，个人组员（B0034）彭葩附议，大会通过接纳2020年大会记录。 

 

5.讨论及接纳 2020年秘书报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个人组员（B0315）陈矜颖提议，雪隆潮州会馆谢粉鸾附议，大会通过接纳2020年秘书报告。 

 

6.讨论及接纳 2020 年财政报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雪隆广西会馆崔素桦提议，雪隆会甯公会程德梅附议，大会通过接纳2020年财政报告。 

 

7.讨论及通过大会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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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一致接纳通过涵盖7个领域共20项的大会提案，当中包括：(A) 妇女/福利5项；(B) 社会3项；(C) 

教育3项；(D)法律2项；(E)经济3项；(F) 环境/卫生2项；(G) 人权2项。有关提案将会呈报相关部门。 

 

(A) 妇女/福利 

1. 案文：吁请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正视国内性骚扰问题，尽快落实反性骚扰法令。 

案由：近来有关性骚扰案件日益增加，造成了我国社会的隐忧，来自体育界、校园、非政府组织

以及私人界的受害者都纷纷出来揭发自身经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各界都草率地处理问题，不

仅没对加害者采取行动，反之本末倒置警告受害者噤声，把问题扫进地毯下。无论是针对公众人

物或任何一位民众，性骚扰都是不能够姑息的行为。大会呼吁有关部门严正看待性骚扰问题，尽

快提呈及通过反性骚扰法案，以提供一个安全、良好、平等的社会。 

（隆雪华堂妇女组）              

2. 案文：呼吁政府推行经济转型计划和国家关键经济领域时，提供妇女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 

案由：妇女占国家总人口的 48.37%，女大专生占大专生的 65％，这显示给予机会女性也可脱颖

而出。然而女性在职场的劳动力和参与率却只有 53.5％，男性有 77.7％。主因是女性在职场起步

较晚，加上因性别歧视造成薪酬的差距及缺乏托儿所等设施，导致女性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而选

择辞职。 

（隆雪华堂妇女组） 

3. 案文：呼吁政府尽快落实 2021 年财政预算案中对弱势群体的纾困措施。 

案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在 2021 年财政预算案中共获得 25 亿 8455万拨款，而随着行管令

的进一步延长，预计有许多单亲家庭和弱势群体均面临断炊危机。此时，政府应当加速相关政策

的落实，以确保援助能够有效地传达至相关群体。 

（隆雪华堂妇女组） 

4.  案文：吁请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增设更多的乐龄活动中心。 

案由：马来西亚预测将在 2030 年成为人口老化国，因此需要在全国各地设立更多乐龄活动中心以

应付新需要，确保乐龄者能够有尊严地度过黄金岁月。 

（隆雪华堂妇女组） 

5.  案文：呼吁政府尽快提呈及落实性别平等法。 

案由：妇女占我国人口的一半，因此也占我国人口潜力的一半。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充分发挥女性潜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社会的重要环节。除此以外，增强妇女

权能还对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政府有责任充分实现男女平权和机会平

等，不论是结束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还是保证妇女、女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优质的教育和卫生

服务、公平地享有经济资源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样就能够让女性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就业

和担任领导及决策职位。 

（隆雪华堂妇女组） 

 

(B) 社会 

1.  案文：促请政府遵循最高统治者紧急会议决定及最高元首的谕令，尽速结束实施紧急状态，并

让国会复会，恢复议会民主和问责机制，还政于民。 

案由：国盟政府于 1 月 12 日籍新冠疫情长期肆虐为由而颁布紧急状态，瘫痪国会的运作，许多新

法案在没有国会监督和制衡下直接透过紧急条例下颁布宪报而执行，国会地位俨然形同虚设，严

重影响国家民主制度。 

（隆雪华堂妇女组） 

2.  案文：吁请政府致力于落实中庸治国理念，制定符合多元族群需求及尊重基本人权的政策，以

落实民主、公正、透明和问责的施政，并带领国家走向正确的轨道。 

案由：政府必须严正看待极端种族言论和挑衅宗教情绪日益猖獗的问题，公正无私地采取严厉行

动对付涉及的人士和团体，全力制止问题的继续恶化，以保障国家的安宁与和谐。 

（隆雪华堂妇女组） 

3.  案文：吁请政府尽快落实选民自动登记与降低投票年龄至 18 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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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2019年国会表决通过修宪案，赋权于 18岁公民参与大选投票以及自动登记为选民后，该

政策至今仍未实施。选举委员会有必要交待工作进展，以确保该项政策能在来届大选前落实。 

（隆雪华堂妇女组、雪隆广西会馆妇女组） 

 

(C) 教育 

1. 案文：呼吁政府尽快落实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 

案由：独中统考文凭，已被国际上数以千计的大专院校实际承认及接受，其学术程度已达到国际

的认可。人才是国家发展重要资源，是建设国家的重要基石，承认统考可以留住人才，让他们为

建设国家贡献力量，加快推进社会各行业发展。  

（隆雪华堂妇女组）   

2. 案文：吁请政府在人口稠密地区增建华小，并增加华小拨款。  

案由：随着不少非华裔生报读华小，造成人口稠密地区的学校出现学生严重爆满，教室不足问

题，因此有必要根据需求而增建华小。此外，政府的拨款也必须涵盖所有华小，而非区分为“全津

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因为根据《1996 年教育法令》，所有华小均能获得全部行政拨款和发展

拨款，而政府不应漠视华社的心声，继续剥夺华小所该享有的权利。 

（隆雪华堂妇女组、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3. 案文：吁请政府提升郊区及乡下的网络设施。 

案由：自行动管制令实施以来，互联网使用率大大提升，成为了提供资讯和通讯用途的重要媒

介，然而在行管令期间却有学生因所在地区的网络讯号不佳而被迫爬上树以获取更佳的讯号。此

事凸显了国内的互联网连接能力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而郊区及乡下地区的问题尤为明显。政

府必须努力改善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以确保在数码化时代没有任何人会落单。 

（隆雪华堂妇女组、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D) 法律 

1. 案文：反对政府调高违反 SOP 罚款数额，并将修订《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的权限回

归国会。 

案由：政府日前透过宪报发布了 2021 年紧急状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修订）法令，即从 3 月

11 日起，凡违反《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者，罚款数额从 1000令吉提高至 1 万令吉，

而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企业可被罚款最高 5 万令吉。鉴于民众反弹，虽然政府之后已针对《1988

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涉及罚款的条文作出调整，加以区分初犯者和重犯者的罚款，并在规

定期限内偿还罚款将享有折扣，惟个人和公司的最高罚款数额仍分别维持在 1 万令吉和 5 万令

吉。除了重新探讨调低罚款数额抑或维持现有罚款数额 1000 令吉的可能性，各部门也理应相互沟

通和跟进政策以厘清执法标准，避免造成民众混淆从而无辜中罚单。 

（隆雪华堂妇女组、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2. 案文：拒绝《2020 年警察行为独立委员会法案（IPCC）》，吁国盟政府全面落实警队改革，推

动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 

案由：希盟政府于 2019 年 7 月提呈《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法案》一读，

但提呈二读时却二度展延，并议决把法案交给国会法案特别遴选委员会研究。然而，由土团党任

相的国盟政府取代后却竟撤回希盟的 2019 年 IPCMC 法案，以没有处分权并应允警方加入的 

IPCC 取而代之，这根本违反机构的独立及正当性。从过去的记录，警队里的不检、违法、滥权行

为多不胜数，上千宗的扣留所死亡案、扣留犯遭虐待性侵、警员贪污、滥权逮捕等案件，警队里

却缺乏有效的机制监督及审判违法警员，因此成立政治独立并拥有执法权的 IPCMC 刻不容缓，

以打击警队里的害群之马，挽回公信力。大会促请执政单位勿出尔反尔或以各种手段敷衍，应拿

出政治意愿，落实警队改革。 

（隆雪华堂妇女组） 

 

(E) 经济 

1. 案文：任何追加预算法案必须于国州议会，经由议员辩论以寻求批准通过，以确保政府不会恣

意挥霍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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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日前，政府修订了紧急条例条文，颁布宪报增设 10a 和 10b 条文，允许首相、州务大臣和

首席部长在无需经立法机关审查下推出追加预算案，或动用统一基金里的资金。任何关乎国家财

务事项必须由国会监督和制衡、合法通过一切附加额外开销的预算案才是正确的做法，才能避免

当权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滥权盗用公帑的案例频频发生。 

（隆雪华堂妇女组） 

2. 案文：吁请政府推出有效的新政策，以助商家走出困境。 

案由：受新冠疫情影响，许多商家及工厂的生意大幅度滑落，甚至面临倒闭引发失业潮。目前政

府所推出的补助只惠及少数商家，许多小型厂商的窘境未获受理。 

（隆雪华堂妇女组、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3. 案文：促请市政府简化更新营业执照的申请条规。 

案由：不少商家因申请程序复杂而错过更新营业执照时限，以至面对继续营业的困境和罚款。政

府有必要简化相关条规以加快申请程序，节省时间和减免不必要的开销。 

（隆雪华堂妇女组、雪隆广西会馆妇女组） 

 

(F) 环境/卫生 

1. 案文：吁请当局全面杜绝洋垃圾，切勿以牺牲环境和人民健康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真正地落

实可持续性发展。 

案由：近日，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表示将从 2021 年 6 月开始，对进口的固体废物征收每公吨 20 令

吉的再循环处理费。他们指出，这是为了规范和促进再循环工业的发展，同时解决洋垃圾所造成

的污染问题。惟我国是否有能力处理如此大量的洋垃圾，这不仅无法带来经济效益，反而还会加

剧国内环境污染问题。 

（隆雪华堂妇女组、雪隆广西会馆妇女组） 

2. 案文：吁请政府致力于改善外籍移工现有的宿舍环境以免引发更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案由：国内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依旧高居不下，进入了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的时期。有不少企业

或工厂被揭发其外籍移工的宿舍人员密度过高、环境恶劣，加上卫生状况堪忧而导致疫情在外籍

移工群体中迅速蔓延。另外，根据早前人力资源部的统计报告显示，国内有超过 90%或 140万名

外籍移工的宿舍并不符合《1990 年工人宿舍及设施最低标准法令》的规定，情况令人担忧。外籍

移工为养家糊口不远万里来到他乡工作，对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少贡献，政府和雇主理应给

予更多关注，协助他们面对这波疫情。 

（隆雪华堂妇女组） 

 

(G) 人权 

1. 案文：呼吁政府停止针对 LGBT 群体的歧视和政治消费。 

案由：不少国家已通过立法保障了 LGBT 群体的基本权利，而首相慕尤丁曾在东盟数码部长的网

络会议上，建议东盟以更强硬的态度反对关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仇恨言论。惟近日，掌管宗教事务

的首相署副部长阿末马祖发表了关于政府欲修订伊斯兰法令（355 法令）以更严厉地对付同性

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群体（LGBT）言论。煽动基于性取向的仇恨不仅有悖开放包容的核心价

值，更会衍生诸多社会问题。LGBT 群体既不是违反自然，更不是道德败坏的存在。作为社会的

一份子，大家理应被赋予平等的对待和权利。 

（隆雪华堂妇女组） 

2. 案文：促国盟政府尊重民主人权，检视在疫情肆虐的时候逮捕外来移工及不给予注射疫苗等措

施。 

案由：逮捕行动只会导致外来移工不愿现身接受检测或治疗，而进一步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政

府理应在这非常时期搁置身份合法性的问题，与雇主和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鼓励移民特别是无

证移民主动寻求检测与治疗。 

（隆雪华堂妇女组） 

 

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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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针对前华堂董事杨贵盛涉嫌性骚扰一事，个人组员（B0407）梁莉思想询问事情的进展情况。大

会主席黄玉珠律师表示，当她接获当事人在脸书的留言时，就立刻和人事小组的董事进行紧急会议。

经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杨贵盛需要请辞，同时要求所属团体更换新代表，而他本人也接受了相关劝

告，当天母会和妇女组随即在脸书发表声明以交代事情的处理结果。与此同时，黄玉珠律师也曾致电

联络当事人了解情况，并劝她向警方投报，惟当事人有不同的看法。后来马华妇女组声明会接手此事，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至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联系。 

 

8.2 雪隆广西会馆崔素桦询问如果上司在聊天群里发布不雅照片或视频，是否构成了性骚扰？。大会

主席黄玉珠律师表示，该行为不能被视为对个人的性骚扰，只能劝阻或将对方移出聊天群。若要依法

处理则可向通讯及多媒体部投诉，在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下不正当地使用社交媒体是一项罪行，可被判

罚监禁或罚款。黄玉珠律师补充，目前国内还未有反性骚扰的法令，因此只能通过劳工法令和通讯及

多媒体法令进行调查处理。 

 

散会时间：下午4时正 
 

 

 

 

 

 

 

 

 

 

 

 

 

 

 

 

 

 

 

 

 

 

 

 

 

 

 

 

 

 

 

 

 

 

 

 

 

 

 



 

13 

 

附录： 

2021年组员大会出席名单：( 团体代表：80位、个人组员：23位、列席：3位) 

团体代表出席名单： 

序 编号 团体单位 姓名  序 编号 团体单位 姓名 

1 G006 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 谢秀贞  41 G035 雪隆广东会馆妇女部 周慧敏 

2 

G007 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蔡绿萍  42 

G038 雪隆福州会馆妇女组 

李萍萍 

3 郑慧湄  43 陈朱乔 

4 陈丽花  44 陈美龄 

5 李桂芳  45 梁风娇 

6 
G008 隆雪河婆同乡会妇女部 

李淑贞  46 

G040 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黃玉珠 

7 刘美兰  47 林玉蕊 

8 

G009 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 

杨柳珠  48 黄京凤 

9 陈秀春  49 龚丽英 

10 李雪燕  50 

G052 巴生福建会馆妇女组 

叶金花 

11 黄凤英  51 叶桂英 

12 

G010 雪隆嘉应会馆妇女组 

赖美蓉  52 赵子燕 

13 郑天云  53 

G054 雪隆广西会馆妇女组 

李简桂婵  

14 陈焕珍  54 崔素桦 

15 

G013 坤成校友会 

叶穗莹  55 马彩英 

16 陆美静  56 邓月娥 

17 周美容  57 

G056 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 

程德梅 

18 冯仲馨  58 陈玉清 

19 余丽琼  59 谭慧兰 

20 陈淑茵  60 黄荷喻 

21 

G014 雪隆华人妇女励志会 

李月旺  61 G063 马来西亚高州总会妇女组 陆美兰 

22 黄兼博  62 G064 雪隆庄严同宗会妇女组 庄淑萍 

23 李淑清  63 

G070 雪隆李氏宗亲会妇女团 

李雪凤 

24 赖璧君  64 李亚兰 

25 麦秀华  65 李玉凤 

26 李月桂  66 李玉明 

27 

G020 雪隆槟华校友会 

洪俪华  67 

G073 雪隆商业职员公会妇女组 

李潘韦秀 

28 郑碹珍  68 王美湄 

29 陈亚金  69 陈可欣 

30 梁宝霞  70 

G074 马来西亚春晖单亲妈妈协会 

谢佩珊 

31 沈碧容  71 庄梨玉 

32 G021 雪隆顺德会馆妇女组 罗雯琬  72 周贵枫 

33 

G024 雪隆潮州会馆妇女组 

谢粉鸾  73 

G077 吉隆坡南海会馆妇女团 

欧阳秀群 

34 陈佩琼  74 简桂恬 

35 刘秀珊  75 邹慧冰 

36 沈小珍  76 

G079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妇女组 

龚芳珠 

37 

G034 隆雪陈氏书院宗亲会妇女组 

陈瑞香  77 龚美蓉 

38 陈秀珠  78 龚雅羾 

39 陈美玲  79 
G082 雪隆林氏宗祠妇女组 

林玥何 

40 陈秀凤  80 林锺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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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组员出席名单： 

序 编号 姓名  序 编号 姓名 

1 B0034 彭葩  13 B0374 曾美绮 

2 B0126 宋妹  14 B0392 练美兰 

3 B0174 林雅伴  15 B0397 陈秀阅 

4 B0315 陈矜颖  16 B0400 邓美 

5 B0316 蔡春娇  17 B0407 梁莉思 

6 B0322 曾慧玲  18 B0414 李欣欣 

7 B0325 龙彩玉  19 B0416 马紫慧 

8 B0332 关瑞香  20 B0417 林素芝 

9 B0348 黃永萍  21 B0419 罗丽春 

10 B0350 陈雪娥  22 B0420 黄惠心 

11 B0367 赵淑芬  23 B0421 张安妮 

12 B0371 瞿美香     

 

列席： 

1. 余青梅 

2. 陈霖燕 

3. 许伊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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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2021 年特别组员大会记录 

（恕不称呼） 

 

日    期：2021 年 5 月 1 日（周六） 

时    间：下午 2 时 

地    点：ZOOM 线上会议 

出席人数：(A)团体代表：64 位（见附录） 

               (B)个人组员：14 位（见附录） 

                    (C)列席者    ：  1 位（见附录） 

大会主席：黄玉珠律师 

大会记录：丘忠盛 

 

1. 宣读及通过议程 

大会主席黄玉珠律师宣读大会议程，众无异议，一致通过接纳大会议程。 

 

2. 主席黄玉珠律师致词 

各位属会代表及个人组员，大家下午好。 

 

根据妇女组的章程第 6.6（2），由理事会要求召开的特别组员大会的法定人数是理事会人数的两

倍即 54 人。 截至目前为止，出席大会的人数是 67 位，已符合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所以特别组

员大会现在正式开始。感谢大家的出席，促使今天的特别组员大会能够顺利召开。在我的印象中

这应该是妇女组成立了 35 年来首次召开特大，一般上特大给人的感觉是有重大事件发生，需要召

开特别大会来处理。不过今天的这个特大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负面。 

  

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事情是关于展延妇女组的选举。妇女组的细则规定理事会任期为三年，任满

后就必须解散，并在大会选出新的理事成员。今年六月妇女组第十五届理事会即将任满，到时候

这一届的理事会就得解散，再交由组员选出新的一个理事会。问题是华堂在去年 9 月 27 日的会员

大会上通过一项动议以展延董事会的选举至 2022年 6 月，目的为配合华总的选举年，换句话说就

是两个单位在同一年举行选举。这样一来，如有华堂董事在华总的选举中当选，这位董事就不需

要因不同的选举年而被迫半路下车。华堂的这一个大会议决案也在今年 3月 27 日获得社团注册局

的批准。 

  

隆雪华堂妇女组有本身的章程，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依据本身的章则行事，可以说是拥有相当独立

的空间。在这方面，我要感谢董事会对妇女组的信任。然而不管怎样，妇女组就是隆雪华堂架构

下的一个委员会，面对政策或特殊的情况時，我们必须尊重及配合华堂的步伐。针对华堂展延今

年的选举的决定，妇女组本身持有自己的看法，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社团有社团的章程，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法律。虽然说妇女组对去年华堂大会的议案持有不同的立场，然而

既然社团注册局批准及允许华堂展延选举，妇女组就必须向大家阐明事情的发展，并寻求这个大

会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其实妇女组是可以自行决定展延选举，对外我们只须说这是配合华堂的决定，相信许多妇女组也

会这样处理，总之母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吗？然而作为一个有担当和进步的组织，我们一

至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对许多属会也会造成某个程度的影响，必须交由大家做出选择，方

能符合民主精神。所以妇女组于四月份的理事会议上一致议决必须召开特大，交由全体组员做出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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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是安排在华堂召开会议，顺便和大家见面交流。可是这两个星期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为了

大家的安全，只好改在线上进行。错过了和大家见面感觉有点可惜，但我想只要保住健康，往后

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再见。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祝福大家。 

 

3. 动议配合母会展延 2021 年 6 月选举至 2022 年 6 月 

3.1 根据妇女组章程，特别组员大会需遴选一名议长主持会议。大会主席黄玉珠律师提议由隆雪

华堂总秘书陈松林担任特大议长，李简桂婵附议，众无异议，大会一致通过接纳陈松林成为

特大议长。 

3.2 大会议长宣读及提呈动议后交由出席者投票决定。最后大会以 72 票赞成、0票反对及 0票弃

权通过动议配合母会展延 2021 年 6 月选举至 2022 年 6 月。 

 

散会时间：下午 2时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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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21年特别组员大会出席名单：( 团体代表：64位、个人组员：14位、列席：1位) 

团体代表出席名单： 

序 编号 团体单位 姓名  序 编号 团体单位 姓名 

1 
G006 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 

谢秀贞  34 

G038 雪隆福州会馆妇女组 

李萍萍 

2 李馨宝  35 陈美玲 

3 

G007 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蔡绿萍  36 陈朱乔 

4 余青梅  37 

G040 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黄玉珠 

5 陈丽花  38 林玉蕊 

6 

G008 隆雪河婆同乡会妇女部 

李淑贞  39 黄京凤 

7 刘美兰  40 龚丽英 

8 彭葩  41 G052 巴生福建会馆妇女组 叶桂英 

9 江玉琴  42 
G053 巴生滨海南安会馆妇女组 

林玉英 

10 

G009 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 

杨柳珠  43 李美莲 

11 陈秀春  44 

G054 雪隆广西会馆妇女组 

李简桂婵  

12 李雪燕  45 马彩英 

13 陈霖燕  46 邓月娥 

14 

G010 雪隆嘉应会馆妇女组 

赖美蓉  47 许亚燕 

15 陈焕珍  48 

G056 雪隆会甯公会妇女组 

程德梅 

16 林雅伴  49 陈玉清 

17 郑月云  50 谭慧兰 

18 

G013 坤成校友会 

叶穗莹  51 黄荷喻 

19 余丽琼  52 G057 雪隆台山会馆妇女组 邝金珍 

20 卓小慧  53 G063 马来西亚高州总会妇女组 陆美兰 

21 周美容  54 G064 雪隆庄严同宗会妇女组 庄淑萍 

22 冯仲馨  55 
G070 雪隆李氏宗亲会妇女团 

李雪凤 

23 G021 雪隆顺德会馆妇女组 梁柳平  56 李亚兰 

24 

G024 雪隆潮州会馆妇女组 

谢粉鸾  57 

G073 雪隆商业职员公会妇女组 

李潘韦秀 

25 陈佩琼  58 王美湄 

26 刘秀珊  59 陈可欣 

27 G033 雪隆德教会紫芳阁妇女组 梁玉虹  60 
G074 马来西亚春晖单亲妈妈协会 

谢佩珊 

28 

G034 隆雪陈氏书院宗亲会妇女组 

陈秀珠  61 周贵枫 

29 陈瑞香  62 G077 吉隆坡南海会馆妇女团 简桂恬 

30 陈美玲  63 
G079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妇女组 

龚芳珠 

31 

G035 雪隆广东会馆妇女部 

周慧敏  64 龚雅羾 

32 周惠玲   
33 苏丽蓉  
 

个人组员出席名单： 

序 编号 姓名  序 编号 姓名 

1 B0281 苏清珠  8 B0374 曾美绮 

2 B0315 陈矜颖  9 B0392 练美兰 

3 B0316 蔡春娇  10 B0397 陈秀阅 

4 B0325 龙彩玉  11 B0416 马紫慧 

5 B0332 关瑞香  12 B0417 林素芝 

6 B0348 黃永萍  13 B0419 罗丽春 

7 B0367 赵淑芬  14 B0423 黎杏容 

 

列席：郑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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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2021 年度组务报告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第 15 届隆雪华堂妇女组理事会 

职称 姓名 代表单位 

主席兼法律组主任 黄玉珠律师 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署理主席兼培塑坊主任 拿汀练美兰 个人 

第一副主席 蔡春娇 个人 

第二副主席兼辅导组主任 李简桂婵 雪隆广西会馆妇女组 

秘书 李潘韦秀 雪隆商业职员公会妇女团 

副秘书 陈秀阅 个人（2021年6月请辞） 

财政 陆美兰 马来西亚高州总会妇女组 

副财政 李萍萍 雪隆福州会馆妇女组 

文教组主任 林素芝 个人 

副文教主任 洪俪华 雪隆槟华校友会 

社会组主任 曾美绮 个人 

经济组主任 赵淑芬 个人 

副经济主任 蔡绿萍 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福利组主任 谢佩珊 马来西亚春晖单亲妈妈协会 

康乐组主任 苏清珠 个人 

副康乐主任 龚芳珠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妇女组 

资料组主任 杨柳珠 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 

联络组主任 庄淑萍 雪隆庄严同宗会妇女组（2021年10月届满卸任） 

副联络主任 关瑞香 个人 

 曾慧玲 个人 

 黄永萍 个人 

 刘慧妹 个人 

 马紫慧 个人 

理事 罗丽春 个人 

 李淑贞/陈雪娥 隆雪河婆同乡会妇女部 

 程德梅 雪隆会宁公会妇女组 

 周慧敏 雪隆广东会馆妇女部 

 庄小薇 雪隆庄严同宗会妇女组（2021年11月接任） 

 梁雪萍 雪隆嘉应会馆妇女组（于2020年9月15日请辞暂无

委派代表） 

 李瑞丽 雪隆李氏宗亲会妇女团（于2018年10月请辞暂无

委派代表） 

 叶秀琴 雪隆叶氏宗祠妇女组（于2018年9月请辞暂无委派

代表） 

 

(2) 第 15 届隆雪华堂妇女组理事会出席率表 (见附件 1) 

从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共召开 12 次常月理事会议及 1 次紧急会议。 

黄玉珠律师(13/13)  拿汀练美兰(13/13)  蔡春娇(13/13)  李简桂婵(13/13) 

李潘韦秀(7/13)  陈秀阅(7/7)   陆美兰(13/13)  李萍萍(7/13) 

林素芝(13/13)  洪俪华(10/13)   曾美绮(10/13)  赵淑芬(13/13) 

蔡绿萍(12/13)  苏清珠(7/13)   龚芳珠(12/13)  谢佩珊(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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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珠(12/13)  庄淑萍(10/11)   庄小薇(2/2)  关瑞香(13/13)  

曾慧玲(6/13)  黄永萍(12/13)   程德梅(11/13)  李淑贞(4/7) 

陈雪娥(6/6)   刘慧妹(2/13)   马紫慧(11/13)  周慧敏(7/13)  

罗丽春(11/13)  

 

从 06/01/2021至 01/12/2021，共召开了 12次理事会议及 1次紧急理事会议，各理事出席率记录如下： 

序 姓名 06/

01 

03/

02 

03/

03 

07/

04 

29/

04 

 

05/

05 

02/

06 

07/

07 

04/

08 

08/

09 

06/

10 

03/

11 

01/

12 
总数 

1 黄玉珠律师              13/13 

2 拿汀练美兰              13/13 

3 蔡春娇              13/13 

4 李简桂婵              13/13 

5 李潘韦秀              7/13 

6 陈秀阅         7/7 

7 陆美兰              13/13 

8 李萍萍              7/13 

9 林素芝              13/13 

10 洪俪华              10/13 

11 曾美绮              10/13 

12 赵淑芬              13/13 

13 蔡绿萍              12/13 

14 苏清珠              7/13 

15 龚芳珠              12/13 

16 谢佩珊              10/13 

17 杨柳珠              12/13 

18 庄淑萍             10/11 

19 庄小薇    2/2 

20 关瑞香              13/13 

21 曾慧玲              6/13 

22 黄永萍              12/13 

23 程德梅              11/13 

24 李淑贞         4/7 

25 陈雪娥        6/6 

26 刘慧妹              2/13 

27 马紫慧              11/13 

28 周慧敏              7/13 

29 罗丽春              11/13 

每月理事出席率 18/

27 

24/

27 

23/

27 

24/

27 

15/ 

27 

22/ 

27 

25/ 

27 

22/ 

26 

23/ 

26 

23/ 

26 

22/ 

26 

20/ 

26 

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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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活动项目 

 

序 日期 摘要 

(A)组务活动 

1.  17/01/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浅谈现代女性的家庭观与事业观】讲座 

2.  18/01/2021 【天下事，线上谈】系列讲座 The Arrival for Fast COVID-19 Vaccination: To 

Vax or Not To Vax? 

3.  02/02/2021 派发 50 份物资助吉隆坡拉也柏迈（Raya Permai）人民组屋的居民迎新春 

4.  28/02/2021 【华人穆斯林是否可以庆祝农历新年？】线上分享会 

5.  07/03/2021 三八妇女节视频录制 

6.  12/03/2021 【天下事，线上谈】系列讲座：当民主遇上枪杆子，缅甸将往何处去？ 

7.  18/03/2021 线上三语诗歌朗读交流会 

8.  28/03/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我的世界怎么啦？】疫情一周年随想 

9.  22/04/2021 【寸草心 17】全国征文比赛成绩公布及移交模拟支票仪式 

10.  25/04/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谈在社团的心路历程与展望 

11.  01/05/2021 特别组员大会 

12.  20/05/2021 展开为期三个星期的“校园性骚扰问卷调查” 

13.  30/05/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被性骚扰了，我该怎么办？ 

14.  12/06/2021 《寸草心 17》全国双亲节征文比赛颁奖仪式暨新书推介礼 

15.  12/06/2021 第 7 届“好爸爸，好妈妈”模范父母亲颁奖礼 

16.  26/06/2021 2021 年组员大会 

17.  27/06/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端午随想，我对这个节日的认识】 

18.  11/07/2021 “人间自有真情在，宜将寸心报春晖”抗疫救援行动 

19.  11/07/2021 【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疫起不孤单】自杀预防线上讲座 

20.  31/07/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疫殇，谁是真英雄】 

21.  03/08/2021 【撤紧急条例风波引发宪政危机？—— 当前政局该如何拆解】线上讲座 

22.  21/08/-

06/11/2021 
线上有氧健身操 

23.  23/08/2021 展开“疫后——我最想念的时光”绘画比赛暨得奖佳作慈善义卖展活动 

24.  29/08/2021 校园性骚扰问卷调查报告推介礼 

25.  29/08/2021 “遏止性骚扰有多难？”线上讲座 

26.  29/08/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谈有效的和孩子及年轻人的沟通 

27.  11/09/2021 线上妇女团体交流会暨才艺秀 

28.  19/09/2021 “千里共婵娟”线上中秋活动 

29.  23/09/2021 第 18 届《寸草心》双亲节全国征文比赛线上新闻发布会 

30.  27/09/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同一屋檐下多代同堂——你怎么说” 

31.  17/10/2021 “疫后——我最想念的时光”绘画比赛线上颁奖典礼 

32.  31/10/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18 个月的疫情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 

33.  16/11/2021 “宗教与性别平权”线上讲座 

34.  25-

30/11/2021 
《消除对女性的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短视频播放 

35.  28/11/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如何促进性别平等待遇 

36.  07/12/2021 人权月系列活动：性别你我他小学堂——关于性骚扰、同性恋的六大迷思 

37.  10/12/2021 人权月系列文章：性别平等，还有多遥远？/ 苏淑桦 

38.  10/12/2021 人权月推介礼暨讲座：齐视，不歧视——检视我国性别平等政策 

39.  10/12/2021 人权月系列文章：父权体制与厌女文化 / 张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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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12/2021 人权月系列文章：显微镜下的彩虹裂痕 / 叶兴隆 

41.  10/12/2021 人权月系列文章：疫情下挣扎求存的女性 / 林奕慧 

42.  11/12/2021 人权月系列活动：“齐视，不歧视”——性别平等线上工作坊 

43.  19/12/2021 “爱是一家过冬至”短视频征集活动暨线上颁奖仪式 

44.  19/12/2021 “忆传统，迎冬至——听家豪讲故事”线上分享会 

45.  12/12/2021 “圣诞节：谈宗教与各族传统文化是否可以和谐共处”线上讲座 

46.  26/12/2021 水灾赈灾行动 

47.  26/12/2021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圣诞铃声中渐行渐远的冬至——谈中华文化的传

承 
48.  15/01-

31/12/21 
筹备出版《铿锵岁月》35 周年纪念特刊 

49.  10 月至 12 月 《寸草心 18》宣传及赠书行动 

(B)各组报告 

文教组 

50.  02/05/2021 第五届【孝悌立根基】孝道格言书法比赛线上颁奖礼 

51.  21/11/2021 2021 年第廿二届吉隆坡小状元——经典诵读评鉴会暨首届笔试模拟赛 

社会组 

52.  21/03/2021 【健康 2.0：节日后遗症】讲座 

53.  11/04/2021 【面对网购风险，消费者该如何维权？】线上讲座 

54.  08/07/2021 制作【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配套 PEMULIH】懒人包 

法律组 
55.  01/01-

29/02/2021 
策划及筹备出版【防治性骚扰与家庭暴力手册】 

56.  07/03/2021 【防治性骚扰与家庭暴力手册】推介礼 
57.  10-

16/05/2021 
发动联署运动，要求教育部严正看待校园性骚扰事件 

经济组 

58.  13/06/2021 【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 (PEMERKASA+)——你必须知道的事项】线上讲

座 

59.  14/11/2021 “2022 年财政预算案，你 WOW 了吗？”线上讲座 

福利组 

60.  14/03/2021 探访华堂副会长李福旺先生 

61.  05/05/2021 拜访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 

62.  28/06/2021 捐助前理事官友娣 

63.  06/07/2021 理事探访 

64.  01/08/2021 理事探访 

65.  18/10/2021 捐助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 

资料组 

66.  26-

27/05/2021 
“建筑与城市改革运动”线上课程  

辅导组 

67.  17/01/2021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68.  21/03/2021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69.  18/04/2021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70.  30/04/2021 【疫情后老年人的生命关护——上海案例的借镜】讲座 

71.  01-02/05/21 深耕志工培训营 

72.  16/05/2021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73.  25/06/2021 “如何在疫情中保持心理健康？”线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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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8/07/2021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75.  15/08/2021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76.  15/08/2021 “当我们同在疫起”线上讲座 
77.  30/09/2021 第一次组织内部强化管理培训 

78.  28/10/2021 第二次组织内部强化管理培训 

79.  21/11/2021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80.  30/11/2021 第六梯次“生命辅导志工深耕培训”开课仪式 
81.  26/12/2021 阳光茶会 

82.  1-12月 2021 年电话协谈值班报告 

培塑坊 

83.  08/06/2021 【直播浅谈】线上讲座 

84.  16/07/2021 【屏幕非障碍，线上一样可以很精彩】线上讲座 

华总妇女部 

85.  08/05/2021 第四届《她的故事》线上颁奖仪式 

86.  28/08/2021 全国性妇女组织交流会 

87.  24/09/2021 会员代表大会 

88.  03/11/2021 提呈关于要求撤回“大马母亲海外出世孩子自动获公民权”一案上诉行动

的联署备忘录 

全国妇女理事会(NCWO) 

89.  24/04/2021 第 27 次会员大会暨理事改选 

90.  16/09/2021 举办虚拟竞跑 

隆雪妇女理事会（KLSCWO） 

91.  21/03/2021 第 4 次会员大会 

蒲公英书苑 

92.  23-

24/01/2021 
【认识印度的历史与文明】线上专题讲座 

93.  14-

22/07/2021 
【寻路：新马华人的足迹——后现代史学观察•人物篇】线上课程 

原住民暨难民小组 

94.  11/11/2021 支援原住民水源接驳工程 

(C)文告 

95.  01/01/2021 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席黄玉珠律师新年献词 

96.  14/01/2021 反对沙希旦受委为妇女、儿童及社会发展特委会成员 

97.  14/01/2021 联署文告：100 个组织和个人反对沙希旦受委为妇女、儿童及社会发展特委

会成员 

98.  17/01/2021 强烈谴责美里警察局内发生性侵事件 

99.  22/01/2021 LGBT 基本人权不容侵犯 

100.  28/01/2021 联署文告：Kami menuntut sokongan (endorsement) untuk memorandum JPKK 

bersama Kesatuan Pekerja-pekerja Swasta Perkhidmatan Sokongan Di Hospital-

Hospital Kerajaan Semenanjung Malaysia kepada Perdana Menteri 

101.  19/02/2021 尸位素餐，何以为官？ 

102.  05/03/2021 国际妇女节献辞：实践性别平等，人人有责 

103.  06/04/2021 隆雪华堂妇女组促当局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以保人民健康 

104.  26/04/2021 隆雪华堂妇女组促当局严正关注校园性骚扰，还教育一片净土 

105.  29/04/2021 联署文告：Respond to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Datuk Mohd Radzi Md Jidin’s 

statemen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MOE) action on period spot checks in 

schools 

106.  07/05/2021 联署文告：Public Calling for Accountability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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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7/05/2021 联署文告：谴责校方对性骚扰事件的纵容与漠视，要求教育部严正看待并

保障艾恩在不受霸凌下继续求学 

108.  27/05/2021 隆雪华堂妇女组促政府加强反性骚扰政策的落实 

109.  01/06/2021 逮捕无证移民，打击抗疫努力 

110.  17/06/2021 联署文告： Menjawab Kecaman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Terhadap 

Penyelidikan “Feasibility of Having Legisl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a Third 

Gender in Malaysia” oleh Suruhanjaya Hak Asasi Manusia Malaysia (SUHAKAM) 

Responding to Parti Islam Se-Malaysia's (PAS) Criticism of the Research on 

"Feasibility of Having Legisl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a Third Gender in 

Malaysia" by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SUHAKAM) 

111.  28/06/2021 知法犯法，如何服众？ 
112.  29/06/2021 联署备忘录：Anti-LGBT Amendments By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Religious Affairs) Have Wide-Ranging Impact On All Persons In Malaysia 

113.  29/06/2021 联署文告：Criminalising LGBTQIA Persons is Unconstitutional, Uncalled for 

and Regressive : A Response to the Special Meeting Task Force on LGBT 

114.  30/06/2021 疫情当前，国人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115.  05/08/2021 联署文告：Protect Our Students, Not Issue Letter of Demand for Defamation 

116.  06/08/2021 对艾恩遭教师起诉感失望 反性骚法案应尽速提呈 

117.  11/08/2021 跨州堂食恐疫情续恶化 政府勿仓促放宽限制 

118.  27/08/2021 隆雪华堂妇女组促妇女部认真看待无国籍孩童问题 

119.  01/09/2021 联署文告： Lawan Intimidasi dan Ugutan Terhadap Aktivis-aktivis Muda, 

Solidariti Bersama Shakila 

120.  22/09/2021 政府应修宪 允国外出生自动成公民 

121.  22/09/2021 联署文告： The continuous persecution of Nur Sajat underscores growing 

extremism in Malaysia 

122.  12/10/2021 捍卫穿着自由 拒绝性别歧视 

123.  25/10/2021 新闻稿：撑起保护伞当好守护者 父母需正视性骚扰问题 

124.  04/11/2021 网上现恋孕妇癖者群组 警方受促尽快采取行动 

125.  16/11/2021 伊党正副部长欺凌女记者 隆雪华堂妇女组强烈谴责 

126.  24/11/2021 新闻稿：隆雪华堂妇女组欢迎无国籍少年获公民权的判决 

127.  15/12/2021 反对大幅度提高违反防疫条例者的最高罚款额 

128.  15/12/2021 联署文告：The Rakyat Needs A Survivor-Centric Anti-Sexual Harassment Bill 

129.  19/12/2021 联署文告：Hold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ccountable for their 

grav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clu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电视、电台、报刊专访 

130.  09/01/2021 探讨选举制度改革及提升妇女参政与代表率。（陈穆红博士和吴益婷博士

专访） 

131.  19/01/2021 针对拿督打人事件，以及因提醒其他顾客没戴口罩而与店员起争执一事

表达看法。（Astro AEC 《八点最热报》采访） 

132.  21/01/2021 因疫情关系，今年过年的情况会很不一样。对于过年不回乡的游子，以及

孩子没有回家过年的长辈，您有什么话要对她们说的吗？或者有什么建

议？（东方日报采访） 

133.  22/02/2021 谈论有关性骚扰的法案。访问问题为（一）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定义和范

畴是什么?、（二）现有法律有什么样的限制?、（三）性骚扰和性侵犯

案例有哪些执法缺陷?（星洲日报百格专访） 

134.  22/02/2021 采访问题为元宵节是否有举办活动？今年会以什么形式庆祝？为什么不

办？对国家安全理事会的 SOP 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向公众呼吁？（星

洲日报电话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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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05/03/2021 谈论有关政治领域两性不平等的课题。（Astro 热点专访） 

136.  08/03/2021 采访主题为“从洞察到践行：新冠病毒唤醒性别平等”。（爱 FM 电话连线

采访） 

137.  09/03/2021 讨论童婚议题。（CITYPlus FM 电话访谈） 

138.  09/05/2021 讨论 509 大选三周年国盟的表现。（透视大马访问） 

139.  02/06/2021 针对 FMCO期间发放援助金的措施能否有效帮助 B40 群体给予看法。（星洲

日报采访） 

140.  06/08/2021 针对社交媒体流传有雇主要求确诊员工服用伊维菌素（Ivermectin）一事

从法律角度表达看法。（透视大马采访） 

141.  21/10/2021 就政府对拒绝接种疫苗人士采取限制表达看法。（Ai Fm《开讲东方议

题》） 
142.  30/10/2021 就 2022 年财政预算案发表看法。（中国报采访） 

143.  15/12/2021 针对我国的童婚的现象和问题发表看法。（《观察家》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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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务报告 

日期 项目 简述 

17/01/2021 

星期日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

坛：【浅谈现代女性的

家庭观与事业观】讲座 

 

 
 

 
分享人：林佩璇 

 
分享人：杨柳珠 

 
分享人：Nurul Nadhirah 

Liew 

 
主持人：马紫慧 

 

 

 

 

 

1. 分享人：林佩璇、Nurul Nadhirah Liew、杨柳珠 

2. 主持人：马紫慧 

3. 林佩璇：台湾妇女刚来到马来西亚时因没有工作证而

当了数十年的家庭主妇。如今拜科技所赐，很多事能

够在手机上完成，而新一代女性也开始借用科技在下

班后找寻其他兼职如电子商务，走向了斜杠人生。在

科技的影响下，这种多重职业的生活会愈发普遍，因

此她鼓励女性不断学习并提升自己，发挥其他的专

长。只要加以善用，大家都可以为社会付出一些努

力。另外，她也指出，要在家庭和事业上取得平衡，

朋友也是很关键的因素。朋友不仅能倾听诉苦，而且

还能为你的家庭和事业上提供意见，因此大家应该多

抽出时间和朋友来往。 

4. Nurul Nadhirah Liew：对她而言，能在职场上做好自己

本分，同时照顾好家庭，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事。她在

婚前曾和丈夫有协议，即婚后也要继续工作；由于她

是一名公务员，工作时间稳定，因此能够同时兼顾工

作和家庭的事。她指出，国内有不少杰出女性如前副

首相旺阿兹莎和前国行总裁洁蒂，皆能够在事业和家

庭上取得平衡，值得大家学习。另外，她也会利用余

暇时间参与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协会的活动。不少华

裔女性皈依伊斯兰教后，与朋友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更有些女性因家人的反对而不敢回家。作为马来西亚

华人穆斯林协会的一员，她都会给予她们精神上的支

持和鼓励，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好让大家能有归属

感。最后她也感激丈夫的体谅，才得以让她能够兼顾

事业和家庭，同时也认为公务员的时间比较充裕，在

这方面所遇到的挑战会比私人界小。 

5. 杨柳珠：她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是 M 型双峰曲线。M

型就业模式指的是女性毕业后投入职场参与劳动，是

婚前的第一高峰；孩子长大后回归就业，是后就业的

第二高峰。惟她也指出，有很多女性再度工作时会面

多更多的问题。由于家境不好，她一毕业后就当幼教

老师，接受了幼儿教育方面的知识和培训，因此有了

小孩后就决定由自己负责养育，当全职主妇。孩子长

大之际丈夫也刚好在创业，此时她也转当为行政人

员。由于自家生意因此她能够弹性处理工作上的安

排，同时也不否认要平衡事业和家庭确实是很大的挑

战。她建议双薪家庭可以在社区成立一个小团体，召

集志同道合的家庭，相互寄托和照料在附近念书的孩

子，好让母亲没有后顾之忧去工作。另外，她也认同

科技上的发展和事业的多样空间能让女性在兼顾家庭

和事业上如鱼得水。 

18/01/2021 

星期一 

【天下事，线上谈】系

列讲座 The Arrival for 

Fast COVID-19 

1. 主讲人：YB Datuk Seri Dr. Dzulkefly bin Ahmad、YB 

Dr Kelvin Yii Lee Wuen、Azrul Mohd Khalib 

2. 主持人：司徒奕奕 



 

27 

 

Vaccination: To Vax or 

Not To Vax? 

 

 
 

 
主讲人：YB Datuk Seri 

Dr. Dzulkefly bin Ahmad 

 
主讲人：YB Dr Kelvin Yii 

Lee Wuen 

3. 不少国家纷纷订购疫苗以对抗高居不下的新冠肺炎疫

情，而马来西亚政府也终于确认将会推行国家疫苗接

种计划，并正处于最后定案阶段。卫生部长指出，政

府已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辉瑞

（Pfizer）以及阿斯利康（AstraZeneca）制药公司订购

疫苗，同时也在商讨疫苗运输和储存相关事宜。尽管

政府和监管机构向民众保证，将会确保疫苗的质量和

安全性，惟不少民众和专家都对疫苗的效率抱以质

疑。 

4. 为解答大家疑虑，此次讲座将会讨论新冠疫苗的特

点、潜在的风险和副作用。 

 

 
主讲人：Azrul Mohd Khalib 

 
主持人：司徒奕奕 

02/02/2021 

星期二 

派发 50 份物资助居民迎

新春 

 

地点：吉隆坡拉也柏迈（

Raya Permai）人民组屋 

 

 
 

 

 

 

隆雪华堂妇女组在吉隆坡拉也柏迈（Raya Permai）人民组

屋向50户居民派发价值5千令吉的物资，其中主席报效50

箱年柑及100罐年饼。前往派发物资的成员有妇女组理事

陈秀阅和谢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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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2021 

星期日 

【华人穆斯林是否可以庆

祝农历新年？】线上分享

会 

 

 
 

 
分享人：拿督叶永兴教授 

 
分享人：黄秀梅 

 
分享人：刘美风 

 
主持人：曾美绮 

1. 分享人：总会长拿督叶永兴教授、副会长黄秀梅、总

秘书刘美风（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协会总会代表） 

2. 由于缺乏宗教上的认知，当华裔皈依伊斯兰教后即会

遭到身边亲人异样的目光，进而产生了隔阂。除了宗

教信仰不同之外，华裔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其实都不受

太大影响，他们依旧会庆祝华人的传统节日和保留自

身文化。 

3. 拿督叶永兴教授指出，许多人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

误以为是一种“马来教”，一旦皈依伊斯兰教后就必须

放弃自己的族群身份，其实并非如此。他说，华人穆

斯林依旧可以保留自己的姓名和文化，而且也能够庆

祝华人的传统节日。农历新年期间，华裔穆斯林都会

和家人吃团圆饭、派红包和拜年；除了食物需要清真

以外，其他之处都与一般华人无异。此外，他认为伊

斯兰教其实和华人的传统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孝

顺父母、待人有礼、多行善事等，所以两者观念是没

有冲突的。 

4. 黄秀梅表示，起初家人并不理解她入教的举动，惟后

来也慢慢接受。至今她依然还会和家人保持联系并一

起过节，吃饭时家人也会尊重她的信仰，会特别准备

清真的食物。 

5. 刘美风认为，除了宗教信仰不同外，她始终都是一名

华人，皈依伊斯兰教并不意味着要与家人断绝关系。

起初在入教后，她不敢和同学朋友见面，担心会被另

眼相看。后来在重新来往时，同学朋友都很尊重她的

信仰，至今都还保持联系。每逢农历新年，她都会在

娘家吃团圆饭，而父母也会为她换上新的餐具。尽管

没有必要，但她仍能感受到父母对她信仰所给予的尊

重。另外，她也会送孩子到华校求学，除了学习中文

外，也需懂得华人的文化。 

 

 

07/03/2021 

星期日 

三八妇女节视频录制 

 

地点：隆雪华堂 

 
 

配合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选择挑战”

（#ChooseToChallenge），本组多位理事以宣誓的手势作

记，拍摄照片上载至社交媒体，承诺自身正视并消除性别

歧视与不平等、关注女性权益、宣扬女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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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2021 

星期五 

【天下事，线上谈】系列

讲座：当民主遇上枪杆

子，缅甸将往何处去？ 

 

 
 

 
主讲人：唐南发 

 
回应人：刘惟诚 

 
主持人：曾慧玲 

1. 主讲人：唐南发（长期关注东南亚民主化议题的评论

人、前联合国雇员、群议社社员） 

2. 回应人：刘惟诚（拉曼大学讲师、国际政治分析员） 

3. 主持人：曾慧玲（隆雪华堂妇女组理事） 

4. 缅甸于2月1日发生军事政变，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总

统温敏等政府要员均被拘禁，随后军方接管政权并颁

布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军方指控昂山素姬等人在去年

的大选中涉及舞弊和欺诈，进而对选举结果提出异

议。尽管缅甸军方承诺待紧急状态结束后将重新举行

选举，并把国家权力移交给新执政党，惟缅甸人民不

接受，在全国各地均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期间抗

议者与军警的冲突越演越烈，死伤人数不断上升，危

机持续至今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2010年缅甸首次举

行全国大选，象征着有近50年的军政统治终于落幕，

然而曾一度广受赞扬的缅甸民主化改革却遭遇重挫，

在10年后的今日以军人重新掌政告一段落。 

5. 主讲人唐南发认为，缅甸自发生政变至今，局势不会

更进一步恶化，因军方目前仍有信心控制，而该国的

未来发展，取决于缅甸军方的意愿。他进一步指出，

有别于30年前资讯难以传达的年代，缅甸军方在这资

讯发达的时代仍未全面封锁网络，可见军方有信心控

制该国目前的局势。缅甸的政局变化对东南亚区域，

包括马来西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而东盟的原则在

于不能干预各国施政，而且也不希望缅甸陷入混乱，

因为一旦引发战争，受影响的平民就会逃至邻国避

难。主讲人继续说道，民主是脆弱的，他从未看好缅

甸的民主因为军方未曾想要落实民选政府，他们会在

必要时把政权拿回来。 

6. 讲座回应人刘惟诚指出，缅甸军人有很强的自主意

识，该国会否回到2010年时期开放国门的情况，取决

于军方的意愿。现在缅甸军政府并未对该国开放国

门、举行大选等事件表明任何立场，因此军政府的意

愿难以揣测。 

7. 询及有关缅甸政变与我国“喜来登政变”有何差异时，

唐南发解释说，我国从未出现军人干政的局面，因此

我国不能与缅甸的军人干政作比较。他说，我国所面

对的挑战与缅甸不一样，大马仍然拥有民主体制，只

是目前被损害。他始终支持国会必须重开。而刘惟诚

也不认为“喜来登行动”属于“政变”，并指政变是不合

法的方式推翻政府。他说，喜来登行动是源自于由民

选的议员跳槽支持其他政府，因此仍属于合法，不能

称为“政变”。他续说，缅甸军人不是议员，他们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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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到人民委托发动了政变，而我国现任首相丹斯

里慕尤丁是合法宣誓执政。 

18/03/2021 

星期四 

线上三语诗歌朗读交流会 

 

 
 

 
 

 

1. 主持人：司徒奕奕（助理秘书）、曾美绮（妇女组理

事） 

2. 配合38国际妇女节，妇女组广邀国内大专生参与线上

三语诗歌朗读交流会，诗歌或短文内容以女性为主。

冀望通过年轻人的参与，能促进大家对女性权利发展

历程的认识，从而更积极地推动男女平权和性别平等

的工作。 
朗诵者 主题 语言 

何燕燕 迟暮 华语 

张嘉瑜 十四首素歌·建设之歌 华语 

Syazwani Mahmud   Perempuan 马来语 

Elia Bit REDO (Woman) 本南语 

Rupha Tharani A/P Ananthan 

Rudrayani A/P Rajendra Rao    

Penmegam (Woman Clouds) 淡米尔语 

庄恂 献给女人 华语 

尤杍珧 初装-张爱玲 华语 

Izzah Dejavu Baru Perempuan Merdeka 马来语 

 

新诗分享：女人 

作者：Syazwani Mahmud 

“Perempuan”   

Menjadi perempuan itu susah 

Diperhatikan sejak mula kecil hingga ke dewasa 

Setiap tubuh badannya diperhalusi dan diperdebatkan 

Jika terlalu lenggok dikatakan fitnah 

Jika terlalu berisi dihina-hina 

Pemikirannya ditepis perasaannya dimomok 

 

Ah perempuan itu tidak boleh menjadi pemimpin, mereka itu 

kuat emosi! 

Suruh sahaja mereka belajar memasak kerana akhirnya ke 

dapur juga 

Katanya perempuan ini harta duniawi 

Sedangkan Tuhan sendiri berkata-kata 

Perempuan dan lelaki adalah sama-rata 

Jantungnya berdegup-degup darah merah-merah kehitaman 

 

Sejarah sendiri telah melupakan perempuan 

Sampai hati sekali sedangkan Tuhan sentiasa berlaku adil 

antara lelaki dan perempuan 

Kerana sejarah ditulis oleh manusia, iaitu manusia yang haus, 

lapar dan dahagakan kuasa 

 

Aku perempuan  

Memang benar hidup aku memang susah 

Tetapi aku telah menemukan sesuatu yang berharga 

Sesuatu yang tidak mungkin dapat dibeli oleh h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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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adalah pemikiran yang terbebas dari belenggu akal, jiwa dan 

raga 

28/03/2021 

星期日 

粉 红 社 区 每 月 线 上 论

坛 ： 【 我 的 世 界 怎 么

啦？】疫情一周年随想 

 

 
 

分享人：杨柳珠 

 
分享人：谢佩珊 

1. 分享人：陆美兰、谢佩珊、杨柳珠 

2. 主持人：马紫慧 

3.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世界，灾难面前，作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我们体验了生命的脆弱，也感受

了生命的可贵，我们既体验了生命的渺小，又感受了

生命的伟大。此次分享会主讲人是和大家分享过去一

年里的感想，以及疫情对大众所造成的影响。 

 

 
分享人：陆美兰                主持人：马紫慧 

 

 

22/04/2021 

星期四 

【寸草心 17】全国征文

比赛成绩公布及移交模

拟支票仪式 

 

 
 

 
 

 
 

1. 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办

的《寸草心17》双亲节征文比赛参赛作品，创下近十

年来最低纪录，截稿日期也一度展延，惟主办单位不

言弃，跨越种种障碍让这项年度活动得以延续。隆雪

华堂妇女组主席黄玉珠于致辞时说，从2004年开起迄

今，活动已迈入第17个年头，惟今年1月全国落实行动

管控令之际，大家感到彷徨，担心活动会受到疫情影

响。“不过，我认为不应该展延，等到2月的截止日期

时肯定会有稿件进来，最终共收到976份参赛作品。” 

 

2. 她在《寸草心17》公布得奖名单和移交模拟支票仪式

说，《寸草心》双亲节征文比赛本着推广孝道，弘扬

敬老的精神举办，从初期的200多份，直到近年来已达

上千份参赛作品，一切都得来不易。她说，这彰显

《寸草心》受到社会重视，甚有一些参赛者在比赛还

未公开宣传前，已询问投稿事宜，证明传承数千年的

“尽孝”精神，已深深烙印在大家的心里。《寸草心

17》双亲节征文比赛活动是由《南洋商报》联办。 

 

3. 配合新闻发布会当天，赞助商也移交支票给主办当

局，包括先进螺丝有限公司赞助1万令吉、Ngan & 

Ngan控股赞助8000令吉、孝恩集团、林培添和黄玉珠

各别赞助5000令吉。出席者有隆雪华堂妇女组督导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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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副会长颜登逸、妇女组署理主席拿汀练美

兰、《寸草心》顾问锺启章、妇女组副秘书兼《寸草

心17》主编陈秀阅、先进螺丝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李栢

成、孝恩集团行销宣传部高级经理郭文洁和副经理黄

俊卫、《南洋商报》教育刊物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

星。 

 

4. 《寸草心17》主编陈秀阅说，行之17年的征文比赛活

动，面对历年来最艰难时刻，许多老师因为学校停课

而面对收集稿件问题，因此妇女组决定延长截止日期

至2月28日。“今年投稿作品比去年少了将近一半，在1

月杪只收到42份作品，令我忐忑不安，但主席不断鼓

励，结果2月杪的投稿反应逐渐好转。”她说，今年小

学组共获得40所学校的学生相应，初中和高中组则有

32所学校，至于公开组和特别组则分别收到25份和63

份投稿作品。 

5. “寸草心”顾问锺启章指出，相比起去年接获的1625份

投稿作品，今年仅有976份，比去年下滑不少，但能在

如今的艰难时刻坚持举办比赛，实属难得。“其中，公

开组虽然仅接获25份作品，但每份作品的水准平均，

且参赛者更跳出以往清一色为教师的框架，令人鼓

舞。” 

《寸草心17》征文比赛得奖名单： 
小学组（不分排名） 

1.陈芯惠（吉隆坡崇文华小） 

2.陈忆茹（吉隆坡崇文华小） 

3.陈思康 (柔佛新山宽柔五小) 

4.谢翊婷（雪兰莪安邦二校） 

5.锺乐凡（雪兰莪八打灵育才华小） 

6.林妤芩（雪兰莪敦陈修信华小） 

7.黄奕涵（雪兰莪敦陈修信华小） 

8.庄家琳（吉隆坡循人华小） 

9.黄浩洺（吉隆坡循人华小） 

10.李钰慧 （吉隆坡循人华小） 

11.邱靖诒（吉隆坡育南华小） 

12.谢美欣（雪兰莪万津新邦摩立华

小） 

13.连颐汕（雪兰莪万津新邦摩立华

小） 

14.刘智宇（柔佛古来辅士华小） 

15.丘洁林（吉隆坡南强华小） 

16.丘洁颐 （吉隆坡南强华小） 

17.刘颉鑫 （沙巴亚庇中华小学） 

18.萧奕薇（森美兰芙蓉新华小学） 

19.萧奕盈 （森美兰芙蓉新华小学） 

20.黄子芳 （霹雳安顺三民二校） 

初中组（不分排名）  

1.何旻轩(沙巴诸圣中学) 

2.周卓锋（霹雳怡保三德华中） 

3.谢莉欣 （雪兰莪八打灵公教中学） 

4.张维哲 （霹雳怡保三德华中） 

5.温宁 （吉隆坡坤成中学） 

6.周泳华 （霹雳怡保三德中学） 

7.黄赢章 （雪兰莪八打灵公教中学） 

8.林心怡 （柔佛加亨国中） 

9.王依婷 （柔佛加亨国中） 

10.陈婉儿 （柔佛加亨国中） 

11.黄可宣 （柔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12.方慧琳（砂拉越美里中华华中） 

13.林礼圣 （砂拉越美里中华华中） 

14.林欣颐 （砂拉越美里中华华中） 

15.杨芷姗 （砂拉越美里中华华中） 

16.邓佩莹 （砂拉越美里中华华中） 

17.黄浩元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8.林芷妤（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9.郑乐凝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20.凌佩仪（吉隆坡中华华中） 

21.刘辰欣 （吉隆坡中华华中） 

22.林伽蔚 （吉隆坡中华华中） 

23.张嘉恩（吉隆坡中华华中） 

公开组（不分排名）  

1.刘爱佩 

2.张秀彩 

3.罗胤瑛 

4.林培妮 

5.罗依琳 

6.叶淑珊 

 

特别篇（不分排名） 

1.吴仕慧 

2.杨善文 

3.郑芷霖 

4.陈善瑜 

5.苏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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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不分排名）  

1.黄子倪 （吉隆坡尊孔中学） 

2.黄心怡 （柔佛加亨国中） 

3.许莞渲 （槟城斯里里蒙国中） 

4.许基亨 （霹雳班台育青中学） 

5.陈俊升 （吉隆坡中华华中） 

6.林其颖 （吉隆坡中华华中） 

7.聂殷（吉隆坡中华华中） 

8.陈慧珊 （吉隆坡中华华中） 

9.林恝系（吉隆坡中华华中） 

10.刘凯欣 （柔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11.颜嘉哲 （柔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12.张企杨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3.苏暐盈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4.陈炫良（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5.钱美蒨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6.李伟达（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7.叶凯成（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8.方资杰（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9.林子善（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20.林柔恩（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21.吴宇彤（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22.邓文心（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23.游韵柔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24.张紫樱 （雪兰莪巴生兴华中学） 

25.李咏芯 （雪兰莪巴生兴华中学） 

26.吴紫倩 （雪兰莪巴生兴华中学 

 

25/04/2021 

星期日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

坛：谈在社团的心路历

程与展望 

 

 
 

 

1. 分享人：周慧敏、林素芝、庄淑萍 

2. 主持人：曾美绮 

3. 本次分享会旨在让大家讲述自己在社团的收获与心路

历程，畅谈自己对社团工作的思路和想法。 

 

      
分享人：周慧敏                          分享人：林素芝 

 

      
分享人：庄淑萍                     主持人：曾美绮 

01/05/2021 

星期三 

特别组员大会 

 

 
 

 
 

1. 线上组员大会出席人数达79人（团体代表65位，个人

组员14位），超过规定的法定人数。主席致辞时表

示，“感谢大家的出席，促使今天的特别组员大会能够

顺利召开。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妇女组成立了35年

来首次召开特大，一般上特大给人的感觉是有重大事

件发生，需要召开特别大会来处理。不过今天的这个

特大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负面。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

事情是关于展延妇女组的选举。妇女组的细则规定理

事会任期为三年，任满后就必须解散，并在大会选出

新的理事成员。今年六月妇女组第十五届理事会即将

任满，到时候这一届的理事会就得解散，再交由组员

选出新的一个理事会。问题是华堂在去年9月27日的会

员大会上通过一项动议以展延董事会的选举至2022年6

月，目的为配合华总的选举年，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单

位在同一年举行选举。这样一来，如有华堂董事在华

总的选举中当选，这位董事就不需要因不同的选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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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迫半路下车。华堂的这一个大会议决案也在今年3

月27日获得社团注册局的批准。 

2. 隆雪华堂妇女组有本身的章程，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依

据本身的章则行事，可以说是拥有相当独立的空间。

在这方面，我要感谢董事会对妇女组的信任。然而不

管怎样，妇女组就是隆雪华堂架构下的一个委员会，

面对政策或特殊的情况時，我们必须尊重及配合华堂

的步伐。针对华堂展延今年的选举的决定，妇女组本

身持有自己的看法，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社团

有社团的章程，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迢越法律。

虽然说妇女组对去年华堂大会的议案持有不同的立

场，然而既然社团注册局批准及允许华堂展延选举，

妇女组就必须向大家阐明事情的发展，并寻求这个大

会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3. 其实妇女组是可以自行决定展延选举，对外我们只须

说这是配合华堂的决定，相信许多妇女组也会这样处

理，总之母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吗？然而作为

一个有担当和进步的组织，我们一至认为这是一个重

大的议題，对许多属会也会造成某个程度的影响，必

须交由大家做出选择，方能符合民主精神。所以妇女

组于四月份的理事会议上一致议决必须招开特大，交

由全体组员做出决定。我们原是安排在华堂召开会

议，顺便和大家见面交流。可是这两个星期的疫情越

来越严重，为了大家的安全，只好改在线上进行。错

过了和大家见面感觉有点可惜，但我想只要保住健

康，往后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再见。希望大家保护好自

己，保护好家人。祝福大家。” 

4. 大会进入选举议长，黄玉珠律师提名华堂总秘书陈松

林，李简桂婵附议，现场没有其他提名，大会一致通

过接纳陈松林为特大议长。 

5. 大会以7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配合母会展延2021年

6月选举至2022年6月的动议。 

20/05/2021

至
09/06/2021 

 

展开为期三个星期的“校

园性骚扰问卷调查” 

国内接连发生校园性骚扰事件如月经检查及男教师发表的

“强暴论”，显示该现象正处于愈发严重的局面。针对这

些事故，妇女组展开问卷调查，以就读中学及大专的华裔

青少年为调查对象，了解大家对性骚扰、个人权益醒觉及

如何自我保护的认识。在短短的三个星期收获来自全国各

地共6778份回复，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积极。 

30/05/2021 

星期日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

坛：被性骚扰了，我该

怎么办？ 

 

 

1. 分享人：黄永萍、蔡绿萍、曾美绮 

2. 主持人：马紫慧 

3. 针对国内接连发生校园性骚扰事件，分享会以此为主

题展开讨论，以让大家更了解性骚扰的个人权利醒觉

及如何自我保护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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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曾美绮 

 

      

分享人：黄永萍                        分享人：蔡绿萍 

 

主持人：马紫慧 

12/06/2021 

星期六 

《寸草心 17》全国双亲

节征文比赛颁奖仪式暨

新书推介礼 

 

 
 

 
主席：黄玉珠律师 

 
“寸草心 17”新书推介 

 
南洋代表：范忠星 

 

1. 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席黄玉珠为这活动致词时说，“寸草

心”征文比赛可让参与者获益良多，纵观历届来稿的数

量，证明了“寸草心”已成为隆雪华堂妇女组的一张“名

片”。 

2. 《南洋商报》教育刊物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星说，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向来作为伦理

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作为中华传统

道德的重要范畴之一，‘孝’无论在观念或行为上，对

塑造人们的道德产生深刻影响。”他指“寸草心”双亲节

征文比赛举办至今已来到第 17 届，幸庆这活动能持续

举办，并在我国提倡与推广孝道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

角色。 

3. 第 17 届“寸草心”征文比赛顾问暨评审团代表锺启章

说，在疫情下，本届比赛收到的作品数量比过去几届

来得少，但水平都相当高。他说，这比赛共收到 976

份参赛作品，小学组有 221 份、初中组 247 份、高中

组 419 份、公开组 25份及特别组有 63 份。他指学校

方面，全国总共有 40 所小学响应这比赛，初中和高中

组参赛的学校有 32 所，今年有 206名国民型中学学生

参与初中和高中组比赛。锺启章也点评道，一些学生

作品也犯上太多形容词或过于卖弄文笔的毛病，这无

形中使得文章显得娇柔造作，进而影响作品的可读性

甚至是失真。 

4. 第 17 届“寸草心”全国双亲节征文比赛分为公开组、高

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及特别组。本届得奖者共有 80

位，所有得奖者也都出席这次的线上颁奖仪式。初中

组冠军黄赢章通过线上代表发表感言；而对于这次的

“好爸爸好妈妈”模范父母亲奖，模范父亲为吴日坤、

模范母亲则为林碧玲。 

5. 出席活动者还有第 17 届“寸草心”主编陈秀阅、先进锣

丝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李栢成和孝恩集团代表黄俊卫。 

6. 第 17 届《寸草心》全国双亲节征文比赛得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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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代表：锺启章 

 
赞助商：李栢成 

 
主编：陈秀阅 

 
主持人：曾美绮 

 
 

 
 

 
 

 
 

 
 

小学组 

冠军： 

陈芯惠 

亚军： 

陈亿茹 

季军： 

陈思康 

优秀奖： 

谢翊婷 

锺乐凡 

林妤苓 

庄家琳 

黄奕涵 

黄浩洺 

连颐汕 

李钰慧 

刘智宇 

刘劼鑫 

萧奕薇 

黄子芳 

萧钰盈 

谢美欣 

丘洁颐 

邱靖诒 

丘洁林 

初中组 

冠军： 

黄赢章 

亚军： 

周卓锋 

季军： 

杨芷姗 

优秀奖： 

黄可宣 

凌佩仪 

邓佩莹 

周泳华 

黄浩元 

林心怡 

何旻轩 

谢莉欣 

张嘉恩 

林伽蔚 

林芷妤 

刘辰欣 

林欣颐 

王依婷 

张维哲 

陈婉儿 

温宁 

方慧琳 

郑乐凝 

林礼圣 

高中组 

冠军： 

钱美蒨 

亚军： 

黄子倪 

季军： 

苏暐盈 

优秀奖： 

张紫橙 

张企杨 

李咏芯 

叶凯成 

陈慧珊 

吴宇彤 

许基亨 

许莞渲 

方资杰 

邓文心 

吴紫晴 

聂殷 

林子善 

林其颖 

刘凯欣 

林柔恩 

颜嘉哲 

游韵柔 

李伟达 

林恝糸 

黄心怡 

陈炫良 

陈俊升 

公开组 

冠军： 

林培妮 

亚军： 

罗依琳 

季军： 

叶淑珊 

特优奖： 

刘爱佩 

张秀彩 

罗胤瑛 

 

特别组 

冠军： 

陈善瑜 

亚军： 

吴仕慧 

季军： 

郑芷霖 

优秀奖： 

苏慧怡 

杨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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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2021 

星期六 

第 7 届“好爸爸，好妈妈”

模范父母亲颁奖礼 

 

 
 

 

 

1. 第7届 “好爸爸好妈妈”模范父母亲奖，共收到9份推荐

文，经评审团审核后模范父亲为吴日坤、模范母亲则

为林碧玲。 

2. 这项活动获得南顺食油有限公司继续赞助“好爸爸好

妈妈”奖金RM2,000及两份礼篮。 

3. 出席嘉宾有第七届“好爸爸好妈妈”模范父母亲奖主任

李简桂婵及南顺食油有限公司高级营销经理洪奕贤。 

 

 
26/06/2021 

星期六 

2021 年组员大会 

 

出席人数：106 人 

团体：80 人 

个人：23 人 

列席：3 人 

 

 
 

 
 

1. 主席致词时表示，“面对疫情下的新常态，今年的组员

大会采取了线上的方式进行，也算是非常难得的经

验，在此感谢各位拨冗出席，以促使本次的大会顺利

召开。回首过去一年，可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确诊

病例和累计死亡病例更是在今年达到顶峰，对国家、

社会以及人民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而至今仍看

不出好转的迹象。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种灾难性

局面本来是能够避免的，然而政府为了政治私利，在

疫情还未彻底受控的情况下急于重启经济和允许大专

生返乡庆祝开斋节，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其他地

区，一发而不可收拾。面对防疫不当、经济衰退、民

意压力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政客却不是忙于疫情

防控和挽救经济，而是冻结国会、打压新闻自由、收

买议员和争权夺位，上演了一幕幕丑闻闹剧。 

2. 疫情当前，任何人是无法独善其身的，因此妇女组在

去年就发起了筹款行动并筹得近20万令吉为前线医护

人员提供个人防护用品（PPE），好让他们能够安心

守护前线。此外，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有不少人因经

济、健康或者家庭的问题而出现心理压力，迟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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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怀。有鉴于此，妇女组属下法律咨询与辅导中心的

志工们秉持着助人为本的理念，继续为有需要协助者

提供电话辅导和咨询服务，不让大家独自默默承受这

一切烦恼。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无疑令人鼓舞，值得

予以表扬。不仅如此，妇女组也没有因疫情而停下脚

步，在过去的一年里通过线上方式举办了各式各样的

活动，如“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各族群文化习

俗：生与死的那回事”线上课程、“孝悌立根基”书法比

赛等，不久前妇女组也举办了“寸草心17”征文比赛和

“好爸爸好妈妈”模范父母亲线上颁奖礼，获得公众不

俗反应。希望这些活动能够丰富大家的生活，为这疫

情寒冬期注入一股活力与温馨。 

3. 疫情期间社会和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也逐渐加剧，而当

中女性就是深受其影响的群体。女性不仅在疫情期间

面临更为严峻的生计问题，而且遭受家庭暴力和性骚

扰的情况也愈发严重，最近更有来自政坛、体坛、校

园以及新闻界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揭露各自被性骚扰

的经历，可想而知这种情况有多么地令人担忧。因

此，妇女组在今年3月8日妇女节当天出版了防范性骚

扰手册及反家暴指南，以提供有需要者相关的资讯，

并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这问题的重视与醒觉。同时，我

们也向全国各地中学及大专院校发放关于性骚扰的问

卷调查，以借此了解大家对性骚扰、个人权益醒觉及

如何自我保护的认识。这项调查巳经于今年6月15日结

束，妇女组将整理有关资料并将结论反馈给社会大

众。妇女组也将准备一份书面报告提交给教育部及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希望这两个部门可以展开跨

部门合作，尽快落实反性骚拢法令。 

4. 今年是隆雪华堂妇女组成立35周年，回首这段过去可

谓坎坷重重，历经风霜。由于早年国内缺少妇女主导

的组织和运动，没有先例可循，因此草创时期妇女组

万事忙乱，跌跌撞撞。所幸在前辈们的无私奉献和领

导下，才得以让妇女组立足至今。时间不会停止，落

实两性平权的理念也不曾忘却，在进入35周年新里程

之际，也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隆雪华堂副会长暨妇女组督导颜登逸致词时表示，今

年是隆雪华堂妇女组成立35周年，在此衷心地祝贺妇

女组会务昌隆，再创辉煌！35年一路走来可说是充满

坎坷和风雨，然而妇女组不忘初心，以巾帼不让须眉

的豪情和努力去维护性别平等，致力为妇女和弱势群

体争取权益，到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这股精神

实在令人敬佩，可说是巾帼之光。除此之外，妇女组

也投入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公共议题，这也是非

常难能可贵的。要知道，在需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考验同时，国家也正在面临政治的动荡，惟妇女组本

着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理念，在这段时间举办了不

少关于政治和民生课题的讲座，积极与外界探讨交

流，收获了良好的反应。希望国内的华团妇女组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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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仿，进一步发展成谈论国家改革、批评国家政

策，而且进行议题倡议的女性团体。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而且也造成了严重的

经济损失，但这场大流行病也暴露出性别不平等的现

象。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在一场会议中表

示，妇女和女孩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所面临的不平等问

题日益严重，所遭受的暴力、骚扰和歧视事件也随之

增加，更有相关机构预测今年将有4700多万妇女和儿

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种种的事情正好表明了性别不

平等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

中。因此，希望政党人士以及社会各界严正看待此

事，给予妇女和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同时也应该尽

快落实援助措施，千万不要让曾经为了落实两性平等

而付出的努力付诸流水。除此之外，国内的性骚扰问

题也是需要多加注意的事情。最近性骚扰事件常常出

现在报章上，不少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揭发本身的经

历，希望能借此引起社会大众的重视。然而令人感到

遗憾的是，尽管当局表示会认真看待相关的投诉，绝

不包庇和纵容，但是截至今天为止只听楼梯响，却不

见人下来，加害者依旧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则遭受网

络霸凌。如今，性骚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不可回避的

问题，而反性骚扰法案的落实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

步，在此他呼吁政府千万不要有拖泥带水的态度，尽

快给予受害者切实的保护，以避免类似事件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他也希望大家明白，性别平等之路仍

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冀妇女组能保持这股

拼劲和热情，继续为实现两性平等而努力，以造福更

多有需要的人。 

6. 大会一致通过接纳2020年组务报告及财政报告。 

7. 大会一致接纳通过涵盖7个领域共20项的提案，即妇女/

福利5项、 社会3项、教育3项、法律2项、经济3项、环

境/卫生2项及人权2项。提案详情请参阅第8至11页。 

27/06/2021 

星期日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

坛：【端午随想，我对

这个节日的认识】 
 

 
 

1. 分享人：龚丽英、李萍萍、罗丽春 

2. 主持人：马紫慧 

3.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等，是华人重

要的传统节日，也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主讲人从

不同的角度切入主题让整个分享会气氛融洽热闹。 

4. 三位均表示端午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每逢

过节她们都会和家人团聚吃饭、裹粽子。然而有不少

年轻人已经不懂得节日的意义，也不会亲手裹粽子，

文化传承的精神已逐渐淡漠。她们认为，长辈的文化

传承意识很强，就算在这段无法出门的时间里也都会

坚持裹粽子，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另外，节日的

由来往往伴随着丰厚的文化意义，所以不应只局限于

吃粽子和赛龙舟，而要深度了解其意义所在，这样才

能够将节日所承载的内涵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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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龚丽英 

 
分享人：罗丽春 

 
分享人：李萍萍 

 

 
主持人：马紫慧 

11/07/2021 

星期日 

“人间自有真情在，宜将

寸心报春晖”抗疫救援行

动 

 
 

 
 

1. 疫情爆发至今，国内经济深受冲击，导致大量企业倒

闭和员工失业，人民可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感于

此，隆雪华堂妇女组与福利委员会响应“白旗运动”，

为有需要者提供物资援助和 RM100 援助金共 150

份，派送地点为何清园人民组屋、富都巴刹和士毛

月。 

2. 负责策划、订购和运送物资者有主席黄玉珠、财政陆

美兰和理事黄永萍。 

3. 协助物资分类及包装者有妇女组副主席蔡春娇、社会

组主任曾美绮、原住民与难民组主任曾慧玲、理事程

德梅、组员龙彩玉、志工卓振宏及刘紫良。 

4. 参与派送者有妇女组副主席蔡春娇、社会组主任曾美

绮、社工张安翔和刘紫良。 
 

 
 

 
11/07/2021 

星期日 

【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

疫起不孤单】自杀预防线

上讲座 

1. 主讲人：林润崧老师（马来西亚AKASHA学习型社群

执行长） 

2. 主持人：刘慧妹（妇女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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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林润崧 

 
主持人：刘慧妹 

3.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依然未见好转，而国内经济也

迟迟无法重启，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和员工失业，生

活陷入了困境之中。有不少人因生活拮据、学习压力

，抑或是家庭问题而产生了负面情绪但却又不知如何

应对，渐渐地令人不胜疲惫，进而出现轻生的念头。 

4. 主讲人表示，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大家乐观

面对一切，多关心和重视身边的朋友，永远保持乐观

面对逆境，那就没必要走到那一步。他冀望社会能够

提高自杀防治醒觉，多关怀身边的家人和友人。如果

察觉有自杀倾向者，需要确保那个人身处安全的情况

，尤其是他有了自杀计划时是否有人陪伴。当事人在

分享情况时，旁人应该要安静聆听并且要显示对对方

的重视，避免触碰三大禁区即避免建议（单方面提供

意见）、避免评断（用责备和否定的语气回应对方）

和避免投射（轻视对方）。 

5. 当对方表达了困境之后，可以对其说些鼓励的话，协

助他们积极走出情绪危机，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被重视

而并非孤独一个人。如果自感无力协助，则应该寻求

专业人士提供帮助。 

6. 辅导热线： 

• 隆雪华堂辅导室 03-22721195 

• 生命线03-42657995/011-31571495/016-7201495 

• 博爱03-77855955 

• 檀香爱心线03-77826414 

• 温馨线011-10629927 

31/07/2021 

星期六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

坛：【疫殇，谁是真英

雄】 

 
 

 
分享人：陈雪娥 

1. 分享人：陈雪娥、李燕萍、李欣欣 

2. 主持人：马紫慧 

3.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办到的事

情，不管是前线人员抑或是普通市民，皆用自己的方

式参与这场疫情防控工作，为压平疫情曲线发挥了积

极作用。本次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分享人各自分

享心得，谈论了心目中的抗疫英雄，并述说他们的抗

疫故事。无独有偶，每位主讲人都一致认为抗疫应该

从个人开始，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做好本分，遵守 SOP

和所有的防范措施，就可以有效控制疫情，他们就是

真英雄。 
 

 
分享人：李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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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马紫慧 

 
分享人：李欣欣 

03/08/2021 

星期二 

【撤紧急条例风波引发

宪政危机？—— 当前政

局该如何拆解】线上讲

座 
 

 
 

 
主讲人：黄进发 

 
主讲人：王维兴 

 
主持人：陈亿佩 

1. 主讲人：黄进发博士（政治学者）、王维兴（隆雪华

堂执行长） 

2. 主持人：陈亿佩（《精彩大马》记者） 

3.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上周四罕见发文训斥首相署

部长拿督斯里达基尤丁，直指陛下尚未御准政府撤销

紧急条例。另一边厢，首相办公室则说，撤除紧急条

例一切依法执行，政府可在无需提呈国会辩论的情况

下，建议国家元首御准撤除紧急条例。随着国会以确

诊病例为由宣布无限期展延，到底撤除紧急条例会否

引发宪政危机？我国政局又何去何从？ 

4. 黄进发博士认为，任谁做政府都好，一定要追求一定

程度的朝野和解。他解释，若要追求朝野和解，也必

须确保下届选举没有人会输，因为任何人被逼到墙

角，它一定会反扑。“所以，眼前要一个解决方案：政

府自己不一定要有多数，但在国会的运作上，一定要

有多数，也就是即使你没有多数，也要争取在野党给

你一个稳定的多数（支持）。“然后，这个政府最好就

执政到完，不管那个人是不是你喜欢的，你就是要让

他执政到届满为止。”他说，若真的不喜欢，就削减对

方权力，结果是一直换政府，很多政策一定是朝令夕

改的，届时谁会有信心在大马投资呢？又有谁能做长

远规划？“这对大家都没好处。因此，要让国家稳定的

方法，不是要强大的政府，而是要强大的国会。“这变

成再烂的人做政府，都不能太烂，而且要国会有足够

的聪明人，能够纠正他（政府）。”他也说，若政府很

强势，强大的国会也没办法压制政府；不过，政府却

有办法说服国会，去支持它施政的形式。针对网民提

问，国家元首是否能直接让希盟来担任过渡政府长达

两年一事，黄进发直言：“这种想法，就因我们讨厌国

盟，所以就想着怎么把它拉下来，这是很危险的想

法，因为你今天能把它拉下来，明天可能是你讨厌的

人，想要把你的政府拉下来。”他说，政治乱局之下，

得注意会有很多人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位声称能在

48 小时内撤换政府的律师，是前首相敦马哈迪的御用

律师，他的基本看法是把君权扩大到很大的程度去解

决（政治危机）。“若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形，到最后大

马很可能变成共和国。”他解释，为何在西北欧，就是

从英国到比利时、挪威、瑞典、丹麦，这些国家能生

存得很好。“因为它们走的是君主立宪制，意思是君主

不要介入（政治）太深。“按照英国宪政学家白芝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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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Bagehot）的说法，就是君主是宪政体制里

面，是尊荣的象征，而有实权的人，则是首相和政

府。政府的手可以很肮脏，因为你要解决问题，但是

君主要洁白无瑕，大家才能爱戴他，并且靠他来团结

国民。”至于能不能让希盟来当过渡政府长达 2 年，黄

进发认为，首先要探讨有没有“过渡政府”这个概念。

“如果过渡政府指的是看守政府，看守政府基本上不能

做大事。因为看守政府的任务就是等待正式政府接

任。“如果你所谓的过渡政府，就是做到下一届为止，

最后是一样的，意思是（过渡政府）无意把持政权，

千秋万代，很好！最后两年，你这个政府做到届满。

“希盟能不能做呢？当然可以啊。但你至少要出示你拥

有 111 席。”他说，若没有 111 个国席的优势，即使

换希盟去做政府，也一样会乱糟糟。他说，这不是因

为希盟笨，而是因为希盟的敌人很“凶悍”。“这是不论

你喜不喜欢，都要接受的现实。” 

5. 隆雪华堂执行长王维兴认为，未来 48 小时将会是关

键，并胥视哪位国会议员将得多数支持，来决定国盟

政府的位子。他说，巫统总秘书拿督斯里阿末马斯兰

已暗示，在未来 48 小时将有巫统部长陆续辞职，而

这也将决定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政权是否垮台。他分

析，届时会出现数个可能性，即慕尤丁会否觐见国家

元首，与内阁全体总辞，或同时要求解散国会。“那国

家元首会不会御准解散国会，若真的御准，我国就准

备面对一场在新冠疫情中举办的大选。”“若不会御准

解散国会，则需要鉴定谁是下个掌握大多数支持的人

选，以出任首相，并组织新政府。”王维兴认为，尽管

慕尤丁是否依然拥有多数支持，已成为疑问，但同时

也没人能确定哪位国会议员掌握多数支持。“目前，国

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安华看似拥有最多支持，照理

可优先权组织政府，但如今政治变化很快，假设政党

之间的关系再重组，这在 48 小时内，安华是否还掌

握原本的人数，抑或有其他人选脱颖而出？”他说，依

据巫统现有的布局，他们一直都有个想法，就是推举

一名来自巫统的首相。他指出，一旦慕尤丁卸下首相

职，国盟议员之间很快就会重新协商，看土著团结党

国会议员是否愿意保留国盟政府，并接受巫统推荐的

首相人选，以便取代安华。他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慕

尤丁没有辞职，而没有其他人拥有明显的多数，加上

没有巫统议员辞职，那慕尤丁可以与政党或议员谈

判，以稳住他的位子。不过，他认为，发生这情况的

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国盟政府所颁布的紧急状态

无法缓和疫情，而慕尤丁也错过了与反对党进行政治

协商的时机。他说，若慕尤丁一开始就主动与反对党

谈判，促成政治协商，就不会演变成现在遭巫统展开

政治攻势的局面。他也说，任何一位首相的正当性，

都与国家治理有关，就如无法解决疫情问题，会导致

其政治正当性逐渐流失。“如今，人民满腹苦水，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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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会议员发动示威活动，就连国家元首也发表声

明，这些都影响了慕尤丁任相的正当性。”另外，王维

兴认为，无论谁当首相，都应该主张相关人选必须先

在国会过关，经历一次的不信任动议。“而朝野政党也

必须承诺，无论首相人选是谁，都要优先处理不信任

动议。”他说，这是因为国会是以一般动议的程序，来

处理不信任动议，所以需要优先处理以免产生政治危

机。“之前的政党势力悬殊，如今各党都有成为执政党

的机会，所以必须制定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 
21/08/-

06/11/2021 

每逢星期

六 

线上有氧健身操 
 

 
导师：马紫慧 

没完没了的MCO，从年初开始宅在家到现在已经是八个

月了，许多人的情绪低落郁闷到极点。理事们建议在

ZOOM做有氧健身操，由理事马紫慧负责，帮助活动筋骨

解压排毒出汗，意想不到的是反应热烈。半个小时后，大

家香汗淋漓心身舒畅。 

 

 

23/08/2021 

星期一 

展开“疫后——我最想念

的时光”绘画比赛暨得奖

佳作慈善义卖展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彻底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不

少人都渴望能够回到过去熟悉的生活，和家人朋友再度相

聚。惟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确诊病例屡屡创下新高，

回归常态的日子恐怕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为此，妇女组与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联合举办“疫后——我最想念的时光”绘

画比赛暨得奖佳作慈善义卖展，冀望通过手中的画笔记录

大家生活的轨迹，以留住心中最怀念的时光如：与家人团

聚、回乡共庆佳节、在学校与同学一起学习、老朋友相聚

嘘寒问暖等熟悉的画面。另外，主办单位为所有得奖佳作

举办一个线上画展供大家欣赏及选购，筹获款项（如有）

将用于捐助受疫情影响的贫困家庭。 

29/08/2021 

星期日 

校园性骚扰问卷调查报告

推介礼 
 

 
 

1.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校园性骚扰事件如月经检查及男

教师发表的“强暴论”，显示该现象正处于愈发严重的

局面。妇女组针对这项课题，在 5 月 15日至 6 月 15

日向就读中学及大专的华裔青年展开校园性骚扰问卷

调查，以了解大家对性骚扰、个人权益醒觉及如何自

我保护的认识，共获得 6778 份回复。 

2. 从调查结果得出，大部分回应者皆了解性骚扰的含义

与性质，并对上述所提及的校园性骚扰事件表示不认

同。为此，本组建议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认真看

待有关问题，尽快提呈反性骚扰法案和寻求通过，同

时也吁请政府在课本中纳入防范性骚扰的内容，并在

校园内成立性别平等委员会以处理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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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仪：马紫慧 

 
主席：黄玉珠律师 

 

29/08/2021 

星期日 

“遏止性骚扰有多难？”线

上讲座 
 

1. 主讲人：黄彥铬、饶可韵、赵紫珊、Ain Husniza 

2. 主持人：谢家轩 

3. 近来有关性骚扰案件日益增加，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不

可回避的问题，来自体育界、校园、非政府组织以及

法律界的受害者都纷纷出来揭发自身经历。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尽管当局表示会认真看待相关的投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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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黄彥铬 

 
主讲人：赵紫珊 

 
主讲人：饶可韵 

 
主讲人：Ain Husniza 

 
主持人：谢家轩 

 

 

 

 

不包庇和纵容，惟截至今天为止我们看见的却是受害

者的正义难以获得伸张，加害者依旧逍遥法外，而反

性骚扰法案也迟迟无法在国会提呈并寻求通过。 

4. 黄彥铬说，大马的性教育仍很保守，应该从小就灌输

孩子正确的性教育，包括何为性骚扰，同时设立性别

课程及研究所及多进行这课题研究，以盼改善国内性

骚扰问题。同时，政府也应进行更多相关性骚扰和性

威胁调查报告，让更多了解主流社会包庇加害者的严

重性，以及提高对受害者的保护，甚至可以增加人权

训练协助杜绝性骚扰行为。另外，他也对我国警方在

处理性骚扰案件的态度感到不满，并指性骚扰案应归

类为严重罪行。“以近期马大生性骚扰案及艾因为例，

警方皆没采取任何行动，这令人非常失望。” 

5. 饶可韵指出，自从本身上月在柔佛接种中心遭工作人

员进行言语和淫秽手势性骚扰后，决定报案，发现到

报案过程不难，更困难的是在网络上面对酸。“我的想

法，报警是让性骚扰嫌犯知道这不是小事，甚至可能

让他丢失工作或面对被法律制裁的后果。若我只是当

场骂他几句，他或许不当一回事，再继续向第二名女

性这么做。”她感叹，她选择说出这经历，却遭部分网

民揶揄“你是不是想红？”、“你不必认真”等，显示很

多人对性骚扰持轻视态度。她也提到，警方采取严谨

态度调查此案，包括第二天在疫苗接种中心加派女性

执法人员、所有当天执勤的工作人员都被传召录供。 

“虽然事情发酵后收到不少舆论压力，但幸运的是警方

非常热心帮助，公众也非常关注这案结果，而在事发

隔天，该疫苗中心在每个关卡都各安排 1 名女性工作

人员站岗，以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虽然报警后仍没

结果，但没想到一个行动竟也能利于社会大众。同时

也能起到让加害者因助查过程麻烦，或面对法律及职

场制裁，而感到事态严重。”  

6. 刑事律师赵紫珊鼓励性骚扰者勇敢挺身而出，立刻采

取行动向警方报案以争取有利“时间”进行调查，受害

者可找一个信得过的密友或律师陪伴这段过程，最重

要是踏出第一步，任何法律的改变皆从第一步开始。

她坦言，性骚扰事件通常是在没有第三者、并且是在

隐僻的地点发生，一般较难以收集证据。另外，性骚

扰的发生通常出自于性别及权力不平等关系，如职

场、师生、长辈晚辈 等。 “受害者迟迟不敢站出来，

因害怕社会舆论、担心警方不相信自己的说法、不愿

丢失工作，有些甚至是因被加害者施压等。”“千万不

要抱着结果不如意而取消报警念头。除了法庭，我们

也正寻求更多 法令保护受害者，只要受害者愿意跨出

这一步，就有望改变现状。”  

7. 早前指控男教师在课堂上开“强奸玩笑”的中学生艾因

则说，在马来社会，她勇于揭发问题，但所面对的压

力更大，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她建议各所学校

应设立处理管道，以遏制性骚扰风气在校园内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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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8/2021 

星期日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

坛：谈有效的和孩子及

年轻人的沟通 

 

 
 

 
分享人：蔡春娇 

 
分享人：赵淑芬 

1. 分享人：蔡春娇、马紫慧、赵淑芬 

2. 主持人：杨柳珠 

3. 三位不同年龄层的演讲素人表现令人惊艳，看似简单

的主题却是满满的学问与智慧，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

也自我调整，最后修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4. 分享会的金句名言：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巧；

在不同的阶段拿捏好对孩子的要求，即他们对衣食住

行的要求就无往不利；女儿要富养、儿子即要穷养；

孩子的一句话，让我义无反顾的勇往向前。 
 

 
分享人：马紫慧 

 
主持人：杨柳珠 

11/09/2021 

星期六 

线上妇女团体交流会暨才

艺秀 

 

 
 

 
 

1. 主持人：刘慧妹 

2. 为庆祝独立日及马来西亚妇女节，妇女组于当天晚上

八时举办了该项活动，在参与者展现才艺表演之余，

也就疫情对个人、家庭、团体、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所

造成的影响分享各自意见。希望此活动能够让参与者

缓解这18个月累计的压力，并以更饱满乐观的精神状

态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 

3. 主席表示，感谢各位拨出宝贵时间参与这项交流会，

虽然不是真的面对面，然而能够在云端上看到大家，

感觉还是很喜欢。今晚的出席人数非常热烈，可能是

太久没见面了，大家都想趁此机会热络一下，细诉这

一年半来的点点滴滴，也借此舒缓一下绷紧的情绪。

我想今晚的聚会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希望大家能够全

情投入和踊跃发言。 

4. 从大家的积极参与让人看到另一面鼓舞人心的讯息：

那就是女性大团结的精神。这么多团体的姐妹能够不

分彼此齐聚一堂，相互交换意见，互相学习，这是一

个非常了不起的表现。希望在下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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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交流，除了增进感情，也可以凝聚妇女的力

量，提升女性维权意识，为族群、为国家贡献力量，

让建国的路上留下更多女性身影。根据近期的新闻报

导，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地有反弹迹象，美国、澳洲等

国的情况最为严重。当然，我国的情况也不遑多让，

目前确诊案例正迈向2百万大关，累积死亡人数也接近

2万人。疫情期间因种种原因走向自杀的案例和家暴事

件也大大增加，情况令人担忧。 

5. 另外，经过两年的疫情洗礼后，国家的经济巳陷入困

境，各大小企业及老百姓（不管有钱没钱）都积极聚

焦于规划未來这几个月乃至明年要如何突破危机再创

新机。将于十月份提呈的财政预算案是目前大家都万

分关注的热点，它会帯来一些什么措施以有效为我国

经济解困？大家就拭目以待吧。疫情蔓延造成经济危

机、收入分配不均、富贫之间的差距越来越严重。同

样的疫情对社团的运作和发展也带来很大的冲击，许

多团体因无法掌握电子科技，会务也因此进入寒冬。

看到一间间空置的会所，对之前要赶两三个会议或晚

宴的人现在都被迫宅在家里，大家会不会很难过？难

过之余，请问大家是否巳有对策以解决这个问题？ 

6. 过去的18个月的确很难过，可是再难过也熬过来了，

相信度过黑夜就会迎来黎明。危机和疫情中是存在很

多良机，只要你不原地踏步。与此同時，大家或许要

接受这个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实: 百年罕見的新冠肺炎病

毒将成为全球人民的常态、需要共生共存。不久前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说，新冠疫情迟早会减缓但新冠病毒

将不会完全消失，它将会像伤风、流感、骨痛热症等

流行病一样，继续和我们共存。在此，我吁请政府能

够加紧和加快疫苗接种的措施，提高公共及个人卫生

和安全意识教育。当全国人民都进入新常态，新冠病

毒将不能掌控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有心里准备，在进

入新常态当儿，必将要和“疫情”共存、共舞。各位疫

情中看见了什么? 是危机还是机会? 机会是属于预先准

备的人的。全球疫情未解，我们面对疫情，只能向前

奔跑。相信度过黑夜的尽头，就是黎明时刻。 

7. 本次活动共有21个团体，逾百名女性代表在线参与，

在两个半小时内大家就疫情及行动管制令所引起的种

种困难和局限侃侃而谈，表现正面。不少团体纷纷转

战网络，陆续开始进行线上会议和活动，以灵活应对

疫情变化。 

8. 同时，当晚也进行了11组才艺表演，包括传统戏曲、

歌曲演绎、乡音童谣朗诵、钢琴演奏等，充分地展现

与会者才华横溢的一面。 

 



 

49 

 

 
 

 
 

 
 

 
 

 

 
 

 
 

     
 

            
 

     
 

       
 

      

19/09/2021 

星期日 

“千里共婵娟”线上中秋活

动 
 

1. 分享嘉宾：林家豪、许斗达、邝成杰、黎㫒铭、黄美

凤、张雅诰 

2. 主持人：曾美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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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成杰 

 
张雅诰 

3. 配合中秋节的到来，隆雪华堂妇女组于2021年9月19日

（周日）下午3时举办“千里共婵娟”线上中秋活动，冀

在疫情阴霾的笼罩下与民众共庆不“疫”样的佳节。 

4. 当天嘉宾各自分享了关于中秋节的饮食故事以及节目

表演，分别是： 

• 林家豪、许斗达：《老饼讲老饼：那些年的中秋

饮食故事》 

• 邝成杰：古琴演奏《良宵夜吟》、《关山月》 

• 黎㫒铭：歌曲演绎《月亮代表我的心》、《离人

》、《Fly Me To The Moon》 

• 黄美凤：诗歌朗诵《水调歌头》、广东歌谣《月

光光》 

• 张雅诰：口琴演奏 

 
黎㫒铭                                  黄美凤 

 
许斗达                                 林家豪 

 
曾美绮 

23/09/2021 

星期四 

第 18 届《寸草心》双亲

节全国征文比赛线上新

闻发布会 

 

 
主席：黄玉珠律师 

 
南洋代表：范忠星 

1. 由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办，《南洋商报》联办的“寸草心

18”双亲节征文比赛开始征稿，欢迎公众，尤其是中小

学生踊跃参赛，用文字表扬父母的伟大及推广孝亲敬

老精神。  

2. 主席在新闻发布会说，从四年前开始，“寸草心”征文

比赛提前在每年的九月开始公开征稿，可让有兴趣参

赛者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创作，带给大家更多的优

秀作品，提升比赛的内涵及让读者受益。 她说，这两

年因疫情的蔓延和严重性，许多人和事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寸草心”征文比赛也同样受到影响，其

中包括从第16届开始被迫舍弃了意义重大的颁奖典礼

，第17届则在线上颁奖。她指出，生活在疫情的氛围

中，许多家庭都经历了很多事情，不管是生离死别的

哀痛还是染疫后重生的喜悦都是说不完的的故事，还

有因行动管制令都被逼留在家里，一家人有更多的接

触和交流，这一切都是写作的好题材。 

3. “寸草心”征文赛顾问锺启章致词时说，这18年来，“寸

草心”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时代的印记，镂刻着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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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锺启章 

 
主编：黄永萍 

 

时期的社会现象，反映了每一个年代的社会风貌。他

期待“寸草心18”能够看到一些与冠病疫情有关的感人

事迹，或是激励人心的文章。他说，“寸草心”的工作

团队无怨无悔的付出，所希望的就是让中华传统孝道

在这片土地上遍地开花，同时也是在于使写作风气普

及化，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4. 《南洋商报》教育刊物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星感谢一

直以来给予“寸草心”赞助的企业及商家。他说，推动

文教活动需要企业及商家的支持，才能使到活动得以

推动。他期望今届的赛会能够收到更多的参赛作品，

并期望各校校长及老师鼓励学生参赛。除此之外，他

也欢迎公众参加公开组及特别篇的征文赛。 

5. “寸草心18”主编黄永萍说，今届的比赛共分六组；各

组只设一项文体即散文，参赛者只限参加一组。组别

为公开组、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特别篇、海外

组。 她说，作品内容以表扬伟大父母之爱，灌输正确

伦理道德，推广孝亲敬老精神，不可涉及种族和宗教

敏感问题。文章须反映真实情况，拒绝煽情、夸大其

词之作品。至于特别篇的文章，可歌颂家庭伦理的文

章如祖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亲情文章。 

27/09/2021 

星期一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

“同一屋檐下多代同堂—

—你怎么说” 

 

 
 

 
主持人：赵淑芬 

1. 分享人：拿汀练美兰、李简桂婵、程德梅 

2. 主持人：赵淑芬 

3. 三位理事从原生家庭到和夫家一起生活到后来自组家

庭、为人母为人家姑的亲身经历，点评同一屋檐下的

喜忧，点点滴滴在心头。 

 

 
分享人：程德梅 

    
分享人：拿汀练美兰    分享人：李简桂婵 

17/10/2021 

星期日 

“疫后——我最想念的时

光”绘画比赛线上颁奖典

礼 
 

 

1. 由隆雪华堂妇女组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联办的“疫后—

—我最想念的时光”绘画比赛线上颁奖礼于10月18日圆

满举行。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主办单位共收到115份作

品，其中以中学生的反应最为积极，水平也令人惊艳

。 

2. 妇女组主席黄玉珠律师说，疫情的爆发不仅对全球各

地造成巨大伤害，我国自然也无法幸免。随着政府颁

布种种措施以限制人民的行动自由，大家都得留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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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黄玉珠 

 
MIA CEO：骆丽芳博士 

 
评审代表：陈苑仪 

 
得奖者代表：吴绅楷 

 
小学组特优奖：赖芯仪 

 
小学组特优奖：黄扬育 

中工作和学习，这一切对所有人而言都不容易。她希

望该比赛，能鼓励大家通过绘画记录并品味这段难忘

的人生经历，以勇敢的心态面对逆境，在困难中感悟

人生。她说，主办单位接下来会举办慈善义卖展，得

奖作品会在脸书展出两星期供大家欣赏和选购，而所

筹获得的义款都会全数捐给福利机构，以帮助有需要

的弱势群体。她吁请公众踊跃参与有关活动，让疫下

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深具意义。 

3.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首席执行员骆丽芳博士说，疫情所

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在社会日趋严重，而艺术创作已

被证明是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的良药。它不仅会给人

们带来成就感，也可使人们敞开心扉反思自己的想法

以及身边重要的事情。这是与他人分享自己曾经历的

事情的绝佳平台。 

4. 评审老师陈苑仪表示所收获的参赛作品大部分是关于

亲情、友情、生活常态、老街与建筑物为主。参赛者

自定的内容天马行空、极具创意，众多参赛作品都是

高水准的创作。她印象比较深刻的几副作品如游子归

家，使用冷暖色的对比呈现视觉上的冲击，整个画面

看起来非常温暖，该有细节的地方处理得很棒。另外

一副作品画的是女孩经由阅读对未来的憧憬向往，画

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画面充满了故事性，而且构图十

分饱满，颜色搭配很讨喜，非常有创意。另外，还有

一副作品是涵盖多元种族在木桥上嬉戏，画面构图生

动有节奏并且主次分明，创作者应该是一位非常细心

观察生活的人。 

5. 中学组优秀奖得主吴绅楷受邀代表得奖者发表得奖感

言。 

6. 得奖名单如下： 

小学组 

赖芯仪 特优奖 

黄扬育 特优奖 

许洳恩 特优奖 

邱欣霖 优秀奖 

黃梓涵 优秀奖 

汤如茵 优秀奖 

中学组 

陈奕玟 特优奖 

骆伊庭 特优奖 

李正宇 特优奖 

杨鑫慧 优秀奖 

胡美珊 优秀奖 

蔡嘉毅 优秀奖 

张日玠 优秀奖 

吴绅楷 优秀奖 

曾伊柔 优秀奖 

李芝逸 优秀奖 

郭紫圆 优秀奖 

林俊杰 优秀奖 

黄柔婷 优秀奖 

陈姵瑾 优秀奖 

谢芷葳 优秀奖 

大专组 

吕敏瑜 优秀奖 
 
公开组 

赖荣芳 特优奖 

林谊综 优秀奖 

卢翠萍 优秀奖 

梁金平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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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特优奖：许洳恩 

 
公开组特优奖：赖荣芳 
 

     
中学组特优奖：陈奕玟          中学组特优奖：李正宇 

 
中学组特优奖：骆伊庭 

31/10/2021 

星期日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

坛：“18 个月的疫情中让

我感触最深的是…？” 

 

 
 

 
分享人：林素芝 

 
分享人：陆美兰 

1. 分享人：林素芝、陆美兰、苏清珠 

2. 主持人：李简桂婵 

3. 本次分享会旨在让大家讲述疫情的心路历程，就这段

时间对个人、家庭及生计所造成的影响发表意见。 

4. 主席致辞：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各地

暴发后，情况至少尚未好转，我国的疫情也是反反复

复，只要是悄有松懈放松管制它就会暴发新一波的感

染，就好似电影中的坏人常说的“I WILL BE BACK!”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常说“十年人事几番新”，然而这场疫情在短短

的一年半就对世界造成了翻天覆地变化，宅在家里的

线上生活和团体活动，改变了人们观察事物、工作、

社交、购物、阅读的习惯，我相信这种变化在未来若

干年将会持续显现。 

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目睹了各国政府的努力、医务人员

的付出、科学工作者的探索、普通民众的坚守。国人

守望相助，展现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勇气、爱心、

关爱，照亮了至暗的时刻。人们的消费观、社交观和

价值观也都有了新的变化。 

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许多人不但凸显了诚

实、善良、正直、爱心、勇敢等人性光辉，而且在处

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有了一个新的升华。人们的关注

焦点从权力、财富、名气转向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人们发自内心地崇敬那些不怕牺牲小我为挽救大家的

生命的医护人员、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察、清洁工人，

及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的战斗者、志愿者、捐赠者。

他们无欲无求、默默无闻所做的一切。有许多人都有

所感触的表示“以前总觉得人脉和资源就是我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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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苏清珠 

 
主持人：李简桂婵 

 

 

 

现在才知道，精神的富有一点也不比物质带来的快感

少，反而体会到更多的生命价值。”希望从现在开始我

们都会认真的重新认识自己，找回了一个真正快乐、

富有精神的自己。喜欢聚会、参加饭局等社交活动的

朋友，是时候思考及体会生命的价值。 

5. 林素芝：新冠肺炎肆虐期间，它所牵涉到的人、事、

物是多层面的，而且极其的广和深。放眼看看国外到

国内；再从整个大环境，回归到个人，让我深深体会

到这场疫情在本国乃至全世界，是人类一项严峻的挑

战。但当我静下心来回头看看，再思索一下，这场疫

情的到来，到底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考验和冲击呢？

我们又从中感悟到什么呢？  

受疫情困扰的18个月中，让我感触最深是“人性”，

从“人性”中，让我窥探到当我们处在疫情这非常时

期，往往因为外在客观因素而彰显或暴露我们的真实

情感，无论正面或负面的，我姑且把这人的本性分成

两大类型，形容它为天使型和魔鬼型的人性吧。  

天使型的人性是属于阳光型的，他们热心、善良、积

极又自律。把“施与受”放在同一天平上时，是一致

的，抱持所谓“一方有难，四面救援”的信念，充满

人道精神，默默在背后付出，不求回报的善心人士。

他们释放的善意，让人感觉人间处处有温情。  

这次的疫情，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有生之年第一

次面对，政府为了防疫，实施了多次的封锁，各行各

业，各个阶层，都深受影响，可是他们不坐以待毙，

不屈服于现实，勇敢在逆境中求存求变，对他们这种

坚韧的求生意志，我们不禁对他们刮目相看，起敬！ 

最后要提到的天使型的人性，是一批批负责任，日以

继夜，站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在幕后付出的清

洁工人、殡葬人员，警卫等；他们把自身的安危置身

度外，他们无私的付出，值得让人敬佩。  

有天使的地方，必然有魔鬼在召唤。与此同时在灿烂

阳光背后，是人性的阴暗深处，当疫情处在高峰期，

平均每天有三人自杀， 这可是一个惊人数字。自杀主

要原因是与家庭问题、情绪压力及经济问题有关。每

当听闻又有人士走上不归路时，我们的心情是何等沉

重，我们感叹生命是那么无常，那么脆弱，因为死者

在那关键时刻，没有及时获得妥善开导，一念之差，

宝贵的生命就这样没了。 疫情之下，有人会问谁是真

英雄？我认为不要添乱，做好本份，都称得上是真英

雄。更不是那些假借宗教之名，四处散播谣言，作出

不实的批判的反疫苗群体；又或者对医疗常识匮乏，

大家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最后搞得自己似懂非懂，

讲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语 ！  

这里有一则题外话 ：吉兰丹州近期不是发生突如其来

的水灾，明明下水道系统阻塞，管理不当而导致的，

竟被该州政府自圆其说，说这是阿拉的意愿，这种凡

事都借用宗教之名的说法，是不是很荒谬？好像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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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已找不到更好的挡箭牌了。 总结过去的18个月

疫情，让一些人犹如身历百战，越战越勇，有的伤痕

累累，有的却安然无恙、有者甚至经历了生离死别之

痛，无论你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疫情的施虐，

已经让大家练就了一身免疫力，虽然我们都互不清楚

对方的人性本质与特性，我们惟有接纳他们，接纳他

们如同接纳病毒一样，因为我们是人类共同体，异中

求同，求存。希望通过谅解、包容、互相扶持，才有

望朝向更美好的前方迈进。  

16/11/2021 

星期二 

“宗教与性别平权”线上

讲座 

 

 
 

 
主讲人：塞小凤 

 
主讲人：王振威 

 
主讲人：邱君尔 

 
主持人：曾慧玲 

1. 主讲人：邱君尔传道（马来西亚神学院中文神学延伸

部副主任)、王振威（佛教译师、宗教课题学者）、塞

小凤（中国穆斯林、马来西亚宗教学校老师） 

2. 主持人：曾慧玲（妇女组理事） 

3. 邱君尔传道表示，近年来基督教界的神学家已思考其

信仰对于女性的定位和诠释，至少造成两面思考。其

一，在圣经里所提及的故事和教导，其教义是如何看

待女性；二、在宗教组织内，这两千多年的教义史发

展里是如何看待女性角色。他指出有一种神学思想正

蓬勃发展，那就是女性神学。女性神学在19世纪就开

始出现，在谈及女性在基督教教义里的源头时，就要

追溯到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不少人以神先造亚当，后

造夏娃为由，理解为神创造女性是为了协助亚当，是

非主导性地位。然而根据最新的理解，神创造女性不

是为了协助男性而是成为导师、救赎者，正如上帝是

人类导师的角色。另外，这种诠释并不是后期才出现

，一开始这个词汇就已经用在了上帝和女性身上，只

不过在父权主义发展的影响下，才会出现女性只是男

性的助手这一诠释。 

4. 塞小凤表示，真正的宗教其实是会保护女性，因为在

生理上、体力上都与男性有区别，因此宗教会规定男

性和女性在生活中都被赋予不同的任务和分工。站在

宗教是天启的角度去理解，男女所要承担的权益和义

务都不相同，因此哪怕我们有相同的权利，但不代表

我们要做相同的事情。她认为女权有时候是不受欢迎

的，因为有些人会要求女性和男性要做相同的事情，

这并不合理。毕竟有些工作如消防员、警察等是男性

在生理上占优势的，不可能要求女性都一样。女性平

权应该是根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来完成工作，在所倡

导的理念中应该是要保护女性，而非要求参与她们所

无法承担或难以适应的角色。她说，在还未出现女权

运动的时候，女性只是在家处理家务、照顾丈夫孩子

即可。当女性现在也开始参与了工作，就意味着她们

需要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对于她们而言是一个很沉

重的负担，而且也不公平。所以当我们谈起女性权益

时，必须要有行为准则和规范。她强调，宗教并不是

压迫女性，而是给予一种指导让我们能够顺利地将平

权运动进行下去，以保护更多被压迫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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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振威表示，佛教的教法是不分男女，一切众生皆平

等，每个众生都潜藏着佛性，女性皆有机会成佛。另

外，佛教也提倡“六和敬”的法则，这法则强调了各

个众生需要和谐与尊敬，符合我们所追求的男女平权

的理念，这六个法则是见和同解（在思想上，建立共

识）、戒和同修（在法制上，人人平等）、身和同住

（在行为上，不侵犯人）、口和无诤（在言语上，和

谐无诤）、意和同悦（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利和

同均（在经济上，均衡分配）。王振威指出，不少人

在宗教上对男女平等的观念持有很理想、很完美的想

象，但也必须理解在宗教界内也有出现许多性丑闻，

而且受害者往往都是女性。有时候一些宗教领袖或信

徒会习惯将部分害群之马的不当行为合理化和美化，

甚至会站在父权主义的立场来诋毁女性，这恰好是我

们信徒必须要检讨，并坦诚去面对的问题。 

25-

30/11/2021

星期四至

星期二 

《消除对女性的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短视频播放 

 

 

 
 

 
 

 

 

 

 

 

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是有关妇女权利的国际公约，全

文共30条。联合国在1979年12月18日的大会依第

34/180号决议，通过该有关议案并开放给各国签字、

批准和加入生效，而依第二十七条第1项规定于1981年

9月起生效。该公约确立规则，保障了妇女在政治、法

律、工作、教育、医疗服务、商业活动和家庭关系等

各方面的权利。 

2. 这项公约第1条，即对“对妇女的歧视”订下一个通用的

定义：“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

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

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3. 该公约已有188个成员国，其中马来西亚于1995签署成

为缔约国。公约的成员国须承诺履行一系列的措施，

终止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包括： 

• 确保当地法制男女平等 

• 设立机构有效保障妇女免受歧视 

• 消除个人、组织、企业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 生育权的保障 

4. 目标：提高社会大众对性别平等的认知，消除基于性

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习俗

和一切其他作法。 

5. 配合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妇女组特邀一些朋友录制

了一系列的视频向大家宣导CEDAW 的重要性，向消

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视的目标迈进。 

• 11月25日，Jamaliah Jamaluddin（雪州万达镇州议员）

：尽管女性在国家、社会以及经济方面都扮演重要角

色，而且还占据国内总人口50%，但事实上女性依然

在社会中被轻视，导致在工作上遭遇许多困难。我们

必须意识到女性所面临的歧视与骚扰的情况远比想象

中来的严重，特别是国内女性参政比例及人数就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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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男性。另外，尽管法律规定女性享有3个月产假，

惟有不少雇主不愿支付她们的病假或坐月期间薪水，

以多种理由辞退怀孕员工，包括强逼她们自行离职。

凡此种种，都说明国内的性别平权仍然有许多问题，

因此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推广性别平权的醒觉运动，让

女性可以获得应有的权益与待遇。 

• 11月26日，饶兆颖（人权律师）：在法律界，职场歧

视的问题已经获得了改善，但是个别性骚扰的案件仍

常发生。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存有严重缺陷，无法全

面防范性骚扰行为，因此一个名为性别平权联合小组

的非政府组织早前草拟一个比较全面的反性骚扰法案

并提出几个建议。一、对性骚扰有一个诠释和定义，

涵盖口头、视觉、手势、身体和心理上的骚扰；二，

性骚扰除了涵盖职场，也必须包括教育机构、公共场

所、沙巴及砂拉越；三、必须拥有一个完整且独立审

查的机制，让受害者能够尽快进行司法程序。我们必

须意识到法律从来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丹，即便

有了反性骚扰法案，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而导致投报

率低。唯有通过公民教育和醒觉运动以加强性别安全

意识，才能够对性骚扰问题对症下药。 

• 11月27日，Faribel Fernandez（Pusat Komas协调员）：

女性在职场上所遭遇的骚扰、歧视以及不平等待遇不

计其数，因此我们的社会必须协助女性建立信心，让

法律朝着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向改革，同时对女性议员

人数比例做出立法规定。另外，我希望企业和组织也

能够以身作则，积极推动性别平权政策，好让政府效

仿此举。  

• 11月28日，苏淑桦（社会主义党全国财政）：在政治

上，尽管任何人都有权利参与议席竞选，然而事实上

在222位国会议员中却只有32位女性，600位州议员中

只有75位女性，因此我们看到所谓的平等权利并未体

现在现实当中。当我们谈30%女性议席固打制时，会

有人提出质疑，但我们必须理解其初衷在于女性在现

有的制度中其实没有获得公平机会。在不发放更多资

源的前提下，寄望女性能够依靠个人力量参与政治，

这就无视了现有制度的不完整，以及女性所处于的劣

势。此外，大家也必须广泛地关注女性是否有更多的

机会参与公共事务而非仅限于参政，为此需要打破社

会对性别的框架、增加民选社区组织，以及将家庭工

作社会化。这样女性才能有更多机会和精力投入到公

共事务中。 

• 11月30日，黄彦铬（社运分子）：由于CEDAW公约

与宪法、伊斯兰法和文化传统有冲突，政府对其中的

第9条文的公民权和第16条文的婚姻平等权有所保留，

因此对于他们能否全面落实公约内容一事抱以怀疑的

态度。此外，由于这项公约不具备法律效用，仅能作

为参考，因此就算政府不落实公约规定也不会遭到国

际社会的惩罚，从而不积极推动性别平等政策。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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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除了需要政治人物拥有政治觉醒和意愿去完成以

外，公民社会组织其实可以通过马来西亚近日成为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员一事，向政府施压以符合国际社

会对性别平等的期待，同时也可向联合国提供建议与

看法。总的来说，迈向性别平权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所有人包括男性都应该要有自觉性去投入到这场

改革中。 

• 11月30日，张孝仪（群议社社员）：马来西亚已在

1995年签署CEDAW公约，因此政府有义务立法以确

保性别平等。或许有人质疑签署这份公约的必要性，

但我们必须知道国内仍然存在许多性别歧视和不平等

现象，因此签署CEDAW公约有助于人们关注这些立

法事宜，以强调和改善女权问题。 

28/11/2021 

星期日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

如何促进性别平等待遇 

 

 
 

 
分享人：曾美绮 

1. 分享人：曾美绮、刘慧妹、刘美凤 

2. 主持人：林素芝 

3. 配合“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歧视国际日”，妇女组特安

排该分享会，让姐妹们一起来探讨如何促进性别平等

待遇。从体能的差异、家庭教育、自我提升、勇敢争

取等方方面面，大家侃侃而谈，是一个很不错的交流

会。 

4. 主席黄玉珠致辞： 

25号那天全球的女性庆祝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

际日”，一个为千千万万妇女争取平等待遇、免除一切歧

视的日子，可惜的是还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个日子的存在，

我想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日子的由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是一项有关妇女权利的国际公约，这项公约全

文共有30条款。联合国在1979年12月18日决议通过设立有

关公约的议案，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生效。有

关公约于1981年9月起生效，并确立规则，保障妇女在政

治、法律、工作、教育、医疗服务、商业活动和家庭关系

等各方面的权利。 

这公约第1条，即对“对妇女的歧视”订下一个通用的定

义：“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

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

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

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该公约已有188个成员国，马来西亚于1995年签署成为缔

约国。当然，据于我国的宗教信仰及一些特殊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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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没有全盘接受公约里的所有条款。公约的成员国须承

诺履行一系列的措施，终止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

： 

  1. 确保当地法制男女平等 

  2. 设立机构有效保障妇女免受歧视 

  3. 消除个人、组织、企业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4. 生育权的保障 

以上的措施目的为提高社会大众对性别平等的认知，消除

基于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习

俗和一切其他作法。 

联合国 2020年11月25日的文章报道了女性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VAW）的类型如下： 

1) 家庭暴力（包括经济暴力、心理暴力、情感暴力、身体

暴力和性暴力）。 

2) 杀害女性，有些人称之为“荣誉”的杀戮。 

3) 性暴力包括 

• 性骚扰 

• 强奸/约会强奸 

• 矫正性强奸，一种基于某人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对其

实施的强奸，旨在强迫受害者符合异性恋或规范的性别认

同。 

• 强奸文化，允许性暴力正常化和合理化的社会环境。它

植根于父权制，并受到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对性别

和性行为的偏见的推动。 

4) 人口贩卖 

5) 女性阴处残割 

6) 童婚 

7) 在线或数字暴力，这包括： 

• 涉及发送恐吓或威胁信息的网络欺凌 

• 涉及未经接收者同意而发送色情短信、露骨的信息或照

片。 

• 涉及公开发布有关受害者的私人或身份信息。 

主席也提供一些数据给大家参考，并指出这只是有报案有

向警方投诉的数据，不包括未报告的情况。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国内性暴力 4285 4026 3947 

强奸 1698 1582 1327 

乱伦 253 296 266 

骚扰电话 1488 1256 872 

从以上的数据，请问大家是否觉得男女之间真的是平等了

吗？无可否认一般上人们都会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处

境和经历来诠释问题包括性别平等。这样的看法没有错，

问题是你没经历过被歧视问题就真的不存在吗？或是说你

目前没遭遇过这个问题，那往后你就永远不会遇上？或者

说你沒遇上，其他人也不会遇上？身为有智慧、有学识的

现代女性，特别是社团领导，要以客观和全面性的看待任

何事物，在面对性别议题的时候更要以全体妇女的权益为

前提，不分种族或国籍的去扞卫女性的权利。如果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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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是可以一步一脚印的迈向一

个性别平等的社会。 

07/12/2021 

星期二 

人权月系列活动：性别你

我他小学堂——关于性骚

扰、同性恋的六大迷思 

 

 
 

 
 

 

在性骚扰和同性恋的课题讨论中，是否存在似是而非的迷

思或偏见？联办单位希望通过【性别你我他小学堂】逐一

破解性骚扰和同性恋的迷思，以建立起正确的性别观念，

在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下，达至性别零歧视、性别平权的

社会。 

        
 

        
  

        
10/12/2021 

星期五 

人权月系列文章：性别

平等，还有多遥远？ 

 

作者：苏淑桦 

世界经济论坛于2019年底所发表的《2020全球性别差距报

告》指出，要实现全球性别平等，人类社会还需要等待

99.5年。这意味着，除非是百龄人瑞，这一代人将无法见

证这一天的到来。 

但这并不是对追求性别平等群体来说最糟糕的事。更糟糕

的是，今年四月发布的《2021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

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两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要达至性

别平等，我们需再等待136年了。 

一场疫情和经济衰退冲击人类世界，而女性和其他边缘化

群体如低收入群、原住民、移工、难民等等，在社会安全

网缺席的制度缺失中遭遇更严峻的打击。 

我们在同一场风暴里，但不在同一条船上，性别平等的道

路整整倒退了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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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报告发布时间只相隔了短短16个月，我们到底如何丢

失了37年？ 

我们的社会并不匮乏，疫情不是我们丢失37年性平历程的

源头。人类社会长期被漠视的问题——制度不公和分配不

均，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国际劳工组织《2018/2019全球工资报告》指出，全球全

职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收入低20%。疫情过后所发布的

《2020/2021全球工资报告》更发现，如果排除了薪金补

贴，欧洲国家的女性劳工因为工时缩短而导致薪金减少了

8.1%，男性劳工的跌幅则是5.4%。 

至于马来西亚方面，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截至2021年第三

季的资料，整体失业率涨幅最高发生在2020年第二季度，

达5.1%，其中女性的失业率是5.5%，而男性则是4.7%。 

数据会说话，虽然大家都备受冲击，女性和其他边缘化群

体蒙受更大的损伤。 

即使在疫情之前，除了在公共机关服务的公务员依级别领

取一样的薪酬，私人界男女仍然无法达到同工同酬。而不

论是公共机关或私人界，男女工作条件、晋升机会和发展

空间都不能同日而语。 

能够攀上高职的，男性占极大多数。这当然跟性别歧视和

偏见脱离不了关系，在父权思想笼罩下，女性被局限在特

定性别框架和社会角色里，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去证明自己

的能力。 

但即使更多精英女性以所谓实力展示女性能顶半边天，打

破透明天花板而得到更多的晋升机会，这并无法改变大多

数女性（尤其是基层女性）的处境。关键在于，女性的劳

动价值是否仍然被视为可随便摆布，甚至透明。 

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自由经济里，资方推崇利润最大化

和去管制化。利润最大化主张投入最少的资源并压榨最多

剩余价值，越是廉价的劳工，越能确保利润无上限攀升。 

而去管制化撤下劳工的就业保障，主顾关系靠一张早早写

上期限的合约维系——合约制的劳工可以随时被召唤、撤

除或取代，甚至即用即弃。 

事实显示，在低收入群体和没有就业保障的合约工当中，

女性即占多数。廉价、弹性高的女工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父

权社会的双重受害者。女性被局限在特定社会角色的特性

更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无穷的便利。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摆脱不了周期性的

经济衰退。当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需求高涨时，女性被

鼓励走出厨房投入职场；当经济衰退时，女性可以下岗留

守家庭。 

这波因疫情而引发的经济衰退，正好验证这点。马来西亚

统计局数据显示，自疫情开始，国内男性劳工的失业率从

3.5%提高到4.7%后就变化不大；而女性的失业率则在2020

年第三季突然降了近1%。 

当疫情仍然蔓延，经济复苏仍遥遥无期，这将近5万个马

来西亚女性绝不可能幸运地脱离失业大军而找到工作。义

腾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以欣在《那些与她们有关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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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比较了其他相关数据，得到的结论是——更多女性

因为疫情而永远退出了劳动市场。 

退出劳动市场不代表没有劳作。作为家庭里的照护者，女

性从事的照护工作创造了价值，却没有为她们换得任何回

馈。当家庭被界定为私领域，不论是照护低幼的儿童或年

迈的长辈，付诸的劳动被包装成无私的付出。 

纵然在男女平等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从职场上退下留守

家庭的女性可能被视为顺应自由意志而做出的选择，但现

实是，这更像是无可逆转的“天职”。 

女性被视为可以随时跨出或退回“私领域”的劳动力，是产

业后备军，是生产线上可以随时被召唤和被撤除的劳动力

，更是家庭里无偿劳作理所当然的执行者。 

每当社会在讨论女性就业问题时，讨论内容往往聚焦在产

假、育儿服务和更弹性的工作时间。这些问题的改善或许

在一些层面上减轻了一些女性的负担，但也恰恰呼应了对

女性的社会期待。 

女性仍然是那个必须兼顾家庭的“伟大”妈妈，可以投入劳

动力为企业创造财富的同时，继续无偿的承担家庭里的照

护工作。 

这些所谓女性专属的职场福利并没有让女性在职场掌握更

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更没有挑战劳动市场去管制化，劳

工薪金不断被压低，无偿劳作是外部化的社会成本等等的

核心问题。 

我们离性别平等，差了何止136年？ 

10/12/2021 

星期五 

人权月推介礼暨讲座：齐

视，不歧视——检视我国

性别平等政策 

 

 
 

 
推介人：谢春荣 

 
推介人：YB 黄思汉 

1. 前言：根据大马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即“2020年大

马特定领域女性赋权统计报告”，其中的大马性别落差

指数，针对经济参与机会、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和

政治赋权4大领域的性别情况进行评估，显示我国性别

平等比2019年稍微提升。究竟社会阶层、政治、职场

和校园的性别平等现况又是如何？我们该如何改变根

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性别平等，遥遥无期或指日可待

？ 

2. 联办单位：隆雪华堂青年团（隆雪华青）、隆雪华堂

妇女组、异样（Diversity）、大马同人互助谘询协会

（PLUsos） 

3. 主讲人：YB王诗棋（无拉港州议员）、陈棋旭（妇女

行动协会AWAM资讯与通信部负责人）、张玉珊（异

样Diversity组织创办人） 

4. 推介人：谢春荣（隆雪华青顾问）、YB黄思汉（雪州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行政议员） 

5. 主持人：黄彦铬（隆雪华青理事） 

6. 雪州行政议员YB黄思汉说，政府应该塑造榜样，提高

女性职场的地位和让更多的女性参与拟定国家政策的

过程，而当职场的机构有更多的女性决策者，社会自

然会对女性改观、尊重女性以及提高女性在社会上的

地位。他指出，根据去年的数据，雪兰莪有将近33%

的女性在雪州政府体系和各个机构扮演重要决策者的

职位，我们尽量提供女性一个公平的发挥舞台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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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陈棋旭 

 
主讲人：张玉珊 

 
主讲人：YB 王诗棋 

 
主持人：黄彦铬 

 

 

 

，以打造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前提是她们要有能力

。他说，其实雪州政府有成立特别的工作委员会，以

提倡两性平等为目的，每一年都会选择一到两个的政

府机构来给予他们一些培训，不论女性或男性代表都

可参与，并通过一列系列的课程培训了解两性平等的

重要性。 

7. YB黄思汉也在人权月推介礼暨讲座上说，隆雪华青配

合人权月所举办的性别平等讲座，来得正合适宜，因

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开

始关注此课题。他说，根据“2020年大马特定领域女性

赋权统计报告”，我国在2020年性别平等指数仅比去年

高了0.5%，是很不足够的，这也看出政府并没有很积

极看待此课题。 

8. 隆雪华青顾问谢春荣律师说，自1985年开始，隆雪华

青不曾间断过举办人权月。因为疫情关系，今年人权

月的一系列活动将通过线上举办，主题为“性别平等”

。他指出，我国对两性平等在法律上的保护可能还不

足够，不像英国有平等法。而根据他个人的观察，大

马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未到达十分严重的地步，主

要还是看员工的资历，与性别来区分的情况则较少。

他说，我国存在性别歧视尤其是在穆斯林圈子较为明

显，他也认为我国绝对是有必要制定《反性骚扰法令

》，以对男性加害者起到阻遏作用。 

9. 无拉港州议员YB王诗棋表示，她对于槟城州议会保留

至少30%女性代表席位之举并不大赞同。她担忧此举

将会让朝野政党投机取巧即委派所有男性参选，然后

再委任女性党员成为受委议员，从而增加自身政党在

州议会的影响力，而且固打制也会导致人们质疑女性

的能力，对提升女性权益并没有实质帮助。另外，她

也对政府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委任至少一名女性董

事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受委的女性董事通常是拥有一

定教育与经济水平的人士，社会地位不低，然而此刻

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中下阶层女性的权益。她指出，

中下阶层女性往往都无法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因此

更容易遭到剥削与歧视。若要实施固打制，就得必须

由下而上，提供更多的机会予她们，让她们能够获得

更多经济与教育的待遇，从而加强对自身权益的掌握

。她以雪州政府为例，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实施政策来

协助女性，比如推出关爱母亲购物卡，让月收入少于2

千令吉的家庭主妇获得200令吉的补贴用以购置日常用

品。明年雪州政府也将会扩大计划，让所有符合资格

的贫穷家庭获得300令吉的补贴。 

10. 陈棋旭（妇女行动协会（AWAM）资讯与通信部负责

人）说明，我国在1995年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CEDAW)，而其公约的三大重要原则就有

实质平等（给予平等机会和结果的平等）、非歧视和

缔约国的义务。她说，至今我国保留的条文包括第9（

2）条文、第16（1a）、（1c）、（1f）和（1g）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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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关子女国籍权益和妇女在婚姻、家庭的权力的

条文。她指出，作为缔约国的马来西亚，理应在签署

公约后的每四年提交一份国情报告至消除对妇女歧视

委员会 ，惟目前我国仅提交两份相关报告，而最后一

次是在2016年，当时提交的是第3至5次综合报告。她

说，根据2015年，妇女歧视委员会会给予的建议，即

我国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撤回上述条文的保留。另一

方面，她说，虽然我国已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CEDAW)，但对于非歧视定义，却还未融

入我国宪法里面。我国也应该彻底废除目前某些群体

还很普遍的一些习俗、女性生殖器切割和通婚，因为

这些还存在的文化、宗教的习俗，对女童、甚至年轻

女性在其他领域方面的人权产生影响。 

11. 异样组织创办人张玉珊说，在马来西亚要谈LGBT课

题，说容易也可以很容易，说不容易也可以说真不容

易。“说容易，其实马来西亚言论自由，我们都可以很

自由的讨论LGBT课题；说不容易，因为在马来西亚

有种族与宗教的因素，这也往往让人误解为马来西亚

不适合谈LGBT，所以也导致往往国内朝野政治人物

，甚至一些公民组织都不愿意去讨论这个课题。”在讲

座上，张玉珊也指出玻璃市宗教局通过伊斯兰教令（

FATWA）对付LGBT群体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包括导

致朝野政党不敢轻易发言支持LGBT，或是发表中立

的立场，更糟的是，因为全国大选即将来临，现在整

个朝野政党再次出现伊斯兰化竞赛的现象，加上右翼

宗教分子的出现，LGBT更加成为一个政治工具。“无

论朝野政治人物，都纷纷发言或积极反对LGBT，以

彰显自己有多么的“捍卫伊斯兰教”。而非穆斯林在野

党，或是较为支持LGBT的政治人物，已将LGBT视为

烫手山芋，或是宗教课题，或是碍于党的压力，已经

无法对LGBT课题表达支持。”她补充，而如此一来，

性别平等政策里，不仅没有任何政策去确保LGBT基

本人权，反而变成了拟定政策去杜绝LGBT这种“西方

文化”的入侵。我们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即通过人权

捍卫权益。 

10/12/2021 

星期五 

人权月系列文章：父权体

制与厌女文化 

 

作者：张嘉恩 

父权社会的运作依靠两个大将军，一为性别歧视，二为厌

女情节。两者一文一武，维持其秩序。虽然我们可能对 

“性别歧视” 比较熟悉，也有人将“性别歧视”与“厌女情节”

混为一谈。但哲学家曼恩（Kate Manne）在其重要著作

《不只是厌女》中不断强调，“厌女情节” 和 “性别歧视”

两者有其差异，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 

政大政治所硕士生陈紫吟阐述，性别歧视是父权秩序的

“辩证部门”，提供丰富的叙述来塑造刻板印象、包装父权

体制，使得人们误以为所有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皆为合

理，因而乐于或不自觉地参与依父权逻辑运作的社会框

架；厌女情节是父权社会里的“执法机制”，给予不守父权

规矩的女性惩罚，给予遵守规矩的女性奖励，以拉拢他们

进入厌女阵营。她提出了让亚洲女性感同身受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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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外，女主内”、“女生工作能力差，适合在家带小孩”

等。 

我们活在精密的父权系统网之中，对其逻辑太过习以为

常，以致于察觉不了其中的压迫和谬误，甚至成了刽子手

也不自知。即便是迈向元宇宙的今天，性别歧视与厌女情

节依然在狼狈为奸，在网络社会中寻找滋养的温床，将手

伸向乖离 “传统价值”的人，将他们的颈项紧紧扼住。 

打开某本地迷因专页，具性别歧视意味的哏图随手拈来。

在限行令期间，马来西亚网络掀起在家做饭的风潮，当然

有许多人因为不熟悉烹饪材料而閙出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笑

话。 某专页就以此为主题，发布了个加强刻板印象的图

文。哏图左边是菜心而右边是奶油白菜，再辅以 “如果女

生不会分辨这两种菜，那妳不用结婚了” 的文字。 

它是厌女文化表现的最佳教材。在父权社会下，女性最好

是个充满爱意的妻子和奉献的母亲。曼恩说女性不但被性

别框架赋予家务劳动的工作，还必须被认定要同时以一种

充满爱与关怀的方式，或满怀热情地执行他们。 

在这种角色框架中，女性当然必须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

色，也必须能快速分辨出蔬菜的种类。对于怠忽天职的女

性，当然必须拿出来嘲笑，攻击与指责一番，希望他们好

好遵守家庭角色，否则就应接受 “不准结婚”的惩罚。 

另一个在疫情中冒出的图文也有异曲同工之烂。图片是一

名神情逐渐惊讶的黑人在吃点心，配图文字为 “第一次吃

女友煮给我的东西，但我完全吃不出味道 –––– 我不懂是

我中了 covid，还是她笨到忘记放调味料” 。 

如上文所述，父权结构将女性塞入为男性提供服务的角

色，负责煮饭洗碗晒衣服。当女性无法完成好烹饪的工

作，满足男性的需求，就是对男性的亏欠，活该被指责为 

“笨” 。 

父权逻辑将女人分而治之，区分好女人与坏女人。结婚生

子、在家带小孩、贤妻良母、在性方面贞洁、穿戴斯文得

体、符合父权规范的便是好女人。相反的，如香港城大学

生会所说，违反性别规范，动摇父权体制，或不符合社会

期待的便是坏女人。厌女文化奖励好女人，责罚坏女人。 

对于高谈性或身体，穿着性感暴露，勇敢展露情感欲望的

女性，自然会被父权社会鞭挞，更冠上 “放荡”、“放

荡”、”破麻“或本地人更熟悉的”姣婆“ 等罪名，将羞耻感

慢慢地灌输在受害者身上，让受害者拥有 “把自己脸孔隐

藏起来的渴望，以及典型的羞耻样貌 – 垂下的头与低下的

眼光”。 

更可怕的是，对于不符合父权规范的女性，男性认为他有

权对她进行街头口头骚扰、性骚扰、性暴力甚至性侵等，

例如“这是她自找的”、 “事实上，她一定很喜欢这样”。 

虽然许多父权结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被瓦解，亚洲女

性告别裹小脚的病态美，男女都能享有基本的十二年义务

教育，女性也拥有投票权和参与公共社会的权力。但我们

不难发现，男性霸权还在支配我们的社会规范和日常互

动。我们还有许多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比如校园性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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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阴道污名化、针对性少数群体的系统性压迫、政府机

关的道德监督。 

10/12/2021 

星期五 

人权月系列文章：显微

镜下的彩虹裂痕 
 
作者：叶兴隆 

1590 年，荷兰的詹森父子发明了显微镜。以纪念联合国

于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

会于 1950 年定每年 12 月 10 日为国际人权日。虽然显微

镜和人权视乎没有任何关系，然而笔者想透过显微镜的比

喻，放大我们在社会上鲜少看到、理解到的一些社会人权

课题。 

笔者透过参与大马同人互助谘询协会(PLUsos)的志工经

验，借此分享性别边缘群体在社会上被烙印的伤痕及所面

对的挑战。 

作为本土同志权益组织，大马同人互助谘询协会(PLUsos)

由多位社会青年于 2014年成立，主要在中文圈子推动性

别平等及多元性别的醒觉运动。其核心工作在于透过线上

谘询（Live Chat）或电邮提供多元性别群体

（LGBTIQ+）同侪谘询（Peer Support Group）服务。 

自始 2018 年，PLUsos 透过招揽志工及进行基本辅导培训

后展开了每周两次的线上谘询服务至今。2018 年 5月至

2020 年之间，该会共获取 95 宗多数来自多元性别群体的

个案，案例包括性病、性别认同或跨性别相关课题、性暴

力、情感勒索、性倾向矫正疗法、自杀倾向、恐同环境、

深柜及出柜问题和后疫情经济问题等，当中案主多数来自

青少年与成年人。 

在此分享当中的两宗个案。首先，这宗个案涉及一位 18

岁的中学生-J，J 因性别认同及性倾向在校园面对歧视与

欺凌，导致其患上失眠与精神问题。此外，J 也因为精神

病药物的副作用而有过自杀倾向。J的基督教家庭背景促

使其家人要求牧师为他进行宗教驱魔仪式，J 无法面对这

些长期的打压，计划未来离家出走，而当下只能依靠音乐

作为心灵解药。 

个案（二）是有关 B 作为男同志不堪的生活经验及生活阴

影。14 岁的时候，B 曾经遭遇一位成年男人的性侵犯，也

因为遭遇性侵犯而感染了 HIV 病毒，其 HIV 的身份竟然

被职场主管在社交媒体平台用言语取笑及凌辱，导致其身

心受到严重伤害。B 也因为因为其性倾向及气质关系而企

图自杀入院，惟无法获得家人的陪伴与理解。此外，B 也

因为 HIV 的身份而无法继续成为幼教老师，当时让他断

了生计。 

以上两宗个案并非电视剧情节，也不是蓄意造假的故事。

这类案例只是被边缘化性别群体所遭遇的不人道对待的冰

山一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近

年皆不断强调性别认同与性倾向的打压就是一种严重的人

权侵犯事故，并要求世界各国采取相关措施保障相关权

益。依据 2015 年的人权高专报告（A/HRC/29/23），时任

秘书长潘基文在“奥斯陆人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会议”的

致辞中指出，消除仇视同性恋和仇视变性者的斗争是我们

时代的一个巨大的、被忽视了的人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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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几年的谘询工作及与多元性别群体的接触，有感民

间自我推展的性平运动工作实然重要，也因为谘询的工

作，能够让 PLUsos 组织了解与收集 LGBTQ+被打压的真

实案例，而这方些案例更是作为社会的一种警钟与借鉴。

我们的社会机制缺乏基本的资源以提升人民的公民醒觉，

加上政治腐败与高压统治打压人权，在这个以保守观念及

宗教族群政治为主的前提推动性别平等运动实为不易。我

们必须铭记任何的人权课题皆是交叉与重叠，即可能包含

肤色、宗教、性别、阶级、国籍等因素，因此性别议题亦

复如此。 

虽然时代变迁，人类的生活与文明亦不断改变，惟我们难

以担保人权保障的地位能够永续发展。马来西亚人权工作

发展及性平运动的推动一样面对社会种种的复杂因素，在

缺乏各种社会资源培育性别平等捍卫者更不是一件易事。

惟这些人权捍卫者及性平运动者长期以来就如打不死的蟑

螂，也将越战越勇。希望未来会有更多人民跨越任何身份

共同参与性平运动。愿犹如显微镜所发挥功能继续揭露恐

同病毒并给予除害，有朝一日，可望彩虹不再出现裂痕。 

“革命不是犹如成熟的苹果，会自动落下。您必须靠自己

才能成功。”——切。格瓦拉 

10/12/2021 

星期五 

人权月系列文章：疫情

下挣扎求存的女性 
 
作者：林奕慧 

2019 冠状病毒肆虐全世界已近二年。这场疫情不只引发

全球医疗和经济方面的危机，同時也加剧了社会分化。既

有的阶级和性别所构成的差异因为疫情而扩大，而贫富悬

殊和性别不平等又会导致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互为因果

形成恶性循环。病毒不歧视任何人，即使达官贵族也可能

染疫。但是，从整体社会结构而言，特定群体在疫情下受

到的冲击更为显著，而他们应付冲击的能力却又更为缺

乏，其中尤以女性为甚。 

孕妇身心健康受威胁 

冠病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大家都把目光投向确诊病例和

死亡人数。但疫情爆发后，孕妇和产妇死亡以及死产的比

率皆升高，孕期焦虑和产后忧郁症也明显增加。不同国家

的综合分析都有相似的现象，但其中仍有贫富落差。中低

收入国家的情况比高收入国家来得严重。可是，现有对于

中低收入国家的分析又比高收入国家少，实际情况或许更

糟糕。医疗资源和学术资源显然都集中在富国。穷国的医

疗能量极为匮乏，更别说有足够的研究可追踪其问题和趋

势。 

这些问题与医疗系统效率有关。卫生机构难以负荷疫情时

暴增的工作量，往往把妇产科医护人员调派到紧急部门，

从而牺牲了孕妇和产妇所需的医疗照护。本地医院也曾因

为确诊病患过多，把产房充作新冠肺炎病房，而妇产科被

迫减少原有的床位，迁移到旧楼的狭小空间接生。 

孕期焦虑的现象在疫情下变得严重，但检验与咨询次数反

而减少了。担心前往医疗机构会提高染疫风险、政府劝阻

民众出门、封锁期间的公共交通与托儿服务减少，这些因

素都构成了孕期检验的障碍。发达国家迅速将身心咨询服

务转移到线上进行，但对于住处缺乏稳定网路或私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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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这是遥不可及的。以尼泊尔为例，弱势群体在医

院生产的比率锐减，产妇和胎儿因此承受更高的风险。即

便英国也出现社会差异的强烈对比，第一波疫情中死亡的

孕妇有 88%是黑人或其他少数族群。 

锁在家里的暴力 

除了上述提到的种种困难，导致孕妇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竟是家暴。由于亲密伴侣动粗而造成孕妇死亡的案例在疫

情期间增加。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女

性遭受肢体和心理暴力以及性侵害的事件急剧增加。法国

的家暴案增加了 30%，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求助热线记录

分别增加了 40%与 33%，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形。 

家暴属於敏感课题，受害者往往因为害怕施暴者、缺乏经

济和精神支柱、保守的文化氛围或不晓得自己的权益而隐

忍，所以现实中未被揭露的家暴案例可能高于举报的数

据。家暴受害者的定义不限男女，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女

性。施暴者经常以恐吓与监控令她们噤声，甚至剥夺其人

身自由。除了肢体和精神上的虐待，有些女性也因为无法

逃脱既有的关系而遭受强迫性交，不仅心灵受到创伤，还

得承受罹患性病与非情愿受孕的风险。 

马来西亚去年的家暴案例在行动管制期间特别多。在疫情

下，女性比以往更难寻求法律支援，各种辅导和援助机构

也为了应付疫情而疲于奔命。许多受害者无计可施，被关

在家里继续面对施暴者。文化的痼疾——男尊女卑、妻子

应当顺从丈夫、家丑不可外扬、勿管别人家务事等等——

俨然是另类致命的病毒。疫情所造成的压力、行动管制政

策与社会隔离状态，恰好形成有利于这些病毒滋长的培养

皿。 

在承受与付出的火线上 

女性在疫情下遭遇暴力的事件增加，最直接的因素是经济

所造成的压力。许多人在这期间失业、生意亏损甚至债台

高筑。在中国与狮子山共和国皆发现，收入减少是家暴增

加的主因。喀麦隆和奈及利亚等国家也因为人们失去生计

而导致女性面对的性剥削和性别暴力加剧。此外，因为疫

情导致学校关闭和家境贫穷，全球预期未来十年内会增加

一千三百万宗童婚。这些女孩将被剥夺接受教育和自主抉

择的机会，并承受过早生育的危害。 

由此可见，冠病引发的灾难将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所见，而

居于劣势的女性首当其冲。然而，女性一方面是疫情下最

容易遭受暴力的群体，一方面又是疫情中站在前线付出的

群体。全球医护人员有 70%是女性，而包括社会照护人员

在内则高达 90%。即便在家中，女性也往往肩负着照顾老

人和孩子的工作。社会中广大的脆弱群体——病患、老

人、幼童、身心障碍者的生命都仰赖这些女性日以继夜的

支撑。 

此外，医院清洁员工是疫情下经常受到忽略的前线人员，

其中大多数是女性。清洁员工大量接触各种脏污与医疗废

弃物，但他们经常没有获得足够的防护装备。本地医院清

洁员工曝露在疾病风险中，却因不合理的外包制度而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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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榨和欺凌，薪资微薄且工作不稳定。可是，如果没有他

们，医院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每个人都在苦苦等待疫情的阴霾散去，但疫情并发的后果

不会随着疫情结束而自动消失。我们可预见女性当前受到

的强烈冲击将使她们未来陷入更深的困境。从上述的分析

可见，女性的处境在贫穷和边缘群体当中更为恶劣。因

此，在克服性别不平等的道路上，我们也须同时克服贫富

差距、族裔歧视和劳力剥削这些与之相交的问题。在疫情

的战场上，女性处在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却也是最重

要的前锋部队。女性的福祉关乎着人类的命运。 

11/12/2021 

星期六 

人权月系列活动：“齐

视，不歧视”——性别平

等线上工作坊 

 

 

1. 此活动为 2021 年人权月—— 性别平等的系列活动之

一，目的是为提高社会大众对性别平等议题的认知、

了解性别的多元之处，以打破性别的刻板框架，不分

性别、尊重彼此。 

2. 联办单位：隆雪华堂青年团（隆雪华青）、隆雪华堂

妇女组、异样（Diversity）、大马同人互助谘询协会

（PLUsos） 

3. 主讲人：杨洁（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主任）、

古燕秋（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叶兴隆

（大马同人互助谘询协会（PLUsos）秘书处成员）、

尤传隆（槟城中文剧团路人甲表演社顾问） 

4. 主持人：曾美绮（隆雪华堂妇女组理事） 

19/12/2021 

星期日 

“爱是一家过冬至”短视

频征集活动暨线上颁奖仪

式 

 

 
 

 
 

 
 

1. 主席致词：【爱是一家过冬至】这个活动目的为与广

大民众同庆佳节，也藉此活动推广传统文化。来到今

天，这已是我们第七次举办这个活动，每一届都获得

十多二十个属会及友好团体的积极参与，汤圆种类琳

琅满目，创意无限，加上大家别具心思的布置，每每

都吸引到众多外界的朋友前来观看。在此良辰美景的

时空，我们也邀请了友族同胞及弱势群体一起共庆佳

节，品味各式汤圆，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热闹和温馨。 

可惜的是去年和今年的冬至，我们都没有办法进行实

体的庆典，这主要是考虑到疫情的蔓延和感染后所导

致的严重后果，当然还有很重很重的罚款！为了大家

和社区的安全，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在线上进行这个活

动。希望这是我们在云端上的最后一个冬至活动，明

年大家就可以面对面，握握手，再次感受彼此温度。 

众所周知，冬至这个节日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始

于汉朝，在殷周时代，冬至前一天被定为岁终，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年终，在这一天，政府部门及各行各业

都放假，人们都留在家里安身静养。后来的二十四节

气则以冬至为首。因此，中国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

说法。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烹煮汤圆，在寒冷的冬

天一家人围在一起享用热腾腾的汤圆，感觉温馨圆满

。虽然说冬至是中国的节日，然而随着我们的祖辈南

来在这里找生活的时候，这个节日也跟随着他们漂洋

过海来到了南洋并传了下来。我国长年是夏天，没有

什么季节之分，然而，大家都坚守这个节日所要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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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黄玉珠律师 

 
评审代表：拿汀练美兰 

 
表演嘉宾：张梅香 

 
主持人：曾美绮 

 
最佳布置奖： 

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最具冬至色彩奖： 

隆雪河婆同乡会妇女部 

 
最佳团队精神奖： 

巴生福建会馆妇女组 

的正面讯息，那就是经过一年的拼搏和努力，休息一

下，和家人团团圆圆，吃一口温饱饭。 

所以，虽然说冬至源自于中国，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就好像最近有人说用筷子吃饭是中国人的文化，可

是这个节日在我国已延续了两百多年，它已经根深蒂

固的深置在我们的心里、形成了一种无法切隔的关系

，一种本土华裔的文化信仰。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

这份信念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评审团代表拿汀练美兰表示，在短视频里大家都展示

了快乐做汤圆的场面，可惜有部分的参赛队伍并没有

符合主办单位所定的规则，唯有忍痛割爱。此次活动

共收到社团组11份和公开组2份作品。其中有一份作品

出现了长者、年轻人和小孩画面，在制作汤圆的过程

中大家互相交谈及配合并自然地融入其中，这就是最

好的团队精神。从另外一份作品中，评审团也看到了

汤圆不仅是美食，也可是艺术品的讯息。以汤圆摆出

各种美丽及有意义图案，就符合了最佳布置奖，同时

也传达在庆祝节日时穿上喜庆的衣裳是对节日的重视

，这种思维值得大家去推广。在最具冬至色彩奖的作

品里，画面出现了专人述说自己籍贯的两种汤圆，即

祭拜神明和祖先的甜汤圆，和一家大小享用的咸汤圆

。大家分工制作汤圆的温馨画面，加上带有古早味的

背景，配上音乐和歌曲，充分展现吃了美味的汤圆大

家就会欢欢喜喜过个好年的寓意。公开组方面，由于

只收到两份作品且没有抓到主题的重点，因此评审团

会根据视频的流畅度、画面美感作为评审标准。“爱是

一家过冬至”是此次活动的主题，然而大部分的视频却

没有将这主题体现出来，建议在视频中展现年轻人端

汤圆给长者以显现孝亲敬老、爱和关怀的精神，使作

品内容更加丰富和生动。另外，有不少队伍其实是首

次参加视频制作，惟评审团能够感受到大家尽心尽力

的态度，所以主办单位也会给予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3. 各组成绩如下： 

• 社团组 

最佳布置奖（RM200）：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最具冬至色彩奖（RM200）：隆雪河婆同乡会妇女部 

最佳团队精神奖（RM200）：巴生福建会馆妇女组 

• 公开组 

多代同堂奖（RM200）：李洁柔 

4. 另外，张梅香在当晚演绎了两首应景歌曲，《卖汤圆

》和《最温暖的地方还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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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组多代同堂奖：李洁柔 

19/12/2021 

星期日 

“忆传统，迎冬至——听

家豪讲故事”线上分享会 
 

 
 

 
林家豪 
 
 

1. 分享人：林家豪 

2. 主持人：曾美绮 

3. 据林家豪介绍，每年阳历的12月21日或22日当天，太

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这时北半球的白天最短，所以

古时会称为冬至。古人认为自冬至起，白天一天比一

天长，阳气回升，天地阳气开始兴做渐强，是大吉之

日，因此冬至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并被视为和

春节一样重大的节日。古人把冬至作为节日来过是源

于汉代，盛于唐宋。在唐宋时期，冬至是朝拜天祖的

日子，因此皇帝会去郊区举行礼拜天的仪式，而百姓

也会向父母和长者致敬，以体现“天地君亲师”的精神

。此外，一些文人雅士也会画“九九消寒图”，即在白

纸上绘制九枝寒梅，每枝九朵。一枝对应一九，一朵

对应一天，每天根据天气实况用特定的颜色填充一朵

梅花。冬至的前一天也称为冬除，当天全家大小会聚

在一起祭拜祖先和吃团圆饭，同时也会把食物送给左

邻右舍，与除夕的习俗非常相似。北方人多半习惯在

此时吃饺子，相传这是纪念张仲景的“祛寒娇耳汤”所

留下的习俗，而南方人则以吃汤圆为主，其中最为著

名的是宁波汤圆。林家豪解释，吃汤圆是南方特有的

冬至习俗，寓意团圆和团聚，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华人

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重阳和冬

至，其实是和我们纪念祖先，谨终追远的观念有关，

这就是华人文化与其他族群的一个最大区别。 

12/12/2021 

星期三 

“圣诞节：谈宗教与各族

传统文化是否可以和谐共

处”线上讲座 

 

 
 

 
主讲人：Cedric Tan 

 
主讲人：邱君尔 

1. 主讲人：Cedric Tan、Elia Bit、邱君尔 

2. 主持人：曾美绮 

3. Cedric Tan：早期峇峇娘惹群体主要信奉儒释道三教以

及当地的民间信仰，因此只会庆祝传统的华人节日。

然而随着19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兴起，不少人为了学

习英语和新知识，抑或是基于经济因素而选择就读这

些学校，久而久之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传统。这些已

经西化的峇峇娘惹在皈依基督教并摆脱旧的传统习俗

之余，也将西方文化融入进峇峇娘惹的文化中。在日

常生活里，尽管他们会奉行基督信仰如在平安夜进行

弥撒和参与圣诞节祷告，但是和农历新年相比其实不

太重要。 

4. 邱君尔：宗教是文化中的一部分，当基督教开始传入

亚洲时，就形成了文化上的张力。在民间，文化一般

都能够弹性处理，但往往涉及到政策或国家干预时就

会变得死板。当基督教进入中国时，可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本色化，这个阶段是探究如何利用中国人的

语言去叙述基督教，使其更容易理解与接受。接下来

是处境化，主要探讨在当地社会里，基督信仰到底能

有怎样的贡献或建设，来帮助人民。因此我们可以看

见宗教信仰其实是不断在学习并融入当地社会，这关

键不在于外部操作，而是内在价值。当看到各个群体

文化有良好的价值时，其实我们是可以欣赏并借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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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Elia Bit 

 
主持人：曾美绮 

些价值。比如礼仪问题，在基督信仰中，其实不存在

基督教礼仪，只要各个群体在表达礼仪（婚礼、丧礼

）时符合基督信仰的价值，就可以遵照自身的文化习

俗。其实基督教都有不断在反思、检讨和发展的，当

遇到不同的文化张力时，我们应该试着聆听彼此的声

音，试着理解其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以进一步去缓解

这些张力。 

5. Elia Bit：本南族是一个亲近大自然的族群，因此主要

信仰泛灵论，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随着基督教传入

婆罗洲，本南族人就开始皈依基督教。虽然他们大多

数都已信仰基督教但仍保持祖先和自然崇拜，而基督

教信仰文化与本南族文化也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

融合。本南族人庆祝圣诞节的方式与其他人无异，他

们会在当天准备传统美食用以款待亲朋戚友，同时也

会换上传统服饰载歌载舞。 

26/12/2021 

星期日 

水灾赈灾行动 
 

 
 

 
 

 
 
 

1. 12月尾，季风肆虐并在全马各地带来滂沱大雨，持续

几天的连绵雨势带来惊人的降雨量，雪州遭逢世纪大

水灾，导致各地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顿时流离失所

，家园遭洪灾无情蹂躏，更甚面临断水断粮之忧。为

此，隆雪华堂妇女组发动了赈灾行动，除了理事们率

先捐款之外，也向大众募款以及筹集物资，妇女组主

席黄玉珠律师在12月26日率领理事们驱动7部车及一辆

罗里将物资运送到位于雪州龙溪（Dengkil）人民组屋

的灾黎，助他们平安地度过来临的新年，为水灾灾黎

提供援助。 

2. 理事捐款名单如下： 

2.1 黄玉珠 RM500 

2.2 马紫慧 RM200 

2.3 宋妹 RM300 

2.4 陈雪娥 RM200 

2.5 蔡春娇 RM300 

2.6 庄小薇 RM200 

2.7 程德梅 RM100 

2.8 林素芝 RM300 

2.9 练美兰 RM300 

2.10 李简桂婵 RM300 

2.11 黃永萍 RM300  

2.12 赵淑芬 RM200 

2.13 罗丽春 RM100 

2.14 蔡绿萍 RM300 

2.15 马来西亚春晖单亲妈妈协会 RM200 

2.16 陆美兰 RM200 

2.17 龚芳珠 RM200 

2.18 关瑞香（黄克森） RM500 

2.19 李萍萍 RM200 

2.20 杨柳珠 RM200 

2.21 苏清珠 RM200 

2.22 龙彩玉 RM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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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李潘韦秀 RM100 

 

           
 

        

26/12/2021 

星期日 

粉红社区每月线上论坛：

圣诞铃声中渐行渐远的冬

至——谈中华文化的传承 

 

 
 

 
分享人：李萍萍 

 
分享人：庄小薇 

1. 分享人：杨柳珠、李萍萍、庄小薇 

2. 主持人：陆美兰 

3. 主席致辞：今晚的主题是“圣诞铃声中渐行渐远的冬至

-谈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个讲题是从最近的两个节日

延伸出来，22日我们刚过了冬至，25日也就是几天我

们即庆祝了圣诞节，同一个星期就有一中一西的两个

节日可以说是非常热闹。冬至对那些巳有岁月的痕迹

的姐妹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大家都会在这一天吃碗汤

圆意思意思一下。然而大家对圣诞这一个节日的推崇

却是令人无法理解，全世界无论是任何宗教信仰的国

家、任何一个族群、大人小孩，老的年轻的，都会要

在这一天来一些仪式如：吃圣诞大餐、送礼、倒数、

扮圣诞老人或戴上圣诞老人的帽子等。那种铺天盖地

全民参与的风气令人惊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

都那么的积极参与和庆祝这个节日？我想我们必须关

注这种趋势，并探究其中的原因。话说回来，华人的

文化已经有5千多年历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再现传统文化

的悠久与精华。守望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是每一个华人的义务，在这个经

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忘初心，守望好华裔优良

传统文化。当前，全球经济、文化交融发展，外来文

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国

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特别是在一些青少年群

体中，存在盲目追求西方文化，鄙弃民族文化的现象

。这是民族文化消失速度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给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一定压力。我认为传

统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结合。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

文化没有明确界定范围，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解释不够



 

74 

 

 
分享人：杨柳珠 

 
主持人：陆美兰 

清晰，对何为“优秀”传统文化，何为“不优秀”文化也

没有明确界定。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

够，使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出现割裂现象。说实话

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社会参与度不高，多是由社

团实施的传统文化“包办传承”。而社会各界参与文化

传承的意愿不强，参与文化传承的渠道也不够通畅，

文化传承成了华团的自娱自乐、自拉自唱，没有形成

全社会的合力。传承与弘扬的方式需进一步完善，我

们需要文化、工商、宗教、媒体等多个机构协同合作

，共同努力。 

15/01-

31/12/21 
筹备出版《铿锵岁月》35

周年纪念特刊 

 

 

1. 配合成立卅五周年，妇女组筹备出版纪念特刊，以记

录过去35年的心路历程，也收录了关于女性在政、经

、文、教各领域的发展和愿景的文章。 

2. 编委：蔡春娇、梁玉英、拿汀练美兰、李简桂婵、陆

美兰、林素芝、庄淑萍 

3. 内容策划：黄玉珠律师 

4. 赞助印刷者： 

1 拿督黄位寅   10,000.00  18 

马来西亚春晖

单亲妈妈协会   200.00  

2 颜登逸     5,000.00  19 苏清珠   200.00  

3 无名氏     4,000.00  20 李萍萍   100.00  

4 Rasa Kari S/B     3,000.00  21 庄淑萍   100.00  

5 拿督黄振兴     2,000.00  22 黄永萍   100.00  

6 丹斯里吴明璋     2,000.00  23 赵淑芬   100.00  

7 林进权     2,000.00  24 曾慧玲   100.00  

8 庄健发     1,000.00  25 陈雪娥   100.00  

9 黄玉珠律师     1,000.00  26 李淑贞   100.00  

10 李福旺        300.00  27 杨柳珠   100.00  

11 陈松林        300.00  28 陆美兰   100.00  

12 蔡春娇        300.00  29 马紫慧   100.00  

13 林素芝        300.00  30 龚芳珠   100.00  

14 拿汀练美兰        300.00  31 程德梅   100.00  

15 李简桂婵        300.00  32 关瑞香   100.00  

16 宋妹        300.00  33 曾美绮   100.00  

17 庄小薇        200.00        
 

10 月至 12

月 

《寸草心 18》宣传及赠书

行动 

 

 

10月开始，杨柳珠、陈秀阅和黄永萍陆续前往部分雪隆地

区的学校送书和宣传《寸草心18》，其他理事也一一再跟

进，茲列如下： 

1. 龚芳珠：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士毛月新村华小、育

华小学、锡米山学校、新民华小、沙登岭华小、沙登

新村一校、沙登新村二校、沙登公民华小、万宜育民

华小 

2. 李简桂婵：崇文华小、吉隆坡育南华小、汉民华小、

新明华小、竞智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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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清珠：坤成中学  

4. 庄淑萍：巴生四独中、培英华小、加浦树人华小、兰

花园华小、加浦英华华小、滨华（二校）、巴生滨华

一校、Kota Kemuning中华国民型华小、班达马兰B校

、巴生中华国民型华小、巴生共和华小、巴生港口青

年学校、兴华小学、中华女校小学、务德华小 

5. 杨柳珠：SMK Seri Bintang Selatan  

6. 黄玉珠律师：光汉华小、斯里伯乐中学、敦陈修信华

小 

7. 蔡绿萍：吉隆坡中华国中、南益华小 

8. 程德梅：八打灵育才华小、八打灵公教中学、丹绒加

弄华小、依约华小、峇眼益群华小、瓜雪培志华小、

适耕庄垦殖华小、适耕庄育群华小 

9. 黄永萍：循人小学、民众华小、志文小学、冼都华小

、吉隆坡中华独中、南强华小、尊孔独中、梳邦华小

、黎明华小、甲洞三校 

10. 陈秀阅：安邦二校、康乐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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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组报告 

日期 项目 简述 

文教组：林素芝、洪俪华 

02/05/2021 

星期日 

第五届【孝悌立根基】孝

道格言书法比赛线上颁奖

礼 

1. 由隆雪华堂妇女组举办的第五届【孝悌立根基】孝道

格言书法比赛线上颁奖礼于5月2日（周日）圆满落

幕。此活动旨在推广书法艺术，以促进爱好书艺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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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交流，同时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并塑造父慈子孝温

馨社会。尽管今年的比赛受疫情影响而改为线上进

行，但主办方仍接获392份参赛作品，反应可谓不俗。

难能可贵的是，非华裔组别的参赛人数也逐年增加，

显示国人在了解他族的文化已趋向正面。妇女组希望

该项活动能获得更多友族同胞参与，从而达致各族团

结与和谐。 

2. 这项活动也获得龙宝斋赞助9套文房四宝以奖励各组特

优奖得主。 

3. 得奖名单如下： 

小学组： 

曾煊惠（特优奖） 

庄浩煜（特优奖） 

黄衍熙（特优奖） 

林妍茼（优秀奖） 

巫惟励（优秀奖） 

黄梓涵（优秀奖） 

蔡茹恩（优秀奖） 

谢茺帏（优秀奖） 

陈紫璇（优秀奖） 

许晋伟（优秀奖） 

刘芷馨（优秀奖） 

陈盈媗（优秀奖） 

陈芷萱（优秀奖） 

中学低年组： 

吴钧澔（特优奖） 

陈品宏（特优奖） 

甄礼轩（特优奖） 

洪奋广（优秀奖） 

洪浩正（优秀奖） 

林楚僡（优秀奖） 

林楚畯（优秀奖） 

林家修（优秀奖） 

赖佳楹（优秀奖） 

黄湘甯（优秀奖） 

郑靖霖（优秀奖） 

郑宇涵（优秀奖） 

郑宇彤（优秀奖） 

中学高年组： 

汤紫琳（特优奖） 

林锦贤（特优奖） 

刘凯雯（特优奖） 

曹志宏（优秀奖） 

颜宇芯（优秀奖） 

郑资生（优秀奖） 

江巧洳（优秀奖） 

陈芳芳（优秀奖） 

苏泽扬（优秀奖） 

陈心怡（优秀奖） 

陈师泽（优秀奖） 

叶洪杉（优秀奖） 

叶裕政（优秀奖） 

公开组：张菁薇（特优奖） 

沈光莹（特优奖） 

邱华泉（特优奖） 

张佩铃（优秀奖） 

周兴勉（优秀奖） 

施昱腾（优秀奖） 

陈清天（优秀奖） 

姚楚馨（优秀奖） 

 

非华裔组： 

艾纬琳（特优奖） 

卡尼士（特优奖） 

唐萱（特优奖） 

亚得列（优秀奖） 

艾莉思卡（优秀奖） 

恩德亚（优秀奖） 
 

21/11/2021 

星期日 

2021 年第廿二届吉隆坡小

状元——经典诵读评鉴会

暨首届笔试模拟赛 

 

 

1. “2021 年第廿二届吉隆坡小状元——经典诵读评鉴会

暨首届笔试模拟赛”于周日（11 月 21 日）通过线上视

频会议成功举行，圆满落幕。 

2. 历届的评鉴会皆开放予国内外各源流小学生和学前儿

童参加，在今年报考的 314 人当中，金榜题名的博士

小状元有 22 位、硕士小状元 23 位，以及小状元 254

位，总共 299 位小状元榜上有名，及格率高达

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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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办单位今年特别筹办了首届经典笔试模拟赛，开放

予各校和各社区读经班小学生参赛。此项比赛不仅能

提升学生学习经典的兴趣及华文水准，同时也能加强

对经典的文字记忆、理解、分析、推理与综合力等。 

4. 本届大会的指导单位为崇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与马来

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并由崇德文教研习会主办、隆雪

华堂妇女组协办，赞助单位包括富贵集团、光联有限

公司以及义利贸易有限公司。 

5. 为了降低冠病传染风险，今年大会採取线上预考，考

生从 10 月至 11 月期间分段完成了线上评鉴，而在 11

月 21 日早上满心欢喜的出席颁奖典礼。崇德经典教育

推广中心陈健发主任在致词表示经典教育二十多年来

历经风风雨雨，而今犹自风雨飘摇，许多人误以为读

诵经典是开时代的倒车而置之不理，甚至大加反对。

前马来西亚华总思想兴革委员会主席陈达真博士在致

词中鼎力支持陈健发主任推广经典教育，并表示在高

科端的时代，富有人文思想暨高尚品德的经典教育不

可或缺，希望父母认真看待并陪同孩子们共学经典。 

6. 崇德青年志工为小朋友们设计了许多既富有意义又精

彩有趣的节目，小朋友们趣味盎然的观赏，兴致勃勃

的参与游戏。随后大会重现了古中国科举制度的“金榜

题名”，崇德文教研习会经典推广中心组长胡瑞莲经理

为高中状元者进行点榜。 

7. 大会在众人齐诵《百孝经》朗朗书声中圆满闭幕。 

社会组：曾美绮 

21/03/2021 

星期日 

【健康 2.0：节日后遗

症】线上讲座 

 

 
 

 
主持人：曾美绮 

1. 主讲人：林植樱（合格饮食治疗师/马来西亚饮食治疗

师协会会员）、游易兴（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饮食治疗

学士和博士） 

2. 主持人：曾美绮（隆雪华堂妇女组理事） 

3. 节日期间，饭桌上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样的佳肴，大家

都会借此大快朵颐一番来慰劳过去一年的辛劳。然

而，这种暴饮暴食的方式却极易导致身体肥胖、腰围

变粗等种种毛病，对身体造成危害。 

4. 林植樱指出，大鱼大肉吃多了会加重肝脏负担，因此

大家需要补充膳食纤维来加速肠道蠕动排毒。另外，

她也建议多吃新鲜水果、减少动物性蛋白的摄取、喝

杂粮、燕麦、小米粥和酸奶来调理身体。 

5. 至于忙碌的打工族如何要吃得健康，游易兴鼓励大家

可以学习简单的烹饪方式自煮，如果要外食就选择比

较健康的食物，少吃红肉并多摄取植物性蛋白。根据

调查显示，有95%大马人没有达到蔬果摄取指标，所

以他推荐以健康餐盘饮食来规划均衡膳食，即每餐需

要有1/4肉类、1/4全谷食物和1/2的蔬菜水果。 

6. 虽然饮食和健康息息相关，但若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会导致慢性疾病发生，因此主讲人希望大家可以少

抽烟、少喝酒和早睡来达到健康标准。对于难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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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林植樱 

 
主讲人：游易兴 

均衡饮食的人，其往往都会摄取保健品来补充营养，

惟主讲人希望大家不要盲目跟风，要先咨询专业人

士，否则吃得不正确反而会危害身体。 

11/04/2021 

星期日 

【面对网购风险，消费者

该如何维权？】线上讲座 

 

 
 

 
主讲人：刘祖康 

 
主持人：颜桂珠 

 

1. 主讲人：刘祖康律师（电台特约嘉宾） 

2. 主持人：颜桂珠 

3. 近年来，网络购物发展迅速，在为我们生活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消费方式。然

而随之而来的纠纷也日益增多，不少消费者在遇到

货不对办、售后卸责等问题时，都面临维权困难的

窘境。其实国内有几项法律条规能够进行管辖，其

中《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令》的涵盖性较全面。 

4. 网上购物时，卖家须向买家告知总费用（税务、运

输费等）、卖家资料、货物的详细描述、付款方

式、附带条件和送货时间。 

5. 在法律假定条件下，（一）只要合法，卖家就有权

售卖该货品；（二）货物品质是能被接受的-打折后

的货物有瑕疵也是可以接受的；（三）货物是适合

指定用途-买家须告知卖家指定用途；（四）货物与

试用品是一致的；（五）货物价格必须合理-在没有

价格合约情况下，买家不必多付钱；（六）货物若

有损坏则必须能维修。 

6. 若不符合法律假定，买家可要求卖家退换或维修。

如果货品不能被维修或使用，卖家则必须退货或降

价，或给予因货物而导致其他损坏的赔偿。 

7. 退还有问题的货品，谁该付邮费？ 

• 由买家负责。除了货品基于损坏等，在买家没办

法不花一大笔费用；或者货品太大没法不花一大

笔钱来退还的情况下，卖家则须亲自索回货品。 

8. 若货品有问题，商家是不能逼迫买家拿其他货品赔

偿了事，消费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9. 商家需须事先声明“货物出门，恕不退还”的条款，

只要货品没问题消费者就无权退还，若有问题则无

论有无声明都可要求退还。 

10. 包裹到手时发现货品遗失或损坏：只要卖家邮寄时

货品是完好的则无需负责，买家需向运输公司索

赔。 

11. 若卖家有答应有附送赠品，则必须实现承诺而不可

趁机涨价，否则可面临罚款或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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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买家签配套后想要退款，卖家只可扣除总金额的

5%，或消费者持有的价格，或消费者使用后的货品

价格。 

13. 不合理的条约如带有压迫性、商家限制自己出错和

无理毁约的责任等都是无效的，甚至可以被罚款或

坐牢。 

14. 投诉管道有三种，即全国消费者投诉中心、贸消部

和消费者仲裁庭。 

08/07/2021 

星期四 

制作【保护人民与经济复

苏配套 PEMULIH】懒人包 
 

随着政府宣布延长全面封锁措施，首相慕尤丁 6 月 28 日

宣布推出总值 1500 亿令吉的“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

配套”（PEMULIH），故设计了一套懒人包供有需要者

参阅，感谢曾慧玲在文字上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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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组：黄玉珠律师 

07/03/2021 

星期日 

【防治性骚扰与家庭暴力

手册】推介礼 

 

地点：隆雪华堂保送厅 

 

 
 

 

妇女组有感国内性骚扰与家暴案件日益严重，且不少受害

者曾面临求救无门的困境，配合 38 国际妇女节出版《防

治性骚扰手册》与《家庭暴力防治手册》。希望通过这两

本手册，能提高大家对性骚扰与家暴的维权意识，也为因

经历类似问题而感到无助的受害者提供建议和应对手段。

另外，当天《八度空间华语新闻》、马新社以及星洲日报

记者也受邀前来采访。 

 

 
 

 

10-

16/05/2021 
发动联署运动，要求教育

部严正看待校园性骚扰事

件 

针对近日在社交媒体揭发男教师在课上发表“强暴论”的

中学生艾恩因缺课而接获校方警告信一事，以及一名疑似

是该校校长在脸书所发表的不当言论，妇女组发起联署运

动，与属会团体及友好团体共同提出抗议并予以谴责。在

一个星期内共获得来自全国 132 个团体及 18 位个人响应

联署。 

经济组：赵淑芬、蔡绿萍 

13/06/2021 

星期日 

【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 

(PEMERKASA+)——你必

须知道的事项】线上讲座 

 

 

1. 主讲人：周德谦（YYC 集团税务执行总监） 

2. 主持人：刘慧妹（妇女组理事） 

3.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居高不下，政府随即在 6月 1 日落

实为期 14 天的全面封锁，并再次推出经济援助计划，

即总值 400亿令吉的“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 

(PEMERKASA+)”，以下是相关重点： 

4. 为受影响的纳税人和企业的处罚、推迟处罚和重新安

排未缴税款的支付时间提出上诉。 

5. 只要房地产是出租给符合资格的中小型企业，并且给

予至少 30%的租金减免，业主就可享有同样数额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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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周德谦 

 
主持人：刘慧妹 

务减免，条件是减免的租金必须至少达到每月租金的

30%。 

6. 本地组装车（CKD）可豁免 100%销售税， 进口车

（CBU）可豁免 50%销售税。 

7. 薪资补贴计划延长 1 个月至 7 月 31 日，凡受 6 月 1 日

起全面封锁措施影响的任何领域雇主，可提出申请每

名员工额外一个月 600 令吉的薪资补贴，条件是雇员

为本地人，以及月薪 4000 令吉或以下，并且须证明收

入下滑 30％。 

8. 所有不获准在 MCO 期间工作或营业的 B40 群体、因

MCO 失业的人士以及中小企业，可选择 3 个月自动延

迟偿还贷款或选择减少偿还 50%贷款长达 6 个月。 

9. 通过微型企业特别援助金 3.0 计划，年收入不超过 30

万令以及员工少于 5 人的企业可获得中小企业和微型

企业的特别援助津贴提高至 1500 令吉，近 100 万家

符合条件的企业将在 6 月获 1000 令吉，并在 7 月再

获 500 令吉。 

10. 酒店业、旅游业、购物商场、会展中心、主题公园和

本地航空公司可从今年 7 月至 9 月享有 10%电费折

扣。 

11. 对于受经济关闭影响的 MARA 企业家，在 2021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商业场所的租金可获得 30%的折扣。 

12. 在人力资源发展基金注册的雇主将在 6 月份免于支付

强制性征税。 

13. 国家银行将为其中小企业贷款设施增加 20 亿令吉，利

率为 3.5%。 

14. 微型商家援助措施将通过国家储蓄银行（BSN）、国

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TEKUN）、人民信托局

（MARA）以及大马中小型企业机构（SME Corp）准

备额外的 15 亿令吉作为微型贷款，利率为 3.5%， 

15. “拥有房屋计划”的印花税豁免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条件是房价介于 RM300,001 到 RM2,500,000 之

间，及必须是直接向发展商购买的房子。 

16. 推出价值 10 亿令吉的巴士和德士租购复原计划，符合

条件者可获得 12 个月的延期付款和 36 个月的延长还

款期。 

17. 为符合条件的导游、司机提供每人 500 令吉的一次性

援助。 

18. 政府将拨 21 亿令吉作为加码人民关怀援助金用途，条

件是： 

• 家庭收入低于 2500 令吉的一群，额外获得 500 令吉。 

• 家庭收入介于 2501 令吉至 5000 令吉的一群，额外获

得 300 令吉。 

• 收入低于 2500 令吉的单身人士，额外获得 100 令吉。 

14/11/2021 

星期日 

“2022 年财政预算案，你

WOW 了吗？”线上讲座 

 

1. 主讲人：龚铭恩（YYC 超越会计集团咨询董事）、肖

赛子博士（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YB李健聪

（人民公正党总财政） 

2. 主持人：曾美绮（妇女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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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李健聪 

 
主讲人：肖赛子 

 
主讲人：龚铭恩 

 
主持人：曾美绮 

 

3. 10月 29日，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在国会提呈了总开销

达 3321 亿令吉，堪称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财政预算

案。该财案以 “大马一家，繁荣安康 ”（Keluarga 

Malaysia, Makmur Sejahtera）为主题，分为三大主轴，

即加强复苏、建立韧性和推动革新，并聚焦于三点，

即人民安康、具韧性的商业、繁荣稳定的经济。 

4. 肖赛子博士表示，从比例来看行政开销并没有大幅度

的变化，冠病基金的分配有所降低，而发展开销比去

年调高了 2%。因为去年疫情严重而经济无法开放，政

府会更关注拉低疫情曲线，在发展投资上就会放慢步

伐。由于今年疫情有所好转，政府才将精力投放在发

展上。另外，在社会福利和技能培训的领域，其开销

也有很大的增长，比去年多 2%，而且会更关注个人层

面的数码化技能培训，因为在数码化转型的过程中，

如果个人无法提高相关的技能，那就不能真正实现脱

贫致富的目标。在这次的财案中，M40 群体无法如

B40 群体般受到关注，因此对于该群体能否维持原有

的消费水平，为总体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会持有疑问。

肖赛子博士进一步指出，新能源汽车行业、科技行业

及环保行业也在此次财案中受惠，可见强调可持续性

发展和绿色经济会是政府接下来的发展重点。此外，

旅游业在去年的收入已下降 70%，鉴于该行业就业人

口占 24%，以及能够贡献 15%GDP 的因素，政府也拨

款了 15 亿令吉作为支援。惟令人遗憾的是，医疗卫生

领域的拨款却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国内的医疗卫生基

础设施向来匮乏，经历了冠病疫情后其问题更加明

显，因此肖赛子博士希望明年的财案政府能够多加关

注这一领域。在女性权益方面，她指出政府做了相关

安排，如每月为 B40 家庭的女性免费提供卫生用品以

脱离月经贫困、拨款 1100 万令吉作为体检津贴、强制

上市公司委任至少一名女性董事、缴付托儿所费用可

获高达 3000 令吉的扣税，以及拨款 1300 万令吉予性

罪案、虐待儿童及家庭暴力调查组设立 100 个新职位

以解决家庭暴力和性犯罪等问题。 

5. YB李健聪表示，鉴于朝野政党早前签署了合作协议，

今年的财案准备流程比起往年较为开放，然而他强调

大部分内容还是由政府所完成。今年财案的行政开销

达 2335 亿令吉，根据计算明年政府的债务将会突破 1

兆令吉，而收入中的 99%也将会用来支付行政开销以

及偿还旧债务，显示这场疫情严重暴露了我国财政的

脆弱。他也指出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财案其实并没有

本质区别，我们依旧无法有效解决经济发展缓慢、贫

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过去 50 年以来所实施的新经

济政策，其主轴在于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理应能

够让各族群、各阶层人民的经济更为平等，然而这并

没有实现，反而成为了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

一，YB李健聪认为这与我国官僚体制退化有关系。他

指出，现今的政治精英或是公务员大都在同一体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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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此思维高度雷同，同质化也比较高，因此无法

处理当下复杂的经济状况，更无法拟出大刀阔斧的改

革，只能延续政策做小修改。然而在疫情之下，国家

正处于非常时期，若政府无法提出一个具有开阔性的

经济政策，那我们就难以尽早走出这个困境。在女性

权益方面，尽管在此次的财案中提出一些有利女性的

议程，但远远不够。从性骚扰、童婚以及外籍新娘等

的课题上，执政者对于女性还是无法持以进步开放的

看法，因此有必要反思在教育、政治和经济体制上，

到底有没有真正维护女性权益。 

6. 龚铭恩从个人税务、商业、间接税、产业盈利税和融

资方案来探讨 2022 年财案。 

个人税务： 

• 购买和安装、租赁和租用电动汽车（EV）充电设施的

费用以及支付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费用将得到最高 2500

令吉的个人税收减免。 

• 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大马居民从国外汇回大马的收

入将会 被征收所得税。 

• 孩子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税收减免（高达 RM3,000）将

会延长至 2023 课税年。 

• 国内旅游开销的个人所得税特别税收减免（高达

RM1,000）将会延长至 2022 课税年。 

商业层面： 

• 2022 课税年将实施繁荣税（Cukai Makmur），对在产

生高利润的公司一次性征税，中小企业 (SME) 除外。

首个 1 亿令吉的应纳税收入将按 24% 征税，而其余的

则按 33% 征税。 

• 在 2020 年 7 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期间成立并开

始运营的中小型 企业可在首 3 个课税年度获得高达 

RM20,000 的所得税回扣。这将再延长 1 年，以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成立并开始营运的中小型企业。 

• 于 2020年 3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之间合格的装

修费用，可获得高达 RM300,000 特别扣税的条款将延

长一年。于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之间

合格的装修费用也可以获得此特别扣税。 

• 所有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可在课税年的第 11

个月修改估计应付所得税税额。 

间接税： 

• 延长乘用车的销售税豁免。 

产业盈利税： 

• 马来西亚公民、永久居民和公司以外在第六年或以上

出售不动产或不动产公司股份，产业盈利税率由 5%下

调至 0%。 

融资方案： 

• 各个机构将提供近 18 亿令吉 的微型贷款。 

福利组：谢佩珊 

14/03/2021 

星期日 

探访华堂副会长李福旺先

生 

黄玉珠律师、林素芝、庄淑萍和谢佩珊探访妇女组李简桂

婵夫婿，同时也是华堂副会长的李福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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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2021 

星期三 

拜访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

会 

 

 

下午 2 时，第二副主席李简桂婵与经济组主任赵淑芬前往

华人残障协会进行拜会。李简桂婵表示华人残障协会正售

卖一些手饰以筹集经费，每袋售价 10 令吉，最后妇女组

理事共筹得 RM 1,300，以下是认购或捐款名单： 

1. 黄玉珠 RM100  8. 林素芝 RM100 

2. 周慧敏 RM100 9. 赵淑芬 RM100  

3. 永萍 RM100 10. 蔡绿萍 RM100 

4. 陈秀阅 RM100 11. 练美兰 RM100 

5. 蔡春娇 RM100 12. 杨柳珠 RM100 

6. 庄淑萍 RM100 13. 马紫慧 RM 100 

7. 曾美綺 RM100  
 

28/06/2021 

星期一 

捐助前理事官友娣 得知前理事官友娣中风的消息，理事们决定给予慰问金，

名单如下： 

1. 黄玉珠律师 RM200 8. 黃永萍 RM200 

2. 拿汀练美兰 RM200 9. 李淑贞 RM200 

3. 蔡春娇 RM200 10. 庄淑萍 RM200 

4. 李简桂婵 RM200 11. 龚芳珠 RM200 

5. 李萍萍 RM100 12. 赵淑芬 RM200 

6. 林素芝 RM200 13. 陆美兰 RM200 

7. 曾慧玲 RM200 14. 关瑞香 RM200 
 

06/07/2021

星期二 

理事探访 

 

 

理事庄淑萍父亲因病在 6 月入院动手术，谢佩珊代表妇女

组送营养品予以慰问。 

01/08/2021 

星期日 

理事探访 理事庄淑萍因病入院动手术，谢佩珊代表妇女组送上水果

篮予以慰问。 

18/10/2021 

星期一 

捐助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

会 

 

1. 第一副主席蔡春娇与福利组主任谢佩珊于周一前往马

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会所移交七千令吉义款，由妇女

组及青年团各捐出三千五百令吉，以协助该会会员添

购生活用品及所需药物，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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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她们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

不仅严重扰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为残障人士带来

许多困扰，从而加剧了他们的脆弱性和不平等。在行

动管制令期间，许多残障人士依靠的服务被迫暂停，

导致他们陷入零收入的困境，因此妇女组与青年团希

望此举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人能关心残障 

人士的需求，协助他们渡过这场疫情难关。 
 

3. 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总秘书谢秀贞感谢隆雪华堂妇

女组在这疫情中雪中送炭之举。她说：“残障人士在这

疫情中是最无助的一群，保持人身距离的法令使他们

无法得到所需的帮助。就是在隔离中心或医院也因为

医护人员短缺而被忽略。” 
 

4. “很多人在想帮助人时都只会提供食物援助，但障友的

生活不能单靠食物。那些无法排尿的残障同胞需要导

尿管，无法排便的需要屎袋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常常

忽略的。” 
 

5. 该项捐款将被用于购买那些残障辅助用品来捐赠给有

需要的残障会员。 

资料组：杨柳珠 

26-

27/05/2021 

星期三、

四 

“建筑与城市改革运动”线

上课程 

 

 
 

 
 

 
 

1. 主讲人：张集强（UCSI大学建筑与环境设计学院专任

助理教授兼副学院主任） 

2. 隆雪华堂妇女组将于2021年5月26日至27日，晚上8时

举办线上课程，邀请张集强先生为大家讲解关于建筑

与城市的改革运动。这次分享将以不同的案例如日本

商家带领的老街保存运动、台湾建设商带领的都市公

共空间再造运动，以及国内策略联盟和新村保存运

动，探讨公民参与城市改革这一项课题。 

3. 文创产业与都市更新： 

·2010年台北市更新处提出“都市再生前进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URS推动计划”，利用公有闲置空

间及更新前德闲置房地，透过政府与民间合作模式，

以“再生”的概念重新思考城市的价值，截至2012年年

底，已有七个URS基地正推动并运作中， 

·如在URS155|cooking together的计划之经营模式，主

要是在百年的老厝中，经由创意生活与老街历史的相

互激荡，再籍由创作与活动的结合，让经济与文化达

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目的，并在传统食材与创意烹调

中，成为迪化街另一个城市人文的新据点，亦为“创意

都更”留下新典范。 

4. 都市再生 Urban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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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再生”为主轴，有别于先破坏再建立的重建模式，

以符合永续发展原则，提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与

实质环境的整体改善运动。 

·台北市都市更新处一直以来致力于改善老街区环境、

引入产业活动等都市更新发展策略，这些年的努力让

不少人深深感受到“台北变美了”！但都市更新不仅仅

是硬体基础建设的推动，而应该要使其得以永续发

展，因此“都市再生”概念应运而生。 

·都市再生的概念包含了创新、开发导向、公私合伙、

整合、生态永续等多方面向的整合，透过城市的软创

新实力，产出更丰富多元的城市记忆。 

5. 都市更新 Urban Development： 

·都市更新是在都市计划范围内，为了复甦都市机能。

改善居住环境，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土地再开发利

用上，由政府评定或受理民间申请划定更新地区与更

新单元，实施重建、重整与维护。 

·此外，都市更新採多数决机制，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

权人超过一定比例之人数及一定比例之土地总面积、

合法房屋总楼地板面积之同意即可实施，对于少数不

能配合者及公有土地参与都市更新具有强制性。 

·与一半旧屋改建不同的是，都市更新的面积通常较

大，需整合的户数较多（逾七人），但都市更新在取

得大多数权利关系人的同意后，即可排除大多数人的

反对，并可改善社区环境，增加更新后的坪数。 

6. 主讲人也举例数个本地产业更新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惟大家看到的是这种概念或措施须有庞大财力和人

力。 

辅导组：李简桂婵 

17/01/2021 

星期日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分享者为林天赐和甄淑敏。 

21/03/2021 

星期日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分享者为林玉燕和韦志鹏。 

18/04/2021 

星期日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分享者为林天赐。 

 

30/04/2021 

星期五 

【疫情后老年人的生命关

护——上海案例的借镜】

讲座 

 

 
 

1. 分享人：王斌（上海霞满云间敬老院创办人）、程志

平（上海霞满云间敬老院护士长）、周妮兰（上海霞

满云间敬老院社工）  

2. 主持人：林润崧老师 

3. 司仪：颜桂珠 

4. 王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已达 32%，鉴于老人的免疫

力较弱，故成为疫情中的高危群体。尽管如此，在各

个部门有效的防疫管控下，霞满云间敬老院的老人还

是能够安然度过这段非常时期。 

5. 程志平：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指南主要分为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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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润崧 

 
分享人：王斌 

 
分享人：程志平 

 
分享人：周妮兰 

 
司仪：颜桂珠 

5.1 组织领导全面负责防控工作 

• 制定并实施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划片分区，责

任到人。建立院内感染控制与隔离制度并组织实

施。 

• 落实相关部门疫情防控指导要求。 

• 建立 24 小时应急值守制度，确保通讯流畅。 

• 全面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

工作要求。 

5.2 机构人员机构人员出入管理 

• 通过公告、电话、短信等方式向老年人及其家属

发布敬老院疫情防控安排和相关服务通知，在敬

老院出入口张贴防控告示。 

• 来访咨询接待业务、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等活动

实行预约管理，控制流量，在指定区域和路线活

动，并遵守相关防控要求。 

• 加强门卫值班，对允许进入敬老院的人员安排专

人实名登记并测量体温，观察询问健康状况、旅

行史等并做好记录。 

• 敬老院尽量安排工作人员在院内居住，在外居住

者上下班途中需戴口罩，非必要不出入人员密集

场所。外出工作人员须做好个人防护，返回机构

时进行消毒、更换工作服、口罩等。另外，若曾

返回中高风险地区的工作人员和老年人需经核酸

检测无异常后才能返岗。 

• 设置隔离观察室。禁止快递、外卖人员进入，安

排专人接收家属送来的物品需经过消毒后才转交

给老年人。 

5.3 老人心里慰籍 

• 社工、护理员加强老年人的心理调节，做好正面

宣传引导，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为老年人提供文

化娱乐服务，引导他们开展有益的兴趣爱好；利

用网络、电话为老年人提供与亲属的沟通，缓解

焦虑恐惧情绪。 

5.4 老年人防护 

• 每日对老年人及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进行检测，随

时询问老年人的身体情况。 

• 对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做好血压、血糖等指

标检测。注意有无用药不足或过量表现，以及药

物不良反应。 

• 每天为老年人居室通风至少 2 次。 

• 每日提醒或协助老年人做好个人卫生。 

• 鼓励老年人开展适宜的户外活动。 

• 用餐管理。分时段就餐或保持 1.5 米用餐距离，保

证老年人充足饮水量和营养摄入。 

5.5 机构内部管控 

• 开展疫情及相关防控基础知识宣传教育 

• 工作人员上岗前做好戴口罩、手消毒等防护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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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调整安排工作人员的作息时间，加强工作人

员心理调节。 

• 确保物资的保障供应。 

• 规范处理垃圾、污水、污物，做好机构内消毒工

作。 

• 确保环境清洁卫生。 

• 废弃口罩等一次性用品，应当消毒后密封，丢弃

至专用的桶内。 

• 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规定，严把食品采购关。 

5.6 疫情处置 

• 疫情防控期间，入住老年人外出就诊应根据不同情

况，与家属和老年人商议一致后分类处置。若出现

确诊病例，第一时间争取相关部门优先对所有人进

行核酸检测。 

6. 周妮兰从社工角色谈疫情期间对机构住养长者关怀的

方法与路径。在这段非常时期，敬老院皆面对护理人

员短缺、物资储备不足、情感交流受阻、正常经营受

阻等挑战。社工除了要做好防疫的统筹工作外，也要

确保老年人免于传染性疾病感染和突发性事件伤害，

同时帮助老人疏导心理健康，在机构内做好健康工

作。严谨规范的日常工作有助于养老机构有效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外，社工也会在线上与老人家属

约定定期视频活动，作为支持者的角色与家属沟通，

在赢得理解和配合之余，也能够缓解老人在疫情期间

的焦虑紧张下情绪。简而言之，社工主要处理的工作

为保障有序有有质量的照护服务、开展康乐活动、保

持人际关系以及营造温馨、活力的环境。 

01-

02/05/21 

星期六、

日 

深耕志工培训营 1. 时间：9am-5pm 

2. 出席者：林润崧、林凯龄、李欣欣、林天赐、周丽

群、邓媚、陈淑茵、戴谢玲、梁慧芬、吴苡珊、刘翊

绫、黄继维、李雪燕、李燕萍 

16/05/2021 

星期日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主题为“我看.我思.我说”。 

 

25/06/2021 

星期五 

“如何在疫情中保持心理健

康？”线上讲座 

 

 
 

 

1. 主讲人：林月萍（Hope Training Centre 创办人、注册

培训师、心理咨商师和治疗师） 

2. 主持人：陈淑茵 

3.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至今，依然不见任何好转。民众除

了需要面对生计问题，更担忧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

危，于是网络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防疫用品以及防疫

相关的信息。然而做足了防疫准备就真的能够让忐忑

的心平静下来吗？确诊病例的攀升，使得生活充斥着

担忧与恐惧，而面对这种焦虑我们又该如何保持平

静？ 

4. 营造安静的时间和空间：正因为身心忙碌，人才更需

要适时的放松和休息，如果交感神经一直处于亢奋状

态，你的身心就会像电池一样被耗尽。所以每天留出

5 分钟时间，什么也不要考虑，闭上眼睛，让身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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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林月萍 

 
主持人：陈淑茵 

全放松，享受片刻的宁静。你可以选择一处自己的中

意的场所，室内是首选，当然室外可以选择车内等。 

5. 缓解压力，适时释放：为了与压力巧妙相处，应注意

避免压抑喜怒哀乐等情绪。面对压力，你可以大声讲

话、唱卡拉 OK、通过视频和亲朋好友交谈等；遇到

不顺心的是可以通过视频向他人倾诉缓解，开怀大笑

能大幅度减少压力、稳定自律神经、增加血氧浓度

等；毫无保留的哭泣也是一种情绪发泄方法；如果自

己无法缓解，可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6. 寻找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善待他人，提高家庭和睦

关系。避免与他人比较，避免竞争，回归童心，沉浸

在健康积极的家庭活动中；让浑然忘我的兴趣爱好成

为生活习惯，欣赏音乐、看电影、打扫房间等，实践

“自律训练法”；静心冥想，自我暗示，让人的意识转

移到放松状态，让整个身心回归和谐。 

7. 亲近自然、接触动物；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可激发人

体免疫力，刺激大脑活性，使人不易受精神压力和情

绪的影响；种花弄草、和宠物一起度过休闲时光等都

是不错的选择。 

8. 保持积极心态：凡是从积极角度考虑，更善于处理精

神压力；关注内心消极懈怠的一面，学会调控负面情

绪，调动积极心态，寻找自我克服和跳出精神怪圈的

方法；利用心理认知疗法，捕捉自己的心灵动态。 

 

18/07/2021 

星期日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主题为“我看.我思.我说”，分享者为曾秀群与梁慧芬。 

 

15/08/2021 

星期日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分享者为曾秀群和李欣欣。 

15/08/2021 

星期五 

“当我们同在疫起”线上讲

座 

 

 
 

 
主讲人：林润崧 

1. 主讲人：林润崧老师（马来西亚 Akasha 学习型社群执

行长） 

2. 主持人：李欣欣 

3. 自 2020 年 3 月始国内暴发疫情以来，人民与疫情已共

处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个见不着摸不着、打了疫

苗依然不安全的病毒影响了整个大环境，并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人民从健康、性命、生活模式、经济、人

际关系、生活品质等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孰轻

孰重因人而异，无不无奈以对及妥协，任何拒绝改变

者则面临众多挑战与冲突。除了看得见的生活挑战，

尚有因疫情带来的情绪、精神、人性、信任挑战，防

疫疲累与倦怠等等隐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仅属于

个人的，还包括了家庭家族的、社会群体的部份，属

于一个更大的生命共同体的挑战。月有阴阳圆缺，疫

情带给人民挑战与考验的同时却也同样给我们带来看

见与修复的机会。作为更大的共同体人民如何在自助

时也为这个社会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如何看见

人间有温情？如何重建被病毒摧残的生命意义？后疫

情工作可以如何进行？如何敞开心胸与人甚至社会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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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欣欣 

 
 

4. 林润崧老师说，目前已知可感染的冠状病毒共七种，

其中四种可引发普通感冒的人类冠状病毒，另外三种

则可引发严重呼吸道症包括如今蔓延全球的 SARS-

CoV2（Covid-19）。由于新冠肺炎和流行感冒的症状

相似，因此需要注意其他特征，但凡出现以下情况就

需要尽早求医。 

新冠肺炎症状 流行感冒症状 

发烧 发烧及发冷 

干咳 咳嗽 

乏力 打喷嚏 

咳痰 感到疲倦 

嗅觉丧失 眼睛刺痛，流泪 

呼吸侷促 点状瘀斑 

肌肉痛或关节

痛 

肌肉酸痛（尤在喉咙及关节） 

喉咙痛 流鼻涕 

头痛 头痛 

畏寒 寒颤 

恶心及呕吐 呕吐 

鼻塞 鼻塞 

腹泻 （儿童）腹泻、腹痛、肠胃不适 

咳血 红眼 

结膜充血 脸部皮肤、口、喉和鼻潮红 

5. 林润崧老师指出，疫情导致人们需要面对种种的新挑

战，如生存挑战（成就、经济、价值、环境、政

治）、生活挑战（文化、素质、关係、尊严）和生命

挑战（意义、使命、教育）等；但同时社会上也有群

体自发性地为有需要者提供协助，形成一股共同的力

量，如派发物质的短期生命共同体（饭盒、物资、医

资、施棺），以及长期生命共同体（宗教组织、文化

团体、生命团体）。共同体的特质在于，面临危机

时，共同体才会自然发展；当危机过去后，共同体也

宣告结束。 

6. 接着林润崧老师提到疫情发生以后，不少人因目睹家

人朋友等关系亲近者的突然死亡而遭遇创伤后遗症。

其主要症状包括作恶梦、性格大变、情感解离、麻木

感（情感上的禁欲或疏离感）、失眠、逃避会引发创

伤回忆的事物、易怒、过度警觉、失忆和易受惊吓。 

7. 造成创伤后遗症的经历包括了： 

• 经历战争和打斗（常称为战斗应激反应） 

• 从事杀害他人或动物等杀生行为，包括战场上开

枪杀死敌人的士兵、刑场上执行死刑的法警和以

屠宰动物为业的屠宰场员工等（即加害者创伤压

力） 

• 孩童时期遭受身体或心理上的虐待、幼年时被抛

弃 

• 经历性侵害 

• 暴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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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经验（校园霸凌、职场霸凌等） 

• 严重的车祸、意外事件、自然灾难，如地震、海

啸 

• 目睹亲人、恋人等关系亲近者的突然死亡 

• 难产 

• 麻醉觉醒 

8. 创伤的造成与重建过程为： 

• 爆发（震惊、否认） 

• 崩溃（讨价还价、愤怒） 

• 后悔（羞愧、罪恶） 

• 调理（空虚、心痛） 

• 重建（接受事实） 

9. 他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生命学习圈

子来协助受影响者，其特质为： 

• 明确方向，以生命本质为核心 

• 通过集体学习以提升自我、增进觉察力与敏感度 

• 提升集体互助意识 

• 安全、信任、无条件的生命平台 

• 共同适应危机生活 

10. 处理生命创伤三要点： 

• 当能力不足时，能与创伤平静相处 

• 具备条件时，去检视创伤，仔细端详，再放置在

不影响眼前生活的位置 

• 能力具足时，以更大的爱去宽恕、涵容、理解创

伤存在的更高层意义 

• 最后林润崧老师说道，生命学习圈提供了一个如

家的平台，让大家得以依自己的步伐与方式渐渐

成长，并安然度过后疫情的时代。 

30/09/2021 

星期四 

第一次组织内部强化管理

培训 

1. 负责人：梁慧芬、林老师 

2. 内容大概如下： 

• 志工须清楚团体架构及自己的岗位与职责 

• 了解活动要达到的目的 

• 团队配合：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 

• 正面下传，负面上传原则 

28/10/2021 

星期四 

第二次组织内部强化管理

培训 

1. 负责人：梁慧芬、林老师 

2. 内容大概如下： 

• 志工须清楚团体架构及自己的岗位与职责 

• 了解活动要达到的目的 

• 团队配合：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 

• 正面下传，负面上传原则 
21/11/2021 

星期日 

志工生命故事分享会 主题为“我看.我思.我说”，分享者是潘宝雯。 

30/11/2021 

星期二 

第六梯次“生命辅导志工深

耕培训”开课仪式 
 

1. 隆雪华堂妇女组属下的辅导中心成立已有超过 30 年的

历史，这些年来从未间断地为社会有需要人士提供各

方面的辅导，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积极面对人生。由

于社会越趋复杂，大家要面对的问题也相对增加，对

精神及心理造成莫大压力，寻求辅导的人士也逐年增

加。为应付及提供更有素质的服务，辅导组决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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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培训课程，为该辅导中心培训更多全新志愿工作

者，激励社会青年投入关爱社会自我成长的行列，于

此同时培养更能以更健康的心态、积极面对并为自己

人生负责任的人，发挥稳定社会，共同让生命向善向

上的影响力。 

2. 培训活动主要以华语作为教课媒介，导师为马来西亚

AKASHA 学习型社群总执行长林润崧老师。林润崧老

师同时也是一名专栏作者、作家、全时志愿生命关怀

社会工作者、大马种籽工程青年领袖生命教育体验营

创办人，并于 2011 年荣获大马十大杰出青年——人道

与志愿服务成就奖。课程内容包括：自我认同、家庭

如何会伤人、人际关系、生命的决心与承诺、助人心

态、生命工作概念等。此培訓分阶段进行，第一階段

是基础密集课程；第二階段将着重在助人咨商技巧；

第三階段则是实践课，全部培训满约一年期。 

3. 课程分为 10 堂课程，日期订于：30/11/2021、7、14、

21&28/12、4、11、18、25&27/1/2022，每堂课是 2 小

时半，上课时间为晚上 7时 30分至 10时。课程方式是

线上为主，线下为辅。课程费用为每人 RM240，行政

费 RM10。 

4. 主席黄玉珠律师致辞： 

“我谨代表隆雪华堂妇女组欢迎各位出席由隆雪华堂

妇女组旗下的辅导组主办、林润崧老师指导的第六梯

次深耕生命培训辅导课程。在大家进入学习之前，让

我先和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隆雪华堂咨询辅导中心的

历史，我想这样一来各位对我们的辅导中心会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概念。 

我们的辅导中心成立于 1987 年，当时是由妇女组第一

任主席陈达真博士、吴明珠博士及张碧芳律师等理事

组成，并在同年 3 月 14 日正式提供服务，目的为协助

一那些徬徨无助、倾诉无门的妇女及社会人士，扶助

及引导他们走过生命的关卡。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华语为媒介语的辅

导中心，我们提供免费却又很有素质的服务，成立后

的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就已经有数百人士上门求助。 

为了扩大服务范围，我们的服务中心于 1990 年至 1991

年在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台（也是今天的 My FM）

“家庭生活”节目中播放空中信箱，名称雪大姐，为

不少来函寻求协助的人士提供咨询辅导服务。从以上

两点就可以理解公众对我们当时提供的辅导服务充满

信心。 

随着时间的的转移，社会越趋复杂，大家要面对的问

题也相对增加，对精神及心理造成莫大压力，寻求辅

导的人士也逐年增加。为了应付及提供更有素质的服

务，隆雪华堂妇女组决定再次主办辅导训练课程，扩

大我们的辅导阵容。 

人是奇怪的动物，所以辅导的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

易的任务。我们要面对的是形形式式来自不同领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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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背景的人物、各种或轻又或严重的情绪。虽然如

此，无可否认的是这里面可能会有人是真的需要我们

扶他一把，他把自己的未来乃至生命交给了你，所以

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认真面对任何一个个案。因此，

我希望大家要揣正心态、抱着以空桶的心态来上课。

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勇敢面对自己、面对家人及

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健康积极的心态面对生命，发挥

稳定社会，共同让生命向善向上的影响力。” 

26/12/2021 

星期日 

阳光茶会 12 月 26 日（周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2 时，辅导组在

Bandar Tun Razak 公园举办阳光茶会，共有 14 人出席。 

1-12月 2021 年电话协谈值班报告 

1. 疫情期间不少国人都面临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迟迟无法释怀，导致自杀的风气逐渐蔓

延。有鉴于此，辅导志工服务时间于 5、6月份 MCO3.0开始增加至每星期一至星期

五下午 2 时至晚上 9 时，居家值班时还提供电话协谈服务，以助面对困扰者走出情

绪障碍。 

2. 手机线从 1月开始投入服务。 

3. 在 7 月份的行动管制期间，电话协谈志工在无法回华堂值班期间开始使用手机作协

谈服务，在整个 7 月份，每星期一至五从下午 1 点开始值班至晚上 9 点，为大众提

供物资协助热线，惟此些个案不记录在案。 

4. 从 9 月尾开始，志工们增加服务时段，从每星期一至五，下午 3 点服务至 9点，每

天共 3 条电话线投入服务包括手机线。任何与法律有关的咨询即转至法律组主任黄

玉珠律师。 

 

周二至周四（下午 3 时至下午 7 时） 

萧桂婵 2021 值班报告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次数 6 14 0 11 0 0 7 9 10 12 14 15 

 

家庭关系 精神心理 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健康医疗 职业经济 

23 次例 15 次例 23 次例 4 次例 0 0 

人际关系 男女关系 自我探索 婚姻关系 法律询问 其他 

6 次例 2 次例 14 次例 1 次例 0 10 次例 

总数 98 次例,电谈 91 次例，面谈 7 次例。 

 

周一至周五（下午 3 时至晚上 9 时） 

新梯次志工 2021 值班报告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次数 0 0 3 8 4 2 19 10 32 22 26 23 

 

家庭关系 精神心理 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健康医疗 职业经济 

6 次例 40 次例 6 次例 4 次例 3 次例 18 次例 

人际关系 男女关系 自我探索 婚姻关系 法律询问 其他 

6 次例 1 次例 20 次例 4 次例 8 次例 33 次例 

总数 149 次例。 

培塑坊：拿汀练美兰 

08/06/2021 

星期二 

【直播浅谈】线上讲座 
 

1. 主讲人：梁锡发老师（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HRDF 认证

讲师、培塑坊 15，16 届组长） 

2. 新冠肺炎肆虐，所有的室内活动、群聚等都要避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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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梁锡发老师 

禁止，或改为网上进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自然行为

转换在科技线上，那就要学习新的沟通方式，此间难

免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特邀请在线上演讲很有经验

的老师，跟大家分享线上直播经验。 

 

 

 

 

16/07/2021 

星期五 

【屏幕非障碍，线上一样

可以很精彩】线上讲座 
 

 
主讲人：尤薇妮 

1. 主讲人：尤薇妮（AKASHA 学习型社群副执行长、青

运 4 星级讲师） 

2. 疫情让大家的生活起居起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居家上

班、云端上的学习、培训和社团活动等巳经是疫下的

新常态、新潮流。 

3. 这项活动主要是为了丰富大家在疫情期间的生活，缓

解郁闷情绪及掌握在线上有效发挥个人魅力的技巧。

希望大家能够秉持着培塑坊的乐学、爱学习的精神，

勇敢地拥抱新技术，丰富自己的生命。 

华总妇女部：黄玉珠律师 

08/05/2021 

星期六 

第四届《她的故事》线上

颁奖仪式 

 

28/08/2021 

星期六 

全国性妇女组织交流会  

24/09/2021 

星期五 

会员代表大会 本组的代表为李简桂婵、林素芝、蔡绿萍和庄淑萍。 

03/11/2021 

星期三 

提呈关于要求撤回“大马

母亲海外出世孩子自动获

公民权”一案上诉行动联

署备忘录。 

华总妇女部代表在首相署提呈联署备忘录，要求政府撤回

“大马母亲海外出世孩子自动获公民权”一案的上诉行

动。 

全国妇女理事会(NCWO)：洪俪华 

24/04/2021 

星期六 

第 27 次会员大会暨理事改

选 

 

 

NCWO 两年一次的选举兼常年代表大会已经在 4 月 24 号

早上 9 点在国民大学医院的儿童病院大礼堂举行。这是一

间新的儿童病院，还没有开始运作。由于有些会员是实体

出席，有些在线上，所以在技术上比较复杂，在确定所有

线上的会员是否代表后，会议在 10 点.20 分才正式开始。

华堂代表是洪俪华、谢佩珊、林素芝、马紫慧、苏清

珠、龚芳珠、庄淑萍、程德梅、黄永萍。大会在 2 点 30

分才结束。医院当局有专人用专车带领有兴趣参观医院的

会员讲解和介绍。 

16/09/2021 

星期四 

举办虚拟竞跑  

隆雪妇女理事会（KLSCWO）：洪俪华 

21/03/2021 

星期日 

第 4 次会员大会 

 

于 Sri Hartamas, Damas Residency Suites，中午 12时召开

会员大会。出席的理事有洪俪华、林素芝、龚芳珠、庄

淑萍和谢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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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书苑：黄玉珠律师 

23-

24/01/2021 

星期六、

日 

【认识印度的历史与文

明】线上专题讲座 

 

 
 

 
讲师：陈亚才 

 
主持人：刘慧妹 

 

 

 

1. 讲师：陈亚才 

2. 主持人：刘慧妹 

3. 大多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繁荣期是在公元前三

千世纪到公元前两千世纪之间。这是以城市和商业为

主的文明。雅利安人是现在印度许多民族的祖先，包

括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比哈尔族、锡克族、克什

米尔族、马拉地族、拉奇普特族；还有巴基斯坦、孟

加拉境内大部分居民，都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关于该

文明消失的原因，普遍受认同的观点是自然灾害和外

敌入侵。 

4. 种姓制度（Varna，Jati，Caste System）：普遍存在于

印度的一种社会体系。这种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

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

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这

些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

这些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

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

会体系。因此，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

体，并与印度的社会体系、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

息息相关，可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

范。 

5. 马来西亚印度教徒有三大节庆，即丰收节（Pongal）

、大宝森节（Thaipusam）和屠妖节（Deepavali）。 

6. 大宝森节庆典日期落在印度历 Thai 月的满月，为

Murugan 神的生日，同时也是泰米尔社群的主要节

日。 

7. Ramayana《罗摩衍那》：最初的诗和 Mahabharata

《摩诃婆罗多》：大史诗并称古代印度两大史诗。这

两部史诗，不仅是文学的伟大杰作，更有着印度智识

的百科全书之称。两大史诗的诗篇包有几乎古代印度

的全部历史，两者的结合，完成了一幅古印度生活的

真实而生动的图画。 

14-

22/07/2021

（每逢星

期三、四

） 

【寻路：新马华人的足迹

——后现代史学观察•人物

篇】线上课程 
 

1. 课程讲师：安焕然（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2. 马来西亚华人对本地华人历史的认知是什么？透过后

现代史学的观察，把坊间的历史书写当文本解读，郑

和的形象、李为经、郑景贵、叶亚来、胡文虎、陈嘉

庚、李光前、林文庆、伍连德以及作家老舍在南洋看

到了什么，等等，让我们沿著新马华人的足迹寻路，

也同时重新检视当下的自己。 

3. 第一讲：郑和的族裔：马来西亚华人的郑和形象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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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叙述，往往会因时代、地域的不

同，而会有不同的视点、观感和不同的形象塑造。 在

马来西亚，郑和的形象塑造其中夹杂著多少「说故事

人」的当代诠释及其时代焦虑，尤其是流传于华社裡

的历史叙述及其当代诠释，更是值得探究。在族群的

模糊历史记忆中，15 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的确扬威南

海。相传郑和的泛海南巡，政略外交，恩威并进。所

到之处，诸「番」「无不降服」的那股威风气势，是

只身开荒斩棘的海外华人心理上最崇高的理想形象，

亦是心响往之的集体追忆图像。因此，「郑和」在郑

和下西洋「之后」的数个世纪来，实际上倒成了海外

华人开拓先驱的形象塑造，甚而神格化。后来，大家

把郑和置回到世俗化诠释的历史舞台上来，著重在强

调郑和对马来西亚的贡献上，成了凝聚华社、带给族

群荣耀并藉以团结一致的象征符码。 

4. 第二讲：望乡与移国：李为经、郑景贵、叶亚来

（15/07） 

无论在中国正史、抑或马来西亚史的论述，马华史的

位置，始终都是一部边缘、非主流的历史。它往往与

支配性的主流权势有著顽强的延续关系，同时也有其

力争不受主流权势宰制的边缘性之坚韧的双重传统。

不少人为华人历史文化的沧桑而哀鸣，或对其边缘化

命运而失落慨叹不已。然而这样的心态不免消极，关

注焦距也很片面，大家应该从内在更深化去发掘马华

的多元复杂的边缘个性，去寻找马华边缘性的生命

力。上述所提及的历史人物，是华人南来发迹者的身

份认同心境，其寻根、承传、显荣，乃至在地化皆深

具跨文化融混的多元文化元素。自「本国」到「移

国」，又从「移国」到「祖国」，其中的意味颇为隽

永。「移国」是名词，也可作动词。倘若先民们没有

「移国」行动，今天就不会有我们马来西亚华裔，更

不会有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篇章。 

5. 第三讲：出钱与永续：胡文虎、陈嘉庚、李光前

（21/07） 

在1930-1945期间，出现了一批民族企业家，构筑了本

时期精彩绝伦，可歌可泣的系列风云人物。或许有人

问，这些人的政治认同是中国的，那为何他们却被新

马华教界奉为典范呢？毋庸置疑，他们都是成功商

人，伟大的民族教育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事业背后

所树立的精神和高洁的人格，一直是许多马新华商参

与社会文教事业的道德泉源，并带动马新华社兴学办

教的风气，相信这正是他们成为马新华教界典范的最

根本所在。另外，他们的精神不是只有出钱，还包括

前卫的教育理念，关键还在要有「教育醒觉」和「自

觉」。自觉是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是要「与时并进」

的教育改革而不只是「保卫」（保守）出钱，不仅仅

是在硬体建设，不管官方还是民间，更要有「机制」

的建置，方能永续（如李氏基金）。 



 

100 

 

6. 第四讲：离开与回来：林文庆、伍连德、老舍《小坡

的故事》（22/07） 

新马有着「这一些」有名或不知名的人物，从追随孙

中山的革命理想到对在地的反帝反殖；从马来知识份

子的民族觉醒到马华文学打破种族，号召弱小民族联

盟的争战；从南侨机工的「回国」抗战牺牲到新马人

民的抗日卫马。而马来西亚的抗日斗争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一环，受尽欺压的人民，不分种族、不分肤

色、不分宗教、不分「左、右」的团结在一起，坚毅

而勇敢的抵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政。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反法西斯世界战争的胜利才真正是开创了

马来西亚历史的新时局──走向建国之路。 

7. 共 87 人报名参加，每人收费 RM 50，讲师费 RM 

1,200。 

原住民暨难民小组：曾慧玲 

11/11/2021 

星期四 

支援原住民水源接驳工程 

 

 

 

 

 
 

 
 

 
 

 

主席黄玉珠律师、财政陆美兰与负责原住民水源工程的单

位——生命展翅资源中心接洽，前往位于霹雳州的原住民

村视察水源。该村约有 37 户人家，由于受到污染，村民

们必须往更远处寻找干净水源，目前正筹集一笔费用购置

水管将水引到该地区。从山上引水到村里预计需要 180 米

长水管，在完成所有测量和工作规划后随即前往订购原材

料，费用大约为 2 万令吉，比预算高 4 千令吉，妇女组希

望该工程能在圣诞节前完成。另外，妇女组也从中了解该

村村民同样面临着生计问题，因此也准备了 40 份生活物

资和搓手液，以协助他们渡过疫情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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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文告 

01/01/2021 

星期五 

隆雪华堂妇女

组主席黄玉珠

律师新年献词 

砥砺奋进卅五载，不忘初心争平等 

 

今年隆雪华堂妇女组迎来了成立 35 周年纪念，回首这段岁月，这一路

走来可谓坎坷重重，历经风霜。由于早年国内缺少妇女主导的组织和

运动，没有先例可循，因此草创时期妇女组万事忙乱，跌跌撞撞。所

幸在前辈们的无私奉献和领导下，才得以让妇女组立足至今。时间不

会停止，落实两性平权的理念也不曾忘却，在进入 35 周年新里程之

际，我们也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回首 2020，不可不谓是崎岖坎坷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彻底地

颠覆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陷入了贫困与饥饿的泥沼，也给全球各地

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疫情面前，马来西亚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年

初国内政局正处于动荡巨变，政治人物因忙于争权夺利而忽视了疫情

严峻，导致第二波疫情悄然蔓延，最后则被迫实施行动管制令。疫情

蔓延期间，妇女组也没停下脚步，随即发起了筹款行动并筹得近 20 万

令吉为前线医护人员提供个人防护用品（PPE）。尽管行管令在一定程

度上能将疫情控制在稳定水平，但国内经济却面临了严重衰退，不少

人也因此手停口停，一日三餐难以维持，举国上下哀嚎一片。另外，

社会和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也逐渐加剧，而当中女性就是深受其影响的

群体。女性不仅在疫情期间面临更为严峻的生计问题，而且遭受家庭

暴力的情况也愈发严重，情况令人担忧。为此，妇女组希望各造能多

加关注疫情期间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特别是家暴受害者则需提供

更为全面的援助。 

 

去年国盟政府提交了史上最庞大的财政预算案，冀通过扩张式预算来

挽救国家经济。整体上，该财政预算案中针对女性以及弱势群体所推

行的政策可谓相当良好，不少妇女和家庭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都受到

了更多关注。根据此预算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将获得 25 亿

8455 万拨款，并将用于设立乐龄活动中心、提高援助金、设立一站式

社区支援中心、社区发展项目、设立托儿所、提供免费的乳腺癌筛检

和子宫癌筛检计划等。为了协助女性企业家，政府也将提供总值 9500

万令吉的特别微型融资计划。 

 

马来西亚社会保障制度向来有所不足，不少女性和弱势群体都曾遭遇

过歧视与不公，而隆雪华堂妇女组也多次提呈备忘录表达诉求，包括

每年的会员大会都有通过相关提案，过后寄交给妇女部，敦促相关部

门能够多加关注以打造更完善、更全面的政策。为此，妇女组对于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所要推行的一系列计划表示欢迎和支持，对相

关群体而言可谓是及时雨。惟希望在疫情尚未好转期间，政府能够加

强相关政策的落实，以确保这些援助能够有效地传达至相关群体。 

 

艰难的 2020 年已经离去，然而抗疫工作依旧持续，未来前景依旧模

糊。因此，冀望大家能在这艰难时刻同舟共济，上下一心打赢这场疫

情。要相信，尽管黑夜漫长，其尽头必将迎来黎明。此外，隆雪华堂

妇女组也将继续关注两性平权和女性权益等议题，为促进女性权益和

消除社会歧视与偏见而努力，同时也为社会不公不义之事发声。 

14/01/2021 

星期四 

反对沙希旦受

委为妇女、儿

国会副议长阿莎丽娜今日在其推特账号上公布了妇女、儿童及社会发

展特委会成员的 7 人名单，其中曾卷入非礼案的亚娄国会议员沙希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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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社会发展

特委会成员 

 

 

名字也赫然在列，引起外界极大争议。2018年，沙希旦因涉嫌非礼少

女而被控上法庭，但由于原告撤回诉讼，总检察署也随之撤案。随后

法庭宣判其获释，但不等同无罪。 

 

妇女、儿童及社会发展特委会肩负着促进两性平等，以及保障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的重任，本应由熟悉妇女及儿童权益课题的人士担任改委

员会成员，而如今却让一名极具争议性人物受委，这是何等讽刺、何

等荒谬！ 

 

隆雪华堂妇女组认为，若由沙希旦担任成员，势必会损害该委员会的

形象与公信力，也担忧其是否能够履行职责。为此妇女组希望国会下

议院议长阿兹哈，重新考虑这项决定，以免国会特委会的诚信遭到受

损。 

14/01/2021 

星期四 

联署文告：100

个组织和个人

反对沙希旦受

委为妇女、儿

童及社会发展

特委会成员 

 

 

Kenyataan 100 kumpulan wanita, kanak-kanak, kesihatan dan 

masyarakat madani dan individu – bantahan pelantikan Shahidan 

Kassim dalam jawatankuasa hal ehwal wanita dan kanak-kanak 

Kenyataan Media, 14 Januari 2021 

 

Kami – seperti disenaraikan di bawah – membantah sekeras-kerasnya 

pelantikan Ahli Parlimen Arau,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dalam 

Jawatankuasa Pilihan Khas Parlimen bagi Hal Ehwal Wanita, 

Kanak-Kanak dan Pembangunan Sosial. Kami mengambil maklum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kini telah meminta untuk digugurkan daripada 

jawatankuasa ini. 

 

Pada tahun 2018,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telah didakwa atas tuduhan 

mencabul seorang kanak-kanak perempuan berusia 15 tahun – di bawah 

Akta Kesalahan-Kesalahan Seksual Terhadap Kanak-Kanak 2017. Dakwaan 

tersebut kemudiannya digugurkan pada tahun 2019 selepas aduan ditarik 

semula – akan tetapi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tidak dibebaskan. 

 

Ini menimbulkan keraguan serius ke atas kredibiliti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untuk berkhidmat di dalam jawatankuasa ini, yang mana ianya 

bertanggungjawab untuk meneliti undang-undang mengenai keganasan 

berasaskan gender dan penderaan kanak-kanak. 

 

Tambahan lagi, Ahli Parlimen Arau itu sebelum ini pernah membantah 

pembentukan jawatankuasa pilihan parlimen bagi wanita dan kanak-kanak. 

Pada ketika hak asasi wanita dan kanak-kanak mengalami kesan buruk 

akibat daripada pandemik, amat penting untuk kita melantik ahli parlimen 

yang berkredibiliti, dengan kepakaran yang relevan dan mempunyai 

komitmen yang tinggi kepada hak asasi kanak-kanak dan kesaksamaan 

gender di dalam 

jawatankuasa ini. 

 

Kami menyeru: 

1. Barisan Nasional dan Perikatan Nasional untuk menarik balik pelantikan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secepat mungkin, dan meminta maaf atas 

keterlanjuran ini. Kami menyeru pengerusi BN, Datuk Se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dan Pengerusi PN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untuk menangani 

perkara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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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tua Pembangkang Dato’ Seri Anwar Ibrahim; Menteri Pembangunan 

Wanita, Keluarga dan Masyarakat, Datuk Seri Rina Harun; d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Pilihan bagi Wanita, Kanak-Kanak dan Pembangunan Sosial, 

Datuk Seri Azalina Othman – untuk membantah pelantikan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3. Yang Di-Pertua Dewan Rakyat Datuk Azhar Harun untuk menilai semula 

ketelusan proses pelantikan dan melaksanakan pembaharuan bagi menjaga 

integriti jawatankuasa pilihan parlimen.  

 

Malaysia telah pun meratifikasi Konvensyen Penghapusan Segala Bentuk 

Diskriminasi terhadap Wanita (CEDAW) dan Konvensyen Hak Asasi 

Kanak-Kanak (CRC). Agensi-agensi kerajaan dan petugas barisan hadapan 

telah berhempas-pulas mendedikasikan tugas mereka dalam melawan 

penderaan kanak-kanak – termasuklah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Polis 

Diraja Malaysia, dan Pusat Sehenti Krisis (OSCC) di hospital-hospital 

awam.  

 

Pelantikan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bagi jawatankuasa pilihan ini 

bertentangan dengan komitmen dan prinsip-prinsip ini. 

 

Statement by 100 women, children, health and other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individuals –objecting to Shahidan Kassim’s appointment to 

committee on women and children’s affairs 

Press statement, 14 January 

 

We – the undersigned – strongly object to the appointment of Arau MP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to the Parliamentary Special Select Committe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Affai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 note that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has since requested to be replaced. 

 

In 2018,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was charged with molesting a 15 year 

old girl – under the Sexual Offences Against Children Act 2017. The 

charges were later dropped in 2019 after the complaint was withdrawn – but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was not acquitted. 

 

This casts serious doubt on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credibility to serve 

on to this committee, which h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scrutinising laws on 

gender based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Moreover, the Arau MP had previously objec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 on women and children. 

 

In a time when women’s and children’s righ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set 

back by the pandemic,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we appoint credible 

MPs, with relevant expertise and commitment to child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to the committee. 

 

We call on: 

1. Barisan Nasional and Perikatan Nasional to immediately rescind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s appointment, and apologise for this oversight. We 

call on BN chairperson Datuk Se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and PN 

chairperson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to addres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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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pposition Leader Dato’ Seri Anwar Ibrahim; Minister of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atuk Seri Rina Harun; and Chair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Affai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atuk Seri Azalina Othman – to object to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s appointment. 

 

3. Dewan Rakyat Speaker Datuk Azhar Harun to reflect on the lapses of the 

appointment process, and enact reforms to safeguard the integrity of the 

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es.  

 

Malaysia has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and the Child Rights 

Convention (CRC). We hav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frontliners dedicated 

to combat child abuse – including the Welfare Department, Royal Malaysia 

Police, and One Stop Crisis Centres in public hospitals. 

 

The appointment of Datuk Seri Shahidan Kassim to this select committee 

goes against these commitments and principles. 

 

Endorsed by 77 NGOs and 23 individuals 

17/01/2021 

星期日 

强烈谴责美里

警察局内发生

性侵事件 

 

 

近日，美里警察局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即一名 16 岁少女在扣

留所内被 19 岁少年性侵。据新闻报道，少女因涉及一宗网络赌博案件

而被拘留，期间少年利用钥匙打开女扣留室，随之将她带往厕所实施

性侵。 

 

隆雪华堂妇女组对此深感痛心之际，也强烈谴责警员玩忽职守，从而

导致一桩悲剧的发生。扣留所本应是戒备森严、等闲之人所无法轻易

踏入的禁地，何以执勤警员未察觉嫌犯的行迹，导致对方有机可乘？

试问有如此不负责任、不正确地履行职责的警员，民众遇到困难时还

能指望获得协助吗？ 

 

此悲剧的造成，全国总警长责无旁贷。妇女组要求丹斯里阿都哈密务

必亲自向大众交代事件的始末，并立即对渎职警员采取严厉的纪律行

动，以还受害者和家属一个公道。另外，改善扣留所的安全环境工作

也必须迅速进行，以充分保障扣留者的个人安全。 

 

警队是执法单位，同时也是法律的捍卫者，因此不管什么原因在执法

单位的眼皮底下实施犯罪行为，是万万所不能接受之事。倘若此案不

加以彻查，那警队的信誉势必荡然无存，难以服众。 

22/01/2021 

星期五 

LGBT 基本人权

不容侵犯 

 

近日，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阿末马祖发表了关于政府欲修订

伊斯兰法令（355法令）以更严厉地对付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群

体（LGBT）言论，隆雪华堂妇女组对此深感失望与不满，坚决反对以

宗教之名，行侵犯人权之实。 

 

妇女组认为，该法令将会助长对LGBT群体的骚扰和暴力，导致该群体

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这与政府有保护国民免受歧视和人权侵犯的义

务背道而驰。 

 

主流社会普遍认为，LGBT群体不仅违反了自然规律或败坏道德伦理，

甚至视其为一种精神疾病，长期以来不断遭受边缘化。然而科学界早

已得出证明，表示这并非是精神疾病问题，而是一种在自然界中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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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现象。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更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

删除，不再认为性倾向是任何形式的疾病。 

 

作为政府阁员，阿末马祖理应对这一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更何况首

相慕尤丁近日在东盟数码部长的网络会议上，建议东盟以更强硬的态

度反对关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仇恨言论，不少国家也通过立法保障了

LGBT群体的基本权利。何以至今仍有人选择固步自封，不愿正视眼前

的事实，企图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他人身上。 

 

LGBT群体既不是违反自然，更不是道德败坏的存在。作为社会的一份

子，大家理应被赋予平等的对待和权利。 

 

为此，妇女组要求阿末马祖停止针对LGBT群体的歧视和政治消费，煽

动基于性取向的仇恨不仅有悖开放包容的核心价值，更会衍生诸多社

会问题。 

 

疫情和水灾当前，冀望阿末马祖能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优先处理人

民最关注及最迫切的问题。 

 

Rights of LGBTs Cannot be Violated 

Recently, Deputy Minister of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Religious 

Affairs), Ahmad Marzuk Shaary, issued a statement about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 to amend the Syariah Courts Act 355 to push for more severe 

punishments on lesbians, gays, bisexuals and transgenders (LGBTs). 

KLSCAH Women is deeply disappointed and dissatisfied with this, and 

firmly oppose the violation of their rights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KLSCAH Women believes that this law amendment will encourage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against LGBT groups, placing them in far more 

dangerous situations, which go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duty to protect 

citizens from discrimination and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Society, in general, believes that LGBTs not only violate the laws of nature 

or moral standards but even regard it as a mental illness and has been 

marginalised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scientific communities have already 

proven that this is not mental illness, but a natural phenomenon. On May 17, 

199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moved homosexuality as a 

mental disorder, and no longer considered sexual orientation to be any form 

of disease. 

 

As a Cabinet member, Ahmad Marzuk should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Moreover, Prime Minister Muhyiddin Yassin recently 

suggested that ASEAN take a stronger stance against hate speech on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at the 1st ASEAN Digital Ministers Meeting. Many 

countries have also passed legislation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LGBTs. This 

poses a critical question to the Cabinet: Why hinder progress, be unwilling 

to face the facts, and try to impose your values on others? 

 

LGBTs are neither against nature nor are they morally corrupt. As members 

of society, everyone should be given equal treatment and rights. 

 

For this reason, KSLCAH Women asks Ahmad Mazruk to stop 

discriminating against LGBT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Inciting hatred 



 

106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not only violates the core values of openness 

and tolerance, but also creates many social problems. 

 

With the ongoing pandemic and floods, we hope Ahmad Marzuk prioritise 

matters and deal with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that concern the people first. 

 

Hak Asasi Golongan LGBT Tidak Harus Diancam 

WANITA KLSCAH mengambil maklum Timbalan Menteri d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Hal Ehwal Agama) Ahmad Marzuk Shaary berniat 

meminda Akta 355 bagi mengenakan hukuman lebih berat terhadap 

golongan lesbian, gay, bisexual dan transgender (LGBT). Kami merasa 

kecewa dengan ucapan tersebut dan membantah sekeras-kerasnya sebarang 

tindakan yang mengancam hak asasi manusia. 

 

WANITA KLSCAH bimbang ia akan membawa kepada keganasan dan 

ganggguan yang serius terhadap golongan LGBT sekiranya cadangan 

pindaan diluluskan. Malahan kerajaan pusat telah melanggar kewajiban 

untuk mempertahankan hak setiap warganegara yang dinyatakan dalam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Ramai orang berpendapat bahawa LGBT merupakan satu penyakit mental 

dan ia bertentangan dengan sifat-sifat semula jadi dan meruntuhkan moral. 

Oleh itu, golongan LGBT dipinggirkan sejak sekian lama dalam masyarakat. 

Namun kajian saintifik telah menyatakan bahawa LGBT bukan salah satu 

penyakit mental, ia merupakan fenomena yang biasa di alam semula jadi. 

Pertubuhan Kesihatan Sedunia (WHO) juga, telah mengeluarkan 

kehomoseksualan daripada klasifikasi penyakit mental pada 17 Mei 1990, 

tidak lagi menganggap LGBT sebagai satu penyakit. 

 

Sebagai ahli cabinet, Ahmad Marzuk Shaary perlu mempunyai pemahaman 

yang jelas tentang LGBT, bukannya memaksa penerimaan sesuatu nilai oleh 

rakyat jelata tanpa memahami fakta saintifik. Tambahan pula, kenyataan 

beliau juga bercanggah dengan saranan yang dicadangkan oleh Perdana 

Menteri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sempena Mesyuarat Menteri-Menteri 

Digital Asean Pertama (ADGMIN1). Perdana Menteri menyeru ASEAN 

perlu mempertimbangkan undang-undan yang lebih tegas terhadap ucapan 

berunsur kebencian berdasarkan bangsa, jantina, agama, orientasi 

seksual,kecacatan atau kewarganegaraan. 

 

LGBT tidak melanggar fitrah manusia, dan juga tidak meruntuhkan moral. 

Setiap insan wajib dilayan secara bermaruah dan adil. 

 

Dengan ini, kami minta Yang Berhormat Ustaz Ahmad Marzuk Shaary 

hentikan diskriminasi terhadap golongan LGBT demi kepentingan politik. 

Penghasutan kebencian berdasarkan orientasi seksual bukan sahaja 

bercanggah nilai keterbukaan dan toleransi, tetapi juga menimbulkan banyak 

masalah sosial. 

 

Kami juga harap Yang Berhormat mengutamakan hal-hal yang terpenting 

dulu, memandangkan banjir dan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masih belum 

berakhir. 

28/01/2021 

星期四 

联署文告：
Kami menuntut 

sokongan 

PENGENALAN  

 

Jaringan Pekerja Kontrak Kerajaan (JPKK) ditubuhkan pada tahun 2016 

untuk mempertahankan hak pekerja-pekerja kontrak di premis Keraj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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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rsement) 

untuk 

memorandum 

JPKK bersama 

Kesatuan 

Pekerja-pekerja 

Swasta 

Perkhidmatan 

Sokongan Di 

Hospital-

Hospital 

Kerajaan 

Semenanjung 

Malaysia kepada 

Perdana Menteri 

 

 

Pekerja-pekerja kontrak di premis sekolah dan hospital seperti pengawal 

keselamatan, pekerja pembersihan dan tukang kebun mengalami pelbagai 

masalah akibat sistem kontrak yang diamalkan oleh Kerajaan.  

 

Sejak 2016, JPKK menyalurkan banyak aduan mengenai eksploitasi 

kontraktor terhadap pekerja kontrak di sekolah dan hospital seperti tidak 

dibayar gaji untuk beberapa bulan, lambat bayar gaji, membuat potongan 

yang tidak wajar dalam gaji pekerja, tidak mencarum KWSP, PERKESO, 

Sistem Insuran Pekerjaan (SIP), pembuangan pekerja secara besar-besaran 

dan banyak lagi.   

 

Masalah yang paling besar adalah pekerja tiada jaminan kerja dibawah 

sistem kontrak ini. Apabila setiap tiga tahun kontraktor bertukar, pekerja 

turut hilang tempoh perkhidmatan mereka dan dikira sebagai pekerja baru 

walaupun berpuluh tahun berkhidmat di premis yang sama, malah ada juga 

pekerja yang hilang kerja setelah tamat kontrak. 

 

Selain itu, Malaysia merupakan satu negara yang menandatanggani 

konvensyen CEDAW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dimana pekerja-pekerja kontrak seperti pekerja pembersihan di 

sekolah dan hospital majoritinya pekerja wanita dari golongan B40 sedang 

mengalami exploitasi yang teruk dan Kerajaan tidak boleh membenarkan 

keadaan ini berterusan dibawah sistem kontrak. 

 

YAB Perdana Menteri, permintaan JPKK juga selaras dengan Perkara 5,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dimana hak dan jaminan kerja adalah sebahagian 

daripada hak untuk hidup. Selain itu amalan sistem kontrak yang dilakukan 

di sekolah dan hospital adalah bercanggah dengan keputusan di Mahkmah 

Malaysia dan juga Konvesnyen ILO. 

 

MENGAPA SISTEM KONTRAK BAGI KERJA-KERJA TETAP? 

 

Kerja-kerja pembersihan, pengawal keselamatan dan tukang kebun adalah 

kerja tetap samada di sekolah mahupun di hospital. Selagi bangunan tersebut 

wujud, maka selagi itu kerja-kerja tersebut memang akan wujud. Ini bukan 

kerja sementara ataupun bermusim. Maka, apakah kerelavanan pihak 

Kerajaan memberi kontrak jangka pendek seperti dua atau tiga tahun kepada 

pekerja melalui kontraktor swasta? Bukankah ini adalah penyalahgunaan 

konsep “kerja kontrak tetap” terhadap pekerjaan tetap.  

 

Hal ini bukan sahaja bercanggah dengan definasi “kerja kontrak tetap” (Fix-

term contract) yang dinyatakan dalam Akta Kerja 1955, malah juga salah 

dari segi undang-undang buruh antarabangsa –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yang secara terang menyatakan dimana kerja kontrak adalah 

hanya untuk kerja yang bersifat sementara atau bermusim.  

 

Dalam isu yang sama, baru-baru ini pada bulan Mei 2020, satu keputusan 

Mahkamah juga turut menyatakan penyalahgunaan kerja kontrak bagi 

pekerjaan tetap.  

 

Dalam kes Ahmad Zahri Mirza Abdul Hamid vs Aims Cyberjaya Sdn Bhd 

apabila seorang pekerja yang diambil dengan sistem kontrak dan kontraknya 

diperbaharui beberapa kali dan tiba-tiba pada satu masa kontraknya tamat 

tanpa sebab. Alasan yang diberi oleh majikannya adalah pekerja ini dibawah 

kerja kontrak dan majikan ada hak mutlak untuk memutuskan pembahar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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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traknya. Dalam kes ini, pekerja menang dan salah satu sebabnya adalah 

pekerja ini tidak boleh dianggap sebagai pekerja kontrak (iaitu sementara) 

kerana kerjanya bersifat tetap dan kontraknya diperbaharui beberapa kali 

sebelum ini tanpa persetujuan pekerja, maka pembuangan pekerja ini adalah 

tidak sah.  

 

Pelajaran yang kita dapat daripada kes ini adalah kontrak kerja yang bersifat 

sementara tidak boleh digunakan bagi kerja-kerja tetap dan ia adalah 

penyalahgunaan konsep “kontrak kerja tetap” itu sendiri. Dalam kes ini, 

syarikat swasta yang melakukan perkara ini, tetapi isu yang dibawah oleh 

JPKK adalah Kerajaan sendiri melakukan kesalahan ini di premis mereka 

kepada pekerja-pekerja pembersihan, pengawal keselamatan dan juga 

tukang kebunya.  

 

PENYERAHAN MEMO DI KEMENTERIAN-KEMENTERIAN YANG 

RELEVAN  

 

Kami, JPKK telahpun menyerahkan memorandum yang membincangkan isu 

ini kepada EMPAT kementerian yang relevan sebelum ini.  

 

Pada 27 November 2020, kami telah menyerahkan memorandum kepad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KPM). Memorandum ini secara 

khususnya membincangkan masalah pekerja kontrak di premis sekolah 

kerajaan. Kami juga menyatakan bahawa mantan Menteri Pendidikan, YB 

Dr.Maszlee Malik telah memberi perhatian serius terhadap isu ini semasa 

pentadbiran mereka sehingga beliau membuat beberapa janji seperti 

menyenaraihitamkan kontraktor yang memangsakan pekerja kontrak sebagai 

langkah jangka pendek, menyediakan mesyuarat antara kementerian untuk 

mencari penyelesaian bagi isu ini, membawa isu ini ke perhatian Perdana 

Menteri pada waktu tersebut. Kami telahpun menyatakan hasrat kami untuk 

terus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Kerajaan sekarang untuk 

meneruskan kerja-kerja reform yang dimulakan oleh mantan Menteri 

Pendidikan.  

 

Pada 3 Disember 2020, kami telah menyerahkan memorandum kepada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KKM). Bagi isu pekerja-pekerja kontrak 

di Hospital Kerajaan yang turut menghadapi pelbagai masalah tambahan di 

pendamik sekarang dan mereka tidak diiktiraf sebagai pekerja Frontliner 

kerana mereka adalah pekerja kontrak walaupun bekerja di premis Kerajaan. 

Kerajaan menawarkan dua kali pemberian tunai kepada pekerja frontliner, di 

pakej stimulus dan bajet 2021 tetapi pekerja pembersihan dan pengawal 

keselamatan yang juga turut jadi frontliner dianaktirikan oleh Kerajaan. 

Selain menjadikan pekerja-pekerja ini tetap, memorandum kami juga turut 

menyatakan Kerajaan harus mengiktiraf golongan pekerja ini sebagai 

pekerja frontliner.  

 

Pada 18 Disember 2020, JPKK telah menghantar memorandum kepada 

Kementerian Kewangan Malaysia dan menyatakan bahawa Kementerian 

Kewangan mempunyai tanggungjawab besar dalam isu ini kerana 

kementerian ini yang membuat keputusan tentang menentukan bajet bagi 

perkhidmatan-perkhidmatan ini dan pemberian kontrak. Dalam 

memorandum tersebut, kami juga menyatakan tentang satu kajian yang telah 

kami lakukan tentang penyerapan pekerja-pekerja kontrak ini sebagai 

pekerja tetap di premis Kerajaan. Kajian tersebut selain daripada 

membincangkan masalah-masalah yang wujud akibat sistem kontrak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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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a ada satu kiraan yang menunjukkan bagaimana jika kerajaan 

menghapuskan sistem kontrak boleh mendatangkan penjimatan 200 juta 

dalam setahun. kKmi mempunyai satu cadangan polisi yang menjimatkan 

kos kerajaan dan pada masa yang sama mengatasi masalah-masalah 

penindasan yang dihadapi oleh pekerja, maka, sebarang perbincangan untuk 

menghapuskan sistem kontrak ini juga tidak boleh dilakukan tanpa 

penglibatan Kementerian Kewangan. 

 

Kami juga telah menyerahkan memorandum kepada YB Menteri Sumber 

Manusia kerana pekerja adalah dibawah penyeliaan beliau.   

 

Kini, kami menyerahkan tuntutan kami kepada YAB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sebagai eksekutif teringgi negara supaya isu kami boleh 

dibincangkan diperingkat kabinet dan mencapai satu penyelesaian yang 

kami pasti akan memberikan manfaat kepada kesemua pihak iaitu kerajaan, 

pekerja dan negara.  

 

KERAJAAN AKAN POPULAR DAN JIMAT WANG 

 

Kami juga ingin menyatakan bahawa JPKK telah membuat satu kajian 

mengenai perbandingan sistem ini sebelum dan selepas polisi penswastaan. 

Hasil kajian JPKK mendapati bahawa premium kontraktor bernilai RM500 

juta untuk perkhidmatan keselamatan sekolah harian sahaja. Kajian JPKK 

mendapati bahawa melalui pengambilan pekerja kontrak sebagai kakitangan 

awam akan mewujudkan lebih pekerjaan, meningkatkan gaji pekerja dan 

menjimatkan dana.  

 

Sebagai contoh; kerajaan akan mewujudkan 50% lebih pekerjaan dalam 

perkhidmatan keselamatan sekolah harian tetapi dijangka menjimat sehingga 

RM250 juta berbanding sistem kontrak sedia ada. Pihak JPKK berpendapat 

pemberian “living wage” kepada golongan B40 daripada penjimatan 

premium kontraktor akan merancakkan ekonomi tempatan.  

 

TUNTUTAN PEKERJA KONTRAK 

 

1. Serap pekerja kontrak sebagai pekerja tetap 

 

Sebelum tahun 1997, semua pekerja pembersihan, pengawal keselamatan 

dan tukang kebun di sekolah dan hospital adalah pekerja tetap kerajaan yang 

mempunyai jaminan kerja. Namun sejak dasar penswastaan yang 

diperkenalkan oleh Perdana Menteri ke 4 – Tun Dr. Mahathir pada tahun 

1996, sistem ini telah ditukar kepada sistem kontrak yang telah 

menghancurkan jaminan kerja. Kerja-kerja tetap ini di – ‘outsource’ - kan 

kepada syarikat swasta yang kini membawa padah kepada pekerja-pekerja 

B40 ini. Kontraktor yang sering memangsakan pekerja tanpa memberi 

faedah asas pekerjaan dan membuatkan pekerja ini kekal sebagai pekerja 

baru tanpa kenaikan gaji sepanjang tempoh perkhidmatan harus dipandang 

serius. Sistem kontrak bagi kerja-kerja tetap ini harus dihapuskan dan 

kembalikan sistem lama yang dapat menjamin kebajikan pekerja.   

 

 

2. Hapuskan budaya kroni dan keperluan untuk orang tengah 

 

Sistem kontrak ini dimulakan semasa zaman pemerintahan Tun Mahathir 

telah melalui satu edaran masa yang lama dimana terdapat pelbagai tud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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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awa cara pemberian kontrak ini adalah tidak telus dan bagaimana ia 

diberikan pula dirahsiakan dibawah Akta Rahsia Negara (OSA).  

 

Daripada pemantauan kami juga, ramai yang telah diberikan kontrak adalah 

mereka yang tiada pengalaman dan kepakaran dalam bidang ini dan ini 

sekaligus boleh dilabel sebagai lantikan politik, kroni dan sebagainya. 

Sistem ini membenarkan orang tengah yang tiada kaitan dengan kerja dan 

tempat kerja untuk mengawal dan mentadbir pekerja. Orang tengah ataupun 

kontraktor-kontraktor ini, disebabkan mereka bukan pakar & tidak kisah, 

terus melanggar undang-undang pekerjaan dan sering membelakangkan 

kebajkan & faedah pekerja dan memangsakan pekerja.  Walaupun 

mempunyai banyak aduan terhadap kontraktor-kontraktor ini, tetapi mereka 

masih secara terus memperolehi kontrak dari kerajaan.  

 

3. Kurangkan pembaziran, cekapkan pentadbiran  

 

Sistem kontrak yang diperkenalkan pada tahun 1990an, hasratnya untuk 

mengurangkan kos dan meningkatkan kecekapan dalam pentadbiran. Tetapi 

dalam 20 tahun ini, realitinya adalah kontraktor-kontraktor swasta yang 

pentadbiranya yang mewujudkan banyak masalah pekerjaan kepada pekerja 

serta turut meningkatkan kos pentadbiran di pejabat-pejabat kerajaan lain 

seperti Jabatan Tenaga Kerja (JTK), Jabatan Perhubungan Perusahaan (JPP) 

dan juga kepada Mahkamah-mahkamah kita. Maka, penghapusan sistem 

kontrak akan mengurangkan pembaziran Kerajaan serta mencekapkan 

pentadbiran.  

 

Selain daripada itu, ramai bekas guru, gurubesar dan pekerja pembersihan, 

pekebun mengatakan hubungan mereka dahulu semasa tiadanya sistem 

kontrak adalah satu pengalaman yang lebih baik kerana mereka mempunyai 

hubungan langsung dengan pekerja dan mereka boleh membuat penyeliaan 

secara terus. Ini juga menyebabkan ramai pekerja ini bekerja untuk 

jangkamasa yang jauh lebih lama. 

 

KESIMPULAN  

 

Terdapat lebih kurang 250 000 pekerja kontrak khidmat sokongan dari 

seluruh premis kerajaan di seluruh pelusuk negara kita. Kesemua pekerja 

kontrak ini adalah pekerja yang berada di kategori B40. Kehidupan mereka 

terancam akibat sistem kontrak ini. Jika kerajaan benar-benar ingin 

menghapuskan kemiskinan rakyat, maka pemansuhan sistem kontrak adalah 

satu langkah yang bermakna dan mampu mengeluarkan pekerja dari 

kemiskinan.  

 

Disini, kami juga ingin menyatakan bahawa Malaysia merupakan satu 

negara yang menandatangani konvensyen CEDAW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yang menekankan penjagaan 

kebajikan pekerja wanita dan menentang segala diskriminasi yang berlaku 

terhadap pekerja wanita. Pekerja-pekerja kontrak seperti pekerja 

pembersihan di sekolah dan hospital yang merupakan majoritinya pekerja 

wanita dari golongan B40 sedang mengalami ekploitasi yang teruk dan 

kerajaan tidak sepatutnya membenarkan keadaan ini berterusan. 

 

Maka, JPKK amat berharap Yang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akan 

memandang isu kami serius dan memberi peluang kepada kami untuk 

membincangkan cadangan kami kepada pihak YAB Perdana Menteri un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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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awa perubahan polisi untuk menjadikan pekerja-pekerja ini sebagai 

pekerja tetap di sekolah dan hospital.  

 

Hapuskan Sistem Kontrak 

Jaminan Kerja Hak Semua 

 

Endorsed by 45 NGOs 

19/02/2021 

星期五 

尸位素餐，何

以为官？ 

近日，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丽娜哈伦被指在办公室

为来临的开斋节服装和造型进行拍摄，进而引起了舆论挞伐。 

 

官场不是舞台，为官理应为民请命，容不得为官不为。为此，隆雪华

堂妇女组表示深感失望，促请部长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嗷嗷待哺的孩子皆面临种种

的威胁与困难。停业失业，导致家庭三餐无着落；学校关闭，导致孩

子无法正常上课；足不出户，导致家庭暴力加剧。 

 

另外，从最近引起人们关注的“甜心宝贝”与女子遭警员性骚扰的课题

上也反映出马来西亚在维护女性和性别权益一事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

走，反性骚扰的立法更是刻不容缓。凡此种种，为官者岂能不知，岂

能漠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部长的丽娜哈伦及其掌管的部门非但没有就

上述事件积极采取相关行动，反而在这段艰难时期忙于此等无关紧要

之事，实属让人无法接受。 

 

无论天灾人祸，老百姓总是遭殃受苦的一方。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尚未

好转，经济持续衰败倒退，人民当然怨声载道，怒火满腔。为官者理

应多倾听民意，努力纾解民困，切莫再惹起民怨。否则，罔顾民意且

毫无作为的政府势必会遭到人民的反扑。 

05/03/2021 

星期五 

国际妇女节献

辞：实践性别

平等，人人有

责 

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选择挑战”（#ChooseToChallenge），以宣誓

的手势作记，拍摄照片上载至社交媒体，承诺自身正视并消除性别歧

视与不平等、关注女性权益、宣扬女性的成就。 

 

另一厢，联合国妇女署也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宣布国际妇女节

的主题为“女性领导力：在Covid-19世界中实现平等的未来”（Women 

in leadership: Achieving an equal future in a COVID-19 world），旨在带

出世界各地为防疫与抗疫做出贡献的女性，以及在疫情冲击下受影响

的女性的生活。 

 

在抗疫的前线人员，不乏女性的身影，包括医务工作者、研发者、清

洁工、社区组织者、照顾者等。无独有偶，对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

响迅速做出反应且表现良好的国家，例如：丹麦、芬兰、冰岛、新西

兰、台湾、挪威等，其国家领导皆是女性。女性对疫情事实具同理

心，且积极沟通与乐于合作，在公共卫生与国家政策的判断更有效与

果断。 

 

反观，我国疫情的攀升皆与权力斗争有关，至今，政坛的暗潮汹涌仍

未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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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蔓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与考验。由于企业与经济深受疫情的打

击，许多一线女性工人惨遭遣散，陷入貧困。除此之外，在居家办公

的情况下，许多职业女性也面临家务劳动与育儿分工不平等的困扰，

这也加重女性的身心负担。 

 

另外，被迫留在家中的女性，失去学校、职场等其他空间的庇护，更

大可能面对家庭與性別暴力。我国多个妇女组织透露，行管令执行后

其接获家庭暴力的投报明显增加。近期，美里警局性侵案件与女子被

路检警员骚扰事件，引人关注。然而，我国妇女部从去年释出要女性

效法哆啦阿梦声音等保守文宣，到近期其部长在办公室进行造型拍

摄，其何不食肉糜、尸位素餐的言行，引发舆论挞伐。 

 

在充满不确定的后疫情时代，其实仰赖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

负责，愿意释出善意与正义之手，去协助需要帮忙的人、指出不公义

的弊端。同理，在争取性别平等的路上，也需要每个人的协力，希望

我国的女性勇敢“选择挑战”（ChooseToChallenge）。 

06/04/2021 

星期二 

隆雪华堂妇女

组促当局全面

禁止进口固体

废物以保人民

健康 

近日，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表示将从 2021 年 6 月开始，对进口的固体废

物征收每公吨 20 令吉的再循环处理费。他们指出，这是为了规范和促

进再循环工业的发展，同时解决洋垃圾所造成的污染问题。惟隆雪华

堂妇女组质疑我国是否有能力处理如此大量的洋垃圾，否则这不仅无

法带来经济效益，反而还会加剧国内环境污染问题。 

 

洋垃圾问题并非是新鲜事，过去有不少地区曾被揭发存在非法垃圾工

厂，对当地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了巨大伤害。尽管当局一而再，再而

三地表示会严加执法，但在问题还未圆满解决之际，政府如今却敞开

大门允许洋垃圾进口，岂不是更进一步加剧了污染问题？再者，期间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出现大量的废弃口罩也尚且都无法妥善处理，试问

谁还会相信当局有能力处置洋垃圾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东南亚国家会每年因一次性塑料垃圾而面临

高达 60 亿美元的损失，这些塑料垃圾大多被填埋而没有被回收利用。

由此可见，所谓的的再循环机制其实根本无法根治环境污染问题。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是他国的垃圾场，为此隆雪华堂妇女组吁请当局全

面杜绝洋垃圾，切勿以牺牲环境和人民健康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真

正地落实可持续性发展。 

26/04/2021 

星期一 

隆雪华堂妇女

组促当局严正

关注校园性骚

扰，还教育一

片净土 

继校方对女学生进行月经检查一事在社交媒体传开后，近日又有一名

女学生控诉有男教师在课堂上以强暴论来开玩笑，而在网上引发众

怒。这名女学生表示，该教师是在谈论法律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

骚扰和侵犯时，竟表示“如果要强暴某人，别强暴18岁以下的，强暴18

岁以上的。”，更指遭强暴的男生不会遭到举报，因为他们感到很爽。

更甚的是，事件上传至社交媒体后，这名女同学竟遭到同学威胁恐

吓，认为她破坏了学校声誉并羞辱了涉案老师。 

 

隆雪华堂妇女组强烈谴责该名教师的言论之际，也对于一名教育工作

者如此轻视性骚扰而感到失望。强暴并不是玩笑，教师理应向学生灌

输正确的防范意识，而不是以此作为玩笑题材，因为该言论不仅间接

灌输了强暴是可以作为玩笑的观念，更是一种性骚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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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认为，月经检查和男教师强暴论事件显示出性骚扰在马来西亚

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校园作为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载体，理应向

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然而上述种种行径不仅严重背道而驰，更侵

犯了孩子的权利和尊严。为孩子创造安全与舒适的校园环境非常重

要，而教育部与校方有责任保护学生免受各种形式的骚扰，对于肆意

践踏学生人格尊严的教师也必须从严从重处理，以确保如此恶劣的行

径不再发生。  

 

WANITA KLSCAH gesa kerajaan mengambil serius tentang masalah 

gangguan seksual di sekolah setelah isu pemeriksaan haid di sekolah 

yang menimbul kemarahan dalam kalangan rakyat.  

 

Tidak beberapa lama dulu, kita juga didedahkan dengan insiden yang 

melibatkan pelajar sekolah menengah yang mendakwa seorang guru 

membuat gurauan mengenai rogol di dalam kelas. Lebih-lebih lagi, pelajar 

terbabit turut menerima ugutan rogol daripada rakan sekelasnya, disebabkan 

dakwaan tersebut menggugat reputasi sekolah dan mengaibkan guru yang 

terlibat. 

 

WANITA KLSCAH mengecam sekeras-kerasnya tindakan guru yang 

berkenaan. Guru seharusnya membantu meningkatkan kesedaran mengenai 

gangguan seksual dan tidak sepatut menggunakan isu rogol sebagai bahan 

jenaka. Tindakan guru yang berkenaan bukan sahaja merupakan satu 

gangguan seksual, malah seolah-olahnya menggalakkan jenayah rogol. 

 

Kedua-dua insiden yang berlaku menunjukkan masalah gangguan seksual 

masih dipandang ringan di Malaysia. Sekolah sebagai sebuah organisasi 

pembelajaran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dalam prosses pembangunan 

insan yang seimbang.Namun, tindakan yang disebutkan di atas bukan sahaja 

bercanggah, tetapi juga mengancam hak asasi dan maruah pelajar.  

 

WANITA KLSCAH ges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an pihak sekolah 

bertanggungjawab sepenuhnya bagi memastikan sebarang bentuk gangguan 

seksual tidak berbangkit dalam kalangan pelajar, dan perlu mengambil 

tindakan tegas terhadap guru atau kakitangan yang terbabit dalam gangguan 

seksual.  

 

KLSCAH WOMEN urge government to take serious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issues in school after the period examination issue at school 

that raises anger among the people. 

 

Not long ago, we were also exposed to incidents involv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claiming a teacher made jokes about rape in class.Moreover, 

students involved also received rape threats from their classmates, due to the 

allegations of the school reputation and humiliated the teachers involved. 

 

KLSCAH WOMEN condemn as hard as the teacher's actions. Teachers 

should help raise awareness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not use rape issues as 

a joke. 

Teacher's actions are not only sexual harassment, but it seems to promote 

rape crime. 

 

Both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show sexual harassment problems are still 

looked lightly in Malaysia.School as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play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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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role in balanced human development prosses.However, the 

actions mentioned above are not only contradictory, but also threatens 

student s' rights and dignity. 

 

KLSCAH WOMEN urg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hool to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any form of sexual harassment is not resurrected 

among students, and must take strict action against teachers or staff involved 

in sexual harassment. 

29/04/2021 

星期四 

联署文告：
Respond to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Datuk 

Mohd Radzi Md 

Jidin’s statemen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MOE) action on 

period spot 

checks in 

schools 

We, the undersigned,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Datuk Mohd Radzi Md Jidin’s statemen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MOE) action on period spot checks in schools. 

 

As reported in multiple online media portals on 26 and 27 April 2021, when 

asked to comment on thepractice of period spot checks in schools, Datuk 

Radzi Jidin said that there was no indication thus far that such a practice 

existed. MOE has been “drilling until now”, “checking one by one” and 

asking “all divisions”, but the “answer was no”. The Education Minister also 

called on the public to “tell (him) at which school, so actions can be taken”. 

 

Whilst we support the MOE’s commitment to look into and address the 

systemic issue of period spot checks, we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implement this commitment whilst tak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eriod spot checks, as well as moral policing 

and the rape 

jokes, are done routinely by some teachers and even prefects, i.e. figures of 

authority who have power on their side in each individual school. In any 

circumstance, whether at school or at the workplace, survivors who have 

been harassed, sexually or otherwise, find it difficult to come forward for 

fear of repercussions, especially if their perpetrators are in positions of 

power. Therefore,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at the Ministry would obtain such 

direct feedback from students or teachers sympathetic to the students. It is 

also doubtful that perpetrators are going to be willing to come forward. 

 

Current survivors are also likely traumatized and will not be in the best 

frame of mind to come forward with reports.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it is 

figures of authorities here that are the perpetrators and the children’s trust in 

such figures are likely to be eroded. They are also likely to be suppressed 

within ecosystems that have indoctrinated its inhabitants with acceptability 

of period spot checks, body 

shaming as well as rape culture, and have silenced others who think 

otherwise. The private nature of the violation and enforcement by a higher 

authority can thus be impediments for both survivors and perpetrators to 

come forward. 

 

MOE sh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these are degrading and abusive 

treatments that violate the physical body and personal boundaries without 

consent. It is made even worse by the fact that most survivors here are or 

were underaged when these incidents happened. Under the Sexual Offences 

Against Children Act 2017 and outrage of modesty under Section 354 of the 

Penal Code, these cases would be considered criminal offences and are 

punishable by law. 

 

Thus we insist that MOE adopts a more serious and systematic intervention 

in approaching this issue which would include a fair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ve process. This process should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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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histleblower policy that protects survivors and/or other individuals 

who provide the MOE with further details about schools and figures of 

authority that have conducted period spot checks, moral policing and other 

forms of sexual harassment with public assurance of the MOE of its 

implementation, and; 

- An objective inquiry process into the alleged violations which would 

include an objective third party such as Suhakam, in order to ensur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s should then be shared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cluding parents, child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NGOs, which 

can then be used as a basis for collaborations to form robust policies. 

 

The outcome of the investigations must resul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disciplinary guidelines in schools that clearly spell out 

zero tolerance of conduct that violate children’s rights and dignity, including 

period spot checks, sexual harassment and all forms of abuse,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It must also result in restorative remedies, that will be properly 

and vigorously enforced in 

these schools to promote zero tolerance towards harassment, abuse and 

sexual violations. 

 

Aside from appropriate action against teachers and school authorities, the 

government working via MOE should look into long term solutions to 

ensure that schools in Malaysia exist as safe spaces for our children and not 

dangerous areas where rape jokes are the norm. Long-term solutions must 

include: 

- An improved and enforced existing teachers’ code of conduct in teachers’ 

colleges or institutions nationally 

- A newly revised curriculum for all teachers training institutes to include 

topics on gender sensitivity so future generation of teachers and educators 

do not perpetrate the toxic culture of abuse 

- Compulsory gender sensitization training among current school authorities 

and teachers nationally to inculcate fundamental awareness of gender roles, 

power, physical boundaries and consent 

 

Social inequalitie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hereby experiences of systematic harassment, abuse and violence are 

linked to poor educational outcomes. To ensure that our children achieve 

their greatest potential, having a safe environment of learning that actively 

promotes values of respect of all persons and non-violence is thus crucial. 

This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by MOE, in order to fulfil its 

commitment to provis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Malaysian children. 

 

Endorsed by 87 CSO and 2 individuals 

07/05/2021 

星期五 

联署文告：
Public Calling 

for 

Accountability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Child Rights Coalition Malaysia (CRCM) and Education Cluster of 

CSO Platform for Reform (ED-Platform) are disturbed by the recent reports 

in the media on the stat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Malaysia pertaining to the following:  

 

1. Basic human rights violation of students  

a. The incidents of menstrual spot checks in schools and the moral policing 

of Muslim female stu-dents are a violation of the dignity of the child, their 

right to protection under Article 3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which refers to the child’s right to privacy. Such actions 



 

116 

 

create fear in students and may result in trauma that affects their safety and 

ability to learn in school. This can have dire effects in their future.  

 

b. We have also noted another incident with grave concern that victim-

blaming mindset of school teachers and State authorities where “rape talk” 

is dismissed as a joke.  

 

“Rape talk” falls within the ambit of “sexual communication with a child” 

as defined by section 11 of the Sexual Offences Against Children Act 2017, 

which carries a maximum prison sentence of 3 years. “Word or gesture 

intended to insult the modesty of any person” is further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509 of the Penal Code.  

We regret that the “rape talk” has been triviali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and per-sons in governmental positions, including the 

police. No person should be allowed to make rape threats or rape jokes to 

anyone, let alone a child. Threats of this nature levelled at children are a 

violation and detrimental to the child.  

 

These incidents reflect serious fundamental challenges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in respecting the basic human rights to privacy and dignity of a 

school going child.  

The school MUST be seen as a safe place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 better 

future. Students must be able to confide in their prefects, teachers, heads of 

school on any abuses they might face from bully-ing, body shaming, sexual 

harassment, discrimination, caning and other violations affecting the dig-

nity of the child. School teachers are the custodians of our children when 

they are in school. The MoE is entrusted with ensuring that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are safeguarded, and it plays a large role in the way they are 

moulded and shaped for the future.  

 

2. Abolition of UPSR and PT3 school examinations  

While there are mixed reactions on either to abolish or maintain UPSR and 

PT3, the sudden abol-ishment of UPSR and cancellation of PT3 

examinations further reveals the lack of visionary planning and clear 

dire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MoE. The Ministry has not clearly indicated a 

holistic alternative assessment. The current alternative assessment in trial, 

namely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s and School-based Assessments or 

Pentaksiran Berasaskan Sekolah (PBS) remains controversial requiring 

much tweaking before it is implemented.  

 

3. Uncertainties on schools re-opening and clos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rbitrary decisions have 

been made by the MoE on the closing and reopening of schools, with little 

or no consultation with relevant stakeholders. The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year lock down from schools due to COVID-19 and the uncertainties have 

invariably caused anxiety and hardship to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Early this year, schools were reopened although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8 

have yet to be vaccinated. Since schools re-opened, COVID-19 cases among 

school children have been growing exponentially. It is noted that schools 

have adhered to strict SOP, the spike of cases in schools may have 

transmitted outside the schools. Yet, the causes for this rise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nor clearly communicated with stakeholders and 

the schools were forced into closure again.  

 

4. Distortion of history in school textbooks  



 

117 

 

Malaysian history must reflect the people’s struggles in the making of 

Malaysia (be they the migrant community, minority, majority or indigenous 

peoples of Malaysia). We urge the MoE to conduct a professional review of 

the textbooks so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earn from the true Malaysian 

history and the rich diversity of our nation. Our history textbooks should 

also reflect and include various significant world civilisations to instil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light of the above incidents, CRCM and the Ed-Platform call for the 

following:  

 

• Teachers must be sensitised and trained in child rights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and professionalism as responsible protectors of children thus 

enabling schools to be a safe space.  

 

• Teachers who have violated the dignity of their students to be made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Endorsed by 49 NGOs and 2 individuals 

17/05/2021 

星期一 

联署文告：谴

责校方对性骚

扰事件的纵容

与漠视，要求

教育部严正看

待并保障艾恩

在不受霸凌下

继续求学 

校内性骚扰事件被揭发以后，艾恩以学校不安全为由而缺课多日，结

果遭到校方处以警告。据艾恩父亲的说法，尽管他们已向校方解释原

因，但校方仍表示若艾恩继续缺课或未能解释缺课原因则会被开除。 

 

我们对于校方的这项决定感到极度失望，也强烈谴责校方毫无作为。

令人遗憾的是，教育部也以需等待警方结束调查才能采取进一步行动

为由，仅将涉事的男教师调职到雪州教育局而非作停职处理。 

 

勇于揭露校内性骚扰事件，本应获得校方所给予的支持与理解，然而

如今学生却因此而面临被开除的命运，被害者反被责怪，这是何等荒

谬，何等讽刺！校方的行为不仅变相打压学生权利合法权益，更凸显

了公立教育的失能。 

 

近日，也有网民揭露一名疑似是艾恩就读的校长在脸书留言，指责她

没教养及戴头巾的撒旦之子（anak setan pakai tudung）。尽管教育部曾

发文告指出，该校校长已前往警局报案，否认留言为本人所发并声称

其脸书账号遭盗用，鉴于事态严重，我们要求教育部与校方针对此事

进行彻查并向外界交代，倘若此番违背师德的言论确是校长本人所

为，务必从重处分。 

 

我们认为，艾恩勇于为性骚扰课题发声的举止是值得表扬与肯定的，

女性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捍卫应有的权利，而非将问题扫进地毯下，不

了了之。学校作为教书育人之场所，也应该肩负起责任树立与教导正

确的价值观，积极为学生展开两性教育与对话，以免对同学发出性威

胁的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否则男女平权与机会平等将恐怕难以实现。 

 

联署单位 
会员团体： 

1 隆雪华堂妇女组 25 雪隆同安会馆妇女组 

2 吉隆坡南海会馆妇女团 26 巴生福建会馆妇女组 

3 雪隆商业职员公会妇女组 27 雪兰莪永春会馆妇女组 

4 隆雪河婆同乡会妇女组 28 巴生广东会馆妇女组 

5 雪隆广西会馆妇女组 29 巴生惠州会馆妇女组 

6 雪隆顺德会馆妇女组 30 巴生惠安泉港公会妇女组 



 

118 

 

7 雪隆李氏宗亲会妇女团 31 雪隆颜氏公会妇女组 

8 雪隆庄严同宗会妇女组 32 雪兰莪洪氏公会妇女组 

9 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 33 巴生滨海林氏宗亲会妇女组 

10 雪隆梹华校友会 34 马来西亚永春鸿榜陈氏公会妇女组 

11 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 35 雪兰莪金门会馆妇女组 

12 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 36 巴生海南会馆妇女组 

13 雪隆会宁公会妇女组 37 巴生滨海南安会馆妇女组 

14 隆雪陈氏书院宗亲会妇女组 38 巴生客家公会妇女组 

15 吉隆坡坤成校友会 39 雪兰莪泶阳郑氏宗亲会妇女组 

16 雪隆广东会馆妇女部 40 雪兰莪巴生滨海区仁嘉隆杨氏公会妇女组 

17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妇女组 41 巴生大埔同乡会妇女组 

18 雪隆嘉应会馆妇女组 42 莎亚南广东会馆妇女组 

19 雪隆福州会馆妇女组 43 雪兰莪诏安东山会馆妇女组 

20 雪隆海南会馆妇女团 44 雪隆潮州会馆妇女组 

21 马来西亚春晖单亲妈妈协会 45 隆雪客家总会妇女组 

22 雪隆安溪会馆妇女组 46 雪隆惠州会馆妇女组 

23 吉隆坡中华校友会妇女组 47 雪隆华校董联会 

24 雪兰莪厦门公会妇女组 48 乌雪安溪会馆妇女组 

 

友好团体： 

1 大马妇女发展机构八打灵分会 35 雪隆社区关怀协会 

2 华人姓氏总会妇女团 36 全民学习辅导教育协会 

3 森美兰拉务民兴华小校友会 37 博特拉大学前进阵线 

4 中马马中化校友会 38 关丹士满幕社区协会 

5 霹雳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39 砂拉越华人联合会总会妇女组 

6 雪隆社区关怀协会 40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青年团 

7 全民学习辅导教育协会 41 新新村社区联盟 

8 群议社 42 柔佛州中华总会妇女组 

9 异样 Diversity  43 马来西亚进步慈善协会 

10 雪隆林氏宗祠妇女组 44 马来西亚陈氏宗亲总会妇女组 

11 诚与爱义工团 45 西马圣公会华文部青年股 

12 马来西亚谭氏宗亲会妇女组 46 马来西亚信义会青年事工 

13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发展组织柔佛分部 47 吉坡海南会馆妇女组 

14 北大前进阵线 48 政府合约工联盟 

15 优大青年之声 49 社会主义党 

16 大马中学生联合会 50 大马妇女发展机构歌咏团 

17 马大新青年 51 马来西亚宝岛妇女联谊会 

18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发展组织马六甲分

部 
52 吉坡嘉应会馆妇女组 

19 拉大青年先锋 53 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妇女部 

20 国大学生团结阵线 54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21 大马新学运联盟 55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妇女组 

22 马来西亚王氏宗亲总会妇女组 56 吉坡梁氏宗亲会妇女组 

23 马来西亚昭纶联宗会妇女组 57 吉打广东暨订州会馆妇女组 

24 吉打华人大会堂妇女组 58 吉打客家公会妇女组 

25 林连玉基金 59 吉打福建公会妇女组 

26 Gerakan Pembebasan Akademik 60 吉玻龙岩同乡会妇女组 

27 雪隆济阳辛柯蔡宗亲会妇女组 61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妇女组 

28 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 62 马来西亚河婆同乡会联合总会妇女组 

29 赵明福民主基金会 63 马来西亚河婆同乡会联合总会青年团 

30 玻璃市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64 霹雳河婆同乡会妇女组 

31 巴生德教会紫生阁妇女组 65 马大华文协会 

32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66 吉坡台山会馆妇女组 

33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67 万挠花木兰协会 

34 登嘉楼中华大会堂妇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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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1  江彩燕 7 陈汉女 13 陈明彦 

2 龙彩玉 8 林美丽 14 陈秀香 

3 林秋燕 9 陈燕 15 徐秀叶 

4 锺玉芳 10 赵翠霞 16 陈秀梅 

5 林植樱 11 林玉蕊 17 黄康妮 

6 廖碧滢 12 陈月珠 18 陈爱镕 

 

Kenyataan Bersama 

 

WANITA Dewan Perhimpunan China Kuala Lumpur dan Selangor bersama 

132 buah pertubuhan dan individu dari seluruh negara mengecam insiden 

tentang amaran buang sekolah terhadap adik Ai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iminta pastikan Ain dapat hadir ke sekolah dengan selamat tanpa sebarang 

gangguan. 

 

Setelah kes gurauan guru galak rogol didedah menerusi media sosial, kini 

adik Ain diberikan surat amaran atas sebab tidak hadir ke sekolah. 

Bagaimanapun, menurut ayah Ain, mereka sudah memaklumkan kepada 

pihak sekolah bahawa Ain bimbang keselamatan diri di sekolah. 

 

Kami amat kecewa dan mengecam tindakan yang dikenakan oleh pihak 

sekolah. Setahu kami, pihak sekolah dan Kementerin Pendidikan langsung 

tidak mengambil tindakan sewajarnya bagi menangani insiden tersebut, guru 

yang tebabit hanya dipindahkan ke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Selangor 

disebabkan siasatan masih berjalan. 

 

Pihak sekolah sepatutnya memberi sokongan dan bantuan kepada murid 

yang tampil mendedahkan insiden gangguan seksual, dan bukan 

mempersalahkan mangsa. Tindakan tersebut bukan sahaja tidak masuk akal 

tetapi menindas hak asasi dan maruah pelajar. 

 

Pada masa yang sama, seorang netizen yang didakwa sebagai pengetua di 

sekolah Ain menggelar Ain sebagai “anak setan” menerusi laman Facebook. 

Walaupu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udah menyatakan bahawa pengetua 

sekolah telah membuat laporan polis dan menafikan tuduhan tersebut, 

namun kami berpendapat bahawa ia merupakan satu insiden serius. Dengan 

ini, kami mengges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an pihak sekolah sepatutnya 

menjalankan siasatan ke atas insiden berikut, sekiranya benar dia memberi 

komen negatif tersebut, tindakan tegas perlu diambil dengan segera. 

 

Kami amat mengagumi adik Ain yang menunjukkan keberanian untuk 

bercakap benar, wanita harus tampil ke hadapan untuk menuntut hak dan 

kebajikan mereka, dan bukannya menyapu masalah ke bawah karpet. Selain 

itu, sekolah sebagai sebuah organisasi pembelajaran juga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dalam prosses pembangunan insan yang seimbang, bagi mengelakkan 

kes ugutan rogol terhadap rakan sekolah tidak mengulangi lagi. Dengan ini, 

kesaksamaan gender dalam masyarakat barulah dapat dicapai pada masa 

depan. 

27/05/2021 

星期四 

隆雪华堂妇女

组促政府加强

反性骚扰政策

的落实 

针对近日游泳国手王碧燕自揭曾遭教练性骚扰一事，隆雪华堂妇女组

促请政府认真看待长期以来国内社会所面临的性骚扰问题，务必完善

相关规定以避免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尽管青年与体育部表明将会彻查此案，并绝不包庇相关人士，惟妇女

组认为性骚扰事件屡见报端，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法律条文可操作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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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缺乏对性骚扰案件的直接规制并存在立案与取证困难的问题，导

致受害者投诉无门。此外，加害者往往也以权力关系实施性骚扰，使

得自身处于权力更弱的一方因害怕遭受报复而选择忍气吞声。 

 

如今，性骚扰已成为我国社会不可规避的问题，而反性骚扰法案的落

实更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原本计划于2020年3

月提呈国会的《性骚扰法案》却随着希盟政府的倒台而展延。尽管如

此，相关部门依旧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设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投诉与

解决机制给予受害者切实的保护，毕竟国盟政府通过紧急状态获得了

巨大权力，没有理由再三拖延。 

 

对此，妇女组希望政府严正关注与严惩恶人，并正视社会的声音与了

解社会的诉求，充分地维护社会大众特别是女性的自身权益，切勿再

对日趋严重的性骚扰事件持拖泥带水的态度。 

 

WANITA KLSCAH amat prihatin dengan berita mengenai bekas perenang 

yang mendakwa diganggu secara seksual oleh jurulatihnya ketika masih 

remaja dan gesa kerajaan mengambil serius tentang masalah gangguan 

seksual yang semakin membimbangkan sejak kebelakangan ini. 

 

Walaupun Kementerian Belia dan Sukan menyatakan bahawa pihaknya akan 

menjalankan siasatan tentang dakwaan tesebut dan menegaskan tiada 

perlindungan untuk sesiapa jika diapati bersalah, namun kami berpendapat 

kes gangguan seksual sering berlaku disebabkan kelemahan peruntukan 

undang-undang. Di samping itu, gangguan seksual yang berbentuk 

penyalahgunaan kuasa juga akan menyebabkan kebanyakan mangsa tidak 

rela tampil membuat laporan polis kerana takut kepada balas dendam atau 

dibuang kerja. 

 

Gangguan seksual telah menjadi masalah yang tidak dapat dielakkan 

daripada berlaku dalam masyarakat hari ini dan Rang Undang-Undang 

(RUU) Gangguan Seksual harus diluluskan secepat mungkin agar dapat 

melindungi mangsa terutamanya kalangan wanita.  

 

Malangnya, RUU Gangguan Seksual yang sepatutnya dibentangkan pada 

bulan Mac 2020 telah ditunda akibat kejatuhan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Walaupun demikian, pihak berkenaan masih boleh bertindak melalui kaedah 

lain bagi melindungi mangsa gangguan seksual kerana kerajaan Perikatan 

Nasional sudah mempunyai kuasa yang mencukupi setelah mengisytiharkan 

darurat dan tidak wajar ada alasan untuk tidak mengambil tindakan. 

 

Dengan ini, WANITA KLSCAH mendesak pihak kerajaan memandang 

serius dengan isu tersebut, dengarlah suara lantang daripada masyarakat yang 

mahu melihat perubahan dan lindungilah wanita daripada gangguan seksual. 

01/06/2021 

星期二 

逮捕无证移

民，打击抗疫

努力 

隆雪华堂妇女组对于执法单位欲在全国实施全面封锁期间逮捕无证移

民一事深感遗憾，毕竟政府过去曾保证不会逮捕任何愿意接受检测和

接种疫苗的无证移民，并表示一切将以公共卫生为优先。 

 

尽管执法单位解释，逮捕无证移民之举是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扩散，避

免成为新的感染群。惟妇女组认为此举将适得其反，大规模的逮捕行

动只会导致无证移民不愿现身接受检测或治疗，而进一步增加疫情传

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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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倘若拘留所内聚集大量无证移民而又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这

势必将会加速疫情的传播速度，同时也会增加执法人员受感染的风

险，因此站在疫情防控的角度而言，此举并不符合实际需要。 

 

妇女组认为，压平疫情曲线的最佳方案就是大规模的检测和疫苗接

种。有鉴于此，政府理应在这非常时期搁置身份合法性的问题，与雇

主和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鼓励移民特别是无证移民主动寻求检测与

治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疫情继续蔓延，尽速达成群

体免疫的目标。 

17/06/2021 

星期四 

联署文告：
Menjawab 

Kecaman Parti 

Islam Se-

Malaysia (PAS) 

Terhadap 

Penyelidikan 

“Feasibility of 

Having 

Legisl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a Third 

Gender in 

Malaysia” oleh 

Suruhanjaya Hak 

Asasi Manusia 

Malaysia 

(SUHAKAM) 

Responding to 

Parti Islam Se-

Malaysia's 

(PAS) Criticism 

of the Research 

on "Feasibility 

of Having 

Legisl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a Third 

Gender in 

Malaysia" by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SUHAKAM) 

1. Kami melahirkan kebimbangan dengan kenyataan yang dikeluarkan oleh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bertajuk “PAS Bantah Cubaan SUHAKAM 

Untuk Iktiraf LGBTQ” pada 15 Jun 2021. Sebagai salah satu parti komponen 

dalam pentadbiran kerajaan Perikatan Nasional, kenyataan tersebut telah 

menimbulkan kegusaran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khususnya individu 

transgender di Malaysia yang hampir setiap hari terpaksa berhadapan dengan 

diskriminasi daripada sistem pentadbiran, penguatkuasaan undang-undang 

dan pencabulan hak asasi.  

 

2. SUHAKAM sebagai sebuah badan berkanun telah dipertanggungjawabkan 

untuk menasihati dan membantu kerajaan dalam merumuskan perundangan 

dan arahan serta tatacara pentadbiran dan mengesyorkan langkah-langkah 

perlu bagi melindungi dan memajukan hak asasi manusia di Malaysia 

(Seksyen 4 (1) (b) Akta Suruhanjaya Hak Asasi Manusia Malaysia 1999). Di 

dalam menjalankan fungsinya SUHAKAM mempunyai kuasa untuk 

‘mengadakan penyelidikan dengan mengendalikan program, seminar dan 

bengkel dan untuk menyebarkan dan mengedarkan hasil penyelidikan itu.” 

(Seksyen 4 (2) (a) Akta Suruhanjaya Hak Asasi Manusia Malaysia 1999).  

 

3. Tawaran penyelidikan bertajuk “Feasibility of Having Legisl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a Third Gender in Malaysia” adalah salah satu daripada 

tanggungjawab statutori SUHAKAM dalam melaksanakan mandat yang telah 

diberikan kepadanya melalui undang-undang persekutuan.  

 

4. Sebagai sebuah parti yang berasaskan Islam, tindakan PAS yang secara 

bermudah-mudah menuduh “…tawaran kajian mengenai ‘Third Gender’ 

yang amat jelas bertentangan dengan agama Islam…” dilihat sebagai tindakan 

melampau yang anti-ilmu dan intelektual. Bahkan kami juga ingin 

mengingatkan bahawa kajian dan penyelidikan adalah perlu dalam 

menggubal undang-undang dan dasar-dasar kerajaan yang akan memberikan 

manfaat kepada rakyat, termasuk minoriti seksual.  

 

5. Pengiktirafan kepada kepelbagaian gender bukanlah sesuatu yang baru atau 

produk liberal dan barat. Pakistan dan Bangladesh yang mempunyai majoriti 

penduduk Muslim telah mengiktiraf gender ketiga dari 2009 lagi.  

 

6. Pada 2019, SUHAKAM telah menjalankan penyelidikan berjudul “Study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nsgender Persons Based in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Rights to Education, Employment, Healthcare, Housing and 

Dignity)”. Penyelidikan tersebut telah mendedahkan penindasan dan 

diskriminasi sistemik yang terpaksa dihadapi oleh individu transgender 

kerana ketiadaan sistem perundangan yang baik serta memberikan 

perlindungan terhadap individu transgender. SUHAKAM juga telah 

memberikan beberapa saranan kepada Kerajaan Malaysia un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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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perbetulkan ketimpangan sistem yang sedia ada serta usaha-usaha 

menghapuskan diskriminasi terhadap individu transgender.  

 

7. PAS sepatutnya menghormati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sebagai undang-

undang tertinggi negara yang telah memberikan hak dan perlindungan kepada 

semua warganegara termasuk transgender. Perkara 5, 8 dan 10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memberikan hak kepada golongan transgender untuk hidup dan 

dilayan secara adil dan saksama tanpa diskriminasi serta hak untuk 

mengekspresikan diri dan pendapat.  

 

8. Islam adalah agama yang sepatutnya memberikan rahmat kepada semua 

manusia, termasuklah golongan transgender. Tetapi perkara tersebut jauh 

daripada realiti.  

 

9. Kami juga ingin mengingatkan PAS bahawa hukum Islam tidak seharusnya 

statik dan tidak berkembang selari dengan perkembangan zaman serta 

dapatan-dapatan baru dalam ilmu sains dan perubatan, ini selari dengan 

kaedah fiqh yang menyatakan – Taghayyur al ahkam bi taghayyur al amkinah, 

wa al azminah wa al ahwal (Perubahan hukum dengan berubahkan tempat, 

masa dan keadaan). Bahkan perbincangan tentang pengiktirafan terhadap 

gender ketiga telah dibahaskan oleh ilmuwan Islam di serata dunia. Pada 

tahun 1988, Sheikh Dr Tantawi telah mengeluarkan fatwa yang membenarkan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 dijalankan terhadap Sally Mursi, 

mahasiswa perubatan di Universiti Al Azhar. Di Malaysia, Timbalan Mufti 

Johor, Datuk Syed Alwee Abdullah telah mengahwinkan Sari Kartina Binti 

Abdul Karim, seorang perempuan transgender dengan lelaki cisgender pada 

tahun 1975. Di dalam kenyataannya, Datuk Syed Alwee menyatakan, “Hanya 

orang-orang yang tidak mengikuti perkembangan ilmu sains yang meluas, 

tidak akan percaya perkara yang telah terjadi ke atas Cik Kartina itu akan 

berlaku…”  

 

10. Pengiktirafan kerajaan terhadap transgender bukanlah satu perkara baru 

atau agenda barat dan liberal. Keberadaan dan pengiktirafan terhadap 

transgender telah wujud di Nusantara semenjak dari dahulu lagi. Pada era 

60an hingga 80an, SRS dibenarkan dan kos dibiayai oleh kerajaan serta 

pertukaran dokumen pendaftaran diri juga dibenarkan. Pada awal tahun 80an 

juga, Persatuan Mak Nyah Wilayah Persekutuan ditubuhkan di bawah 

naungan Kementerian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di mana aktiviti-

aktiviti serta program kemahiran diri diadakan seperti kursus jahitan dan 

dandanan rambut. Di samping itu aktiviti kemasyarakatan juga diadakan 

seperti gotong royong dan sukan. Persatuan Mak Nyah juga dibenarkan 

menyertai program perpaduan masyarakat pada masa itu dengan baju kurung 

seragam dan lencana persatuan.  

 

11. Kami berharap agar penyelidikan ini diteruskan oleh SUHAKAM dan 

mengingatkan bahawa sebarang usaha yang menghalang penyelidikan dan 

kajian akan memberi kesan negatif kepada masyarakat. Kajian dan 

penyelidikan akan terus berjalan seiring dengan perkembangan waktu dan ia 

tidak lain untuk kemaslahatan negara, agama dan rakyat yang akan terkesan 

dengan setiap perundangan dan dasar-dasar yang digubal oleh pemerintah.  

 

Disokong oleh 42 pertubuhan dan 88 individu 

 

1. We express concern with the statement issued by Parti Islam Se- Malaysia 

(PAS) titled "PAS Opposes SUHAKAM's Attempt to Recognize LGBTQ"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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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une 2021. As one of the component part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al Alliance government, the statement has caused concern among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in Malaysia who have to face 

almost every day with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law 

enforcement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2. SUHAKAM as a statutory body has been tasked to advise and assist the 

government in formulating legislation and directives as well a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promote 

human rights in Malaysia (Section 4 (1) (b) of the Malay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ct 1999). In carrying out its functions, SUHAKAM has the 

authority to "conduct research by conducting program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and to disseminate and disseminate the results of such research." 

(Section 4 (2) (a)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Act 1999).  

 

3. The research offer entitled "Feasibility of Having Legisl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a Third Gender in Malaysia" is one of SUHAKAM's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mandate given to it through federal law.  

 

4. As an Islam-based party, the actions of PAS which simply accused “…offer 

a study on‘ Third Gender ’which is very clearly against the religion of 

Islam…” is seen as an extreme anti-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action. In fact, 

we would also like to remind that studies and research are necessary in 

enacting law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will benefit the people, including 

sexual minorities.  

 

5. Recognition of gender diversity is not something new or a product of liberal 

and western.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which have a majority Muslim 

population have recognized the third gender since 2009 again.  

 

6. In 2019, SUHAKAM conducted a research entitled "Study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nsgender Persons Based in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Rights to Education, Employment, Healthcare, Housing and 

Dignity)". The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e systemic oppress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at have to be faced individuals transgender due to the 

absence of a legal system as goodwill as providing protection to individuals 

transgender. SUHAKAM has also made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to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to rectify the inertia of the existing system as well as 

efforts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viduals. transgender. 

 

7. PAS should respect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which has given rights and protections to all citizens including transgender. 

Articles 5, 8 and 10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give people the right to 

transgender live and be treated fairly and equitably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heir opinions.  

 

8. Islam is a religion that should give blessings to all human beings, including 

the class transgender. But the matter is far from reality.  

 

9. We would also like to remind PAS that Islamic law should not be static and 

not evolv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new findings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method of fiqh which states- 

Taghayyur al ahkam bi taghayyir al amkinah, wa al azminah wa al ahwal 

(Change of law by changing place, time and circumstances). Eve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third gender has been debated by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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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icaround the world. In 1988, Sheikh Dr. Tantawi issuededict 

membenarkan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 is running against Sally 

Mursi, a medical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Al Azhar. In Malaysia, the 

Deputy Mufti of Johor, Datuk Syed Alwee Abdullah married Sari Kartina 

Binti Abdul Karim, a transgender woman to a cisgender man in 1975. In his 

statement, Datuk Syed Alwee stated, “Only those who do not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widely, will not believe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to Ms. Kartina will happen…”  

 

10. Government recognition of transgender is not a new thing or a western 

and liberal agenda. The existence and recognition of transgender has existed 

in the archipelago since time immemorial. In the 60s to 80s era, SRS was 

allowed and the cost was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exchange 

of registration documents was also allowed. In the early 80s, the Federal 

Territory Mak Nyah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Ministry of Social Welfare, where activities and self-skills programs were 

held such as sewing and hairdressing courses. In addition, community 

activities are also held such as gotong royong and sports. The Mak Nyah 

Association was also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unity program 

at that time with a uniform baju kurung and association badge.  

 

11.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is continued by SUHAKAM and 

remind that any efforts that hinder research and research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Studies and research will continue to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and it is none other tha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nation, religion and the people most who will be affected by every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enacted by the government. 

28/06/2021 

星期一 

知法犯法，如

何服众？ 

隆雪华堂妇女组对于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在

全国封锁期间进行堂食一事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首相慕尤丁与警方

即刻采取行动，严拒双重标准。 
 
尽管慕斯达法已经发表公开道歉声明，并表示会交由警方进行调查，

惟妇女组认为作为一名资深部长却罔顾疫情形势的严峻而知法犯法，

性质更为恶劣，理应从重处理。 
 
自行动管制令实施至今，高官部长屡屡违反防疫标准操作程序，最后

只是罚款轻判了事，然而对于平明百姓，当局却施以最为严格的执法

标准，让已经遭受疫情冲击的工商界雪上加霜，难道这就是慕尤丁口

中的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吗？ 
 
妇女组严正强调，任何双重标准的行为势必会打击前线医护人员的士

气，而这种不良示范也会透支政府的公信力，进而影响防疫政策的遵

守程度。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何者，一旦违反了防疫的标准操作程

序，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难以服众。因此，隆雪华堂妇女

组要求当局务必采用统一的执法标准，切勿继续为部长和官员们开脱

责任，也别让害群之马毁掉了所有人的努力。 

29/06/2021 

星期二 

联署备忘录：
Anti-LGBT 

Amendments By 

The Prime 

We, the undersigned human rights groups, are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statement by Ahmad Marzuk Shaary, Deputy Minister at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Religious Affairs), following a special task force meeting to 

address LGBT issues facilita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Isla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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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s 

Department 

(Religious 

Affairs) Have 

Wide-Ranging 

Impact On All 

Persons In 

Malaysia 

Malaysia (JAKIM). The meeting was attend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Home Ministry, Malaysian Multi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MCMC), and Royal Malaysian Police 

(PDRM).  

 

In the statement, the Deputy Minister stated that the task force will:  

1. Identify problems and constraints faced by authorities in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enforcement; 

2. Propose amendments to the Syariah Criminal Procedure (Federal 

Territories) Act 1997 (Act 560) and the state Syariah Procedure Enactments 

to allow enforcers to act against Muslim persons who insult Islam and commit 

Syariah offences by using network facilities,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and 

3.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or 

guideline on procedures to deal with offences in relation to insult of religion 

and promotion of LGBT lifestyle.  

 

This memorandum outlines both the concerns with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as well as the problematic and arbitrary methodology used for 

implementation, the impact on LGBTIQ persons and businesses, the 

infringement and violation of multiple rights enshrined i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nd how they 

contribute to religious extremism in Malaysia.  

 

Given the magnitude of harm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on all persons, the 

state must cease all plans to move ahead with the amendments.  

 

Moreover, we are also concerned that prevailing anti-LGBT sentiments by 

the authorities will be used as a pretext to push through these amendments 

and bypass responsible law making processes. The State has a duty to explain 

the full extent and impac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on all persons before 

proposing and tabling such amendments. Members of Parliament must call 

for a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a human rights assessmen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and insist on public consultations to fully explain the exten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if the legislature were to proceed with the tabling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hen Parliament reopens. 

 

At a time when Malaysia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post-pandemic recovery 

process, it’s decision makers must focus on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hat serve 

and benefit everyone, without further marginalising communities that are 

already vulnerable. 

 

Proposed Amendments On State Syariah Procedure Act And Enactments 

Violate Federal Constituti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come after the Federal Court decision on the 

Selangor state’s competency to enact Section 28 of the Selangor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Enactment, which criminalises sex against the order of 

nature. In the case, the Federal Court stated:  

• [74] It is quite clear… Articles 74(3), 75 and 77 (state) that the 

primary power of legislation in criminal law resides in Parliament.  

• This is further borne out by the State List in terms of the powers of 

the State Legislatures to enact criminal laws, namely that the powers are 

subjected to the preclusion clause in item 1 of the State List and item 9 of the 

Stat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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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 it can be postulated that having regard to the preclusion clause 

in item 1 of the State List, when the two Legislatures (Federal and State) 

legislate a law concerning the subject-matter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two laws 

touch on the same matter, the said laws cannot co-exist even if the said law is 

said to be against the precepts of Islam.        

• [87] As suggested during the hearing of this petition and by way of 

example: corruption and corrupt practices, rape, theft, robbery, homicide 

(including murder and culpable homicide) are all offences against the dictates, 

injunctions and precepts of Islam. The existence of the preclusion clause 

however serves to restrict the States from making laws on these subjects 

which, as rightly conceded by the respondents, remain within the domain of 

Parliament to regulate and enact within the general design curated by our 

Federal Constitution. 

 

Many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state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Act and 

Enactments are currently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74, 75 and 77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s stated in the Federal Court decisi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Procedure Act (Act 560) and Enactments 

will give effect to the state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Act and Enactments to 

be expanded to the online sphere. This means that all provisions in the state 

Syariah Criminal Act and Enactments, such as religious publication deemed 

against Islamic law–insults against Islam, opinions contrary to fatwas, 

prostitution, gambling, acts prepatory to sexual intercourse–could be applied 

in the online space. Consequently, the state Islamic officers are empowered 

not only to police the online behaviour of Muslim persons, but also to arrest 

Muslim persons for commiting the above-mentioned offences.  

 

According to a briefing paper on blasphemy provisions in Malaysian law by 

Article 19, the following acts have been used to censor and punish expressions 

in relation to blasphemy/religion online and offline:  

• Sections 298 and 298A(1) of the Penal Code penalise the insult of 

any religion;  

• Section 233 of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1998 

(CMA) prohibits, among others, improper use of network facilities or network 

services; and 

• Sections 3(1) and 4(1) of the Sedition Act 1948;  

• Section 7(1) of the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PPPA). 

 

In a report by Article 19 and Civicus, at least nine cases of alleged insults to 

religion were documented, eight of which were in relation to alleged insults 

to Islam or the Prophet Muhammad. The cases were investigated under 

Section 233 of the CMA and Section 298A of the Penal Code. 

Article 19 has called for Section 298 and 298A(1) of the Penal Code, the 

Sedition Act and the PPPA to be repealed and Section 233 to be reformed 

because these provisions are both in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re arbitrary and open to abuse.  

 

By expanding Act 560 and other state enactments to the online sphere, 

Muslim persons will be subjected to additional policing and prosecution for 

the same ‘offence’ under Syariah and civil laws. This violates the rights of 

Muslim persons to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s guaranteed under Article 8(1)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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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uch, the logical course of action for the Deputy Minister and state 

agencies would have been to review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Act and Enactments with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stead of proposing amendments that conversely 

fuel more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the LGBTIQ community and 

violate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rbitrary Use Of Insulting Islam And Other Provisions 

Based on monitoring of reported cases of alleged insult to Islam, the State has 

consistently applied an expansive and broad interpretation in identifying what 

it deems an insult to Islam. Provisions like ‘insulting Islam’ and ‘encouraging 

vice’ under the state Syariah laws are used arbitrarily and expansively by state 

Islamic departments against LGBTIQ persons. In Sajat’s case, she was 

charged for insulting Islam because of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in particular for wearing an abaya at a charity event that she organized for a 

tahfiz (Islamic) school. Meanwhile, ‘encouraging vice’ has been used against 

event organisers for organising events for or attended by trans women, 

restrict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embly for both the organisers 

and attendees.  

 

These prosecutions reinforce and expand the criminalisation of LGBTQ 

persons. These cases result in multipl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particularly 

that of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freedom of expression,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right to privacy, right to live with equal dignity and 

access to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mong others.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is a fundamental right enjoyed by everyone, 

including LGBTIQ persons. LGBTIQ persons also rightfully believe that they 

a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their Creators and are fully accepted for who they 

are. There are many LGBTIQ persons who are devoted believers of religion. 

Many are respected imams, pastors and religious leaders who contribute to 

the ideals of inclusion, non-discrimination and equality within religion and in 

other spaces.  

 

Impact Of Proposed Amendments On LGBTIQ Persons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hich seek to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an 

‘insult to Islam’ to include the promotion of a so-called LGBT lifestyle on 

social media, have been persistently advanced by PAS since 2018. The 

amendments violate multiple human rights, including:  

•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embly as guaranteed under Article 10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Article 19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 

• Right to privacy, dignity, to be free from violence, and access to 

justice;  

•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and  

•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The state must correct the misconception that “LGBT people are promoting 

their ‘lifestyle’ on social media”. What the state deems as ‘lifestyle’ is our 

very existence as human beings. As human beings, we are entitled to 

determine who we are and express ourselves accordingly.  

 

There is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affirms the diversity of human gender 

identity, gender expression, sex characteristics and sexual orientati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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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is a natural occurrence in life, and it is not an anomaly, deviance, sin 

or mental illness. Any actions taken to suppress or correct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gender expression and sex characteristics is a form of 

violence and can amount to torture.  

 

Similar to a cisgender heterosexual person—who is free to share social media 

posts about themselves, their relationship, children or cats; and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media action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a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intersex, queer, non-binary person and others across the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 orientation spectrum can also express the same things, as all 

persons have equal rights to fundamental liberties. It is a double standard to 

restrict and penalise LGBTQ persons for posting on and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edia because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The state must 

recognise its role in perpetuating this double standard, and address the 

inequalities and harms caused by it.   

 

We also wish to clarify that Pride is a global reminder of progress and 

struggles that LGBTIQ persons have experienced and are still experiencing 

as a result of discrimination. It is a celebration of equal dignity,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lif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embly, which are 

all guaranteed under Articles 5, 8 and 10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respectively. LGBTIQ persons in Malaysia especially are deprived of their 

right to live with dignity because of criminalisation, marginalisation and other 

forms discrimination that we experience daily. Pride is a reminder to every 

LGBTIQ person in Malaysia to live with pride, and the progress that we can 

achieve in doing so. 

 

Chilling Effect On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ll Persons 

The impac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goes beyond Muslim persons. These 

are some of the broader impacts on all persons, specifically LGBTIQ persons 

regardless of religion:  

• Increased threats over personal safety & barriers in accessing justice. 

Following the statement by the Minister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which he gave 

JAWI full license to arrest trans women, many trans women—regardless of 

geographical area and religion—expressed fear of Islamic department officers 

and police acting with impunity, violence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being 

reported by neighbours to the authorities, and expressing their gender identity 

in public places. LGBTIQ persons are vulnerable to prejudical reporting by 

people who hold anti-LGBT views especially on social media. In the past, 

several PAS members have called on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report LGBTQ 

persons to the authorities. 

 

LGBTIQ persons already lack access to justice because of criminalisation and 

the multiple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that they face. The Monitoring Report: 

LGBTIQ+ Rights in Malaysia document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uslim 

queer women in reporting cases of violence by family members due to fear of 

prosecution under state Syariah laws. As a result, the women were subjected 

to forced marriages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These proposed amendments 

are concerning as they will further restrict access to justice and isolate 

LGBTIQ persons.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must assess the broader impact of these 

amendment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religious extremism. Malaysia has seen 

a rise in religious extremism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thes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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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may provide leeway for anti-rights and anti-LGBT groups to act 

with impunity.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extreme position on LGBTQ 

persons reflects poorly on Islam, which in reality acknowledges diversity of 

gender, sex and sexual orientation.  

• Loss of economic opportunities &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of 

LGBTIQ persons. The social media space also serves as a space for LGBTIQ 

persons to circumvent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creat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themselves and others, as acknowledged by Datuk Zahidi 

bin Zainul Abidin, the Deputy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 in a Parliament 

response on 3 August 2020. Many LGBTIQ businesses employ people from 

economically marginalised communities, includi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single mothers, and other LGBTIQ persons, to uplift them.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rans women business owners have been suffering 

major losses as a result of boycott campaigns, increasing anti-LGBT 

sentiments, and state prosecuti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ill have a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on LGBTIQ businesses online and shrink spaces 

for them to seek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where economic stress, mental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re on a rise, it 

is extremely irresponsible fo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to propose these 

amendments.  

 

• Increased hostility and threats agains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Over 

the years, many human rights defenders, regardless of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have been reported to the police and the state Islamic 

Departments for being associated with LGBTIQ activism or affirming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IQ persons.The state has also taken heavy handed 

actions agains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for promoting inclusion of LGBTIQ 

persons and questioning state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LGBTIQ 

persons. Case in point, the organizers of the Women’s March were 

investigated under the Sedition Act and the Peaceful Assembly Act because 

of the visibility and presence of LGBTIQ persons.  

 

These amendments raise many concerns in relation to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bility to carry out their human rights work, as inclusion of 

LGBTIQ persons or efforts to hold the state accountable could be deemed as 

acts against the law.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increasing hostile environment 

against LGBTQ persons will legitimize use of other laws and punitive 

measures agains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conclusion, we reiterate our call for: 

1.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to drop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given the adverse impacts on all Muslim persons and LGBTIQ persons in 

Malaysia.  

2. Suhakam to carry out a study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state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Act and Enactments with the rights protected under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set by the 

United Nations, as articulated in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nd conventions.  

3. Members of Parliament (MP) to call for a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a 

human rights assessmen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if they are tabled when 

Parliament reopens. Further, MPs should also call on public consultations to 

fully explain the exten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Endorsed by 19 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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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6/2021 

星期二 

联署文告：
Criminalising 

LGBTQIA 

Persons is 

Unconstitutional, 

Uncalled for and 

Regressive : A 

Response to the 

Special Meeting 

Task Force on 

LGBT 

The civil society coalition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E Coalition) under 

the CSO Platform for Reform is appalled with the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Deputy Minister of Religious Affairs Datuk Ahmad Marzuk Shaary on 24 

June 2021. The FOE Coalition understands that the statement is an outcome 

of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task force o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 issues.  

The task force identified several issues and steps to be taken moving forward 

namely (i) identifying issues and barriers faced by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rolling out consolidated responses, (ii)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Federal 

Territory Syariah 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97(Act 560) and the state syariah 

criminal procedure enactments to allow enforcers to act against Muslim 

persons who insult Islam and commit syariah offences by using network 

facilities,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and (iii)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or guideline on procedures to deal with 

offences in relation to insults to religion and promotion of LGBT lifestyle.  

  

Such statements coming from the government proves an utter lack of 

commitment to uphold values embedded in international laws and i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The continuous and increasing discriminatory 

statements by the government against LGBTIQA persons/people/population 

lately is causing severe distress among affected persons/peoples. Therefore, 

we are compelled to call on the government to cease its regressive,  

intimidatory tactics that harasses and infringes upon the rights of the 

LGBTQIA persons/peoples, and which will only perpetuate further hate 

speech and toxic narratives against the LGBTIQA persons/people,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Another relevant point to reiterate is the government’s 

direct role in driving hate speech thereby causing harm and violat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larming to note the the state Islamic Department lacks 

jurisdiction to perform the proposed actions that the task force listed and this 

clearly proves an overreach and abuse of power. We would argue that this is 

in fact unconstitutional as the Federal Court in April this year unanimously 

declared Section 28 of the Shariah Criminal Offences (Selangor) Enactment 

1995 null and void. A bench of nine Federal Court judges declared Section 

28 to be invalid because the Selangor state legislature did not have the 

jurisdi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o enact such provisions and only Parliament can 

enact provisions of laws with criminal effect like Section 28.  

The laws used to arrest and punish LGBTQIA persons infringe the 

fundamental liberties provided i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namely Article 5 

(right to life), Article 10 (right to expression), Article 8 (right to equality) and 

Article 9 (right to movement). Similar actions and threats against LGBT 

persons that were announced by the deputy minister or the government have 

also been called out by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previously as an overreach 

of power and criticised for involving MCMC into categorising expressions 

online as an offence as MCMC already has a clear Content Code to adhere to.   

We would like to quote from Justice for Sister’s Statement dated 28 January 

2021 explaining the role of MCMC and the protective nature of MCMC’s 

Content Code: 

“In addition, the Malaysian Multi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s 

(MCMC) Content Code, a self-regulation guideline with good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for content dissemination for industry players, under multiple 

sections discourages abusive and discriminatory content, hate speech in 

relation to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among others. The Cod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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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ages negative portrayal of groups of persons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1] 

  

Apart from that, looking at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aid meeting, it could be 

said to be unrepresentative as it did not involve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but 

only involved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KDN),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the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MCMC), the Attorney-General Chambers (AGC) 

and the Royal Malaysian Police Force (PDRM). Ironically, these are the very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task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It is only logical and therefore imperative for the government, in this case,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Islamic Affairs Division), to look into the 2019 

Suhakam Study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nsgender Persons and engage 

with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Suhakam) to 

understand the findings of this report. We also urge the AGC to play a more 

progressive and proactive role in this taskforce and discourage the 

government from further discriminatory positions. 

  

These actions would only bring more adverse experiences to the  LGBTIQA+ 

persons in Malaysia. Malaysia’s commitment to protect its people from harm, 

torture and discrimination must take priority. To unduly accuse LGBTQIA+ 

persons/people of insulting religions is a slippery slope, one that takes us 

down a dangerous path of religious extremism. Criminalising groups of 

people that the government disagrees with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would have 

wider impact in creating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Islam in this time of rising 

Islamophobia.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 stands firmly to remind the government that human 

rights is non-negotiable and no one is authorised to do gate-keeping and 

determining whose rights are to be honoured and whose rights are not to be 

honoured. That would be a grave contempt to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s.  

  

[1] “JFS: Calls by Ministers to Further Criminalise LGBTQ People 

Unconstitutional” https://www.queerlapis.com/jfs-calls-by-ministers-to-

further-criminalise-lgbtq-people-unconstitutional/ 

30/06/2021 

星期三 

疫情当前，国

人心理健康问

题不容忽视 

昨日，卫生总监丹斯里诺希山在文告中引用了警方数据，指出今年首 3

个月就已接获 336 宗自杀投报，与 2020 全年共接获 631 宗投报相比明

显上升不少，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国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由此可见一

斑。 

 

隆雪华堂妇女组表示，这一项数据再次为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敲起了

警钟，倘若疫情持续无法好转，则势必加重人们的心理压力，最终促

使他们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 

自杀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大家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

妇女组促请各造关注受疫情影响者的心理健康，同时不要转发关于自

杀的照片和视频，避免加剧死者家属的悲痛和引发“维特效应”。 

 

此外，政府也应该为自杀未遂者施以援手，协助他们渡过难关，而非

将企图自杀的行为归类为犯罪。此举并无助于降低自杀率，反而会让

他们在精神上承受更大的压力，或是加强了寻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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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妇女组在此呼吁大众，遇到困难时请及时寻求亲友或辅导热

线的援助，切勿轻易寻短，应给予自己多一次机会，而属下的辅导中

心也会在全国封锁期间继续提供辅导咨询。有需要者可拨打 011-2610 

1195，服务时段为周一、周二下午 7时至晚上 9时，及周四下午 3时至

晚上 9 时。 

05/08/2021

星期四 

联署文告：
Protect Our 

Students, Not 

Issue Letter of 

Demand for 

Defamation 

All Women’s Action Society (AWAM) and Sisters in Islam (SIS) are 

appalled at the letter of demand for defamatory statements received by Ain 

Husniza Saiful Nizam, a teenager who called out her teacher for making 

rape jokes in class.  

 

Sexual harassment, in all its forms, violates a person’s dignity, and in the 

process creates an unsafe environment that is intimidating, degrading, 

hostile, humiliating and/or offensive for the recipient. It is a form of 

violence that contravenes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safety and is thus non-

condonable. A rape joke is verbal sexual harassment, as it not only violates 

the dignity of women and girls by objectifying them as targets of sexualised 

violence, but also normalises female objectification that can only perpetuate 

the inferiority of women and girls. When verbal sexual harassment has 

occurred, how can the survivor naming the violence and describing what has 

happened be defamatory? It is utterly incomprehensible.  

 

Furthermore, the perpetrator’s demand of RM1,000,000 as compensation is 

unjustifiable. The right to demand for compensation unquestioningly lies 

with Ain - on the grounds of not only due accountability on the perpetrator 

in light of the actual occurrence of sexual harassment, but also on the 

unwarranted online harassment and threats as well as resulting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trauma that Ain has experienced due to 

speaking out publicly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This letter of demand blatantly indicates not only the perpetrator’s 

abominable non-admittance of violation committed, but also his 

disappointing failure to live up to his role, responsibilities, integrity and 

professionalism as an educator - as a respectable figure of authority and role 

model who should protect the interests, welfare and wellbeing of students. 

By issuing this letter, the perpetrator plays victim whilst wrongfully 

depicting Ain as the aggressor, which can only subject her to further 

traumatisation from scrutiny and harassment by others.  

 

Ain Husniza has demonstrated tremendous courage in speaking out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and through her action, has started a momentous 

#MakeSchoolASaferPlace movement that is instrumental in amplifying the 

much-needed national conversation about accountability for the systemic 

culture of sexualised violence and abuse of power in ou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a survivor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equally importantly as a 

child whose interests, welfare and wellbeing should be ensured as enshrined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hild rights frameworks, Ain Husniza should be 

protected, and it is everyone’s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We thus call on: 

- The perpetrator to retract his letter of demand towards Ain Husniza, with a 

corresponding public apology  

- The public to support and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Ain Husniza 

06/08/2021 

星期五 

对艾恩遭教师

起诉感失望 反

隆雪华堂妇女组针对早前在社交媒体揭发男教师在课上发表“强暴论”

的中学生艾恩反遭起诉诽谤并索偿100万令吉一事深感遗憾。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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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法案应尽

速提呈 

的寒蝉效应，正好反映了受害者在寻求司法正义时所面临的障碍，从

而导致性骚扰事件不了了之，任由加害者逍遥法外。 

 

妇女组在此强调，带有性意味同时会让受害者感到不舒适或尴尬的言

论，如用污秽的语言对受害者评头论足抑或是开黄色笑话皆属于性骚

扰的行为。因此，涉案教师理应为自己在课堂上所发表的言论承担相

应的后果，而非滥用司法程序试图让揭发者噤声。 

 

与此同时，妇女组也对教育部的毫不作为感到极度失望。艾恩事件被

揭发后，教育部曾誓言旦旦表示将会彻查此事并绝不姑息养奸，惟时

至今日，该部仍未向公众交代调查结果，也未提出任何关于改善校园

性骚扰问题的方案，仅仅将涉案教师进行调职就了事。在此，妇女组

敦促教育部勿在此事继续拖泥带水，应即刻公开调查进展，向公众给

予一个合理的交代。 

 

不管是在职场上抑或是校园内，遭遇性骚扰的受害者皆因法律制度的

缺陷、社会大众的不理解以及对受害人污名化等原因，使得多数者选

择了沉默，惟如艾恩般勇于站出来揭发的却寥寥可数，这种集体沉默

使得性骚扰问题难以有效地被遏制。由此可见，形成对性骚扰“零容

忍”的社会氛围、加大对受害者的舆论支持、完善法律等已是刻不容

缓，妇女组希望政府能够坐言起行，尽早提呈反性骚扰法案以杜绝任

何形式的性骚扰，别再继续辜负受害者的期待。 

11/08/2021 

星期三 

跨州堂食恐疫

情续恶化 政府

勿仓促放宽限

制 

隆雪华堂妇女组对于政府从 8 月 10 日起放宽防疫限制措施，允许已完

全接种疫苗的民众跨州、跨县或堂食一事表达高度忧虑，强调目前我

国疫情正处于极为严峻时期，仓促放宽限制将可能把国家推向灾难边

缘。 

 

尽管政府尝试努力加快疫苗接种的速度，惟我国正面对高传染力的变

异毒株 Delta 的威胁，从而导致社区病例不断攀升、感染群进一步扩

大，死亡病例更累计超过一万多宗。在种种医疗指标均显示疫情前景

不乐观的情况下，试问政府从哪儿得来的勇气，认为此时就是解封的

良好时机？ 

 

即便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也仍然有受感染的风险，在无症状的情况

下极有可能无意地传播给尚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因此绝不能有丝毫大

意或松懈。 

 

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历，皆可得知在过早允许已接种疫苗者恢复

行动自由后，该国或地区发生了疫情再度反弹的现象。政府理应从中

涉取教训，在放宽防疫措施时多采纳科学数据和专家意见，切勿重蹈

前车之辙。 

27/08/2021 

星期五 

隆雪华堂妇女

组促妇女部认

真看待无国籍

孩童问题 

随着丽娜哈伦再度受委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隆雪华堂妇女

组在此敦促丽娜哈伦及其部门继续落实两性平等政策之际，也应尽速

解决仍悬而未决的无国籍孩童问题，否则这将会为国家带来无止尽的

社会问题。 

 

不少孩童因父母没有合法注册婚姻、男女国籍传承权不平等或非法领

养等问题而无法取得马来西亚籍公民权，为家庭带来了巨大困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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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如教育、医疗、工作等方面的障碍，也都会形

成不小压力。 

 

此外，妇女组也认为，内政部以“国安考量”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允

许马来西亚籍女性在国外产子后自动获得公民权是极不公平和不合理

的行为，这是对女性赤裸裸的歧视与打压。更甚的是，政府日前竟入

禀法庭寻求撤销国内7名女性要求法庭裁定与外籍配偶所生的孩子能自

动获得公民权的诉讼案，企图继续剥夺孩童的人身自由与权利。 

 

隆雪华堂妇女组在此阐明，任何人都有权享有不受任何形式歧视的基

本人权，而无国籍孩童也理应如普通小孩般享有快乐、自由和安全。

因此希望妇女部能认真看待有关问题，将其带入内阁讨论进而纠正宪

法上的偏差，以保障无辜孩童的基本权利。 

01/09/2021 

星期三 

联署文告：
Lawan 

Intimidasi dan 

Ugutan 

Terhadap 

Aktivis-aktivis 

Muda, Solidariti 

Bersama Shakila 

Kluster Anak Muda Platform CSO untuk Perubahan (CSO Platform for 

Reform) membantah sekeras-kerasnya ugutan, ancaman nyawa serta 

gangguan seksual daripada mana-mana pihak yang tidak bertanggungjawab 

ke atas aktivis-aktivis muda. 

Pihak kami telah dimaklumkan berkenaan ancaman keselamatan dan 

gangguan seksual terhadap saudari Shakila Zen beberapa hari lalu. Saudari 

Shakila merupakan seorang aktivis alam sekitar yang banyak menggerakkan 

kempen melawan kemusnahan alam, khasnya berkaitan hutan dan 

penambakan pantai. Pada 30 Ogos 2021 lalu, beliau telah menerima satu 

bungkusan daripada individu yang tidak dikenali mengandungi surat ugutan 

untuk disimbah asid dan juga satu replika tangan dipotong yang berlumuran 

darah. Keesokannya (31 Ogos), beliau menerima satu pesanan teks melalui 

aplikasi Whatsapp yang berbaur seksual beserta gambar sebaran poster tidak 

senonoh yang mengandungi maklumat peribadi beliau. 

Saudari Shakila sudahpun membuat dua laporan polis berkaitan insiden-

insiden ini pada 30 dan 31 Ogos di IPD Klang Utara. Menurut beliau, 

gangguan dan ancaman ini mungkin berkait dengan video ulasan beliau 

terhadap himpunan #Lawan 31 Julai lalu yang tular di aplikasi Tiktok. 

Kami ingin menegaskan bahawa sebarang taktik ugutan keselamatan – 

khasnya ugutan berbentuk seksual yang seringkali digunakan terhadap 

aktivis-aktivis wanita dan minoriti – tidak boleh dibiarkan sehingga menjadi 

‘budaya’ dan perlu ditolak sekeras-kerasnya. 

Gangguan dan ancaman berterusan terhadap saudari Shakila dan juga aktivis-

aktivis lain yanghanya menggunakan hak kebebasan bersuara dan 

menyuarakan pendapat mereka yang sememangnya termaktub dalam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perlu dihentikan dengan SERTA-MERTA. Kita 

perlu bersama-sama terus #LawanIntimidasi. 

 

Dikeluarkan oleh: 

Kluster Anak Muda 

Platform CSO untuk Perubahan 

 

Nota: 

Kluster Anak Muda merupakan sebahagian daripada Platform CSO untuk 

Perubahan (CSO Platform for Reform), satu gabungan 90 badan-badan 

masyarakat madani yang memberi tumpuan terhadap reformasi institusi. 

 

Note: 

Youth Cluster is part of the CSO Platform for Reform, a coalition of 90 CSOs, 

based in Malaysia,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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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kong oleh 77 organisasi dan 57 individu 

22/09/2021 

星期三 

政府应修宪 允

国外出生自动

成公民 

隆雪华堂妇女组对于早前吉隆坡高等法庭裁定，女性公民与外籍配偶

在国外产子可自动获得马来西亚国籍一事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拨乱反

正的判决为马来西亚两性平权发展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根据《联邦宪法》第 14 条文，若父亲为马来西亚公民，其在国外出生

的孩子将自动取得公民权，然而母亲为马来西亚公民并在国外出生的

孩子却必须在《联邦宪法》第 15（2）条文下申请公民权，当中的程序

不仅复杂冗长，而且还无法保证能获批。 

 

随着高庭宣判这明显带有歧视性的条文有悖《联邦宪法》第8条文即禁

止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要求政府在授予公民权一事中给予平等对待

后，妇女组在此呼吁政府尊重民意，撤回针对这项判决的上诉。 

 

尽管高庭的裁决承认了女性的平等权利，但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获得

了解决。为了避免未来出现同样的争议，妇女组促请政府即刻修正

《联邦宪法》第 14 条文，允许所有马来西亚籍父母在国外出生的孩子

自动成为公民，而非仅限“父亲”，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纷扰已久的公

民权争议。 

22/09/2021 

星期三 

联署文告：The 

continuous 

persecution of 

Nur Sajat 

underscores 

growing 

extremism in 

Malaysia  

We, members of civil society,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s 

surrounding Nur Sajat’s case. On 8 September 2021, Nur Sajat was arrested 

by the Thai Immigration Department following a request by the Malaysian 

authorities. These dangerous developments, taking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rowing restric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increasing anti-LGBTQ 

sentiments, have a wide ranging impact on all people, not just Sajat and 

LGBTIQ persons.  

 

Since the exposé by Harian Metro on 20 September 2020, several state actors 

have responded with alarming alacrity. Bukit Ama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Director Datuk Seri Abd Jalil Hassan stated that PDRM is 

working with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the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to 

extradite Nur Sajat. According to a media statement, Nur Sajat is wanted for 

the following charges:  

• Insulting Islam (S. 9 of the Selangor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Enactment)  

• Obstructing public servant in discharge of his public functions (S. 186 of 

the Penal Code)  

• Using criminal force to deter a public servant from discharge of his duty 

(S. 353 of the Penal Code)  

 

The latter two charges are allegedly related to a scuffle that took place on 

JAIS premises, when JAIS officers proceeded to arrest her after taking her 

statement. Nur Sajat reported that she was violently pinned down and 

handcuffed. Nur Sajat also made a police report against the JAIS officers on 

January 13. However, the status of the investigation remains unknown.  

 

In a communication to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on Nur Sajat’s case (JUA 

MYS 4/2021),  UN Special Mandate holders stated that, “Ms. Sajat cannot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be restricted in the exercise of her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solely based on her gender identity. As provided in Article 

29(2) of the UDHR, in the exercise of one’s rights and freedoms, one shall be 

subject only to such limitations as are determined by law solely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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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securing due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and of meeting the just requirements of morality, public order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none of which is negatively 

impacted in regard to the activities of Ms Sajat.”  

 

 In this communication the government was asked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 What steps have been taken to guarantee Ms Nur Sajat’s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by non-state 

actors and State agents. 

•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protect Ms Nur Sajat and her 

family from further intimidation, harassment or pressure and to ensure 

their safety. 

• What measures are planned or implemented to combat the growing 

pattern of incitement to violence?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Malaysia replied on 24 March 2021 by saying that 

they have “transmitted the Joint Urgent Appeal (JUA) to the urgent attention 

of relevant Malaysian authorities.”  

 

Wide Ranging Impact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Harian Metro expose, various state actors have 

expressed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trans and LGBTQ persons, which have 

been gradually escalating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fatwa prohibiting trans 

people’s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bodily autonomy in 1982. 

 

• The Perlis Fatwa Committee released a fatwa, titled Hukum Berinteraksi 

Dengan Mukhannath (Pondan/Mak 

Nyah/Bapuk/Pengkid/Tomboi/Transgender) or a guide on interaction 

with mukhannath (Pondan/Mak Nyah/Bapu 

/Pengkid/Tomboy/Transgender), which considers transgender and 

LGBQ people in general as fasik or someone who violates Islamic law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as well as 

perceived sexual orientation. The committee's views on gender identity, 

gender expression and sexual orientation is inaccurate, not evidence and 

rights based and most importantly extremely harmful. Among the 

harmful things in the fatwa are prohibition of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entering mosques and performing haj and umrah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identity.  

• YB Nik Abduh (MP Bachok, Kelantan) called for more state-sponsore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for LGBT persons in Parliament on 21 

September 2021. Rehabilitation or conversion practices are widely 

discredited because of its long lasting harmful impact not just on 

LGBTIQ persons but also people who are connected to them.  

 

This comes after the Prime Minister, in answering a question in parliament, 

not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rolled out a range of activities to ‘bring LGBT 

people back to the right path’.  

 

The continuous and escalating anti-LGBT sentiments in Malaysia is 

extremely concerning.  

 

A Suhakam study on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nsgender people based in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found that 72 of 100 respondents thought of 

migrating to countries with better legal protection, legal gender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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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ing environment, among others. 54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y don't feel 

safe living in Malaysia.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between 

2017 and 2018, over 50% of people who sought asylum in Australia were 

reportedly Malaysians. ’LGBT’ and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re two of the four main reasons cited by the Malaysian 

applicants. Other reasons include domestic violence and family pressure.  

 

We recall that in its bid to secure a seat at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Malaysia made several pledges during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pledging 

session on 8 September 2021. Malaysia reiterated its unequivocal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human rights. In line with this,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must respect the principles of non refoulement and Nur Sajat’s 

right to seek asylum.   

 

We call on the state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end all investigations and 

harassment against Nur Sajat, and respect her right to seek asylum as stated 

under Article 14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threats 

and risks against Nur Sajat because of her gender identity are blatant. Over 

the years, Nur Sajat has experienced bullying, doxing, harassment with 

impunity by both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which have escalated by the day.  

12/10/2021

星期二 

文告：捍卫穿

着自由 拒绝性

别歧视 

隆雪华堂妇女组对于丹州政府将根据吉兰丹州伊斯兰教律刑事法典第 5

（1）条文，对穿紧身衣的女公务员采取行动一事表示遗憾。此事反映

了社会对于女性的衣着仍然抱持狭隘成见，剥夺了女性的穿衣自由。 

 

任何文化与传统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因此不能以此当作抵

制消除性别歧视的理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妇女组认为女性的穿

着不应该成为限制和苛责的对象，大家应该关注女性在各个领域的发

展和表现，而非仅仅对她们的穿着打扮评头论足。 

 

再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虽逐渐缓和，惟仍未完全受到控制。面对百

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从政者理应优先关注经济、医疗、民生福

祉等问题，并想方设法解决民困，切切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而不是

上下打量女性的穿着，做出有悖于性别平权的行为。 

 

丹州政府此举仅仅是国内性别歧视现象的冰山一角。为了避免任何形

式的性别不平等继续影响国家，隆雪华堂妇女组希望各造能致力于为

女性权益发声，勇于对这种物化、标签化女性的行为说“不”，为实现

社会性别平等的目标而努力。 

25/10/2021 

星期一 

新闻稿：撑起

保护伞当好守

护者 父母需正

视性骚扰问题 
 

隆雪华堂妇女组近日接获两位家长来电，就孩子受教师性骚扰一事进

行法律咨询。在此，本组劝请为人父母者务必严正看待此事，好让孩

子远离伤害，不做沉默的羔羊！ 

  

受害者的家长表示，加害者为一名音乐中心教师，并曾对其孩子有不

当行为如强行拥抱以及抚摸胸部。令人愤慨的是，该名教师的举止愈

发猖狂，甚至曾在深夜里发送不雅照片进行骚扰，更反复要求孩子向

他发送裸照。针对该教师的种种不齿行为，受害者家长已经向警方投

报,惟最后只予口头警告了事。 

  

隆雪华堂妇女组认为，该名教师的言行举止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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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和《2017 年儿童性侵罪案法令》下被提

控，因此对于警方仅给予口头警告就结案一事感到无法理解与接受，

这无疑是姑息养奸之举。妇女组敦促警方在处理案件时务必展现较高

的专业素质，万万不可为了省事而草率结案，以免事件继续牵扯更多

的受害者。 

  

为人父母者，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孩子能够在安全无虞的环境下快乐成

长。因此，妇女组促请父母家长切勿认为性骚扰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而放松警惕，因为它时时刻刻都在生活中发生，更不能采取息事宁人

的态度私了，必要时果断拾起法律武器，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唯

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受侵害，才能确保性犯罪者

在社会中没有容身之处。 

04/11/2021 

星期四 

网上现恋孕妇

癖者群组 警方

受促尽快采取

行动 

近日，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揭发了一个拥有数千名追随者的恋孕妇癖

群组，他们不仅偷拍和上传孕妇照片，更在群组内发表不雅言论。 
  
隆雪华堂妇女组认为，该群组成员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

他人照片上传至网络，已涉嫌违反《1998 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同时该行为也可能会对孕妇造成威胁，因此要求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并确认涉案人士的相关信息，以免酿成罪案发生。 
  
另外，妇女组也促请广大民众特别是女性同胞，在上传个人资料至

网络是务必保持谨慎，提防类似事件，避免遭到有心人士滥用。 

16/11/2021 

星期二 

伊党正副部长

欺凌女记者 隆

雪华堂妇女组

强烈谴责 

11 月 14 日，一名《自由今日大马》女记者在国盟竞选宣言推介礼的记

者会上，向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阿末询问关于吉打州

禁博彩课题，遭对方反问是否能容忍其丈夫是赌徒，而人力资源部副

部长阿旺哈欣则坚持要求该记者以国语提问。对于两名正副部长轻蔑

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职责，并通过人身攻击回避问题，隆雪华堂妇女组

予以谴责。 
 
为了确保新闻媒体能够促进资讯充分流通，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

权需要，以维持民主社会正常发展，该两名部长有责任针对记者的询

问给予解释或回应，否则有违民主价值、扼杀新闻自由。若部长坚持

拒绝发表评论，也不应该进行言语攻击，如此的回应方式不仅显示对

媒体记者的不尊重，更是一种性质恶劣的不良示范。 
 
新闻从业者遭到部长官员言论攻击或霸凌的事件并不是头一遭，尽管

该行为不断受到社会大众的强烈批评，然而为官者依然故我，继续以

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记者。在此，隆雪华堂妇女组促请政党与政治人

士应该要端正态度，并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记者询问，积极回应民众的

诉求，而非通过人身攻击来回避问题。 

24/11/2021 

星期三 

新闻稿：隆雪

华堂妇女组欢

迎无国籍少年

获公民权的判

决 

近日联邦法院做出判决，批准发出公民权予一名居住在槟城并由大马

夫妇领养的 17 岁少年，而不再是无国籍人士。  

 

据新闻报道，这名少年于 2004 年被遗弃在国大医院，之后被这一对夫

妇领养。然而当他年满 12 岁时，国民登记局以这对夫妇并非是亲生父

母为由拒绝发出身份证，其养父母随后将他的出身证明书交还给国民

登记局，并要求纳入父母的正确资料。但是，国民登记局在 2016 年发

出第二张出生证明书时，却依然将其父母的资料记录为“不详”，孩子

的国民身份为“仍待确定”。2017 年，当这对夫妇从法庭取得领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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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再次为他申请出生证明书时，却被登记为非公民，随即他们入禀法

庭要求司法检讨。 

 

隆雪华堂妇女组认为，无国籍孩童的问题困扰我国社会已久，不少孩

子因国籍传承权不平等、父母没有合法注册婚姻、或领养程序不透明

等问题而无法取得公民权。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皆会面临不少困难，

得不到大多数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会导致他们在社会中被边缘化与歧

视。如今，联邦法院的判决开启了先例，让国民登记局在处理类似案

件时能够做为参考，在纠正执行上的偏差同时，也保障了孩童的基本

公民权利。 

 

妇女组对于该判决表示欢迎与支持，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尽速和积极履

行法庭裁决中所确定的义务，让孩子能够毫无障碍地继承大马国籍。 

15/12/2021 

星期三 

反对大幅度提

高违反防疫条

例者的最高罚

款额 

隆雪华堂妇女组针对昨日卫生部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1 年传染病预

防和控制法令》（342 法令）修正案中，大幅度提高违例者罚款额一事

深表担忧，认为此举并无助于遏制疫情蔓延，仅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令本就处在低迷状态的各行各业“雪上加霜”。 

 

根据报导，此次的法令修正案除了会修正 5项条文以外，也增加了 5项

新条文。其中，卫生部建议将个人违例的最高罚款额提高至 10 万令

吉，监禁不超过 7年或两者兼施，机构组织方面则将罚款增加至 200万

令吉。 

 

妇女组认为，一直以来政府当局在执法方面时不时都会出现双重标准

的情况，不少高官部长在违反条例后，仅仅只会罚款轻判了事，然而

对于普通百姓却被处以最高的罚款。妇女组担忧，在尚未解决执法偏

差或过当的问题时，卫生部试图通过严刑峻法以降低新冠肺炎疫情感

染风险之举将会对低收入群体和失业群体造成严重冲击，更会助长贪

污滥权的风气。 

 

为此，妇女组希望政府能够体恤民瘼，重新检讨提高罚款额的决定，

同时即刻解决执法效率与双重标准问题。唯有兼顾法理和情理的平

衡，防疫条例才能够有效地被执行与遵守。 

15/12/2021 

星期三 

联署文告：The 

Rakyat Needs A 

Survivor-Centric 

Anti-Sexual 

Harassment Bill 

The Anti-Sexual Harassment (SH) Bill was tabled in Parliament for its first 

reading today, with its second reading expected to take place anytime soon.  

 

The Rakyat has already wait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for the Bill. In light of 

current legislative gaps and widespread prevalence of sexual harassment 

online, in public spaces and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Rakyat needs well thought through, comprehensive survivor-centric 

legislation.  The Bill that has been currently proposed fails to meet these 

standards and simply provides for the setting up of a Tribunal to deal with 

sexual harassment.  

 

For the Bill to be survivor-centric, three components have to be included. 

- A comprehensive sexual harassment definition, which covers sexual 

harassment in all of its forms and contexts. This includes online sexual 

harassment. The definition that is suggested by the Special Project Task 

Force of the Anti-Sexual Harassment Bill (made up of women’s groups, 

government agencies, academicians and other civil society actors) is as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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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ual harassment” means any unwanted 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 in 

any form, including verbal, non-verbal, visual, gestural or physical, 

against another person, which reasonably causes offence, humiliation, 

threat to the person’s well-being or creates an intimidating, offensive or 

hostile environment.” 

- A tribunal to receive and investigate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in a 

manner that not only is fast and affordable, but also protects survivors’ 

privacy, provides protection against victimisation and addresses 

survivors'  needs via provision of a range of remedies (including 

compensation, rehabilitation for and apology from perpetrators) 

- Explicitly-mandated commitment by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to prevent and 

address cases of sexual harassment, as well as create organizational 

awareness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via anti-sexual harassment policies, 

trainings and effective redress mechanisms.  

 

Women’s groups first proposed a draft bill in 2001. Since that time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meetings with various Ministrie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to educate, inform and negotiate the 

creation of SH legislation that puts the needs of the survivor first.  

 

Key concerns are not reflected in the Bill as it stands. Most glaringly, the Bill 

does not include organisational duties to address sexual harassment. 

 

When the Bill comes up for debate in the second reading, we urge MPs to  

look out for the above components and raise questions as to the utility, 

effectiveness and workability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draft legislation as it 

stands. Such inclusions are needed for Sexual Harassment laws to be robust 

and effective in our country, thus the above are non-negotiable. Without the 

aforementioned components in the draft legislation, the Bill should not be 

passed and instead should be amended accordingly. 

 

Endorsed by 59 organisations and 34 individuals 

19/12/2021 

星期日 

联署文告：
Hold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ccountable for 

their grav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clu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ear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Security Council,  

 

We, the undersigned women’s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call 

up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hold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ccountable for their grav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cluding the us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e strongly condemn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for their acts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s and norms, which amount to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ccording to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Myanmar, and the U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Mechanism for Myanmar. Since the Myanmar 

military’s attempted seizure of power on February 1, 2021, the junta has 

arbitrarily arrested and detained at least [TBC on 12/10] people, forcibly 

disappeared the majority of them, and murdered over [TBC on 12/10]; among 

them, at least [TBC on 12/10] women have been arbitrarily arrested and 

detained and [TBC on 12/10] murdered. Given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decades-long use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s well as their institutionalized patriarchy and 

misogynistic culture,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that the situation of the women 

of Myanmar will continue to be severely exacerb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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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we write this letter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Myanmar military junta’s 

widespread and systematic us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articular since 

February 1, 2021. Among such brutalities, the following cases demonstrate 

the junta’s acts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s and norms, including the UN Charter and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1. On February 9, in Naypyidaw, Naypyidaw Union Territory, a Myanmar 

Police Force officer fired a submachine gun at a group of civilians in a non-

violent anti-coup demonstration, shooting 19-year-old Mya Thwet Thwet 

Khaing in the head and resulting in her death a week later.  

2. On March 3, in Mandalay, Mandalay Region,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fired live ammunition at a group of civilians in a non-violent 

anti-coup demonstration, murdering 19-year-old Kyal Sin, or Angel.  

3. On April 3, in Mutraw District, Karen State, following its wave of airstrikes 

on the Thai-Myanmar border from March 27 to April 1, the Myanmar military 

fired shells into villages, killing a woman in Ler Day Village; four days later, 

the military fired shells into Nay Ga Village, injuring two women and an 11-

year-old girl.  

4. On April 17, in Yankin Township, Yangon Region,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rbitrarily detained 31-year-old Khin Nyein Thu, 19-year-

old Hsu Linn Htet, and four men for their alleged involvement in a series of 

bomb attacks; and at an interrogation center in the city’s Shwepyithar 

Township, tortured and sexually assaulted Khin Nyein Thu, including by 

kicking and beating her sexual organs with a stick until they bled. 

5. On May 25, in Tawseint Village, Magwe Region, approximately 70 

soldiers and officers of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raided the 

area and fired live ammunition at residents for their alleged involvement in 

producing anti-coup graffiti, murdering 24-year-old Saung Hnin Hmon. 

6. On June 13, in Bamun Village, Mandalay Region,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rbitrarily detained 5-year-old Su Htet Wine, her 44-year-

old mother, and 17-year-old sister when attempting to arrest her father, a local 

protest leader. While Su Htet Wine was released on June 30, her mother and 

sister were sentenced in July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for alleged incitement. 

7. On July 27, in Mandalay, Mandalay Region,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fired live ammunition at a group of civilians in a non-violent 

anti-coup demonstration, murdering 25-year-old Thu Thu Zin. Her body has 

yet to be returned to her family. 

8. On September 1, in Paung Township, Mon State,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fired live ammunition at 27-year-old Ei Thwe Moe, who 

was five months pregnant, and her husband, killing them both. 

9. On October 28, in Pyin Htaung Village, Sagaing Region,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raided the area and fired live ammunition at 

civilians, killing six-year-old Myo Thandar Hlaing. 

10. On November 7, in Kutkai Township, Shan State, a soldier from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raped a 62-year-old woman. 

11. On November 11, in Aklui Village, Chin State, a group of soldiers from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raided the area, plundered its 

homes, and  gang raped a 27-year-old woman and her 30-year-old sister-in-

law.  

12. On December 5, in Kyimyindaing Township, Yangon Region, a Myanmar 

military vehicle rammed into a group of civilians in a non-violent anti-coup 

demonstration, resulting in fatalities and leaving many injured; soldiers then 

fired at the demonstrators and arbitrarily detained at least three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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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Mya Kyu Kyu Thin, Yin May Aung, and Hmuu Yadanar Khet Moh 

Moh Htun.  

 

We would like to share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the member states’ 

continued efforts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ongoing atrocities, including by 

issuing statements and resolutions. However, ten months after the coup 

attempt, we fear that words alone cannot be deemed effective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junta’s violence and protecting the lives of the country’s people. 

For over thirty years,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that compose 

the junta today have wielded violence to subjugate the country’s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According to the UN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

Finding Mission on Myanmar,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 including 

rape, gang rape, sexual mutilation, sexual slavery -- have been the hallmark 

of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commission of mass atrocity 

crimes, including genocide against Rohingya. Providing further evidence of 

such terror in Myanmar, women’s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have 

long urged for justice to be served to the victims and survivors of the 

military’s brutalities. Ye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failure to take 

concerted action to meet such decades-long calls for accountability has 

instead emboldened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to launch a 

coup attempt, and intensify their use of violence nationwide. We now believe 

that the junta is perpetrat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and are asking you to take all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people of Myanmar today. 

 

Therefore, we, the undersigned organizations, urge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hold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ccountable by adopting a 

resolution to 

1. Refer the situation of Myanmar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order 

hold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ccountable for committing 

crimes, including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2. Impose targeted economic sanctions, financial penaltie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junta leadership and businesses that are own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Myanmar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nd freeze their assets.  

3. Impose a comprehensive and global arms embargo on Myanmar.  

 

We thank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Signed by 618 Myanmar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organizations 

 

(D)电视、电台、报刊专访 

日期 媒体 内容 

09/01/2021 

星期六 

接受陈穆红博士和吴益婷

博士的访问 

 

 

  

1. 针对我国现有选举制度探讨改革的可能性；反跳槽

法的利与弊及对宪法赋予结社自由的冲突、比例代

表制、女性代表固打制与性别平等、选民的权力、

族群与宗教议题对国家政策永续发展的影响等问题

进行交流。 

2. 大家也对华团及公民组织的工作和意见进行梳理，

包括东马政党和社会对中央政局的立场。每一个時

代都有其独特的一面，许多时候大家会因时而异而

提出不同的诉求和选择。重要的是我们--人民--准备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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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2021 

星期日 

Astro AEC《八点最热报》

采访 

针对拿督打人事件，以及因提醒其他顾客没戴口罩而与

店员起争执一事表达看法。 

21/01/2021 

星期四 

东方日报专访 

 

因疫情关系，今年过年的情况会很不一样。对于过年不回

乡的游子，以及孩子没有回家过年的长辈，您有什么话要

对她们说的吗？或者有什么建议？ 

22/02/2021 

星期一 

星洲日报百格专访 谈论有关性骚扰的法案。访问问题为（一）性侵犯或性骚

扰的定义和范畴是什么?、（二）现有法律有什么样的限

制?、（三）性骚扰和性侵犯案例有哪些执法缺陷? 

22/02/2021 

星期一 

星洲日报电话采访 采访问题为元宵节是否有举办活动？今年会以什么形式庆

祝？为什么不办？对国家安全理事会的 SOP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要向公众呼吁？） 

05/03/2021 

星期五 

Astro 热点专访 谈论有关政治领域两性不平等的课题。 

08/03/2021 

星期一 

爱 FM 电话连线采访 采访主题为“从洞察到践行：新冠病毒唤醒性别平等”。 

09/03/2021 

星期二 

CITYPlus FM 电话访谈 讨论童婚议题。 

09/05/2021 

星期日 

接受透视大马访问 讨论 509 大选三周年国盟的表现。 

02/06/2021 

星期三 

接受星洲日报采访 针对 FMCO期间发放援助金的措施能否有效帮助 B40群体

给予看法。 

06/08/2021 

星期五 

接受透视大马采访 针对社交媒体流传有雇主要求确诊员工服用伊维菌素

（Ivermectin）一事从法律角度（雇主是否有如此的权

利，以及如果发生副作用或其他情况可能需要负上的法律

责任）表达看法。 

21/10/2021 

星期四 

接受 Ai Fm《开讲东方议

题》采访 

就政府对拒绝接种疫苗人士采取限制表达看法。 

30/10/2021 

星期六 

接受《中国报》采访 就 2022 年财政预算案发表看法。 

15/12/2021 

星期三 

接受《观察家》学生记者

采访 

针对我国的童婚的现象和问题发表看法。 

 

(E)对外联系活动 

日期 地点 主办单位 内容 代表 

18/01/2021 

星期一 
线上 国民团结部 

探讨如何有效规范农

历新年的 SOP 线上会

议 

黄玉珠律师 

 

26/01/2021 

星期四 
脸书直播 Diversity 異样 

【修订 355号法令：

严惩 LGBT 群体，还

是政治工具？】分享

会 

黄玉珠律师 

 

16/02/2021 

星期二 
线上 国家团结部 拟定元宵节 SOP 

黄玉珠律师 

 

01/04/2021 

星期四 

The Everly 

Putrajaya Hotel 

妇女、家庭及社

会发展部 
非政府组织大会 

黄玉珠律师、林素芝、

庄淑萍、陆美兰 

24/04/2021 

星期六 

巴生福建会馆一

楼讲堂兼线上转

播 

林连玉基金会、

巴生福建会馆 

【林连玉与巴生】讲

座 
黄玉珠律师、陆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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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2021 

星期六 
  

【挺艺文保传承】新

书推介礼暨专题演讲 
黄玉珠律师、陆美兰 

05/06/2021 

星期六 
线上 NGOhub 

Perbincangan Meja 

Bulat mengenai 

Pemahaman, Implikasi, 

dan Sentimen mengenai 

Pengisytiharan Darurat 

kepada NGO - Sesi 2 

黄玉珠律师 

19/06/2021 

星期六 
线上 

Family Frontiers 

Malaysia 

A Webinar On Our 

right to belong: 

Unequal Malaysian 

citizenship laws and its 

impact on women and 

children 

黄玉珠律师 

25/07/2021 

星期日 
线上 国家团结部 

拟定中元节/盂兰盆节

SOP 线上咨询会议 
黄玉珠律师 

27/07/2021 

星期二 
线上 

马来西亚与国际

研究所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Meeting 

on Election 

Management and 

Electoral System 

Reform (CSO Leaders) 

黄玉珠律师 

05/08/2021 

星期四 
线上 隆雪华堂 

各县区联委会线上交

流会 
黄玉珠律师 

07-

08/08/2021 

星期六、日 

 

线上 

隆雪华堂社会经

济委员会、人民

健康论坛 

Roundtable Discussion: 

COVID-19 pandemic 

impact on the 

vulnerable and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黄玉珠律师 

13/08/2021 

星期五 

 

线上 - 
公民社会中文圈线上

会议 
黄玉珠律师 

15/08/2021 

星期日 
线上 

全国教育改革行

动委员会 

“贪污是馅饼？还是

陷阱？”铲除贪污线

上论坛 

黄玉珠律师 

21/08/2021 

星期六 

 

线上 雪隆福建会馆 

“社团非营利有限公

司的操作及董事的法

律责任”线上讲座 

黄玉珠律师 

08/09/2021 

星期三 

 

线上 
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 

Trusted To Lead: 

Iconic women who 

broke traditions and 

gained success for 

self and organizations 

黄玉珠律师 

02-

03/10/2021 

星期六、日 

 

线上 GBM、CSO 

Sesi Town Hall 

Mengenai Polisi 

Pendidikan 
黄玉珠律师 

14/10/2021 

星期四 

 

线上 净选盟 2.0 

Report Launching & 

Wacana Bersih-

Parliament In 

Government 

黄玉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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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Enhancing S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Through Protocols on 

Confidence & 

Dissolution 

15/10/2021 

星期五 

 

线上 

ENGENDER 
Consultancy、驻

马台北经济文化

办事处 

Roundtable Role of 

Parliamentarians in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Towards a 

Stronger, Resilient 

Recovery 

 

黄玉珠律师 

15/10/2021 

星期五 

 

线上 

全国教育改革行

动委员会、华教

新路向 

Education Roundtable 

Series 4: Language and 

National Unity 
黄玉珠律师 

23/10/2021 

星期六 

 

线上 

马来西亚（国

际）辅导协会、

卫生部 

马來西亚妇女醒觉线

上座谈会：家庭暴力

的挑战与应对能力 

黄玉珠律师 

12/11/2021 

星期五 

 

线上 
TraTax、Shearn 

Delamore & Co 

Tax Budget Webinar: 

The Technicalities and 

Hidden Details in the 

Finance Bill 

黄玉珠律师 

20/11/2021 

星期六 
线上 

Bar Council 

Family Law 

Committee 

Empowering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the 

Role of Court and Law 

Enforcement 

黄玉珠律师 

24/11/2021 

星期三 
线上 

大阳光圆梦基

金、元生基金会 

艺文团体经营管理培

训课程：经营理念 
黄玉珠律师 

27-

28/11/2021 

星期六、日 

线上 
Women's Tribunal 

Malaysia 

马来西亚妇女仲裁庭

（Women's Tribunal 

Malaysia）开幕仪式

及证人经历分享 

黄玉珠律师 

04/12/2021 

星期六 
线上 

Women’s Tribunal 

Malaysia 

Day 4 Judges Findings 

& Recommendations 
黄玉珠律师 

08/12/2021 

星期三 

半山芭喜来登海

鲜酒家 
隆雪华堂 

隆雪华堂 97/98 周年

堂庆内部聚餐会 

黄玉珠律师、林素芝、

洪俪华、曾慧玲 

11/12/2021 

星期六 
线上 

马来西亚宪政主

义及人权中心

（MCCHR）、

Rashid Zulkifli 律

师事务所 

Discussion: Death 

Penalty & Mental 

Health 
黄玉珠律师 

11/12/2021 

星期日 

 

中国小学大礼堂 林连玉基金 

《落地生根》林连玉

传史诗舞剧 VIP 首映

礼 

陆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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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理事会 

< 组织细则 > 
（2017 年修订）  

 

1.  名称： 

本组定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简称〈隆雪华堂妇女组〉（以下简称本

组）。 

 

2.  办事处： 

设於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以下简称本堂）内或经大会堂董事会认可之其他地点。 

 

3.  目标及宗旨：配合大会堂的宗旨与活动，以达致下列目标及宗旨： 

                       (1) 促进华团妇女组织间的团结合作及各族妇女的友爱互助。 

                       (2) 加强妇女之政治及社会意识，并提高其政治、社会及经济地位。 

                       (3) 协助增进妇女之知识与技能，以提升妇女的素质。 

                       (4) 维护妇女应有的法定权益以落实两性平权的理念。 

 

4.  组员 

4.1 资格： 

(1) 团体组员 

        (a)凡本堂会员为妇女社团者，将自动成为本组团体组员，可派代表六名。（首席代表一名、

副代表五名）              

 (b)凡本堂会员属下妇女组，将自动成为本组团体组员，可派妇女代表四名。（首席代表一

名、副代表三名） 

  (c)凡本堂会员尚未成立妇女组，可申请成为本组团体组员，可派妇女代表两名。（首席代表

一名、副代表一名） 

(2) 个人组员 

凡十八岁以上马来西亚华裔女公民均可申请成本组个人组员。 

 

4.2 入组手续： 

(1) 团体组员 

凡符合 4.1.(1)者必须填具入组申请表格，正式存档，方可成为团体组员。 

(2) 个人组员 

任何申请人必须填入组申请表格，并由本组一名组员介绍，经本组理事会批准后，方可成为

个人组员。个人组员须缴交五十令吉入组行政费，并每年于 5月 1 日前缴交二十令吉活动

费，逾期或未缴交活动费者将失选举权、被选权及表决权。 

 

4.3 权利： 

        (1) 团体组员 

(a)有权参与本组所举办的一切活动。 

(b)于本组常年组员大会或特别组员大会时享有被选权、选举权、发言权及表决权。 

        (2) 个人组员 

 (a)有权参与本组所举办的一切活动。 

(b)凡经本组理事会批准之个人组员自批准日起满一年后，方可于本组常年组员大会或特别组

员大会时享有被选权、表决权及选举权。 

(c)倘若个人组员被委派为团体组员代表，只能行使一个权利。 

 

4.4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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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本堂章程。 

(2)遵守本组组织细则。 

(3)服从本组所有会议的议决案。 

(4)个人组员每年必须在 5月 1 日前缴清该年活动基金费，否则该组员在该年组员大会的一切组

员权利可被取消。 

 

5.  组织 

5.1 理事会：本组理事会职位如下： 

顾问 

主席  

署理主席 

秘书 

财政 

文教组主任 

社会组主任 

法律组主任 

经济组主任 

资料组主任 

福利组主任 

康乐组主任 

联络组主任 

理事 

若干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若干名 

  

 

副主席 

副秘书 

副财政 

文教组副主任 

社会组副主任 

法律组副主任 

经济组副主任 

资料组副主任 

福利组副主任 

康乐组副主任 

联络组副主任 

 

  

 

第一名、第二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一名 

 
 

5.2 常务理事会  

由主席、署理主席、副主席、正副秘书、正副财政及各组主任组成。 
 

5.3 顾问 

(1)本堂董事会可委派一名常务董事担任本组顾问，任期与当届理事会相同； 

(2)除本堂董事会委派之人选外，本组当届理事会可再推荐若干名顾问人选给组员大会批准，

任期与当届理事会相同。 

5.4 选举： 

(1)于常年组员大会中选出廿七名理事组成理事会，其中包括团体理事十八名、个人理事九

名。理事会任期为三年，与本堂董事会相同，即：三年任满后，各职位连选可连任，惟主

席、秘书、财政之职位不得由同一人连续担任相同职位超过 2届或 6 年（以期限短者为

准）。 

倘若主席之两届任期届满，而其在华总妇女部主席任期尚未任满，有此情况，主席则可寻

求多任一届（惟只限多一届），俾完成华总妇女部主席任期。 

(2)本组团体理事及个人理事应在常年组员大会中选出。 

(3)本组主席及理事会各职位由本组于常年组员大会中选出的理事在组员大会后十四天内复选

中选出。 

(4)改选前，由理事会设立一个五人选举小组，以筹备及主持改选工作。 

(5)选举必须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一切细则由选举小组决定。 

 

5.5 职务与权限: 

5.5.1 理事会各理事职务及职权规定如下： 

(1)顾问 

   协助及提供意见予理事会。 

(2)主席 

对外代表本组，对内督促一切组务之工作，出席本堂董事会议，在本堂董事会议提出

工作计划及成果之报告，主持常年组员大会、理事会议及常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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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署理主席 

协助主席处理上述工作；执行主席委托的任务，在主席缺席或告假时，代理其职务。 

(4)副主席 

协助主席处理上述工作；在主席，署理主席缺席或告假时，得由第一副主席代理主席

职务；如第一副主席缺席或告假，则由第二副主席代理其职务。 

(5)秘书 

负责处理一切组务，协助整理及修正组员资料，于理事会议提出组务报告，并执行会

议议决案。 

(6)财政 

管理本组一切款项，并负责每月收支账目，向本堂董事会提呈常年预算案，于理事

会会议时提出财政报告，并将之纳入大会堂之账目内。支款手续须有本组财政联同

主席或秘书，联合签署支银单。 

(7)文教组主任 

关注及计划有关文教之课题及活动，尤其是有关妇女之文教课题，并辅助本堂文教

委员会之工作。 

(8)社会组主任 

关注及计划有关社会之课题及活动，尤其是有关妇女之社会课题，并辅助本堂社会

经济委员会之工作。 

(9)法律组主任 

关注及计划有关妇女之法律课题及活动，尤其是有关妇女、家庭之法律课题。 

(10)经济组主任 

关注及计划有关妇女之经济课题及活动，并辅助本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之工作。 

(11)资料组主任 

负责收集有关妇女课题的资料，及处理本组图书室的工作，并协助整理有关本组活

动的资料及记录。 

(12)福利组主任 

    计划有关福利活动，并辅助本堂福利委员会之工作。 

(13)康乐组主任 

    计划及执行有关的康乐活动。 

(14)联络组主任 

负责联络及促进本组属下团体及个人组员之联谊及合作，并辅助本堂联络委员会之

工作。 

(15)副秘书、副财政及各组副主任 

除分别协助秘书、财政、各组主任，并在彼等缺席或告假时， 代理其职务。 
 

5.5.2 工作小组：理事会在必要时有权成立工作小组，处理特别事务或活动。 

5.5.3 临时委员会：如有一半以上的理事辞职，理事会就得解散；并由本堂董事会成立临时

委员会，选出主席及委员，再召开组员大会重选理事。 

5.5.4 理事辞职及委任：任何理事呈函辞退理事职位，或任何理事连续三次没有请假而无故

缺席理事会议者，当辞职论，理事会有权推举其他组员递补。 

5.5.5 委任理事：如有需要，理事会可委任不超过五名组员进入理事会。 

5.5.6 本组乃附属于本堂的一个组织，任何有关对外事件的议决案，须符合本堂宗旨及董事

会的决定。 

5.5.7 本堂董事会对本组的任何决定，拥有协商及否决权。 

 

6.  会议 

6.1 通告 

本组召开理事会会议或常年组员大会，必须事先将会议通告及有关文件副本呈交本堂会长及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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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常年组员大会 

(1)常年组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订于本堂常年会员大会之前召开。 

(2)常年组员大会之任务为报告、检讨并通过上年度组务报告及财政账目，选举理事（于选举

年），及讨论本组活动方针。 

(3)常年组员大会之通告、常年组务报告、常年财政账目，须于大会日期十四天前由秘书发给组

员。 

6.3 特别组员大会 

(1)主席或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召开特别组员大会，惟需于特别大会日期前十四天发出通告。 

(2)遇到特别事故，主席或理事会在接获三分之一或以上的团体组员及个人组员联合请求召开特

别组员大会的函件及提案后，秘书必须于接获该函件及提案后廿一天内召开特别组员大会，

召开特别组员大会之通告必须在开会日期十四天前寄出。 

(3)特别组员大会只准讨论议程所列之事项及提案。 

(4)特别组员大会须选出一名大会主席以主持会议。 

 

6.4 理事会会议 

(1)会议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由秘书于开会之七天前发出开会通知。 

(2)理事会议除了讨论及执行大会议案之外，得处理入组申请手续及其他有关组务之一切事宜。 

(3)主席认为有需要时，可随时召开会议，以处理有关事宜。 

 

6.5 常务理事会议 

(1)主席或秘书认为有需要时，可随时召开常务理事会议，以处理有关事宜。 

(2)会议通知由秘书于开会之七天前发出。 

 

6.6 各会议之法定人数 

(1)常年组员大会： 

(a)人数至少须有三十人出席方为合法。 

(b)尚逾开会时间一小时后，出席人数不符法定人数，主席可当场宣布大会流会，而另订日期

召开。 

(c)因流会而重新召开之会议，无论出席人数多少，得依议程所列之事项进行，惟不足法定人

数之会议，无权修改本组组织细则。 

(2)特别组员大会：  

(a)至少须有联函请求开会者的半数以上人数出席或理事人数的两倍，以少数为准，会议方能

进行。 

(b)如特别组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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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组员大

会。 

(3)理事会议必须有一半以上的理事出席方为合法。 

(4)常务理事会会议必须有一半以上的常务理事出席方为合法。 

(5)举行任何会议，倘付诸表决，赞成与反对之票数相等时，主席可加投一票表决。 

 

7.  提案 

7.1 常年组员大会及特别组员大会的提案，只需多数出席组员赞成通过即为有效，惟有关本组组织

细则或产业的提案则另行规定。 

7.2 任何有关变卖，转让或抵押本组产业的提案，必须先获得大会出席人数之三分之二的同意，并

经本堂董事会的批准方能生效。 

 

8.  修改细则： 

8.1 唯有足够法定人数的常年组员大会或特别组员大会有权修改本组组织细则；所有细则的修改必

须获得大会出席人数之三分之二的同意，并经本堂董事会的批准方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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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解散：只有本堂董事会有权解散本组。 

 

注：本组组织细则定稿：1985 年 

第一次修定：1991年 

第二次修定：1992年 

第三次修定：2000年 

第四次修定：2006年 

第五次修订：2014年 6 月 15 日 

第六次修订：2017年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