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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心中的火种点燃心中的火种点燃心中的火种点燃心中的火种~~~~    
-记《林连玉生平小故事》讲座会 

 

 

    
 

 

 

2007 年 9 月份 

本本本本期精彩内容期精彩内容期精彩内容期精彩内容：：：：  
• 莫泰熙先生为你讲述感人的华教故事。 

• 纪念族魂林连玉先贤。 

• 探讨黄明志事件，要你分辨对与错。 

• 为何“猪”事不顺利？ 

• 以及更多其他精彩内容… 

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活动：：：：    
9 月份  中秋节庆典 

11 月份  旅行团 

12 月份  中学生生活营 

  社醒讲座 



 

理事的话理事的话理事的话理事的话：：：：黄诗情黄诗情黄诗情黄诗情（（（（青年团副团长青年团副团长青年团副团长青年团副团长））））    

一起让我们的社区动起来！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成立的日子甚浅，但是本着一颗年轻火热的心，青年团

理事们都积极举办各项活动，同时接触沙登社区各社团、居民、学生。我们希望通过校友

会的平台，举办各类有意义、有素质的活动，培训本地青年与学生，并提高他们的社会醒

觉与批判精神，从而塑造明辨是非、关心社会、有献身精神的有为青年。 
 

 青年团的前身为中学生义务补习班。随着青年团的正式成立，我们在 2007 年过去

几个月内夜陆续举办了多元性质的活动。顺手拈来就有《走出自己的未来》升学讲座会、

《亲密·快乐·成长》性教育讲座会、经典教育电影《鲁冰花》放映会、《林连玉生平小

故事》华教讲座会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团上半年重点活动《言自由理青年口才训练班》。为期半年的口

才训练班通过理论学习及实践练习，让学员们以活泼、互动的方式，从多位著名讲师身上

学习各种说话的技巧。《言自由理》和一般口才训练班不同之处，在于它着重思考能力与

时事触觉的培训。它贯穿了青年团的理念，即年轻人必须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并有道德勇

气去捍卫对的事情。我们深信，说话的内涵远比技巧来得重要。学好说话技巧在于改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绝非为了逞口舌之快。 
 

 秉持着青年团的宗旨目标，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懈以回馈沙登社区，同时使更多人受

惠。我们需要你的意见、你的批评；我们更需要你的支持、你的参与。诚意欢迎你加入我

们的行列，和我们一起动动脑筋，动动手，再动动脚，为我们熟悉的沙登社区注入新气

息，作出改变，带来希望。一切就从这一分钟开始，就从你开始！ 
 

 

 

 

 

 

    

编辑室物语编辑室物语编辑室物语编辑室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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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生平小故事林连玉生平小故事林连玉生平小故事林连玉生平小故事    
 

        “你认识林连玉先生吗？” 

         “我只是认识林忆莲，不认识林连玉！” 

         “……” 

        这样的对白不只是一般的人会说，我也曾经这样回答我

的学长，因为我也是一般的人。直到有一天我出席了一场关

于华教的讲座会，才知道林连玉与林忆莲不但一个是男性，

另一个是女性之外，林连玉先生的生平更有值得让人去探

索、去学习的地方。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于 2007 年 

9 月 10 日，晚上 7 时 30 分，假校友会会所，举办《林连玉

生平小故事》讲座会。主讲人莫泰熙先生特地前来分享他所

认识的林连玉先生。莫泰熙先生乃前董总执行长，几十年来

不遗余力的奉献与推动华教运动，不限于国内更到国外宣传

华文教育的理念。讲座会的主持人为青年团秘书黄雪嘉。  莫老师莫老师莫老师莫老师娓娓道来许多娓娓道来许多娓娓道来许多娓娓道来许多感感感感人的华教故事人的华教故事人的华教故事人的华教故事 
 

         

 人，如果没有历史背景是件悲哀的事！因此有必要让中华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唯有

通过学习文化、学习中文才像个华人。莫先生就是在沙登新村学校校友会所举办的《林连

玉先生的生平小故事》讲座会里这么说的。他还说，人若没有根，就会被瞧不起；人若要

扎根，就要接受母语教育。华文，除了是工具的文字以外，它更是思想、感情作风的文

字。 
 

        自我国未独立开始，种种的法令及报告书都对华文教育不利，但是我们的先贤依然以

不屈不劳的精神坚持至今。期中，由于政府有意改制独立中学，因此有一位先贤为了捍卫

独中，并且还说“津贴金可以不要，独立中学不能不办”的一句话。也因为这句话，他被

吊销公民权及教师准证。虽然如此，他依然秉持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继续到

处演讲、写文章、编课本等。他所做的一切体现了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他对国家的忠

诚与他对华教的坚持并没有冲突。  
 

     林连玉先生曾说过，我们的子子孙孙，将要世世代代在这可爱的土地上，同工作，

同游戏；在遥远的将来，更可因文化的交流，习尚的相染，把界限完全泯灭，而成为一家

人。我们当前的责任, 就是要为我们的子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作的基础, 培养起共存共荣

的观念。同时，“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就是建设”及“反对压迫不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

牺牲”这两句话不但没有因为林连玉先生逝世了二十二年而被淡忘，相反的变成林连玉先

生的语录，变成了华教斗士们的勉励指南。 
 

        事隔多年的今天，我依然喜欢听莫先生讲华教故事，还有林连玉先生的点点滴滴，只

因为这是活生生的历史故事，是那么的感人、那么的生动、那么地让人打从心里敬佩他！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团长林万腾赠送纪念品予主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团长林万腾赠送纪念品予主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团长林万腾赠送纪念品予主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团长林万腾赠送纪念品予主讲人莫泰熙老师讲人莫泰熙老师讲人莫泰熙老师讲人莫泰熙老师。。。。 

文：雪嘉 



 

 

 

 

 

 

  

 

 

 

 

 

 

 

 

 

 

 

 

 

 

 

 

 

文：雪嘉 

林连玉（1901-1985），前马来西亚华校教总主席、伟大的教

育家、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原籍（福建永春）出生，厦门集美师范

毕业。1925 年南来。原为一普通教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

时代的召唤，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投身社会改革活动。1945 年主

持战后尊孔的复校工作。1949 年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会成立。

1951 年推动教总成立。1954 年正式出任教总主席，领导教总八

年。在任期间，为马来亚华文教育以至华裔公民权益的实际代言

人。主张国家独立，民族平等，非巫人要效忠马来亚，巫人要抱着

共存共荣的思想，共同建设国家。领导全国华人争华教，争公民

权。1961 年反对《达立报告书》强迫华文中学改制，结果被褫夺

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被迫退隐之后，完成《回忆片片录》；

继续关心时事，并如此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5 年 12 月 18

日因病去世。教总、董总、大会堂等十五华团特设立“林连玉基

金”以纪念他对民族、国家的贡献。同时，因为他为马来西亚华社

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典范，因此被尊称为“族魂”。 

 

1985 年 12 月 18 日，伟大的华教斗士──林连玉先生因哮喘不治，溘然长逝。为了纪念他及发

扬他的精神、贯彻他的理想，以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为首的十五个华人社团设立

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简称林连玉基金），并交由教总托管。 

 

林连玉基金成立后，即配合全国各地举行的追悼林连玉先生纪念活动，积极展开筹募运动。这

项运动获得广大华社的热烈支持和响应。 

 

1987 年，林连玉基金在各华团、文教机构、学校团体等公祭林连玉先生时，发表华教节宣言，

宣布将林连玉先生的忌辰，即 12 月 18 日订为“华教节”。■ 

对付破坏最对付破坏最对付破坏最对付破坏最

好的答复就好的答复就好的答复就好的答复就
是建设是建设是建设是建设。。。。    

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子子孙孙，，，，将要世世代代将要世世代代将要世世代代将要世世代代

在这可爱的土地上在这可爱的土地上在这可爱的土地上在这可爱的土地上，，，，同工作同工作同工作同工作，，，，同同同同

游戏游戏游戏游戏；；；；在遥远的将来在遥远的将来在遥远的将来在遥远的将来，，，，更可因文更可因文更可因文更可因文

化的交流化的交流化的交流化的交流，，，，习尚的相染习尚的相染习尚的相染习尚的相染，，，，把把把把界限界限界限界限

完全泯灭完全泯灭完全泯灭完全泯灭，，，，而成为一家人而成为一家人而成为一家人而成为一家人。。。。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当前的责任当前的责任当前的责任当前的责任, , , , 就是要为我们的子就是要为我们的子就是要为我们的子就是要为我们的子

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作的基础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作的基础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作的基础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作的基础, , , , 

培养起共存共荣的观念培养起共存共荣的观念培养起共存共荣的观念培养起共存共荣的观念。。。。（1956

年 4 月 27 日《全马华团代表大

会争取公民权宣言》） 
 

反对压迫不反对压迫不反对压迫不反对压迫不

受压迫受压迫受压迫受压迫，，，，不不不不

怕牺牲避免怕牺牲避免怕牺牲避免怕牺牲避免
牺牲牺牲牺牲牺牲。。。。    



国内焦点国内焦点国内焦点国内焦点：：：： 

漫谈黄明志漫谈黄明志漫谈黄明志漫谈黄明志    

《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文章整理：小辉 

 

一个青年黄明志因以 rap（说唱）的方式

唱出“2007 年马来西亚观光年主题曲”

－－《《《《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 NegarakukuNegarakukuNegarakukuNegarakuku》》》》。黄

明志的 Negarakuku 不但迅速走红全球最

大视频网站 youtube.com，更遭到许多高

官部长的围剿，也引起了社会舆论。最

后，在马华蔡细历的协助下，黄明志最

终道歉。 

 

究竟我国的社会各阶层怎么看待和解读

黄明志的 Negarakuku 呢？笔者尝试简略

列出各方各界的一些看法。 

 

巫统四加亭区国会议员莫哈末阿兹：

“黄明志是畜牲！” 

 

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莱益斯雅丁（Rais Yatim）形容黄明志改编国歌

的行为是“叛国”。 

 

《大都会日报》（Harian Metro）在封面以强烈措词指责黄明志“没有

教养”（Biadab）。 

 

副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黄锦鸿：“黄明志唱歪或扭曲国歌的做法抵触法令。” 

 

大马律师公会前主席杨映波认为，即使政府真的援引煽动法令提控网络创作歌手黄明志，

后者依然能够提出很多有利的理由为自己抗辩到底。 

 

毕业自国际回教大学的阿敏依德里斯认为贪污、出言不逊、侮辱回教和女性的部长、议

员，更应该受到对付，而不是对付黄明志。他援引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好的回教徒不

该有偏见。他说，原本看完《我爱我的国家 Negarakuku》后心感不悦的他，于是冷静了

下来。当他理解黄明志的处境后，认为黄明志所表露的忧虑必须通过政策来解决。 

 

 

 

 

 

 

 



 

人民公正党青年团副团长阿米鲁丁说：“黄明志的歌曲是非常爱国，因

为他提出了贪污和公共服务等问题，以及他本身作为公民的感受，这又

怎能被视为是不爱国呢？在这首歌里，黄明志有他本身前进的建国愿

景。大家必须正视黄明志在歌内所提出的问题，因为他反映出年轻一代

已对国家机关丧失了信心。” 

 

 

卡立嘉法（Khalid Jaafar）表示，听闻祈祷声的不止是回教徒，非

回教徒也听闻祈祷声。祈祷声进入了公共空间，而回教徒必须敏感，

因为其他人也听闻，也会评价祈祷的声音是否动听、优美，或刺耳。

他就常常听到刺耳的祈祷声音。卡立也引述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的诗歌“欢乐颂”中的歌词，“你的力量能

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的光辉照耀下，四海之内皆成兄弟”，鼓

励黄明志能放下本身的种族偏见，释放“希望”。 

 

 

著名时评人唐南发：“人们理智地看待这起风波，而政府也应该及时

纠正独中生长期受忽略的升学问题。政府有必要改变对爱国的诠释，

而非时时刻刻把“爱国”两字挂在嘴边，抑或每逢国庆日在即，把辉

煌条纹国旗当成廉价物品般派送出去。” 

 

从多起打压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巫统打压异议的“标准戏码”就是循着一条剧情主

线：课题浮现→媒体炒作叫嚣→巫统政客文攻武吓→华基政党出场化解危机→弱势者屈

服，而且屈服后的弱势者几无发言权可言； “黄明志道歉”记者会，不但蔡细历垄断了

发言权，甚至把黄明志描绘成“入世未深”且“想法幼稚”的年轻人。比照 2000 年闹得

甚嚣尘上的《马来西亚华团大选诉求》事件，上述标准戏码的剧情铺陈显而易见。这些华

基政党乃“出自一番好意”要帮弱势者解围，但实实在在却是在帮强势者一把，藉着劝服

弱势者退让、公开道歉，让强势者满足了征服弱势者并且得到公开确认的欲望。 

 

 

由于把“黄明志事件”定调在抽象的“侮辱国歌”，以及巫统媒体与政客们的文攻武吓，

模糊了《我爱我的国家 Negarakuku》所“陈述”的诸多政府及百姓都应该正视和讨论的

社会及政治现象，例如不平等政策、警察贪

污、公务员效率不济等。又是何其不幸，拳头

由压倒了人们辩论国是的权利与机会。 

 

虽然如此，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在过程中，我们

可以发现许多友族同胞不但没有被我国政客牵

着鼻子走，反而比政客更能开明开放地看待

《我爱我的国家 Negarakuku》，甚至期盼民间

能举办更多的文明对话。有的友族更能清楚地

指出油贵米贵，承担的都是所有百姓，油米的

价钱不会因为肤色而变便宜。■ 

 



国内焦点国内焦点国内焦点国内焦点：：：：        文章整理：家兴 

 

2007 年 9 月 4 日凌晨，甲州政府执法人员动员两千人突然全副武装地出现巴

也明光（Paya Mengkuang），没有说明理由和传达任何通令就开着神手闯进

养猪场，凌晨二时左右，已有大约 20 辆卡车开进巴也明光，挖掘了两个大

洞准备坑猪。参与拆毁养猪场的人员来自市议会、环境局、工程局、志愿警

卫队、国家能源公司、水务局及移民厅，甚至还有手持配枪、催泪弹发射器

或警棍的镇暴队员和约 20 名持藤条的轻骑部队。 

 

甲州政府展开的“凌晨袭

击”，派出全副武装的执法

队伍进入巴也明光（Paya 

Mengkuang ） 、 武 吉 旺

（Bukit Beruang）、阿逸摩

力 （ Air Molek ） 、 民 乐

（Man Lok）养猪区展开大规

模的毁猪行动。在巴也明光，约 50 名猪

农和村民中午聚集在以猪笼设路障，并筑

起人墙抵挡执法队伍的入侵。此宣战式的

动作迅速引起华社广泛关注，也立即惊动

了内阁成员，事件纷扰九小时之后，州政

府才撤队宣告暂缓毁猪行动。 

 

50505050 年来最大浩劫年来最大浩劫年来最大浩劫年来最大浩劫    

 

较早前，马六甲州政府原本只发出通知予 13 家其他地区的农场，限期一个月即 9 月 21 日

前自行拆除猪场内所有建筑，但现在限期未到却突然以迅雷不及耳的姿势，准备摧毁猪场

建筑和活生生的健康猪只。猪农皆齐声鞭挞州政府没有给猪农任何预警，便动员大批执法

人员进驻养猪区准备毁猪。巴也明光也猪农形容，该毁猪行动是当地养猪区 50 年来的最

大浩劫，养猪数十年来从未目睹如此大阵仗的毁猪行动。 

 

根据较后四名行政议员组成的“四人小组”与马华公

会达致的协议，马华公会将安排准证，以在今天将一

千头猪运出马六甲；明天开始，则每天必须将至少

2500 头猪运出马六甲，以确保至本月 21 日时，马六

甲养猪场合计只有四万八千头猪。而谈判会议并没有

具体承诺不会拆毁养猪场。 
 

猪农无可奈何的只好尽量争取时间，贱卖养猪场内的

猪只。可是，三天后雪兰莪州兽医局停发生猪迁移准

证之后，顷刻陷入 “ 蜡烛两头烧 ” 的困局。雪兰莪州

政府下令禁止让马六甲生猪进口，令猪农担忧毁猪将

在所难免。马六甲生猪有 50%-60%平时外销雪兰莪

州。 
 



毁猪行动毁猪行动毁猪行动毁猪行动““““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此“灭猪行动”的两大理由为 

1. 州政府已决定征用巴也明光新村外围 25 家养猪场的土地，用来开发工业及屋业发

展计划； 

2. 养猪场排污处理不当，导致环境污染，是州政府“毁猪”、“关闭养猪场”的常用

理由。2003 年 2 月 18 日，内阁便宣佈没有粪池而严重污染环境及危害公众健康的

养猪场必须在同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关闭，以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全面落实“集中

养猪区计划”。 

 

但是据觅，许多猪农都已经遵照州政府的指示

提升养猪场，包括投资七至八万元装置至少三

个过滤池。可是州政府却仍旧赶尽杀绝，不管

是否遵守提升养猪场的排污设备，都一一受到

关闭的厄运。至于政府所建议的集中养猪场计

划至今也还未有任何的具体行动。这样形成了

毁了才算的不负责任情况。试想，三代的产业

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毁掉，谁还敢投资建新的养

猪场？政府反反复复的态度，令人质疑其处理

问题的背后目的。 

 

巴也明光是马六甲最大的养猪区，共有 60 个养猪场。据马来西亚禽畜业总会的资料，全

甲州共有 92 个养猪场、饲养 15 万头猪只，一旦猪只全数销毁，损失将达约马币一亿元。

根据马来西亚禽畜业总会的说法，马六甲目前有 90 家农场，共有大约十六万头猪。按照

今天的协议，等于马六甲养猪业将减产三分之二。 

猪农认为在种种限制下，农场早晚无法存活，才迫于无奈接受土地征用的建议。“如果猪

量限定在四万八千头，我们根本没法生存；反正不能生存，就退一步吧，起码政府可以赔

偿。 ” 他们形容， “ 猪农已被逼到无路可退 ” ，只要州政府有黑纸白字书明赔额，巴也明光

外围 “ 绝大部分 ” 养猪场都愿意接受土地征用的献议。 

关闭养猪场非首次关闭养猪场非首次关闭养猪场非首次关闭养猪场非首次    

 

马六甲州政府要关闭养猪场，并

非第一次；2005 年 12 月杪，马六

甲 20 多家养猪场在突然接到一纸

通令，限定他们在 30 天内停止养

猪及搬空猪寮。这张通令指称猪

农违反土地法典规定的土地用

途，除了土地局，兽医局和地方

议会也发出通令，指示猪农在短

时间内关闭农场。  去年三月期

间，马六甲巴也明光区以外的养

猪场也接获指示，必须在 4 月 30

日关闭农场，引发一场“救救猪

农”运动。 



嘉化巴巴掌政嘉化巴巴掌政嘉化巴巴掌政嘉化巴巴掌政间鼓励政策间鼓励政策间鼓励政策间鼓励政策 

根据猪农表示，今日巴也明光的养猪场，是从嘉化巴巴掌政期间分配的五至五十只小猪开

始的。嘉化巴巴掌政时鼓励养猪业，向州内农民借出小猪，待猪只长成之后才归还；这项

政策让许多饲养猪的养猪场，就是从当时认养的 50 只小母猪开始。 

尽管面对诸多刁难，养猪业对本地经济的影响勿庸置疑。2003 年 10 月，前农业部长阿芬

迪在国会下议院总结 2004 年财政预算案下农业部的辩论时强调，政府无意箝制国内养猪

业发展，因为此举将使我国每年被迫进口马币 20 至 30 亿元的猪肉。 

  

除了养猪业本身的经济效益，此行业也带动了下游工业的发展，如运输业、饲料业、屠

业、兽医业、捉猪业、猪肉贩、建築业（养猪场）、麻袋业、进出口商等。间接受影响的

行业则有肉骨茶经营者、餐馆、熟食小贩、银行贷款、娱乐业、肉干业、猪肉加工厂、旅

游业等。■ 

 
 

参考资料： 

目前，我国产猪量最大的州属为霹雳、槟城、柔佛、雪兰莪四州，马六甲则排在第五位。以下是

2006 年马来西亚半岛各州养猪场的数目和在养头数数据： 

 

2006 年马来西亚半岛各州养猪场数目及在养头数 
 

 

 

 

 

 

 

 

 

 

 

 

 

 

 

 

 

 

 

（资料提供：马来西亚禽畜业联合总会） 

 

 

 

 

 

 

资料来源：独立新闻在线（www.merdekareview.com） 
 

州属 在养头数 年产量（%） 农场数目 

霹雳 446，187 30.8 152 

槟城 279,882 19.3 229 

柔佛 294,810 20.3 53 

雪兰莪 284,590 19.6 141 

马六甲 131,785 9.0 87 

彭亨 6908 0.5 2 

吉打 3230 0.3 4 

森美兰 1300 0.1 1 

玻璃市 1050 0.1 1 

吉兰丹 682 0.0 0 
（95 个屋院养

猪） 

丁加奴 0 0 0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1,450,4241,450,4241,450,4241,450,424 100100100100 67067067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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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罪案说“不”！向罪案说“不”！向罪案说“不”！向罪案说“不”！让你的声音被听见！让你的声音被听见！让你的声音被听见！让你的声音被听见！    
根据《南洋商报》2007 年 9 月 7 日「城

市人」封面报导，沙登火车站内扒手及

劫匪猖狂，今年首 9 个月火车站职员检

获多达 14 张身份证张身份证张身份证张身份证、、、、10 张驾照张驾照张驾照张驾照、、、、

42 张信用卡张信用卡张信用卡张信用卡、、、、5 张工作证件张工作证件张工作证件张工作证件、、、、2 张张张张

博大学生证和博大学生证和博大学生证和博大学生证和 16 张各类证件张各类证件张各类证件张各类证件，受害

者之多，令人乍舌！ 

 

 据了解，相信是来自同一个集团

的扒手，经常在沙登火车站内出没，伺

机扒窃火车乘客钱包。此外，还有一些

劫匪守候在火车站外，一有机会就动手

打劫单身人士。 

 

 火车站负责人表示，他们经常捉到扒手，可是辛辛苦苦捉到的扒手，却因为物主

（被扒者）不愿挺身报警，结果眼巴巴看着他们无法被绳之于法，十分无奈。他们希望受

害者合作，站出来向警方报警。“受害者一般不愿报案的原因，主要是嫌手续多、麻烦，

最担心要出庭作证。如果受害者不报案，警方不能起诉或控告嫌犯，”有关负责人表示。 

 

 有鉴于上述偷窃打劫案件事态严重，沙戥社区报出版小组特地到前往沙登火车站视

察情况。沙登火车站乃无拉港、斯里肯邦岸等地区的主要公共交通中枢。火车往南通向芙

蓉，同时也是沙登居民前往吉隆坡市区、冼都、甲洞、双溪毛糯等地的重要交通工具。除

此之外，火车亦是转搭轻快铁、单轨火车、市区巴士等的乘客的主要选择。同一地点除了

火车站，另外还有两个巴士站，附近地区的巴士都川行此地。 

 

 火车站内外除了因为乘客流量多而成为扒手及匪徒的下手的地点外，另一因素实则

为不完善的硬体设备。组员们到上述地点视察期间意外地发现，火车站通往亲善花园

（Taman Muhibbah）及绿野仙踪方向的天桥完全没有电灯装置。这导致乘客们在夜间只

能靠附近的两盏聚光灯照明。而夜晚漆黑寂静的天桥，也为扒手和劫匪提供了干案的好地

方，乘客们的财物，甚至性命因而受到威胁。 

 

 因此，本刊呼吁有关当局为乘客及附近居民的安全着想，尽快采取行动于有关天桥

安装电灯以改善该区于夜间的光线问题，使乘客们可以更放心于夜间使用公共交通及上述

天桥。 

 

 《沙戥社区报》建议您： 

1. 乘客火车、巴士时，请务必提高警惕，小心保管自己的财务。 

2. 大家一同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在必要时给予受害者伸出援手。 

3. 身为纳税人兼火车站使用者，你有权利及义务针对该区的设施提出你的意见或投诉，

以改进相关事项，减少罪案的发生。（有关部门联络电话请参阅封底） 

4. 若你不幸成为罪案受害者，请你挺身而出，向警方举报并要求警方展开调查。 

 

新闻来源新闻来源新闻来源新闻来源：：：：南洋商报南洋商报南洋商报南洋商报（（（（7-9-2007）））） 



 

         

〈〈〈〈警察局警察局警察局警察局〉〉〉〉 

沙登 03-8948 6222 / 8948 2222 

史里肯邦岸 03-80948 6122 

交通警察（塞车投诉） 03-2072 9044 

梳邦再也警区总部 03-8948 4822 

雪兰莪总部 03-5514 5222 / 5513 5222 

武吉安曼总部行动室 03-2262 6555 

 

〈〈〈〈医院医院医院医院〉〉〉〉 

加影医院 03-8736 3333 

沙登医院 03-8947 5555 

吉隆坡中央医院 03-2692 1044 

 

〈〈〈〈消防局消防局消防局消防局〉〉〉〉 

紧急电话 994 

史里肯邦岸 03-8941 6281 

雪兰莪总部 03-5519 4444 

吉隆坡总部 03-2691 3703 / 2486 3622 

 

〈〈〈〈国家能源公司国家能源公司国家能源公司国家能源公司〉〉〉〉 

免付费电话 1800-88-0060 

投诉电话 15454 

客户服务部（工程） 03-7955 6423 

 

〈〈〈〈各地水灾行动室各地水灾行动室各地水灾行动室各地水灾行动室〉〉〉〉 

雪兰莪 03-5514 5222 

 

〈〈〈〈各地方市政府各地方市政府各地方市政府各地方市政府〉〉〉〉 

梳邦再也市政局 03-5637 6545 / 8026 3131 

英达丽水总部 03-2163 6118 

 

〈〈〈〈雪州水务局雪州水务局雪州水务局雪州水务局〉〉〉〉 

24 小时投诉  03-2282 2742 

雪州水供私人有限公司 

（SYABAS） 

03-2282 6244 

总部 03-2282 6244 

出版：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出版组 

 

联络：016-220 9005 （林万腾） 

 

本刊物为非盈利刊物，旨在提高与社区居民互动以及了解校友会及青年团最新动态、

并对于国内或地方性的时事课题有着更深一层的了解。如您对于刊物的内容提升有任

何的宝贵意见或有意赞助者；请联络以上青年团负责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