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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39

周年会庆  

• 让《野火集》再燃烧 

• 脚车创半岛，人民要改

变 

• 校友会主席的肺腑之言 

• 日常生活如何节省开支 

• 为何要恢复地方政府选

举 

“D iam diam…diam diam…突然之间，汽油

就起价了！Diam diam…diam diam…

ISA又抓人了…嘘！”。。。  

 

这个就是沙戥第二届青年口才训练班结业典礼暨发表

会上，沙戥口才班姐妹花呈现《动地吟》的一幕。经

历了两个多月的训练，这一刻，学员可以自信、大胆

的走上台前，面对观众，自由的发挥自己的口才。 

 

除了动地吟，当晚的节目还包括了诗歌朗诵、戏剧

《家好月圆》、相声《好》、三人讲笑话及大合唱

等。看着台上一幕幕的演出，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学

员们的用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发表会的成

功演出，就是最好的学习成果。  

 

该晚的结业典礼吸引了大约七十名观众参与其盛，大

部分都是学员的家长朋友们，当然也少不了前来观赏

的沙戥居民。  

 

是届口才班突破了第一届的参加人数，总共有三十五

位学员报名参加。课程安排方面也更加的扎实，分为

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不但强调口才的应用，也需要

敏捷的思考。 

 

学员不但要在每周的时事环节针对时下最热的课题进

行探讨，经历激烈的脑力激荡，还得当场发表自己批

判性的意见。这些即席的应用题训练，都让学员受益

不浅。 

 

在结业礼分享环节时，学员们都纷纷表示希望青年团

来年继续举行口才训练班。（编按：放心，我们会继

续加油的！）  

 

第二届口才训练班的成功，我们当然不能忘了幕后的

功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讲师（排名不分先

后）：张念群、凌国文、张思薇、王维兴、李淑祯和

李欣怡。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朋友一

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

情，一杯酒。。。”。当晚的发表会就在《朋友》的

歌声中圆满落幕。  

  

因为有你们才《言自由理》因为有你们才《言自由理》因为有你们才《言自由理》因为有你们才《言自由理》    



编辑物语： 

 

谢谢各位给予青年团的支持，让青年团能茁壮成长，为沙戥的青年和居民服务。希望往后青年团能为各位带

来更多精彩的活动！也希望有兴趣者继续参与我们！ 

主编：周小芳 

杨振达 

踏出新途景象欣踏出新途景象欣踏出新途景象欣踏出新途景象欣    茁壮新苗迎朝露茁壮新苗迎朝露茁壮新苗迎朝露茁壮新苗迎朝露 

•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从

1969年11月18日至今，已

经经历了39周年。 

• 目前校友会的活动组，除

了青年团，还包括幼儿

班、少儿合唱团、少儿舞

蹈班、父母EQ成长班、

智能气功班、合唱团、芭

蕾舞蹈班以及管乐团。  

沙 
戥新村学校校友会在1969年11月18日成

立，至今已经经历了39个年头。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是在独立大学运动的“洪

流”中成立的。当时，校友深深地体会到，要维护
和发展母语华文教育，必须把更多的校友团结和
组织起来，才能发挥群体的力量，和争取良好的
效果。 

 

为了庆祝校友会一直屹立不倒的在支持华文教
育，在11月15日，校友会在沙登一校大礼堂成功
举办了会庆。 

 

校友会旗下的各小组，都倾全力地筹备各项精彩
节目，如管乐演奏、少儿和校友会合唱团的表演
及扯铃。 

 

另外还有由一群可爱的幼儿班学生表演的舞蹈“风

声、雨声、读书声，以及舞蹈组精彩的舞蹈 “小
山羊”。 

 

还有芭蕾舞班特别为已逝的芭蕾舞老师准备的“给
老师的礼物”，都感动人心，当然还少不了青年团
的精湛演出。 

 

青年团所表演的话剧，讲述一个慈父的故事，虽
然子女都不是很孝顺他，但是当儿女遇上困难，
为父的都会用尽全力，为子女解决问题。 

 

除此以外，主席黄谭福、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会长周素英女士、陆庭谕老师、董事长何广福先
生和校长黄稳全先生致词 

 

主席黄谭福离别在即，青年团团员们也特别为主
席准备了蛋糕和鲜花，祝贺主席到迪拜工作顺
利，当时的场面也非常温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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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戥新村校友会青年团为了鼓励年轻人多阅读，并且培养独立思

想，而于11月18日开始，每逢两周二晚，进行一次读书会，读本

是《野火集》，让团员们能够透过阅读，来一场思想交流。 
 

第一次举行的读书会，获得了团员们踊跃出席，共有15位团员出席该场

读书会，并且获得大家的积极讨论与参与。 
 

青年团的理事们，如导读人维豪、团长万腾和副团长雪嘉，都为团员们

抛出很多的问题，以便团员能够针对课题讨论。 

个案个案个案个案（（（（一一一一）：）：）：）：在百货公司里在百货公司里在百货公司里在百货公司里，，，，当你在排着队要付当你在排着队要付当你在排着队要付当你在排着队要付

钱时钱时钱时钱时，，，，突然有人插队突然有人插队突然有人插队突然有人插队。。。。你会怎样你会怎样你会怎样你会怎样？？？？    

个案个案个案个案（（（（三三三三）：）：）：）：你买到辣椒酱里发现有玻璃碎你买到辣椒酱里发现有玻璃碎你买到辣椒酱里发现有玻璃碎你买到辣椒酱里发现有玻璃碎，，，，你你你你

会投诉吗会投诉吗会投诉吗会投诉吗？？？？    

个案个案个案个案（（（（二二二二）：）：）：）：火车一直迟到火车一直迟到火车一直迟到火车一直迟到，，，，我们可以做些什我们可以做些什我们可以做些什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么么么？？？？大家一起罢工大家一起罢工大家一起罢工大家一起罢工，，，，不搭火车不搭火车不搭火车不搭火车，，，，这样一来一定会这样一来一定会这样一来一定会这样一来一定会

有改善有改善有改善有改善，，，，大家的施压胜比一个人的投诉大家的施压胜比一个人的投诉大家的施压胜比一个人的投诉大家的施压胜比一个人的投诉，，，，效果来效果来效果来效果来

得更佳得更佳得更佳得更佳。。。。    

让让让让《《《《野火集野火集野火集野火集》》》》再燃烧再燃烧再燃烧再燃烧！！！！    

团员淑萍就回应，她会把要买的东西放回原位，不买

了。 
 

綵玲指出，其实我们应该走向前告诉他：“你插队，

我很生气，你很不应该。”我们必须让对方知道他的

行为是错和会招惹他人不满的。 

万腾说，消费者都会有不敢投诉的心态，因为怕曝光

及被对付等。通常消费者都会想“我觉得很麻烦，程

序很多，”只好把那瓶辣椒酱丢了，以后都不买这品

牌。 
 

万腾坚持，我们应该投诉，以便让有关公司知道他的

产品有问题，应该回收，不然就会危害到别人的生

命。 

维豪提醒，“每做一样东西，我们应该一起做，力量

大，好办事。如我不把问题讲出来，我们就是在默许

他人去做错的事情。” 
 

他认为，如今人们往往都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范围，什

么都不敢，怕招惹麻烦。每个人都抱着“一个人生气

有用吗？一个人投诉有用吗？”的心态。 
 

所以，为了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人人都应当像

龙应台学习，如何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为

社会带来改变。 

读书会详情读书会详情读书会详情读书会详情：：：： 

日期：每两个星期二  时间：晚上8时 

地点：沙戥新村校友会幼稚园 

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读书会， 

如有兴趣，请联络康辉（012-9852278） 

1984 年，野火集专栏在中国時报人间

副刊刊出，作者龙应台当年只是

個投书的女子，文章刊出後，回应不断，在那个沒有

网路沒有電邮、电视只有三台、电台只有公营、报禁

未开的戒严年代，「野火」的影响力靠口传、靠影

印、靠大字报，也正因此，1985年「野火」成书上

市，短短二十一天再版二十四次，四個月後馬 上要 

破十万本的大关，让「野火」成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

忆。  

 

那正是热切希望突破现状、衝撞权威的八零年代。奋

不顾身、理想闪烁着光采的野火时代，二十年后看

來，那也是充满了台湾命运的种种契机的时代。一篇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个人投书会演变成一

股燎原野火，一個学英美文学批评的女子，成了推动

社会说真話的能量來源！「野火」之后不久，台湾经

历了开放党禁 报禁、解严、政治強人過世、民意代表

全面改选、总统直选；台湾宛然脫胎換骨的青春期男

女，经历着关键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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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压迫人民阵线”（Jerit）12 月3 

日开始举办“脚车闯半岛，人民要改变” (Rakyat 

Pengayuh Perubahan） 

运动提出人民的诉求和心声，正气浩然！ 

 

从开跑至今，该脚车队都面对警方的多番阻扰，但

是却无法阻止脚车队前进的高昂情绪！ 

该脚车队在周四（18/12/2009）也会把他们的诉

求带进国会。 

该运动的诉求包括该运动的诉求包括该运动的诉求包括该运动的诉求包括：：：： 

（（（（一一一一））））制定最低薪金制制定最低薪金制制定最低薪金制制定最低薪金制；；；；     

（（（（二二二二））））废除恶法如内安法令废除恶法如内安法令废除恶法如内安法令废除恶法如内安法令、、、、紧急法令等紧急法令等紧急法令等紧急法令等；；；；    

（（（（三三三三））））为人民提供舒适的住所为人民提供舒适的住所为人民提供舒适的住所为人民提供舒适的住所；；；；    

（（（（四四四四））））控制物品价格控制物品价格控制物品价格控制物品价格；；；；     

（（（（五五五五））））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及及及及     

（（（（六六六六））））停止私营化基本设施如水停止私营化基本设施如水停止私营化基本设施如水停止私营化基本设施如水、、、、医院及教育等医院及教育等医院及教育等医院及教育等。。。。  

 

（一）【12月3日】“受压迫人民阵线”（Jerit）

所举办的“脚车闯半岛，人民要改变”运动刚开始

就遇阻。一名成员在吉打麻布莱（Merbau Pu-

las）分派传单突然遭警方援引印刷及出版法令逮

捕。 

（二）该运动一波三折，槟州警方不但阻止该运动

在浮罗山背进行，更把所有50辆脚车带往警察局

协助调查。 

（三）【12月6日】警方再采取强硬手段对付今早

将从南马柔佛州士姑来启程的脚车队，包围了马来

西亚人民之声柔佛办公室，逮捕了16人，他们被

带往柔佛警区总部。 

 

（四）【12月7日】该运动在槟州再遇波折，8辆

脚车在今天凌晨遭受不明人士纵火烧毁，事态严重

。 

 

脚车闯半岛，人民要改变脚车闯半岛，人民要改变脚车闯半岛，人民要改变脚车闯半岛，人民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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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月7日】该运动今日又遭警方的骚扰和打

压。5名脚车队随团成员在居銮发放传单时，遭

警方援引出版法令逮捕，带回警局进行调查。

警察指控他们违反出版及印刷法令，惟经过半

小时的调查之后，警方却宣称这些传单符合“

规定”因此将5人全数释放。 

【12月12日】从吉打南下的北部脚车队，虽然

一度在新邦波赖（Simpang Pulai） 

和务边（Gopeng）遇到两个警方路障，但是仍

能够成功迈进。 

人民公正党务边国会议员李文材在务边接待了

这些骑士，并款待他们共进午餐。 

另一边厢，从柔佛出发的南部脚车队也成功将

备忘录递交予森美兰州务大臣的代表菲利达乌

斯（Firdaus bin Harun） 

，以及森州民联代表，行动党罗白区州议员陆

兆福。 

【12月14日】“脚车闯半岛，人民要改变”运

动，今日再度遭遇警方的打压，有3名成员被控

触犯出版法令。被逮捕的三人皆来自受压迫人

民阵线，包括协调员柯喜拉（Kohila. 

Y）、巴拉米苏亚里（Parameswari 

S）和西华兰查尼（Sivaranjani.M）。 

【12月15日】“脚车闯半岛，人民要改变”运

动，今日又有37人在万宜被逮捕。警方指示人

民脚车队的37名骑士，到雪兰莪的万宜警局报

到，以便录取口供。根据主办单位，警方宣称

他们要检查脚车骑士的个人资料，同时确保他

们的家长同意他们参加这些活动。  



黄 谭福在2007年3月走马上任为沙戥新村学

校校友会主席，为校友会付出很多，可惜

主席在任期未满前，毅然决定远走他乡，

而需要辞下职务。 

 

“对于校友会这个组织，已经存在39年，每个时

代的变迁，都不一样，60年代争取独立大学，之

后又有513的白色恐怖……我们是文教团体，我们

注重母语教育，每个时代，我们追求的，和5、60

年代的人都一样的。”黄谭福感慨地说。 

 

虽然现今社会的挑战不同了，但是黄谭福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如

华小问题和教育大南图等。他认为，民间团体的力量还是不够，所以董

总、教总和校友联这三大团体能存在到今天，肯定有帮助的。 

 

对于校友会青年团的成立，黄谭福也给予肯定。他说，青年团的成立，为

校友会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校友会因此而变得“年轻化”。 

 

同时，他也认同，青年团的人都有冲劲，而且做法不一样，比较接近时代

的尖端。所以，青年团内的年轻理事可以影响保守的人士。 

 

他坦承，起初，校友会也担心，青年团的理事们全部都是外地人。不过，

他庆幸青年团有按部就班的推动。 

 

有了青年团这样的平台，他希望，可以让沙戥的青年有活动的空间。 

 

“他们肯付出，活动相当吸引人，有些人还能继续留下来参与，是很好的

开始。虽然之前青年团的理事们都是毕业自博大，都是外地人，但是他们

所带出来的团员，很多是本地人，所以这是很好的开始。 

参加过生活营和口才班的，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前主席的一番话 “以前校友会比较靠

感觉，没有按照程

序，现在比较讲程

序，以前都是讲究

『中国式管理』，没

有系统可言。 ” 

“所有事情都应白纸黑

字的列明出来，以便校

友会属下的小组，知道

校友会的规则和原则，

然后能跟随。 

“应该做的事情就做，

不应该做的事情就不

做，有了指南以后，就

不会出现『为何他可

以，我不可以的？』情

况，除非有特别的情

况。” 

“肯定会有吃力不讨好

的时候。“如果你不付

出，怎么改变？搞到最

后，我又有其他东西

做，需要放下来，还

好……不会后悔，花点

时间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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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迈入寒冬的今天，马来西亚作为全球经济

的一员，无可避免的也受到了牵连。差不多每个人见

到面都说“钱不够用”。怎么办才好呢？ 

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基本上“开源”是很困难的

一件事情。想想，这个时候的“节流”，对于个人或

家庭渡过这个经济的冬天，应该会有较大的帮助。  

原来生活中有许多小细节，都是可以实行的：  

生活小细节生活小细节生活小细节生活小细节，，，，让你可以省钱让你可以省钱让你可以省钱让你可以省钱 

日常生活如何节省开支日常生活如何节省开支日常生活如何节省开支日常生活如何节省开支    1111，，，，2222，，，，3333        

1．节约节约节约节约用用用用电电电电。。。。    

自国能上调电费后，电费不再便宜。电是日常生活中

不能缺少的资源，我们平时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省电 

·尽可能地使用节能灯，将非节能灯更换为节能灯。

另外，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 

·电脑/电视等电器不用时，请把电源插头拔出来。尽

管没开，但接通电路时，主板等仍要耗费不少电力。 

 

2．节约节约节约节约用水用水用水用水。如洗澡时，在使用沐浴露时关闭水喉管

；刷牙时，使用杯子而不是开着水龙头；洗米后的水

可以用来淋花等等。 

3．回收回收回收回收废废废废品品品品。旧报纸、书籍、杂志、纸箱、铝罐、矿

泉水瓶等都是可回收物品，平时留意废品收购员的联

络方式，可定期由他们上门收购。 

4．减减减减少外出吃少外出吃少外出吃少外出吃饭饭饭饭。适量购买食品。自己动手按需要做

饭，当然一家人约多在一起吃饭更合算。食品按最少

量购买，购买过多，食品容易变质或过期造成不必要

的浪费。 

5．减减减减少不必要的物品少不必要的物品少不必要的物品少不必要的物品购买购买购买购买。比如减少衣物购买，大减

价的物品不一定是自己需要的东西。仔细检查的话，

其实很多物品可能都是不需要的，只是购买时满足了

抢购的欲望。 

6．减减减减少少少少开车开车开车开车。近的地方使用步行，还可以

锻炼身体；远点的地方可以做公共交通，使

用月票更可能节省不少交通费。 

7．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动动动动手手手手搞搞搞搞卫卫卫卫生生生生。现在很多年轻人或夫

妻不愿意做家务活，请钟点女佣搞卫生 

。现在这个时期，这些简单的家务可以自己

动手做，也会省不少费用。  

以上提及的这些节省开支的方法以上提及的这些节省开支的方法以上提及的这些节省开支的方法以上提及的这些节省开支的方法，，，，都是生活都是生活都是生活都是生活

中总结出来的中总结出来的中总结出来的中总结出来的，，，，也都是一些非常环保的生活也都是一些非常环保的生活也都是一些非常环保的生活也都是一些非常环保的生活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在提倡环保的今天在提倡环保的今天在提倡环保的今天在提倡环保的今天，，，，你可能也有很多你可能也有很多你可能也有很多你可能也有很多

节省开支的方法节省开支的方法节省开支的方法节省开支的方法，，，，不妨也和我们大家分享不妨也和我们大家分享不妨也和我们大家分享不妨也和我们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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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的话理事的话理事的话理事的话：：：：    
12月适缝是人权月，雪华青联合雪州政府举

办了一系列的地方政府选举，而沙戥新村校友

会青年团也一起配合办一场“恢复地方政府可

行吗？”的讲座，以便唤醒沙戥区居民对民主

和第三张选票的关注。 

 

这可以让人民知道，对于民生问题一直无法解

决，他们是有选择权的。另外，“脚车闯半岛

，人民要改变”的脚车队，也为人民带来了六

项诉求。 

 

但是执政党却不断打压他们，不让他们向其他

人民宣扬诉求。 

 

这都在在地显示，308海啸中痛失五州的执政

党，依然漠视民意。 

 

在人权月发生了这连串的打压，无不让我们感

到痛心。我们期望未来的日子，人民的力量能

够为社会带来改革！实现人民的诉求！ 

文：沙戥新村校友会青年团秘书 

周小芳 



为何要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地方政府处理之事务既然是天下人之事，那么天下人皆有治之之责，天下之利权

，也当自人人所共享。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更不在话下。 

 

中止地方政府选举40年后的今天，地方政府已经沦为最腐败的公共部门之一。从

各地人民所面对的种种民生问题，证明失去第3张票对人民不利，也妨碍国家发展

。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绝非是偶然的事情。这是因为在健全的民

主制度让当体民众有机会参与和决定地方上的发展。它更是保证先进、发达、自

由与机会平等的成功方程式。 

 

如果要建设一个尊重民意及负责任文化，进而改善地方政府效率、减少贪污滥权

、提高生产力与竞争力，我们只有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打造健全的民主制度，归

还这民主第三票予人民。 

 

 

转载之“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教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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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于60年代开始逐步废除地方政府议

会选举后，各级地方议会就出现了严重的滥

权、贪污、行政偏差、朋党互惠等现象，使

人民对地方议会的表现怨声载道。如以大马

三权分立重叠制来说，地方议会好比国会，

地方政府则可对比执法与行政机构。不同的

地方是，地方政府的组织也涵盖地方议会，

而市长（或县长）是该政府机构的最高领导

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恢复地方议会民主选举是

应该的，其道理就好比国会（立法机构）的

议员也是民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