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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彩内容：
本期精彩内容：
本期精彩内容：
本期精彩内容：    

• Raja Petra
扣留营过开斋节 

• 松俊花园与万合花园治安败坏 

• 孟加兰西区勇闯 100天, 回顾与

展望! 

• 务边国州议员为各族争取权益 

• 霹雳行政议员被控贿赂事件  

• 务边巡回展开序幕 

• 916带动全民思变 

• 巴东埔补选的战略意义 

“内安法令已经成为

某些人用来对付他不

喜欢的人的法令。这

项过去时的法令已经

不适用。”  

“我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还是充满荆棘的，所以大家今次所

展现出来的勇气与义气，更要继续维持下去，因为我们的社

会需要这股正义精神，去打造更美好的未来。我已经恢复自

由了。但我希望和我同一天被逮捕的郭素沁以及拉惹柏特

拉，以及其他同样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的人士，也可以早日

获释。如果当局认为他们犯法，应让他们在法庭上获得透明

以及公平的审讯。 ” 

陈云清陈云清陈云清陈云清，，，，星洲日报记者星洲日报记者星洲日报记者星洲日报记者    

拉惹柏特拉 
被送入甘文丁扣留营 

ISA扣留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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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炒鱿鱼’的前首相署部长再益依布拉欣再益依布拉欣再益依布拉欣再益依布拉欣 

国阵今天援引内安法

令扣留著名部落格拉

惹柏特拉，是一个集

权政府即将面临倒台

的征兆。  

务
边 



 “内安法令”应更名“生命安全保护法”    

掌管警察部队的内政部长赛哈密指警方是基于但担心陈云清

“生命受威胁”，才援引内安法令扣留她回来调查。这席话，

当然又被全世界取笑，我国旅游部长可以借内长的谈话，招揽

游客来马观光是，若碰到有人质疑大马的人身安全问题，可 以

列举大马政府援引内安法令保护记者陈云清，避免其“生命受

威胁”的实际例子。游客因此可以放心游马，遇劫或怀疑受匪徒跟踪时，可以要求大马警队，援引内安

法令来保护游客，避免游客“生命受威胁”。 

由于内政部长赛哈密已经赋予内安法令条款新的功能，使它更具实用性，国内民众对它的需求也激增，

凡是受到大耳窿迫害、家暴虐待等等，举凡“生命受威胁”的国民，万物错失要求警方援引内安法令扣

留自己，以便生命安全活得保障的“厚待”。 

对于陈云清被对于陈云清被对于陈云清被对于陈云清被 ISA 对付，很多人问为什么讲的人没被逮捕，反而写的被对付。对付，很多人问为什么讲的人没被逮捕，反而写的被对付。对付，很多人问为什么讲的人没被逮捕，反而写的被对付。对付，很多人问为什么讲的人没被逮捕，反而写的被对付。

那么，如果我们用那么，如果我们用那么，如果我们用那么，如果我们用内安法令内安法令内安法令内安法令逮捕发表逮捕发表逮捕发表逮捕发表“寄居论”的的的的阿末依斯迈可可可可

以吗？以吗？以吗？以吗？    

 

李文材医生说他并不支持阿末发表的任何种族性言论，惟内安法令却不是解决

此纷争的方法，只有经过仔细的调查，以法律来

制裁阿末才是正途。  
 

内安法令允许执法单位在未经审讯下扣捕任何

人，违反了个人的人身自由、审讯权力、获得法

律忠告的权力，与定罪前属无辜的原则。  
 

李文材医生也表示无论是任何人，即使是纳吉或

阿都拉，都不应该被内安法令扣留，这个恶法根

本就不应该存在。如果那个人真是有罪，请把他控上法庭及拿出证据指

控他，而不是没有理由的把他关起来。  

Raja Petra 扣留营度过开斋节 
 

遭警方援引内安法令扣留 10 天的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已经被内政部

长赛哈密援引内安法令第 8 条文，延长扣留两年，并在 9月 23日早上

被送往臭名昭彰的霹雳太平甘文丁扣留营！ 其实除了 Raja Petra，在甘

文丁扣留营里还有 5位兴权会领袖和位兴权会领袖和位兴权会领袖和位兴权会领袖和 60位人士位人士位人士位人士尚在甘文丁扣留营内。

他们在牢内度过了几个开斋节和屠妖节，大家有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存

在呢？ 

 

针不刺到肉，没有人会感觉到痛，内安法令已经存在这么多年，公众

对于此法令的了解有多少？有多少人认为该法令应该被废除？但相信现在应该有更多人不认同 ISA，希

望大家可以用行动来表达你的支持，配戴《反对 ISA》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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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俊花园与万合花园 

治安亮红灯 
公正党多次接获来自万合花园和松俊花园的商

家和居民投报当地治安败环，公正党将安排警

方与居民对话，直接把人民的心声传达给警

方，让警方关注治安问题，并展开调查。除

此，我们也要求警方设立警亭和加强巡逻。 

廖永立廖永立廖永立廖永立（（（（怡保市议员怡保市议员怡保市议员怡保市议员）：）：）：）：    

许多地方面对治安问题，而警方则以警力不足

作为解释，所以希望中央政府分配款项时，应

特别专注在治安方面，包括提升警方的薪金，

以便招揽更多人加入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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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拚治安齐拚治安齐拚治安齐拚治安””””警民对话会警民对话会警民对话会警民对话会（（（（万合花园万合花园万合花园万合花园））））    

7/10/08（（（（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8.30pm    

上环上环上环上环 18务边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务边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务边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务边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    

““““齐拚治安齐拚治安齐拚治安齐拚治安””””警民对话会警民对话会警民对话会警民对话会（（（（松俊花园松俊花园松俊花园松俊花园））））    

10/10/08（（（（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8.30pm 

松俊花园务边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松俊花园务边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松俊花园务边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松俊花园务边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 



 孟加兰西区支会六月份成立致今, 刚过一
百天, 回顾过去一百天的日子一路走来, 承蒙支会
全体委员同心协力, 把会务推上正轨, 内心的感激
非笔墨所能形容. 更难得的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支
持, 及一群默默耕耘的前辈, 给予我不少的教诲及
指导. 
  

支会成立的目的, 首先以服务民生为主要目的, 除
此以外, 我们支会更将服务民生定调为提升群众知
识, 兼顾正当社交, 以达到与群众融合一体作为我
们支会奋斗的目标. 因此在我们支会成立不到三十
天内我们就创办各种不同的课程与康乐活动以朝
向我们设定的目标前进, 我们支会创办的课程有:

  

 在民生服务方面, 我们支会更有坚强的阵
容为广大社区群众作出最好的服务, 作为务边区国
会议员李文材医生的服务中心之一, 除了李文材医
生本身委派其特别助理亲临坐阵外, 我们支会同时
也是廖可立市议员及邓美玲县议员的服务据点, 他
们的服务时间分别是:- 星期三下午及星期五下午. 
到目前为止, 支会共接获投诉共 16宗, 己成功解

决并完成了 70%, 其余都在积极追踪进行中, 其中
包括向社会保险局索赔, 支票被冒领事件, 飞车党
扰民事件, 市议会执法人员与民众冲突事件, 我们
支会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管道去解决问题, 务求尽善
尽美. 
 

 作为政党基层, 宣扬我们斗争目标, 达成种
族和谐, 促成公平公正社会是我们不能妥协的理
念, 在七月份我们支会发动了三大民族共同为育才
独中百年庆慕款活动, 同时也参与了育才长征义跑
活动, 我们支会共派出了 17位由马来同胞, 印度
同胞及华族选手组成的队伍参加, 当场为之属目, 
参与活动的马来同胞第一次了解华文教育在马来
西亚生存的实况.筹得款项的数额不重要, 赛跑的
名次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支会踏出了促进种族
和谐的第一步. 

 

 巴东埔补选, 在我们支会顾问符标国带领
下, 支会团队也成为了该次重要补选中其中一支助
选队伍. 我们更在投章上发表文告呼吁巴东埔选民
回乡投票及号召怡保民众北上为安华助选. 
 

 一百天只是一段很短的日子, 我们支会前
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相信我们支会必定能
完成使命, 因为我坚信,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支会要走得更远, 人力资源的开发是
不可欠缺的重要条件, 我们会继续创办更多的活
动, 属於 各阶层人民的活动, 尤其是如何与友族同
胞融合一体, 将成为我们活动的主轴. 吸收更多年
轻的党员是我们支会不能停滞的工作, 提升民众素
质与能力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我们支会将以此作为
我们的工作目标迈向另一个一百天! 

孟加兰西区 

骆志辉骆志辉骆志辉骆志辉 笔于笔于笔于笔于 10/9/08 

孟加兰西区支会主席孟加兰西区支会主席孟加兰西区支会主席孟加兰西区支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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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晚上星期一晚上星期一晚上星期一晚上 8:30pm – 10:00pm 公众投诉服务公众投诉服务公众投诉服务公众投诉服务 

星期二晚上星期二晚上星期二晚上星期二晚上 8:30pm – 10:00pm 基础华文班基础华文班基础华文班基础华文班 

星期三晚上星期三晚上星期三晚上星期三晚上 8:30pm – 10:00pm 座谈会座谈会座谈会座谈会/聚会聚会聚会聚会 

星期四晚上星期四晚上星期四晚上星期四晚上 8:30pm – 10:00pm 基础电脑课程基础电脑课程基础电脑课程基础电脑课程 

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 8:30pm – 10:00pm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 OK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星期六下午星期六下午星期六下午星期六下午 3:30pm – 4:30pm 健康舞蹈班健康舞蹈班健康舞蹈班健康舞蹈班 

星期六下午星期六下午星期六下午星期六下午 3:00pm – 4:30pm 基础电脑课程基础电脑课程基础电脑课程基础电脑课程 

上图上图上图上图：：：：电脑班教师细心教导电脑班教师细心教导电脑班教师细心教导电脑班教师细心教导    

上图上图上图上图：：：：各族同胞一起参与义跑各族同胞一起参与义跑各族同胞一起参与义跑各族同胞一起参与义跑，，，，左三为骆志辉左三为骆志辉左三为骆志辉左三为骆志辉    

勇闯 100天, 回顾与展望! 



务边国州议员实现承诺 

马来新村落实建回教堂 
 

（务边 7月 30 日讯）务边区國会议员李文材医生及

迪遮区州议员郑立慷成功为务边区马来新村美世乐拉

雅花园(Taman Mesra Raia)争取兴建回教堂。 
 

迪遮区州议员郑立慷日前出席拨款移交仪式时，为该

村村民捎来好消息；宣布霹州政府已经批准在该村兴

建回教堂及拨款一千令吉充作兴建回教堂费用。 
 

回教堂（Surau Al-Taqwa）基金主席沙威感谢务边区

国州议员的协助。他表示该新村人口密集就以马来人

为主，不过该新村却没有一所正式的回教堂供村民祈

祷， 
 

“村民这五年来都被逼自掏腰包租用商业店铺以充作

回教堂用

途。每逢

星期五祈

祷，这间

店铺更容

纳不下祷告的的人数”他补充，每个月村民必须付上

五百令吉作为租借回教堂费用。 
 

迪遮区州议员郑立慷表示，人民公正党和民联政府秉

持不分肤色的原则，尽力为各族争取福利。“我们相

信有心人故意煽动种族情绪，他们企图让人民不信任

民联政府，所以郑氏提醒居民不要轻易相信造谣者的

话。 
 

“村民在争取兴建回教堂打从 2003 年到现在已经五

年的时间，这显示前朝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

反观民联政府只用了上任的五个月已经成功争取

了。”务边区國会议员李文材医生如是表示。 

务边国州议员为各族争取权益 

人民公正党社区报人民公正党社区报人民公正党社区报人民公正党社区报             《民生民情》《民生民情》《民生民情》《民生民情》                                  5    



反贪局文告反贪局文告反贪局文告反贪局文告：“。。。他们被捕的原因是涉嫌

收取马币十万的贿赂金，以作为加速批准一项

耗资 1亿 8000 万令吉房屋发展计划的申请。” 

控诉疑政治阴谋， 

霹议员诉反贪局诽谤 
霹雳州反贪污局在 826 巴东埔国会议席补选期间，逮捕人民公正党在霹

雳州政府的两名行政议员。人民联盟三个成员党都怀疑，是国阵及巫统策

划的政治阴谋，而两名行政议员可能成了政治圈套的受害者。两位霹雳州

行政议员分别是，贾玛鲁丁是掌管企业及合作社、农业与商业事务的行政议员；而莫哈末奥斯曼是负责旅游及人

类发展与非政府组织事务的行政议员。  
 

在较后这两名行政议员则通过九人律师团，入禀怡保高等法院，起诉反贪污局、该局全国总监阿末沙益、霹雳州

局长霹雳州局长珊茜雅及英文《星报》诽谤；控诉前四者企图破坏及抹杀他们在政治及人民公正党的形象，包括

错误逮捕及扣留、恶意指控、犯下不当行为、名誉损失、以及法院认为适合的其他赔偿。 
 

308 大选后，州政权易手给人民联盟。州议

会共有 59个席位，人民联盟三个成员党共

占共 31 席，而国阵则有 28 席；易言之，只

要民联政府有两个州议员因故丧失资格，

民联霹雳州政权就会可能易手；民联就只

以一个多数席执政。 
 

巧合的是，在较后前任州务大臣达祖罗斯

里立刻发出豪言，国阵势必在 8月 31 日重

新执政霹雳州州政权。这项巧合不难让人

遐想，更多联想的空间。 
 

霹雳州务大臣尼查表示，州政府誓作为这

两名行政议员的后盾，成立法庭咨询团协

助他们。不过，州政府尊重反贪污局的调查

行动，但该局必须认真地调查此事件是否

属实。 
 

此案定於 2009年 2月 10日至 12日，一连

3日再次开审。届时，我们期待法官以公正

不阿的手法进行公平的审讯；审讯的结果

是什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案情疑点重重？？？？案情疑点重重？？？？案情疑点重重？？？？案情疑点重重？？    
疑点（一）疑点（一）疑点（一）疑点（一）    

被扣留者涉嫌收取超过 10万令吉贿款，以便加速批准霹雳斯里伊斯

干达（Seri Iskandar）房屋发展计划的申请，有关的计划耗资 1亿 8000

万令吉。 

• 霹雳州政府表示，不曾批准依斯干达总值马币一亿八千万元的

屋业发展项目，而且屋业项目根本就不存在。 

• 到底反贪污局如何得到讯息知悉这宗交易涉及贪污？？    

疑点（二）疑点（二）疑点（二）疑点（二）    

霹雳州局长珊茜雅证实，官员当场在这名州行政议员的公事包

内，起获 10万令吉的贿赂金。 

• 反贪污局肯定知道行贿双方，如果受贿者被提控，为何放下一

袋金钱的行贿者不被对付？由二人放下一袋钱直至被逮捕，整

个过程显得快速且顺利，似乎早有预谋。    

疑点（三）疑点（三）疑点（三）疑点（三）    

反贪局表示是在接获公众人士的情报后快速扣留并将它们提控上

法庭。 

• 之前曾多次的举报前州务大臣达祖罗斯里涉嫌贿赂，但是反贪

污局却没采取任何行动。 

• 如今，霹雳州行政议员由被逮捕直至被提控，间隔的时间显示反

贪污局的快速效率，与之前所有投报耗时数年都未有下文的案

件比较，更凸显背后的阴谋。 

疑点（四）疑点（四）疑点（四）疑点（四） 

反贪局表示，他们六人被捕的原因是涉嫌收取马币十万的贿赂金，

以作为加速批准一项耗资 1 亿 8000 万令吉房屋发展计划的申请。 

• 反贪局向媒体发表的声明，和该局向法庭申请延长扣留令的理

由有出入；贾玛鲁丁被反贪局延扣的理由，是指他在受贿 5 千

令吉。 

疑点（五）疑点（五）疑点（五）疑点（五）                                                                                                                                                                        

霹雳州局长珊茜雅证实，于怡保一间酒店进行逮捕该项逮捕行动。 

• 其实，这五位在酒店被捕是谎言，实际上是在州秘书处大厦附近

的一间叫作 「居銮咖啡屋 Kluang Café」众目睽睽之下被捕的。 

网站内幕消息 
马来文版本马来文版本马来文版本马来文版本        （出处：（出处：（出处：（出处： perakexpress  原题原题原题原题： Konspirasi BPR-BN Perak）    

http://perakexpress.com/?p=835 

华文版本翻译（出处：华文版本翻译（出处：华文版本翻译（出处：华文版本翻译（出处： perakexpress 原题原题原题原题：霹雳国阵与反贪局的阴谋霹雳国阵与反贪局的阴谋霹雳国阵与反贪局的阴谋霹雳国阵与反贪局的阴谋））））    

http://ccliew.blogspot.com/2008/08/perakexpress-konspirasi-bpr-bn-pera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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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 916都受到全国人民的

热烈讨论，单从电台听众的来电

反应，电视台的民调巴仙率，讲

座会的调查结果以及咖啡店老百

姓的谈天，我们都可以看见人民

带着非常强烈的求变欲望，希望

民联可以在 916执政中央。 
 

当每个人都在想象 916民联可以

拉拢议员跳糟换政府，以及人民

比安华还想要改变的同时，9月

16日当天却没有成功的换政府，

人民百姓到底会不会失望呢？ 
 

对我而言，这次 916能不能换政

府是让我觉得很矛盾的问题。对

于 916变天，我绝对是希望它可

以发生。但令我感到矛盾的是，

换政府有那么容易发生吗？ 
 

一个执政了 51年的政党－国阵，

是不会那么轻易的拱手让出中央

政府执政权的。更何况所涉及的

是非常庞大的资源和利益，以及

在更换政府后可能面对贪污等指

控的罪状。 
 

所以我认为 916变不了天，大家

不应该失望。从最近国阵开始

动用内安法令在 9月 12日一天

动用内安法令逮捕 3人（陈云

清，拉惹伯特拉，郭素芯），

已让我觉得 916变天真得不会

那么容易成功。回望 60年代，

70年代，80年代至 90年代，国

阵政府都曾经大 
 

势镇压在野党和异议分子。从

六七十年代数千名社阵人士被

扣至八十年代的茅草行动上百

位被扣，想必今时今日也可以

把大部分的在野党领袖扣留于

内安法令低下。 
 

９月１２日内安法令扣捕３人当

晚，确实让我感到极度的不安。

试想想如果政府再次动用内安法

令，把安华和民联领袖逮捕，我

们要如何应对呢？ 
 

其实，我们人民要相信自己的力

量，308的政治大海啸，让我们见

证了人民力量所带来的改变。现

在更因为 916这口号带动了全民

的思潮，不分种族的想要改变。 
 

现在，人民应该准备站出来，一

起推动国家的改变。拉惹伯特

拉，郭素芯，５位兴权会领袖及

其他 60位内安法令扣留者需要更

多人的支持，只有更多人站出来

抗议，政府才会感受到压力。同

样的，如果变天不成但换来的是

有更多领袖遭逮捕，人民也应该

一起走上街头，和平的表达我们

的心声。 
 

最后，政府会怕民联是因为民联

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916变天才

开始，一切都从这里出发吧！ 

916916916916 带动全民思变带动全民思变带动全民思变带动全民思变    

务边巡回交流会展开序幕 
 

务边国州议员为了与居民拉近距离，将在务边区各个地点举办交

流会。首 2 站在新邦泼赖和万合花园的交流会都得到居民的热烈

反应，把他们面对的问题在交流会上反映给国州议员和县市议

员。此外，国州议员也向居民汇报最新的国家局势和 916 的进

展。  

 

此交流会演讲者包括务边国会议员兼人民公正党副主席李文材医

生，迪遮州议员郑立慷和新邦泼赖州议员曾敏凯。 我们也会安排

民联政府议员们和县市议员一同出席交流会，以了解更多的民生

问题。每周一个地区进行交流会，我们也欢迎居民建议更多地点

以举办类似活动提高整个社区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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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选战，安华终于压倒国阵

排山倒海的宣传机器，赢得了峇东埔国会议

席。这是一场非一般的选举，选的不纯粹是一

个国会议员，而是大马未来的政治路线和领

袖。 

排除选举委员会偏袒的因素，这次补选的竞争

基础建立于国阵和民联的宣传和政策上。从补

选前夕开始，民联候选人安华面对许多问题缠

绕，包括对他个人道德的攻击。赛夫在提名日

前一天到回教堂宣誓曾被安华鸡奸，更为他带

来巨大的压力。为了迫使他宣誓，连负责领军

的副首相纳吉也宣誓说不认识蒙古女郎阿旦都

亚。 

除此，代表旧势力的国阵也极尽所能地

炒作种族课题，不断以“华人的工

具”、“马来人的叛徒”等字眼来标签

倡导公平治国的安华。反观安华和民联

各领袖，不但没有对国阵候选人进行人

身攻击，反而不厌其烦地阐述人民公正

党和民联的多元政治路线，以及一一回

应国阵的攻击。 

因此，选战的成绩可被视为指标，即峇

东埔人民倾向于相信哪一个政党的宣传

和支持哪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 

尽管国阵通过其

控制的媒体，言

之凿凿地把公正

党描绘成暴力的

政党、把安华塑

造成一个道德有

问题的领袖，但

是人民通过选票

狠狠地掴了国阵

一巴掌。显然，

峇东埔人民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执法单位、司

法制度，甚至整个国阵政府的不信任。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民联和人民公正党提出的

非种族和多元公平的政治路线不但广受非巫裔

选民的青睬，连身处马来腹地的巫裔选民也给

予大力的支持。其中以华裔占大多数的鱼池区

更获得高达 90%支持率，而几乎清一色巫裔选

民的古邦舍旺区也获得高达 80%的支持率。 

标榜多元开明的安华以没有一丝种族主义味道

的政治路线，漂亮地拿下峇东埔这个马来选民

占 7 成的选区，证明我国的政治已经开始向一

个更健全的方向迈进，实在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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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    

安华在提名日共有安华在提名日共有安华在提名日共有安华在提名日共有 5万各族支持者造势万各族支持者造势万各族支持者造势万各族支持者造势，，，，场面壮观场面壮观场面壮观场面壮观。。。。    

相反国阵只有逾千支持者相反国阵只有逾千支持者相反国阵只有逾千支持者相反国阵只有逾千支持者。。。。    

巴东埔补选的战略意义 
 

文：郑立慷（迪遮州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