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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受訪時說，2003年她
進入大馬理科大學（USM）就讀
社會科學。大學第一周，一名
講師尋求志愿的學生幫助殘疾
學生解決往來大學的交通問題
。“我當時不知道她患有腦癱
，直到貞珍親口在同學面前尋
求協助，看到她情況后赶緊給
予幫助。” 

“自那天起，我与貞珍的
友誼開始了。我不住在宿舍，所
以每天早上會跟她一起去吃早餐
。念書期間，我們有很多甜蜜的
回憶，她就像我的女儿般。我孩
子也和貞珍認識，大家關系都很
好，也互相激勵彼此。”

畢業后，她倆也保持聯系
，還幫忙貞珍在理大找到社會

研究員的工作，讓她有能力為
自己和母親購買房子。她笑說
，“我們之間有很多有趣的故
事，她是個生活上放得很開的
人。雖然我們有語言問題，但
不阻止我們經常針對各种問題
討論。我希望社會能夠真心接
納殘疾人士，讓他們也能為國
家獻一份力量。” 

她對自己能夠獲獎表達感
激，獎項是對她和朋友的一种
致敬，但不是作為志愿者的主
要原因。通過獎項，她希望更
多公眾人士能夠關心和照顧周
遭的人，不管是任何膚色、种
族、宗教或語言。 

她獲得5000令吉現金獎、
獎杯和證書，也獲國民團結及

融合局（JPNIN）受委為國民團
結大使。59歲的她除了在吉隆
坡參与志愿活動外，也到沙巴
進行數項志愿活動。“我通過
當地飛政府組織為無身份證的
儿童開辦教育課程，每3個月過
去訓練他們和一起做活動，在
朋友協助下為他們建立圖書館
。這些孩子無法接受正規學校
教育，學習中心將教導他們生
活技能，灌輸正确价值觀以成
為有用的人。” 

除了賈米亞瑟麗芙﹐有
另外4人也獲得《英雄獎》3.0
﹐他們是 Md Herman Saidin, 
Richard Wong Yew King, Cheah 
Kim Hock 以及 Rajendran/Dr 
Norzah Abd Ghani。

（吉隆坡訊）友誼的价值和意義不是通過財富來衡量，而是朋友相處之間

的責任感、真誠和真心。賈米亞瑟麗芙（Jameyah Sheriff）因幫助37歲腦癱

同學陳貞珍（譯音，Tan Chin Chin）結下一輩子的友誼。其發自內心的故事

也深深触動人心，獲選為《英雄獎3.0》5名無名英雄之一。

賈米亞瑟麗芙 無私助腦癱朋友

他們分別獲得5000令吉現金
獎﹐獎杯與證書以及成為國家團
結大使。《英雄獎》3.0由吉隆
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和國民團
結及融合局共同主辦，旨在表揚
那些為社區付出和努力的無名人
士。詩華日報﹑婆羅洲馬來郵報
﹑婆羅洲郵報﹑Sinar Harian﹑
Orizon﹑The Sun 及 Tamil Malar 
是這項活動的媒体合作伙伴。

英雄獎3.0   系列1

賈米亞瑟麗芙(右3﹐站)與其

他4名得獎者與首相夫人敦西

蒂哈斯瑪(中)等貴賓合照。

賈米亞(左)與陳貞珍合照。

賈米亞(左)與陳貞珍的關係非常密切。

演唱會取消

退票無下文 消費者可求助仲裁庭

WGW Entertainment有限公司

原本承諾將于週一宣布退票詳

情，惟至今未有任何下文。

售票公司ticket2u促請購票

者直接向主辦單位了解退票詳

情，引起一些購票者不滿。

檳城1日訊│說好的退票呢？
「陶喆•信國王歌手」演唱會主辦
單位WGW Entertainment有限公司
董事經理黃成鴻原本承諾將于9月
30日，宣布全款退票給所有通過授
權售票公司ticket2u及採購公司購
票的人士的機制，但迄今隔了一天
還沒任何下文，律師建議購票者最
簡單又可省錢的方式，是直接向消
費者仲裁庭提出索償。

售票公司ticket2u昨日在官方
面子書發佈文告，指雖然演唱會主辦
單位WGW Entertainment有限公司承
諾將在9月杪宣布退票機制，但當他
們向該公司尋求確認時，對方卻無法
給予答复。因此，ticket2u促請所有
購票人士直接向WGW Entertainment
有限公司尋求退票機制。

對此，一些網民則在貼文下留
言，指他們是通過售票公司ticket2u
購票的，因此希望對方負起責任，否
則將通過消費者仲裁庭處理此事。

另一方面，丹絨前國會議員黃
偉益也在其個人面子書發貼文，指
「從合約法角度看，ticket2u作為收
錢的一方，購票者跟ticket2u之間存
有合約關係。購票者跟演唱會主辦
單位之間沒有任何合約關系。有鑒于
此，這個票務代理不能推卸責任，必
須針對演唱會取消一事還錢。」

根據其看法，若ticket2u
不退款，購票者可通過消費人
仲裁庭要求賠償。

屬民事案非刑事案

不 過 ， 執 業 律 師 林 子 輝
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說，
ticket2u只是幫忙售票的代理，
消費者在購票時也清楚，幕后的
主辦單位是WGW Entertainment
有限公司。因此，即使要追究責
任，也必須向后者進行追究。

他坦言並不曉得消費者在購票
時，是否有留意該規則，即若演唱
會延誤或取消，負責單位是哪一方。
至于已購票人士是否需要報警，他
回應，該案件屬于民事案，並非刑事
案，因此，最簡單又省錢的方式是購
票者直接向消費者仲裁庭提出索償。

他說，如果購票者可證明
該演唱會導致個人損失，包括機
票、住宿等，除了可索取門票賠
償，還包括以上這些費用。至于
WGW Entertainment有限公司是
否有涉及刑事，他則不願置評，
畢竟未曾看過合約內容。

檳城1日訊│一名購買「陶
喆•信國王歌手」演唱會的
民眾尤慧仁說，她與友人通過
ticket2u購買價值158令吉的入門
票。知道演唱會取消后，就一直
等待主辦單位退票承諾，惟至今
未有任何下文，讓她深感無助。

她受訪時坦言，遇上這種事
也不知該如何是好，更不曉得應該
通過哪一個管道去投訴。記者向她
解釋，律師建議可通過消費者仲裁
庭索償時，她則表示，若主辦單位
一週后仍未作出任何交代，她將前
往消費者仲裁庭提出索償。

粉絲無助 不懂去哪兒投訴

在港購政府產業
財部官員控貪污

財政部女官員週二被帶上法庭面控時，低著頭避開鏡頭。

教專揭教師被迫擔任舍監
吉隆坡1日訊│全國教師專

業職工會（NUTP）主席阿米努丁
聲稱，仍有教師被校長「強迫自
願」擔任全寄宿學校的舍監。

他指出，此舉不僅加重一
名教師的實際工作負擔，這額外
工作範疇也將降低教師在履行職
責時的效率。「我相信沒有教師
會自願成為舍監，他們『被迫』
擔任舍監。隨著許多教師拒絕成
為舍監，只有部分學校採用輪體
制，意思是今年由這名教師（擔

任舍監），明年由另一名教師取
而代之。 

促聘全職舍監被駁回

「我再促請政府勿讓教師擔
任舍監，我們曾建議聘雇全職舍
監，但被教育部駁回。」 阿米努
丁今天接受馬新社訪問時說，當
觸及全寄宿學校的問題，舍監扮
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全天工作至
晚上，在週末仍需執勤。 

他指出，這清楚顯示舍監負

擔繁重，及所承擔的風險證明他
們的職務範疇更具挑戰性，加上
校內的實際工作，導致他們無法
專注舍監的職責。 

另外，家長教育行動組織
（PAGE）主席拿汀諾阿茲瑪說，
霸凌問題仍在校內肆虐。 她說，
校方仍無法良好控管，全寄宿學
校受促重新檢討標準作業程序，
以遏止該問題。「這並非瑣事，
因為可令校方蒙羞。不應作出妥
協或輕視此事。」

吉隆坡1日訊│財政部

副秘書長辦公室一名前秘

書，因涉嫌去年在香港購

買政府產業，今日被控上

法庭，面對3項貪污和2項

欺詐罪名。

被告為現年39歲的羅哈雅沙
伯，她仍任職于同樣部門，但職
位已更換。

據第一項貪污控狀，她被控
于2018年11月25日，在布城第8區
一家「金爸爸」（Papparich），
收取旺莫哈末的300萬令吉，確保
后者成為AVL有限公司代表，為該
公司購買位于香港灣仔的「馬來
西亞大廈」。

3萬保外候審

第2項控狀指出，她被控
經由馬銀行伊斯蘭銀行，收取
旺莫哈末透過聯昌國際銀行轉
賬的5萬令吉。

根據第3項控狀，她被控透過
馬銀行，收取同一人過賬的3000
令吉定金。

據稱，她于去年12月14日
和26日，分別在馬銀行伊斯蘭銀
行古晉分行及砂督大廈（Wisma 

Satok）分行犯下后兩起罪行。
兩項欺詐罪名中，羅哈雅

被指誘使旺莫哈末相信，她可
保證他成為AVL購買房產的代
表，導致旺莫哈末先后轉賬5萬
令吉、3000令吉定金。據稱，
她在相同時間和地點犯下這兩
宗詐騙罪。

地庭法官阿茲曼阿末批准

被告以3萬令吉及一名擔保人，
保外候審。

法官同時諭令被告將護照交
由法庭保管，且需在每月的第一
周到鄰近的反貪會辦公室報到。

法庭擇定本月29日案件過
堂。反貪會代表律師是副檢察官
林偉強（譯音），羅哈雅代表律
師則是拉溫傑。

吉隆坡1日訊│近
期有許多與心理疾病相
關的報告指出，我國的
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問題日益嚴重。

根 據 2 0 1 5 年 國
家健康和發病率調查
（NHMS），在420萬16
歲及以上的馬來西亞人
中，約有29.2％患有各
種精神疾病。而2017年
NHMS調查顯示，1/5的
青少年抑鬱、2/5人處
于擔憂狀態、11.2％的
人有自殺念頭，10.1％
企圖自殺。

許多問題來自家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統計，每年
有100萬人以每40秒一
人死亡的速度自殺，預

計到2020年，自殺率將達到每
20秒1人死亡。心理治療和咨
詢（抑鬱和焦慮）專家瑪利安
奧瑪丁博士接受《馬新社》訪
問時說，許多更嚴重的心理健
康問題都來自家庭。

「實際上，許多心理問題
是由家庭引起的。兒童年幼時
期在家中經歷的痛苦，這嚴重
的長期影響可能會伴隨他們一
直到成年。」

「結合精神健康問題的家
族史（遺傳因素），這可能會
使個人的狀況陷入更難以治療
的困境。」

他也坦承，當今科技的進
步和社交媒體的發展，也是導
致青少年和兒童心理健康問題
的主要因素之一。

「網絡霸凌是導致此問
題的原因之一。不僅受霸凌者
面臨精神壓力，霸凌者也是與
心理健康相關的暴力行為的標
誌。」「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許
多人身上，由于沒辦法接受在
社交網站上針對自己的負面評
論，許多人自殺了。」

他說，如果每個人付出心
力去瞭解這些人的病情，並協
助他們及早就醫，就可以治療
精神健康問題。「實際上，在
最親近患者的人，在生活中起
著重要作用，需要意識到患者
的變化或行為，包括老師，家
人和朋友。」

他也建議家人應注意兒童
的抑鬱症，發現兒童傾向自殺
時，應咨詢心理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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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認同辯方律師
的說法，即在逃富商劉特佐之所
以找他擔任有關職位，可能是因
為他缺乏金融經驗。

沙魯今日在接受辯方代表律
師丹斯里沙菲宜的盤問時表示，
有可能劉特佐找他來掌管登嘉樓
投資機構，是因為他在投資募資
方面是一個新手。

他也同意沙菲宜所說，劉特
佐這麼做，是劉特佐欺騙主權財
富基金計劃的一部分。

沙菲宜問：「你是否想過為
何劉特佐要委任你？因為你不沒
有任何金融方面的經驗。」

沙魯答：「我當時沒有這麼
想。」

沙菲宜問：「現在事后看來
呢？」

沙魯答：「有這個可能。」
沙魯也同意沙菲宜所指，劉

特佐策略地將其同謀安置在該公
司，如盧愛璇和唐敬志等人，協

助劉特佐制定計劃。
沙魯表示，當劉特佐在2009

年向登嘉樓投資機構建論他出任
該機構首席執行員一職時，他曾
告訴劉特佐本身在金融方面缺乏
經驗。

不過，他說，雖然他說清楚
情況，但登嘉樓投資機構董事及
時任國家元首蘇丹米占再納阿比
丁批准了這項任命。

「我的任命是由他們決定，
股東和董事。我準備全力以赴，
我有告訴他們，我在募資方面沒
有經驗，但他們還是委任我。」

「如果我不合格，聘請我的
人應該知道。我有告訴劉特佐這
些事情。」

沙菲宜問沙魯于2009年3月21
日在登嘉樓王宮與蘇丹米占會面
時，是否提起此事時，但沙魯表
示沒有。「在那次會面時，陛下
坐在王宮的會議室，而當時是劉
特佐將我帶入會議室，並介紹給
陛下。」

「丹斯里阿茲蘭再諾（登嘉

樓投資機構董事）也在場，他告
訴陛下認識我很久了，並說我是
一個好人。」

「我沒有機會提出這事情，
因為我還未準備好，這是我第一
次到王宮覲見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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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8日訊│忙碌于講課及
生意﹐並沒有阻止現年42歲的黃
耀慶進行志願慈善活動﹐協助社
會不幸的一群。

在澳洲蒙納斯大學攻讀電器
與電腦工程師學位時的體驗﹐激
勵了他去協助社會不幸的一群。

堅持履行伊斯蘭教義的他把
收入分享給社會不幸的一群。

他表示﹐在澳洲期間﹐他必
須節省。當時的生活很辛苦﹐他
只能夠租一間小房間。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協
助面對困難者。對我而言﹐此舉
是履行伊斯蘭教的教義。我願意
把我的財產與有需要者分享。”

也 是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創辦人的黃耀
慶表示﹐最初﹐他幫助社會不幸
的一群人﹐並為他們與家人準備
食物。

他表示﹐最初是準備熱食物
﹐但是﹐這不實際﹐因為這些食
物不能夠儲存。

“此外﹐當分配食物時﹐一
部份不幸人士已睡覺。當食物放
在貧窮者睡覺的地方﹐便會引來

蟑螂﹐食物因此變得不衛生。”
“因此﹐我們改變方法﹐轉

為分配乾糧食物﹐如餅乾﹑水果
等給他們。”

“除了食物﹐我們也贈送日
常用品給在巴生谷一帶的不幸人
士。”

提及其慈善計劃﹐育有3名兒
女的黃耀慶表示﹐他們一有4人﹐
包括他自己志願為這些不幸人士
理髮。

“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也為好學的不
幸人士進行理髮訓練﹐使他們能

夠自立更生。”
來自八打靈再也的黃耀慶也

經常在霹靂 Hutan Lipur Belum 
進行志願活動。

“我們的活動包括為不幸人
士安裝太陽能燈﹑提供食物﹑安
裝水管等。”

雖然這些是慈善活動﹐但
是﹐他承認﹐一些人認為他行
善只是為了獲得果報。“一些朋
友認為我行善是擁有議程的﹐並
以‘別有用心’來形容我。”黃
耀慶並不理會別人怎樣想﹐他覺
得只要能力所及﹐他會繼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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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獎3.0 系列2

黃耀慶為不幸人士送糧

黃耀慶(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絲瑪(左5)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人。
當被問及他獲得“英雄獎

3.0”感想時﹐他表示感到驚訝﹐
並感謝上帝。

“我不曾想過能夠獲獎﹐

因為得獎者一般上都是很優秀的
人。與此同時﹐我感到很驕傲及
高興能夠獲得此獎項。”

黃耀慶獲得5000令吉現金獎
﹑獎盃及証書。與此同時﹐他也

被委任為國家團結大使。
“英雄獎3.0”是雪隆中總與

國家團結部所聯合主辦的活動﹐
其目的是為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
出貢獻及提升社會團結者。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ANJURAN BERSAMA

英雄奖
ைம�ேரா 

வ���

DISOKONG OLEH

PENAJA PRESTIJ PENAJA

RAKAN MEDIA

新山8日訊│針對陸路公共
交通機構（APAD）和陸路交通
局（JPJ）要求電召車司機將私
人轎車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
並將于本月12日展開執法，新
山電召車聯盟成員今日群起抗
議，促請交通部長陸兆福出面
回應。

Grab電召車公司昨日傍
晚在官網發佈新條例的重要通
知，讓許多電召車司機感到錯
愕。

司機們質疑本月12日展開
執法工作，卻在執法前5天才促
電召車司機們更改車輛用途的
做法。

新山電召車聯盟主席羅少
榮質疑，交長陸兆福曾在5月份
指出，政府放寬條件，允許電
召車司機無須更改私人車輛組
別為私人電召車（AH）類別，
為何現在卻U轉。

他透露，今早已經有會員
到陸交局，申請將車輛用途從
私人車輛更改為私人電召車代
號（AH），卻被告知電腦驗車
中心（PUSPAKOM）報告寫明是
私人車輛，因此不能更改車輛
用途。

「換言之，若要更改車輛
用途的話，不就是要再把程序
走一遍，包括前往電腦驗車中
心改資料，再重新申請電召車
准證（EVP），之后更改車卡上
的車輛用途類別，甚至還需更

新電召車保險。」

5天內無法完成

羅少榮今日上午與數十名
電召車司機召開新聞發佈會，
反映電召車司機不滿新條例的
心聲。

他直言，上述做法過于費
時費事，且並非能在5天內就能
完成的作業程序。

他說，所謂的AH，就等于
商用車輛，這會令私人車輛立
即貶值，日后也不確定是否能
再把車輛用途改成私人車輛，
提高成為電召車司機的門檻，
會導致一些現有司機退出。

「Grab近期開放讓會員
自己填寫電召車准證，容易造
假，加上並非每個司機都懂得
填寫，為了避免出現疏漏，希
望有關公司能謹慎處理。」

他抨擊，政府內部缺乏溝
通，交長已經說明不再進行更
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的政策，
為何有關當局卻又突然增加這
項新條例呢？

電召車司機陳可春（55
歲）質疑，若要更改車輛用途
為商業註冊，是否就能保障司
機不會面對被列入黑名單？他
也擔心更改車輛用途后，車輛
會貶值。

他希望，政府能將電召車
相關的條件簡化，避免造成電

召車司機的困擾。

新山8日訊│政府部門更
改政策，令電召車司機措手不
及，受訪電召車司機抨擊，政
策一直U轉，令電召車行業充滿
太多變數。

電召車司機曾新福（61
歲）表示，他加入電召車司機
行列已經兩年半。他坦言，做
電召車司機並不簡單，經常會
收到顧客投訴或是無故被列入
電召車黑名單，或是載客次數
不足被扣分等。

對于政府政策U轉，他笑
說，馬來西亞政策一直都如
此，也已經習慣了。

電召車司機魏庶遠（42
歲）直言，當局不斷更改政
策，令電召車行業充滿太多變
數。他今年才買新車，若更改
車輛用途，他的新車價值就開
始貶值。

他坦言，如果政府強制更
改政策，電召車司機們也只能
遵守。

「不過，一旦車輛用途
改成私人電召車，就屬于商用
車輛，屆時除了驗車費、保險
費之外，每年車輛路稅就會更
高，變成司機需要承擔額外的
費用。」

政策頻U轉 行業多變數

羅少榮（前左5）帶領會員們舉大字報抗議政府要求更改車輛
用途類別。前左2為曾新福，前右為陳可春。

電召車須改商用 司機抨太突然

檳城8日訊│42歲已
婚伊斯蘭宗教男老師涉嫌
非禮男學生被控3項性侵兒
童罪，他否認罪名，獲準
以1萬令吉保外候審。

控狀顯示，被告阿都
暮達里被指于2017年2月
至2018年7月，在檳城新港
一間學校課室，對一名當
時10歲的男童做出猥瑣行
為，舔對方的下體，觸犯
2017年兒童保護法令第14

條文（性侵犯兒童），罪
成可被判監禁最高20年，
另可加鞭刑。

次項控狀指被告于
2018年2月至7月16日上午
10時45分，在學校的祈禱
室，對另一名11歲男童做
出猥瑣行為，即舔對方的
下體。第三項控狀則指他
在2018年7月，非禮另一名
10歲男童。

被告目前已被調職。

控性侵3男童 宗教老師不認罪

猝死逾半年 獨居老婦變人骨
新山8日訊│78歲獨居老婦猝

死超過半年，直至房屋經紀受屋
主委託上門準備與租戶洽談出售
房屋事宜，才發現浴室門旁有具
人骨，驚慌不已急忙報警。

新山南警區主任沙胡里乃
指出，斃命老婦是78歲的許美
美（譯音），生前獨居在世紀花

園的一間房屋，她是被一名房屋
經紀發現臥屍在其中一間浴室門
旁。

他說，警方是本月5日，下午
2時35分，接獲房屋經紀投報，才
揭發這案件。

「該名房屋經紀是因屋主要
出售房屋，到該間房屋與租戶見

面洽談事項，抵達時無人應門，
他嘗試打開反鎖的大門入屋，並
在屋內其中一間浴室發現一副人
骨，接著馬上向警方投報。

他指出，遺體已送往新山醫
院太平間解剖，估計已斃命超過
半年。

警方目前尚在聯絡死者家
屬，以協助調查和辦理領屍程
序。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沙菲宜今日在盤問
一馬公司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時透露，與劉
特佐有關的兩家公司私下以折扣
價購買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然后再出售，賺取近5億令吉的利
潤。

沙菲宜在庭上指出兩家與劉
特佐有關的公司如何私下做成有
關交易。

沙菲宜今日出示有關Country

集團和新加坡Aktis Capital公司
的文件，並指這兩家公司以低價
認購了有關債券，然后以全價將
債出售，以賺取利潤。

沙菲宜形容，這個計劃是由
劉特佐及其朋黨完成。

在轉手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
券下，Country集團賺取4億2000
萬令吉，Aktis Capital公司則賺
取7400萬令吉。

沙菲宜向證人說：「現在
你知道整個數據了，很驚訝是不

是？」
沙魯回答：「是的。」
沙魯解釋，他第一次聽到

Aktis Capital公司的名字，是在
2018年接受警方調查的時候。

沙菲宜告訴證人Country集團
實際上與丹斯里劉福平有關，接
著證表示：「哦，是劉特佐的父
親。」

沙 菲 宜 問 ： 「 劉 福 平 與
Country集團有關，你知道嗎？」

沙魯答：「不知道。」

劉特佐與父親 賺5億「秘密利潤」
吉隆坡8日訊│前首相納吉的首席代表律師丹斯里

沙菲宜今日在庭上指出，在逃富商劉特佐與其父親，于

2009年在登嘉樓投資機構（一馬公司前身）發行的債券

中，轉手之下賺取5億令吉的「秘密利潤」。

沙魯週二上庭時，一臉嚴肅。

1MDB丑聞
世紀審訊

受委CEO 沙魯承認缺金融經驗

擔任TIA顧問 劉特佐沒有受薪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前首席執行員拿督沙魯
指出，在逃商人劉特佐是義務擔
任登嘉樓投資機構（TIA，1MDB前
身）的顧問，沒有受薪。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今日進入第18天審
訊，而現年49歲的沙魯今日繼續
接受辯方代表律師丹斯里沙菲宜
的盤問。

登嘉樓投資機構是于2009年9
月易名為一馬公司（1MDB）。

沙菲宜問：「劉特佐為登嘉
樓投資機構服務時，是否曾獲支
付薪金？」

沙魯答：「沒有。」
沙菲宜問：「那麼，劉特佐

為登嘉樓投資機構無償工作，結
果取得數十億令吉嗎？為何這個

商人會花費這麼多時間，但卻沒
有得到任何報酬。」

沙魯答：「這也不是無償工
作，因為他表明他初期是代表登
嘉樓，過后則代表聯邦政府。」

沙菲宜問：「但他並沒有得
到報酬？」

沙魯答：「是的，他沒有得
到報酬。」

將朋黨帶入TIA

此外，沙魯指出，在逃富商
劉特佐將其朋黨帶入登嘉樓投資
機構。

沙菲宜問：「劉特佐委任
他的人，如盧愛璇（譯音，一馬
公司律師）、倪崇興（譯音，一

馬公司董事），以及唐敬志（譯
音，一馬公司執行董事）。」

沙魯答：「我不知道這樣事
情發生。」

沙菲宜問：「你不知道是
劉特佐計劃將這些人放在你身
邊？」

沙魯答：「是的，現在它看
起來相當清楚。不過在2009年，
我見他很忠誠的擔任登嘉樓投資
機構代表。在早期，當我們進行
募資時，他也在為時任財政部長
納吉說話。」

沙魯過后表示，他在受委為
首席執行員不久后，劉特佐和唐
敬志經已向銀行家談過有關政府
擔保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新加坡8日訊│2
歲女童藏屍鐵鍋案為
何時隔5年才揭發，引
起議員關注，新加坡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
兼國家發展部第二部
長長李智陞回覆議員
詢問時表示，女童家
人曾跟6政府部門和社
區組織接觸，聲稱女
童由親戚照顧，因此
無人懷疑她失蹤或遇
害。

這起謀殺案引發
各界關注，共有4名議
員在國會上提問。其
中，工人黨非選區議
員吳佩松副教授就質
疑，為什麼女童的父
母曾違法，也受到社
會服務的關注，但為
何這5年來失了蹤的
女童，卻沒及早被揭
發。

李智陞通過書面
回應表示，這幾年來
涉案家庭曾和多個社
區組織和援助機構有
過接觸，包括社會及
家庭發展部旗下的社
會服務中心、內政團

隊部門、教育部、幼兒培育署
等等。

「這些接觸涉及不同事
項，例如經濟援助、家庭福利
狀況、育兒、學前教育問題等
等。」

他透露，涉事家庭曾向
社會服務中心尋求經濟援助，
也曾跟兒童保護服務處有過接
觸。當局會進行調查，確認孩
子是否得到妥善照顧。

親生父母被控謀殺

他說，幼兒培育署和教育
部都曾為了孩子沒有報名幼稚
園和小一找上涉事家庭。

「由于家屬跟這些機構
部門所說的跟現有的調查有關
聯，我無法透露詳情。我能說
的是，根據涉事家庭和不同部
門的對話，社工和官員都不曾
懷疑女童失蹤或是遇害。該家
庭聲稱孩子由親戚照顧。」

李智陞在書面回應上指
出，一般上若幼兒培育署屢次
透過各種方式仍找不到家長，
就會和社區伙伴合作來試圖解
決問題。

「至于教育部，若多次發
信提醒仍未得到回應，則會派
職員作家訪。孩子要是沒有跟
父母同住，教育部則會和其他
有關部門合作，想辦法跟負責
照顧孩童的人取得聯繫。」

他坦言，由于遇害女童年
僅2歲，一般上是不太有可能
跟相關單位有固定的接觸。至
于更多有關案件的細節，則必
須待在庭上揭露。

新加坡警方是在9月10
日，晚上8時30分接到振瑞路
第52座組屋的一起非自然死亡
命案。當晚警方在8樓的一個
單位內找到裝有屍骸的鐵鍋。

遇害女童的親生父母，在
謀殺罪名下被控。控狀顯示，
他們涉嫌于2014年3月，在振
瑞路第52座組屋8樓的一個單
位裡謀殺女童，觸犯刑事法典
第302（2）節的謀殺條文。一
旦罪成，可被判死刑，或終身
監禁加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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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5日訊)現年38歲﹐
最近獲得“英雄獎3.0”的納閩特
殊援助協會主席莫哈末霍曼賓賽
汀特別感謝母親﹐因為是他的母
親讓他深深體會有一份熱﹐發一
份光。

他形容是他母親深深感染了
他參與行善工作﹐雖然其母親已
60歲高齡了﹐但是﹐仍舊持著愛
心熱切參與慈善活動。

霍曼表示﹐從小就一直跟隨
母親法蒂瑪賓蒂雅雅參與各項自
願慈善活動。

“我的母親已在自願組織服
務了25年﹐她也是納閩非政府組
織的一名主管。她對殘障兒童的
耐心與愛心激勵了我﹐使我想成
為跟母親一樣。”

他很高興能夠為需要者盡一
份努力。他知道﹐雖然財力上有
限﹐但他能做的﹐是在精力上幫
助他們。

雖然霍曼也面對聽覺的問題

﹐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他成為納
閩首名手語導師。

“我自己耳聾﹐但是﹐我願
意幫助納閩的殘障兒童﹐使他們
學會用手語溝通﹐更容易獲得教
育及能尋找工作。”

“中學畢業後﹐我就開始在
這個組織工作﹐教導其他殘障人
士手語。在2005年﹐我進入馬來

西亞聾啞協會學習更深入的手語
。”

“我的母親非常鼓勵我﹐以
協助不幸人士。與此同時﹐我想
看到納閩的聾啞兒童能夠前往西
馬深造。”

他認為殘障人士必須對自己
更有信心﹐並朝向目標生活。

他鼓勵道﹕ “雖然你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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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克服聽障 助殘障人士學手語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斯瑪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cmyk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認同辯方律師
的說法，即在逃富商劉特佐之所
以找他擔任有關職位，可能是因
為他缺乏金融經驗。

沙魯今日在接受辯方代表律
師丹斯里沙菲宜的盤問時表示，
有可能劉特佐找他來掌管登嘉樓
投資機構，是因為他在投資募資
方面是一個新手。

他也同意沙菲宜所說，劉特
佐這麼做，是劉特佐欺騙主權財
富基金計劃的一部分。

沙菲宜問：「你是否想過為
何劉特佐要委任你？因為你不沒
有任何金融方面的經驗。」

沙魯答：「我當時沒有這麼
想。」

沙菲宜問：「現在事后看來
呢？」

沙魯答：「有這個可能。」
沙魯也同意沙菲宜所指，劉

特佐策略地將其同謀安置在該公
司，如盧愛璇和唐敬志等人，協

助劉特佐制定計劃。
沙魯表示，當劉特佐在2009

年向登嘉樓投資機構建論他出任
該機構首席執行員一職時，他曾
告訴劉特佐本身在金融方面缺乏
經驗。

不過，他說，雖然他說清楚
情況，但登嘉樓投資機構董事及
時任國家元首蘇丹米占再納阿比
丁批准了這項任命。

「我的任命是由他們決定，
股東和董事。我準備全力以赴，
我有告訴他們，我在募資方面沒
有經驗，但他們還是委任我。」

「如果我不合格，聘請我的
人應該知道。我有告訴劉特佐這
些事情。」

沙菲宜問沙魯于2009年3月21
日在登嘉樓王宮與蘇丹米占會面
時，是否提起此事時，但沙魯表
示沒有。「在那次會面時，陛下
坐在王宮的會議室，而當時是劉
特佐將我帶入會議室，並介紹給
陛下。」

「丹斯里阿茲蘭再諾（登嘉

樓投資機構董事）也在場，他告
訴陛下認識我很久了，並說我是
一個好人。」

「我沒有機會提出這事情，
因為我還未準備好，這是我第一
次到王宮覲見陛下。」

要聞 42019年10月9日 ◆ 星期三

吉隆坡8日訊│忙碌于講課及
生意﹐並沒有阻止現年42歲的黃
耀慶進行志願慈善活動﹐協助社
會不幸的一群。

在澳洲蒙納斯大學攻讀電器
與電腦工程師學位時的體驗﹐激
勵了他去協助社會不幸的一群。

堅持履行伊斯蘭教義的他把
收入分享給社會不幸的一群。

他表示﹐在澳洲期間﹐他必
須節省。當時的生活很辛苦﹐他
只能夠租一間小房間。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協
助面對困難者。對我而言﹐此舉
是履行伊斯蘭教的教義。我願意
把我的財產與有需要者分享。”

也 是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創辦人的黃耀
慶表示﹐最初﹐他幫助社會不幸
的一群人﹐並為他們與家人準備
食物。

他表示﹐最初是準備熱食物
﹐但是﹐這不實際﹐因為這些食
物不能夠儲存。

“此外﹐當分配食物時﹐一
部份不幸人士已睡覺。當食物放
在貧窮者睡覺的地方﹐便會引來

蟑螂﹐食物因此變得不衛生。”
“因此﹐我們改變方法﹐轉

為分配乾糧食物﹐如餅乾﹑水果
等給他們。”

“除了食物﹐我們也贈送日
常用品給在巴生谷一帶的不幸人
士。”

提及其慈善計劃﹐育有3名兒
女的黃耀慶表示﹐他們一有4人﹐
包括他自己志願為這些不幸人士
理髮。

“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也為好學的不
幸人士進行理髮訓練﹐使他們能

夠自立更生。”
來自八打靈再也的黃耀慶也

經常在霹靂 Hutan Lipur Belum 
進行志願活動。

“我們的活動包括為不幸人
士安裝太陽能燈﹑提供食物﹑安
裝水管等。”

雖然這些是慈善活動﹐但
是﹐他承認﹐一些人認為他行
善只是為了獲得果報。“一些朋
友認為我行善是擁有議程的﹐並
以‘別有用心’來形容我。”黃
耀慶並不理會別人怎樣想﹐他覺
得只要能力所及﹐他會繼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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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慶為不幸人士送糧

黃耀慶(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絲瑪(左5)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人。
當被問及他獲得“英雄獎

3.0”感想時﹐他表示感到驚訝﹐
並感謝上帝。

“我不曾想過能夠獲獎﹐

因為得獎者一般上都是很優秀的
人。與此同時﹐我感到很驕傲及
高興能夠獲得此獎項。”

黃耀慶獲得5000令吉現金獎
﹑獎盃及証書。與此同時﹐他也

被委任為國家團結大使。
“英雄獎3.0”是雪隆中總與

國家團結部所聯合主辦的活動﹐
其目的是為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
出貢獻及提升社會團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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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8日訊│針對陸路公共
交通機構（APAD）和陸路交通
局（JPJ）要求電召車司機將私
人轎車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
並將于本月12日展開執法，新
山電召車聯盟成員今日群起抗
議，促請交通部長陸兆福出面
回應。

Grab電召車公司昨日傍
晚在官網發佈新條例的重要通
知，讓許多電召車司機感到錯
愕。

司機們質疑本月12日展開
執法工作，卻在執法前5天才促
電召車司機們更改車輛用途的
做法。

新山電召車聯盟主席羅少
榮質疑，交長陸兆福曾在5月份
指出，政府放寬條件，允許電
召車司機無須更改私人車輛組
別為私人電召車（AH）類別，
為何現在卻U轉。

他透露，今早已經有會員
到陸交局，申請將車輛用途從
私人車輛更改為私人電召車代
號（AH），卻被告知電腦驗車
中心（PUSPAKOM）報告寫明是
私人車輛，因此不能更改車輛
用途。

「換言之，若要更改車輛
用途的話，不就是要再把程序
走一遍，包括前往電腦驗車中
心改資料，再重新申請電召車
准證（EVP），之后更改車卡上
的車輛用途類別，甚至還需更

新電召車保險。」

5天內無法完成

羅少榮今日上午與數十名
電召車司機召開新聞發佈會，
反映電召車司機不滿新條例的
心聲。

他直言，上述做法過于費
時費事，且並非能在5天內就能
完成的作業程序。

他說，所謂的AH，就等于
商用車輛，這會令私人車輛立
即貶值，日后也不確定是否能
再把車輛用途改成私人車輛，
提高成為電召車司機的門檻，
會導致一些現有司機退出。

「Grab近期開放讓會員
自己填寫電召車准證，容易造
假，加上並非每個司機都懂得
填寫，為了避免出現疏漏，希
望有關公司能謹慎處理。」

他抨擊，政府內部缺乏溝
通，交長已經說明不再進行更
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的政策，
為何有關當局卻又突然增加這
項新條例呢？

電召車司機陳可春（55
歲）質疑，若要更改車輛用途
為商業註冊，是否就能保障司
機不會面對被列入黑名單？他
也擔心更改車輛用途后，車輛
會貶值。

他希望，政府能將電召車
相關的條件簡化，避免造成電

召車司機的困擾。

新山8日訊│政府部門更
改政策，令電召車司機措手不
及，受訪電召車司機抨擊，政
策一直U轉，令電召車行業充滿
太多變數。

電召車司機曾新福（61
歲）表示，他加入電召車司機
行列已經兩年半。他坦言，做
電召車司機並不簡單，經常會
收到顧客投訴或是無故被列入
電召車黑名單，或是載客次數
不足被扣分等。

對于政府政策U轉，他笑
說，馬來西亞政策一直都如
此，也已經習慣了。

電召車司機魏庶遠（42
歲）直言，當局不斷更改政
策，令電召車行業充滿太多變
數。他今年才買新車，若更改
車輛用途，他的新車價值就開
始貶值。

他坦言，如果政府強制更
改政策，電召車司機們也只能
遵守。

「不過，一旦車輛用途
改成私人電召車，就屬于商用
車輛，屆時除了驗車費、保險
費之外，每年車輛路稅就會更
高，變成司機需要承擔額外的
費用。」

政策頻U轉 行業多變數

羅少榮（前左5）帶領會員們舉大字報抗議政府要求更改車輛
用途類別。前左2為曾新福，前右為陳可春。

電召車須改商用 司機抨太突然

檳城8日訊│42歲已
婚伊斯蘭宗教男老師涉嫌
非禮男學生被控3項性侵兒
童罪，他否認罪名，獲準
以1萬令吉保外候審。

控狀顯示，被告阿都
暮達里被指于2017年2月
至2018年7月，在檳城新港
一間學校課室，對一名當
時10歲的男童做出猥瑣行
為，舔對方的下體，觸犯
2017年兒童保護法令第14

條文（性侵犯兒童），罪
成可被判監禁最高20年，
另可加鞭刑。

次項控狀指被告于
2018年2月至7月16日上午
10時45分，在學校的祈禱
室，對另一名11歲男童做
出猥瑣行為，即舔對方的
下體。第三項控狀則指他
在2018年7月，非禮另一名
10歲男童。

被告目前已被調職。

控性侵3男童 宗教老師不認罪

猝死逾半年 獨居老婦變人骨
新山8日訊│78歲獨居老婦猝

死超過半年，直至房屋經紀受屋
主委託上門準備與租戶洽談出售
房屋事宜，才發現浴室門旁有具
人骨，驚慌不已急忙報警。

新山南警區主任沙胡里乃
指出，斃命老婦是78歲的許美
美（譯音），生前獨居在世紀花

園的一間房屋，她是被一名房屋
經紀發現臥屍在其中一間浴室門
旁。

他說，警方是本月5日，下午
2時35分，接獲房屋經紀投報，才
揭發這案件。

「該名房屋經紀是因屋主要
出售房屋，到該間房屋與租戶見

面洽談事項，抵達時無人應門，
他嘗試打開反鎖的大門入屋，並
在屋內其中一間浴室發現一副人
骨，接著馬上向警方投報。

他指出，遺體已送往新山醫
院太平間解剖，估計已斃命超過
半年。

警方目前尚在聯絡死者家
屬，以協助調查和辦理領屍程
序。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沙菲宜今日在盤問
一馬公司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時透露，與劉
特佐有關的兩家公司私下以折扣
價購買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然后再出售，賺取近5億令吉的利
潤。

沙菲宜在庭上指出兩家與劉
特佐有關的公司如何私下做成有
關交易。

沙菲宜今日出示有關Country

集團和新加坡Aktis Capital公司
的文件，並指這兩家公司以低價
認購了有關債券，然后以全價將
債出售，以賺取利潤。

沙菲宜形容，這個計劃是由
劉特佐及其朋黨完成。

在轉手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
券下，Country集團賺取4億2000
萬令吉，Aktis Capital公司則賺
取7400萬令吉。

沙菲宜向證人說：「現在
你知道整個數據了，很驚訝是不

是？」
沙魯回答：「是的。」
沙魯解釋，他第一次聽到

Aktis Capital公司的名字，是在
2018年接受警方調查的時候。

沙菲宜告訴證人Country集團
實際上與丹斯里劉福平有關，接
著證表示：「哦，是劉特佐的父
親。」

沙 菲 宜 問 ： 「 劉 福 平 與
Country集團有關，你知道嗎？」

沙魯答：「不知道。」

劉特佐與父親 賺5億「秘密利潤」
吉隆坡8日訊│前首相納吉的首席代表律師丹斯里

沙菲宜今日在庭上指出，在逃富商劉特佐與其父親，于

2009年在登嘉樓投資機構（一馬公司前身）發行的債券

中，轉手之下賺取5億令吉的「秘密利潤」。

沙魯週二上庭時，一臉嚴肅。

1MDB丑聞
世紀審訊

受委CEO 沙魯承認缺金融經驗

擔任TIA顧問 劉特佐沒有受薪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前首席執行員拿督沙魯
指出，在逃商人劉特佐是義務擔
任登嘉樓投資機構（TIA，1MDB前
身）的顧問，沒有受薪。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今日進入第18天審
訊，而現年49歲的沙魯今日繼續
接受辯方代表律師丹斯里沙菲宜
的盤問。

登嘉樓投資機構是于2009年9
月易名為一馬公司（1MDB）。

沙菲宜問：「劉特佐為登嘉
樓投資機構服務時，是否曾獲支
付薪金？」

沙魯答：「沒有。」
沙菲宜問：「那麼，劉特佐

為登嘉樓投資機構無償工作，結
果取得數十億令吉嗎？為何這個

商人會花費這麼多時間，但卻沒
有得到任何報酬。」

沙魯答：「這也不是無償工
作，因為他表明他初期是代表登
嘉樓，過后則代表聯邦政府。」

沙菲宜問：「但他並沒有得
到報酬？」

沙魯答：「是的，他沒有得
到報酬。」

將朋黨帶入TIA

此外，沙魯指出，在逃富商
劉特佐將其朋黨帶入登嘉樓投資
機構。

沙菲宜問：「劉特佐委任
他的人，如盧愛璇（譯音，一馬
公司律師）、倪崇興（譯音，一

馬公司董事），以及唐敬志（譯
音，一馬公司執行董事）。」

沙魯答：「我不知道這樣事
情發生。」

沙菲宜問：「你不知道是
劉特佐計劃將這些人放在你身
邊？」

沙魯答：「是的，現在它看
起來相當清楚。不過在2009年，
我見他很忠誠的擔任登嘉樓投資
機構代表。在早期，當我們進行
募資時，他也在為時任財政部長
納吉說話。」

沙魯過后表示，他在受委為
首席執行員不久后，劉特佐和唐
敬志經已向銀行家談過有關政府
擔保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新加坡8日訊│2
歲女童藏屍鐵鍋案為
何時隔5年才揭發，引
起議員關注，新加坡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
兼國家發展部第二部
長長李智陞回覆議員
詢問時表示，女童家
人曾跟6政府部門和社
區組織接觸，聲稱女
童由親戚照顧，因此
無人懷疑她失蹤或遇
害。

這起謀殺案引發
各界關注，共有4名議
員在國會上提問。其
中，工人黨非選區議
員吳佩松副教授就質
疑，為什麼女童的父
母曾違法，也受到社
會服務的關注，但為
何這5年來失了蹤的
女童，卻沒及早被揭
發。

李智陞通過書面
回應表示，這幾年來
涉案家庭曾和多個社
區組織和援助機構有
過接觸，包括社會及
家庭發展部旗下的社
會服務中心、內政團

隊部門、教育部、幼兒培育署
等等。

「這些接觸涉及不同事
項，例如經濟援助、家庭福利
狀況、育兒、學前教育問題等
等。」

他透露，涉事家庭曾向
社會服務中心尋求經濟援助，
也曾跟兒童保護服務處有過接
觸。當局會進行調查，確認孩
子是否得到妥善照顧。

親生父母被控謀殺

他說，幼兒培育署和教育
部都曾為了孩子沒有報名幼稚
園和小一找上涉事家庭。

「由于家屬跟這些機構
部門所說的跟現有的調查有關
聯，我無法透露詳情。我能說
的是，根據涉事家庭和不同部
門的對話，社工和官員都不曾
懷疑女童失蹤或是遇害。該家
庭聲稱孩子由親戚照顧。」

李智陞在書面回應上指
出，一般上若幼兒培育署屢次
透過各種方式仍找不到家長，
就會和社區伙伴合作來試圖解
決問題。

「至于教育部，若多次發
信提醒仍未得到回應，則會派
職員作家訪。孩子要是沒有跟
父母同住，教育部則會和其他
有關部門合作，想辦法跟負責
照顧孩童的人取得聯繫。」

他坦言，由于遇害女童年
僅2歲，一般上是不太有可能
跟相關單位有固定的接觸。至
于更多有關案件的細節，則必
須待在庭上揭露。

新加坡警方是在9月10
日，晚上8時30分接到振瑞路
第52座組屋的一起非自然死亡
命案。當晚警方在8樓的一個
單位內找到裝有屍骸的鐵鍋。

遇害女童的親生父母，在
謀殺罪名下被控。控狀顯示，
他們涉嫌于2014年3月，在振
瑞路第52座組屋8樓的一個單
位裡謀殺女童，觸犯刑事法典
第302（2）節的謀殺條文。一
旦罪成，可被判死刑，或終身
監禁加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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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人士﹐不要把這個缺陷當
成你們的障礙﹐以為無法對社
會作出貢獻。不要認為自己軟
弱﹐而必須有信心為國家及社
會做出貢獻。”

“我成為手語導師多年﹐
這些年來訓練了18名聾啞人士
﹑20名特殊學生及9名自閉症兒
童。”

“他們都受到納閩特殊兒
童協會及納閩聾啞協會的幫助
。我感到很高興﹐在他們當中
﹐有一些已經工作﹐一些則繼
續深造。”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
有7名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
霍曼成為本年度英雄獎3.0得主
之一。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他
也被國家團結與統合部委任為
國家團結大使。

“我感謝上蒼選擇我成為這
獎項的得主之一。我也要感謝提
名我的人。”霍曼(中)教導聽障人士手語。

霍曼持有 Cybernetics 國際
科技學院攻讀人力資源管理文憑
﹐他目前非常活躍於幫助納閩的
殘障兒童。

“我的英雄”獎是吉隆坡與

雪蘭莪華人工商會與國家團結部
所聯合主辦的活動﹐其目的是為
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出貢獻﹐及
提升社會團結者。霍曼是唯一來
自東馬的得主。

獲得“英雄獎3.0”的莫哈末霍曼賓賽汀。

預科班錄取逾5萬人

僅2.6萬人入學

張念群（左）在國會下議院問答環節，回答大學預科班2019/2020

年入學情況。

吉隆坡15日訊│教育

部副部長張念群指出，教

育部發出了5萬5324個大學

預科班（Matrikulasi）

的錄取書，惟2019/2020

學年的入學學生僅有2萬

5919人。

林冠英堅稱已退還石油稅
吉隆坡15日訊│財政部長林

冠英堅稱，中央政府已退還石油
稅予吉蘭丹州政府，而且財政部
近期還批准了1億令吉的貸款給丹
州政府，作為經營費以及用以支
付該州公務員薪金。 

他說，剛接到來自吉蘭丹州
政府要求，以支付運營和薪水。
「總數是1億令吉，我們已經批
准，希望這筆錢可在數周內或月
底前發放給吉蘭丹州政府。」

林冠英周二在國會走廊，針
對吉蘭丹大臣拿督阿末耶谷稱丹

州政府在9月17日從聯邦政府拿到
的一筆款項是回饋金，而不是石
油稅一事，如是表示。

他強調，財政部已經提早退
還石油稅給丹州，而丹大臣的談
話也證明吉州政府已拿到退款。 

他說，他不願在用詞上繼續
與吉州政府爭辯。

他指出，雖然中央政府一直
被炮轟，可是還是批准了貸款。

「中央還是會援助吉蘭丹。
國陣執政時期也曾拖欠石油稅，
現在的政府歸還石油稅，卻比國

陣遭受更多謾罵。 」
他指出，中央和州政府有各

自的責任，並希望雙方可以理智
討論，不要過于情緒化或根據非
事實而發言。 

針對2020年預算案降低外
國人購買房地產的最低門檻，
從100萬令吉降至60萬令吉一
事，林冠英重申，只限于公寓
或組屋，不涉及新發展項目和
有地房產。

他強調，該措施旨在解決國
內滯銷房屋的問題。

她指出，在所有入學學生
中，土著學生佔2萬2655人、
華裔生17 7 4人、印裔生12 1 2
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學生有
278人。張念群今日在國會下
議院問答環節，回答馬華亞依
淡國會議員拿督斯里魏家祥的
提問時，如是指出。

此外，魏家祥在附加問答
環節時也繼續追問，他在7月3
日于國會收到的回答指入學已
經增加至4萬個，但是現在這2
萬5000人入學率，和他在7月3
日收到的回答不一樣，而這也
和內閣的議決不同。

對此，張念群則反指魏家祥
聽不懂她的回答，並表示教育部
已為SPM畢業生提供5萬5324個大
學預科班的學額，已經超出內閣
議決的4萬個名額，現在是學生無
法填補該學額。

歡迎魏家祥提建議

她指出，學生在申請了大
學預科班后，可能還得到其他

學位包括師範大學、大學或其
他地方，而選擇放棄大學預科
班導致學位沒被填滿，教育部
也無法做什麼。

她表示，大學預科班的課
程只有一年，教育部不可能在
常年的每一個月都錄取學生以
填滿學位，並促請也是前教育
部副部長的魏家祥如果有好的
方法，可以提出建議。

此外，張念群說，大學預
科班在最近3年的就讀率也逐年
增加，即2017年的1萬8839、
2018年的2萬324人，以及2019

年的2萬2678人。
內閣在今年4月杪議決大學

預科班學額分配製維持90%給
土著學生，10%給非土著學生，
但錄取學額將會從原本的2萬
5000人增到4萬人，意味著非
土著的學額將從原本的2500人
增加至4000人。

教育部長馬智禮當時在接受
訪問時說，政府大幅度增加大學
預科班學額的決定，除了不剝奪
土著學生原本享有的固打，也增
加了非土著學生的入學機會，是
一種雙贏局面。

吉 隆 坡 1 5 日 訊
│馬 華 總 會 長 拿 督
斯 里 魏 家 祥 指 出 ，
教育部在大學預科班
（Matrikulasi）的收
生，並沒有按照內閣
的議決去執行，並指
教育部連土著和非土
著都欺騙。

他說，今年大學
預科班的收生人數，
只有2萬5919人，比起
去年也只是區區地增
加了919個人。

「這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難道內閣議
決4萬個學額，你連土
著和非土著全部都欺
騙，這是非常嚴重的
罪行。」

他促請，教育部
的長官需要去解釋，
29位內閣成員也應該
說話。

「很多人都以為
土著會得到3萬6000
個位子，而華裔、印
裔等會得到4000個位
子，不過我們今天計
算后，華裔和印裔也
只是得到區區的2986

個位子。」
魏家祥今日在國會下議院

問答環節時，向教育部提出大
學預科班收生的提問，較后在
國會走廊召開記者會，繼續向
教育部和該部副部長張念群繼
續開炮。

他說，當時教育部告訴
所有人這是雙贏方案，但今
天出來的卻是變了樣，貨不
對辦，希盟的內閣成員應該
解釋。

魏家祥也進一步揭露，
若以今年2萬5919人的錄取
人數去計算，非土著的2986
個學位也已經超出了10%，
也已經超出了土著和非土著
90比10的比例。

「既然非土著的學生可以
超過10%，為何不能增加錄取
其他族群的學生，是不是有特
定族群的學生沒有足夠的人數
去申請？」

他說，他在7月收到的國
會書面回答，已經聲稱有4萬
個大學預科班的學生，但卻在
今日給出不同的答案。

他批評張念群指教育部
發出錄取書，最后學生不來
報到他們也沒辦法，是很不
負責任的說法，令人啼笑皆
非。

「這好比一個人向上吐
痰，最后中自己的臉，現在
已經沒有高教部，無論高
教、低教都是有教育部來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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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城市論壇首次在大馬舉辦，祖萊達（左4起）、佐西亞、

麥慕娜及曹觀友于週二為第7屆亞太城市論壇主持開幕。

擬修法「自殺未遂」去刑事罪化
吉隆坡15日訊│掌管法律

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劉偉強
指出，政府正研究修訂刑事法
典第309條文，將「自殺未遂」
去刑事罪化，即不再以刑事罪
定義意圖自殺者。

劉偉強表示，總檢察署
正研究如何在刑事法典移除自
殺未遂罪行，往后不再以刑事
罪定義欲自殺者。他補充，上
述研究仍在起步階段，婦女、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青年及體
育部、教育部、通訊及多媒體
部、警方等利益相關單位亦參
與其中。

他說，除第309條文外，政
府正修訂第305、306這兩項關
于自殺未遂或教唆他們自殺的條
文，「我們會參考英國、澳洲、
巴基斯坦等有類似刑法國家。」
他認為，上述修法是大勢所趨，
政府深入了解什麼原因導致國人
患精神病，爾后動念自殺。

他也提醒大家，精神病
是無形疾病，甚難被肉眼辨識
出來，因此不能再草草以現有
刑事法律應付國人自殺未遂事
件。他補充，政府正收集利益
相關單位如教育單位、媒體、
社會福利局等反饋，共同起草
一份全面的策略計劃，緩解自
殺問題及將其去刑事罪化。

「希望我國有一套援助、
關心自殺未遂者的法律，而非
歧視他們。」

劉偉強今日在國會下議員
的部長問答環節，回答民主行
動黨古晉市國會議員俞利文的
提問時，如此指出。

他回答巫統巴耶勿剎國會
議員沙哈阿都拉，如何解決日益
嚴重的青少年精神病問題之附加
提問時指出，除政府修法外，國
人親朋戚友也得關心身邊人的精
神狀況，給予適合的慰問或攜帶
有需要者找尋輔導師。

檳城15日訊│房地部長
祖萊達說，不管任何政策，政
府都必須與最底階層的人民接
洽，上情下達，並為他們提供
相關資訊，避免被遺漏，如此
一來，該政策才會成功。

她今日出席地方政府第7屆
亞太區城市論壇（APUF-7）開
幕時說，就像聯合國2030年永
續性發展目標，不該僅停留在
「口說」的階段，反之應賦予
行動，以便儘早達成目標。

她說，政府可以為屋業發
展計劃中的房屋面積、必須建
造的基本設施，作出議決。可
是，無論是房屋或已建好的基
設，最后必須由社區人民肩負
起維護、保養和照顧等責任。

因此，她呼吁全國各地方
政府是時候動起來，面對各項
城市化挑戰同時，更積極從與
會各國代表與專家提供的成功
楷模，或城市化的意見方案中
學習，以求在剩下的10年，落

實聯合國2030年永續性發展目
標。

「我們距離2030年只剩10
年，之后又會有2040年的目標
必須去達成。」

儀式上，檳島市長拿督尤
端祥感謝聯合國人民署執行總
監拿督麥慕娜給予檳島市政廳
的信任，並選擇檳州承辦全馬
首個亞太區城市論壇。此論壇
吸引來自60個國家的7000名參
與者，出席為期3天的活動。

他相信，這將是我國最大
的交流平台，無論是決策者或
是非政府組織，都可利用該平
台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決策者討
論全球未來面對的永續性發展
的挑戰。

他說，全球除了面臨著嚴
峻氣候變化問題之外，還面對
人口不斷增長的問題。根據聯
合國報告，目前全球人口已達
到77億人，預計在2030年將突
破85億人口。

政府政策須與底層人民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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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亞南22日訊│過去30年的
深厚友誼﹐兩名不同種族的男子
風雨不改默默為社會貢獻。

現年62歲的 V Rajendran 與
現年57歲的謝金福在吉隆坡一間
學院讀書時已互相認識﹐他們較
後決定幫助原住民孩子接受教育
﹐以脫離窮困。

他們設立了一間取名為原住
民教育中心的宿舍﹐協助原住民
孩子獨立及接受教育。

Rajendran 表示﹐他與謝金
福是在一次前往霹靂一個原住民
村莊後﹐受到啟發決定設立該教
育中心。

他表示﹐那里的原住民孩子
都被忽略﹐他們沒有接受教育。

“在2002年﹐我們兩人前往
彭亨拉勿 Sungai Dalam 的原住
民村莊﹐我們在那里開始教導原

住民孩子基本教育﹐如數目字﹑
英語字母﹑寫字﹑計算等長達兩
年。”

“在2004年﹐我們帶領20名
原住民孩子離開村莊﹐並前往離
開村莊大約6公里的拉勿 Pekan 
Sang Lee 華文小學上學。”

“當時﹐我們租了一間房子
充當孩子們的宿舍。”

他表示﹐但是﹐經過兩年後
﹐那些孩子必須搬到其他地方﹐
因為該房子已被業者賣掉。

在這之後﹐他與謝金福於
2010年在離開舊住舍大約10公
里的地方﹐購買了一片2.4公頃
的土地。

“我們利用其中2.5依甲的
土地建築男女宿舍﹑禮堂﹑圖
書館等設備﹐包括飼養泥鰍及
富貴魚的魚池。”

cm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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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5日訊)現年38歲﹐
最近獲得“英雄獎3.0”的納閩特
殊援助協會主席莫哈末霍曼賓賽
汀特別感謝母親﹐因為是他的母
親讓他深深體會有一份熱﹐發一
份光。

他形容是他母親深深感染了
他參與行善工作﹐雖然其母親已
60歲高齡了﹐但是﹐仍舊持著愛
心熱切參與慈善活動。

霍曼表示﹐從小就一直跟隨
母親法蒂瑪賓蒂雅雅參與各項自
願慈善活動。

“我的母親已在自願組織服
務了25年﹐她也是納閩非政府組
織的一名主管。她對殘障兒童的
耐心與愛心激勵了我﹐使我想成
為跟母親一樣。”

他很高興能夠為需要者盡一
份努力。他知道﹐雖然財力上有
限﹐但他能做的﹐是在精力上幫
助他們。

雖然霍曼也面對聽覺的問題

﹐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他成為納
閩首名手語導師。

“我自己耳聾﹐但是﹐我願
意幫助納閩的殘障兒童﹐使他們
學會用手語溝通﹐更容易獲得教
育及能尋找工作。”

“中學畢業後﹐我就開始在
這個組織工作﹐教導其他殘障人
士手語。在2005年﹐我進入馬來

西亞聾啞協會學習更深入的手語
。”

“我的母親非常鼓勵我﹐以
協助不幸人士。與此同時﹐我想
看到納閩的聾啞兒童能夠前往西
馬深造。”

他認為殘障人士必須對自己
更有信心﹐並朝向目標生活。

他鼓勵道﹕ “雖然你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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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克服聽障 助殘障人士學手語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斯瑪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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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認同辯方律師
的說法，即在逃富商劉特佐之所
以找他擔任有關職位，可能是因
為他缺乏金融經驗。

沙魯今日在接受辯方代表律
師丹斯里沙菲宜的盤問時表示，
有可能劉特佐找他來掌管登嘉樓
投資機構，是因為他在投資募資
方面是一個新手。

他也同意沙菲宜所說，劉特
佐這麼做，是劉特佐欺騙主權財
富基金計劃的一部分。

沙菲宜問：「你是否想過為
何劉特佐要委任你？因為你不沒
有任何金融方面的經驗。」

沙魯答：「我當時沒有這麼
想。」

沙菲宜問：「現在事后看來
呢？」

沙魯答：「有這個可能。」
沙魯也同意沙菲宜所指，劉

特佐策略地將其同謀安置在該公
司，如盧愛璇和唐敬志等人，協

助劉特佐制定計劃。
沙魯表示，當劉特佐在2009

年向登嘉樓投資機構建論他出任
該機構首席執行員一職時，他曾
告訴劉特佐本身在金融方面缺乏
經驗。

不過，他說，雖然他說清楚
情況，但登嘉樓投資機構董事及
時任國家元首蘇丹米占再納阿比
丁批准了這項任命。

「我的任命是由他們決定，
股東和董事。我準備全力以赴，
我有告訴他們，我在募資方面沒
有經驗，但他們還是委任我。」

「如果我不合格，聘請我的
人應該知道。我有告訴劉特佐這
些事情。」

沙菲宜問沙魯于2009年3月21
日在登嘉樓王宮與蘇丹米占會面
時，是否提起此事時，但沙魯表
示沒有。「在那次會面時，陛下
坐在王宮的會議室，而當時是劉
特佐將我帶入會議室，並介紹給
陛下。」

「丹斯里阿茲蘭再諾（登嘉

樓投資機構董事）也在場，他告
訴陛下認識我很久了，並說我是
一個好人。」

「我沒有機會提出這事情，
因為我還未準備好，這是我第一
次到王宮覲見陛下。」

要聞 42019年10月9日 ◆ 星期三

吉隆坡8日訊│忙碌于講課及
生意﹐並沒有阻止現年42歲的黃
耀慶進行志願慈善活動﹐協助社
會不幸的一群。

在澳洲蒙納斯大學攻讀電器
與電腦工程師學位時的體驗﹐激
勵了他去協助社會不幸的一群。

堅持履行伊斯蘭教義的他把
收入分享給社會不幸的一群。

他表示﹐在澳洲期間﹐他必
須節省。當時的生活很辛苦﹐他
只能夠租一間小房間。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協
助面對困難者。對我而言﹐此舉
是履行伊斯蘭教的教義。我願意
把我的財產與有需要者分享。”

也 是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創辦人的黃耀
慶表示﹐最初﹐他幫助社會不幸
的一群人﹐並為他們與家人準備
食物。

他表示﹐最初是準備熱食物
﹐但是﹐這不實際﹐因為這些食
物不能夠儲存。

“此外﹐當分配食物時﹐一
部份不幸人士已睡覺。當食物放
在貧窮者睡覺的地方﹐便會引來

蟑螂﹐食物因此變得不衛生。”
“因此﹐我們改變方法﹐轉

為分配乾糧食物﹐如餅乾﹑水果
等給他們。”

“除了食物﹐我們也贈送日
常用品給在巴生谷一帶的不幸人
士。”

提及其慈善計劃﹐育有3名兒
女的黃耀慶表示﹐他們一有4人﹐
包括他自己志願為這些不幸人士
理髮。

“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也為好學的不
幸人士進行理髮訓練﹐使他們能

夠自立更生。”
來自八打靈再也的黃耀慶也

經常在霹靂 Hutan Lipur Belum 
進行志願活動。

“我們的活動包括為不幸人
士安裝太陽能燈﹑提供食物﹑安
裝水管等。”

雖然這些是慈善活動﹐但
是﹐他承認﹐一些人認為他行
善只是為了獲得果報。“一些朋
友認為我行善是擁有議程的﹐並
以‘別有用心’來形容我。”黃
耀慶並不理會別人怎樣想﹐他覺
得只要能力所及﹐他會繼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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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慶為不幸人士送糧

黃耀慶(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絲瑪(左5)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人。
當被問及他獲得“英雄獎

3.0”感想時﹐他表示感到驚訝﹐
並感謝上帝。

“我不曾想過能夠獲獎﹐

因為得獎者一般上都是很優秀的
人。與此同時﹐我感到很驕傲及
高興能夠獲得此獎項。”

黃耀慶獲得5000令吉現金獎
﹑獎盃及証書。與此同時﹐他也

被委任為國家團結大使。
“英雄獎3.0”是雪隆中總與

國家團結部所聯合主辦的活動﹐
其目的是為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
出貢獻及提升社會團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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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8日訊│針對陸路公共
交通機構（APAD）和陸路交通
局（JPJ）要求電召車司機將私
人轎車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
並將于本月12日展開執法，新
山電召車聯盟成員今日群起抗
議，促請交通部長陸兆福出面
回應。

Grab電召車公司昨日傍
晚在官網發佈新條例的重要通
知，讓許多電召車司機感到錯
愕。

司機們質疑本月12日展開
執法工作，卻在執法前5天才促
電召車司機們更改車輛用途的
做法。

新山電召車聯盟主席羅少
榮質疑，交長陸兆福曾在5月份
指出，政府放寬條件，允許電
召車司機無須更改私人車輛組
別為私人電召車（AH）類別，
為何現在卻U轉。

他透露，今早已經有會員
到陸交局，申請將車輛用途從
私人車輛更改為私人電召車代
號（AH），卻被告知電腦驗車
中心（PUSPAKOM）報告寫明是
私人車輛，因此不能更改車輛
用途。

「換言之，若要更改車輛
用途的話，不就是要再把程序
走一遍，包括前往電腦驗車中
心改資料，再重新申請電召車
准證（EVP），之后更改車卡上
的車輛用途類別，甚至還需更

新電召車保險。」

5天內無法完成

羅少榮今日上午與數十名
電召車司機召開新聞發佈會，
反映電召車司機不滿新條例的
心聲。

他直言，上述做法過于費
時費事，且並非能在5天內就能
完成的作業程序。

他說，所謂的AH，就等于
商用車輛，這會令私人車輛立
即貶值，日后也不確定是否能
再把車輛用途改成私人車輛，
提高成為電召車司機的門檻，
會導致一些現有司機退出。

「Grab近期開放讓會員
自己填寫電召車准證，容易造
假，加上並非每個司機都懂得
填寫，為了避免出現疏漏，希
望有關公司能謹慎處理。」

他抨擊，政府內部缺乏溝
通，交長已經說明不再進行更
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的政策，
為何有關當局卻又突然增加這
項新條例呢？

電召車司機陳可春（55
歲）質疑，若要更改車輛用途
為商業註冊，是否就能保障司
機不會面對被列入黑名單？他
也擔心更改車輛用途后，車輛
會貶值。

他希望，政府能將電召車
相關的條件簡化，避免造成電

召車司機的困擾。

新山8日訊│政府部門更
改政策，令電召車司機措手不
及，受訪電召車司機抨擊，政
策一直U轉，令電召車行業充滿
太多變數。

電召車司機曾新福（61
歲）表示，他加入電召車司機
行列已經兩年半。他坦言，做
電召車司機並不簡單，經常會
收到顧客投訴或是無故被列入
電召車黑名單，或是載客次數
不足被扣分等。

對于政府政策U轉，他笑
說，馬來西亞政策一直都如
此，也已經習慣了。

電召車司機魏庶遠（42
歲）直言，當局不斷更改政
策，令電召車行業充滿太多變
數。他今年才買新車，若更改
車輛用途，他的新車價值就開
始貶值。

他坦言，如果政府強制更
改政策，電召車司機們也只能
遵守。

「不過，一旦車輛用途
改成私人電召車，就屬于商用
車輛，屆時除了驗車費、保險
費之外，每年車輛路稅就會更
高，變成司機需要承擔額外的
費用。」

政策頻U轉 行業多變數

羅少榮（前左5）帶領會員們舉大字報抗議政府要求更改車輛
用途類別。前左2為曾新福，前右為陳可春。

電召車須改商用 司機抨太突然

檳城8日訊│42歲已
婚伊斯蘭宗教男老師涉嫌
非禮男學生被控3項性侵兒
童罪，他否認罪名，獲準
以1萬令吉保外候審。

控狀顯示，被告阿都
暮達里被指于2017年2月
至2018年7月，在檳城新港
一間學校課室，對一名當
時10歲的男童做出猥瑣行
為，舔對方的下體，觸犯
2017年兒童保護法令第14

條文（性侵犯兒童），罪
成可被判監禁最高20年，
另可加鞭刑。

次項控狀指被告于
2018年2月至7月16日上午
10時45分，在學校的祈禱
室，對另一名11歲男童做
出猥瑣行為，即舔對方的
下體。第三項控狀則指他
在2018年7月，非禮另一名
10歲男童。

被告目前已被調職。

控性侵3男童 宗教老師不認罪

猝死逾半年 獨居老婦變人骨
新山8日訊│78歲獨居老婦猝

死超過半年，直至房屋經紀受屋
主委託上門準備與租戶洽談出售
房屋事宜，才發現浴室門旁有具
人骨，驚慌不已急忙報警。

新山南警區主任沙胡里乃
指出，斃命老婦是78歲的許美
美（譯音），生前獨居在世紀花

園的一間房屋，她是被一名房屋
經紀發現臥屍在其中一間浴室門
旁。

他說，警方是本月5日，下午
2時35分，接獲房屋經紀投報，才
揭發這案件。

「該名房屋經紀是因屋主要
出售房屋，到該間房屋與租戶見

面洽談事項，抵達時無人應門，
他嘗試打開反鎖的大門入屋，並
在屋內其中一間浴室發現一副人
骨，接著馬上向警方投報。

他指出，遺體已送往新山醫
院太平間解剖，估計已斃命超過
半年。

警方目前尚在聯絡死者家
屬，以協助調查和辦理領屍程
序。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沙菲宜今日在盤問
一馬公司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時透露，與劉
特佐有關的兩家公司私下以折扣
價購買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然后再出售，賺取近5億令吉的利
潤。

沙菲宜在庭上指出兩家與劉
特佐有關的公司如何私下做成有
關交易。

沙菲宜今日出示有關Country

集團和新加坡Aktis Capital公司
的文件，並指這兩家公司以低價
認購了有關債券，然后以全價將
債出售，以賺取利潤。

沙菲宜形容，這個計劃是由
劉特佐及其朋黨完成。

在轉手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
券下，Country集團賺取4億2000
萬令吉，Aktis Capital公司則賺
取7400萬令吉。

沙菲宜向證人說：「現在
你知道整個數據了，很驚訝是不

是？」
沙魯回答：「是的。」
沙魯解釋，他第一次聽到

Aktis Capital公司的名字，是在
2018年接受警方調查的時候。

沙菲宜告訴證人Country集團
實際上與丹斯里劉福平有關，接
著證表示：「哦，是劉特佐的父
親。」

沙 菲 宜 問 ： 「 劉 福 平 與
Country集團有關，你知道嗎？」

沙魯答：「不知道。」

劉特佐與父親 賺5億「秘密利潤」
吉隆坡8日訊│前首相納吉的首席代表律師丹斯里

沙菲宜今日在庭上指出，在逃富商劉特佐與其父親，于

2009年在登嘉樓投資機構（一馬公司前身）發行的債券

中，轉手之下賺取5億令吉的「秘密利潤」。

沙魯週二上庭時，一臉嚴肅。

1MDB丑聞
世紀審訊

受委CEO 沙魯承認缺金融經驗

擔任TIA顧問 劉特佐沒有受薪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前首席執行員拿督沙魯
指出，在逃商人劉特佐是義務擔
任登嘉樓投資機構（TIA，1MDB前
身）的顧問，沒有受薪。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今日進入第18天審
訊，而現年49歲的沙魯今日繼續
接受辯方代表律師丹斯里沙菲宜
的盤問。

登嘉樓投資機構是于2009年9
月易名為一馬公司（1MDB）。

沙菲宜問：「劉特佐為登嘉
樓投資機構服務時，是否曾獲支
付薪金？」

沙魯答：「沒有。」
沙菲宜問：「那麼，劉特佐

為登嘉樓投資機構無償工作，結
果取得數十億令吉嗎？為何這個

商人會花費這麼多時間，但卻沒
有得到任何報酬。」

沙魯答：「這也不是無償工
作，因為他表明他初期是代表登
嘉樓，過后則代表聯邦政府。」

沙菲宜問：「但他並沒有得
到報酬？」

沙魯答：「是的，他沒有得
到報酬。」

將朋黨帶入TIA

此外，沙魯指出，在逃富商
劉特佐將其朋黨帶入登嘉樓投資
機構。

沙菲宜問：「劉特佐委任
他的人，如盧愛璇（譯音，一馬
公司律師）、倪崇興（譯音，一

馬公司董事），以及唐敬志（譯
音，一馬公司執行董事）。」

沙魯答：「我不知道這樣事
情發生。」

沙菲宜問：「你不知道是
劉特佐計劃將這些人放在你身
邊？」

沙魯答：「是的，現在它看
起來相當清楚。不過在2009年，
我見他很忠誠的擔任登嘉樓投資
機構代表。在早期，當我們進行
募資時，他也在為時任財政部長
納吉說話。」

沙魯過后表示，他在受委為
首席執行員不久后，劉特佐和唐
敬志經已向銀行家談過有關政府
擔保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新加坡8日訊│2
歲女童藏屍鐵鍋案為
何時隔5年才揭發，引
起議員關注，新加坡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
兼國家發展部第二部
長長李智陞回覆議員
詢問時表示，女童家
人曾跟6政府部門和社
區組織接觸，聲稱女
童由親戚照顧，因此
無人懷疑她失蹤或遇
害。

這起謀殺案引發
各界關注，共有4名議
員在國會上提問。其
中，工人黨非選區議
員吳佩松副教授就質
疑，為什麼女童的父
母曾違法，也受到社
會服務的關注，但為
何這5年來失了蹤的
女童，卻沒及早被揭
發。

李智陞通過書面
回應表示，這幾年來
涉案家庭曾和多個社
區組織和援助機構有
過接觸，包括社會及
家庭發展部旗下的社
會服務中心、內政團

隊部門、教育部、幼兒培育署
等等。

「這些接觸涉及不同事
項，例如經濟援助、家庭福利
狀況、育兒、學前教育問題等
等。」

他透露，涉事家庭曾向
社會服務中心尋求經濟援助，
也曾跟兒童保護服務處有過接
觸。當局會進行調查，確認孩
子是否得到妥善照顧。

親生父母被控謀殺

他說，幼兒培育署和教育
部都曾為了孩子沒有報名幼稚
園和小一找上涉事家庭。

「由于家屬跟這些機構
部門所說的跟現有的調查有關
聯，我無法透露詳情。我能說
的是，根據涉事家庭和不同部
門的對話，社工和官員都不曾
懷疑女童失蹤或是遇害。該家
庭聲稱孩子由親戚照顧。」

李智陞在書面回應上指
出，一般上若幼兒培育署屢次
透過各種方式仍找不到家長，
就會和社區伙伴合作來試圖解
決問題。

「至于教育部，若多次發
信提醒仍未得到回應，則會派
職員作家訪。孩子要是沒有跟
父母同住，教育部則會和其他
有關部門合作，想辦法跟負責
照顧孩童的人取得聯繫。」

他坦言，由于遇害女童年
僅2歲，一般上是不太有可能
跟相關單位有固定的接觸。至
于更多有關案件的細節，則必
須待在庭上揭露。

新加坡警方是在9月10
日，晚上8時30分接到振瑞路
第52座組屋的一起非自然死亡
命案。當晚警方在8樓的一個
單位內找到裝有屍骸的鐵鍋。

遇害女童的親生父母，在
謀殺罪名下被控。控狀顯示，
他們涉嫌于2014年3月，在振
瑞路第52座組屋8樓的一個單
位裡謀殺女童，觸犯刑事法典
第302（2）節的謀殺條文。一
旦罪成，可被判死刑，或終身
監禁加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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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人士﹐不要把這個缺陷當
成你們的障礙﹐以為無法對社
會作出貢獻。不要認為自己軟
弱﹐而必須有信心為國家及社
會做出貢獻。”

“我成為手語導師多年﹐
這些年來訓練了18名聾啞人士
﹑20名特殊學生及9名自閉症兒
童。”

“他們都受到納閩特殊兒
童協會及納閩聾啞協會的幫助
。我感到很高興﹐在他們當中
﹐有一些已經工作﹐一些則繼
續深造。”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
有7名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
霍曼成為本年度英雄獎3.0得主
之一。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他
也被國家團結與統合部委任為
國家團結大使。

“我感謝上蒼選擇我成為這
獎項的得主之一。我也要感謝提
名我的人。”霍曼(中)教導聽障人士手語。

霍曼持有 Cybernetics 國際
科技學院攻讀人力資源管理文憑
﹐他目前非常活躍於幫助納閩的
殘障兒童。

“我的英雄”獎是吉隆坡與

雪蘭莪華人工商會與國家團結部
所聯合主辦的活動﹐其目的是為
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出貢獻﹐及
提升社會團結者。霍曼是唯一來
自東馬的得主。

獲得“英雄獎3.0”的莫哈末霍曼賓賽汀。

預科班錄取逾5萬人

僅2.6萬人入學

張念群（左）在國會下議院問答環節，回答大學預科班2019/2020

年入學情況。

吉隆坡15日訊│教育

部副部長張念群指出，教

育部發出了5萬5324個大學

預科班（Matrikulasi）

的錄取書，惟2019/2020

學年的入學學生僅有2萬

5919人。

林冠英堅稱已退還石油稅
吉隆坡15日訊│財政部長林

冠英堅稱，中央政府已退還石油
稅予吉蘭丹州政府，而且財政部
近期還批准了1億令吉的貸款給丹
州政府，作為經營費以及用以支
付該州公務員薪金。 

他說，剛接到來自吉蘭丹州
政府要求，以支付運營和薪水。
「總數是1億令吉，我們已經批
准，希望這筆錢可在數周內或月
底前發放給吉蘭丹州政府。」

林冠英周二在國會走廊，針
對吉蘭丹大臣拿督阿末耶谷稱丹

州政府在9月17日從聯邦政府拿到
的一筆款項是回饋金，而不是石
油稅一事，如是表示。

他強調，財政部已經提早退
還石油稅給丹州，而丹大臣的談
話也證明吉州政府已拿到退款。 

他說，他不願在用詞上繼續
與吉州政府爭辯。

他指出，雖然中央政府一直
被炮轟，可是還是批准了貸款。

「中央還是會援助吉蘭丹。
國陣執政時期也曾拖欠石油稅，
現在的政府歸還石油稅，卻比國

陣遭受更多謾罵。 」
他指出，中央和州政府有各

自的責任，並希望雙方可以理智
討論，不要過于情緒化或根據非
事實而發言。 

針對2020年預算案降低外
國人購買房地產的最低門檻，
從100萬令吉降至60萬令吉一
事，林冠英重申，只限于公寓
或組屋，不涉及新發展項目和
有地房產。

他強調，該措施旨在解決國
內滯銷房屋的問題。

她指出，在所有入學學生
中，土著學生佔2萬2655人、
華裔生17 7 4人、印裔生12 1 2
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學生有
278人。張念群今日在國會下
議院問答環節，回答馬華亞依
淡國會議員拿督斯里魏家祥的
提問時，如是指出。

此外，魏家祥在附加問答
環節時也繼續追問，他在7月3
日于國會收到的回答指入學已
經增加至4萬個，但是現在這2
萬5000人入學率，和他在7月3
日收到的回答不一樣，而這也
和內閣的議決不同。

對此，張念群則反指魏家祥
聽不懂她的回答，並表示教育部
已為SPM畢業生提供5萬5324個大
學預科班的學額，已經超出內閣
議決的4萬個名額，現在是學生無
法填補該學額。

歡迎魏家祥提建議

她指出，學生在申請了大
學預科班后，可能還得到其他

學位包括師範大學、大學或其
他地方，而選擇放棄大學預科
班導致學位沒被填滿，教育部
也無法做什麼。

她表示，大學預科班的課
程只有一年，教育部不可能在
常年的每一個月都錄取學生以
填滿學位，並促請也是前教育
部副部長的魏家祥如果有好的
方法，可以提出建議。

此外，張念群說，大學預
科班在最近3年的就讀率也逐年
增加，即2017年的1萬8839、
2018年的2萬324人，以及2019

年的2萬2678人。
內閣在今年4月杪議決大學

預科班學額分配製維持90%給
土著學生，10%給非土著學生，
但錄取學額將會從原本的2萬
5000人增到4萬人，意味著非
土著的學額將從原本的2500人
增加至4000人。

教育部長馬智禮當時在接受
訪問時說，政府大幅度增加大學
預科班學額的決定，除了不剝奪
土著學生原本享有的固打，也增
加了非土著學生的入學機會，是
一種雙贏局面。

吉 隆 坡 1 5 日 訊
│馬 華 總 會 長 拿 督
斯 里 魏 家 祥 指 出 ，
教育部在大學預科班
（Matrikulasi）的收
生，並沒有按照內閣
的議決去執行，並指
教育部連土著和非土
著都欺騙。

他說，今年大學
預科班的收生人數，
只有2萬5919人，比起
去年也只是區區地增
加了919個人。

「這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難道內閣議
決4萬個學額，你連土
著和非土著全部都欺
騙，這是非常嚴重的
罪行。」

他促請，教育部
的長官需要去解釋，
29位內閣成員也應該
說話。

「很多人都以為
土著會得到3萬6000
個位子，而華裔、印
裔等會得到4000個位
子，不過我們今天計
算后，華裔和印裔也
只是得到區區的2986

個位子。」
魏家祥今日在國會下議院

問答環節時，向教育部提出大
學預科班收生的提問，較后在
國會走廊召開記者會，繼續向
教育部和該部副部長張念群繼
續開炮。

他說，當時教育部告訴
所有人這是雙贏方案，但今
天出來的卻是變了樣，貨不
對辦，希盟的內閣成員應該
解釋。

魏家祥也進一步揭露，
若以今年2萬5919人的錄取
人數去計算，非土著的2986
個學位也已經超出了10%，
也已經超出了土著和非土著
90比10的比例。

「既然非土著的學生可以
超過10%，為何不能增加錄取
其他族群的學生，是不是有特
定族群的學生沒有足夠的人數
去申請？」

他說，他在7月收到的國
會書面回答，已經聲稱有4萬
個大學預科班的學生，但卻在
今日給出不同的答案。

他批評張念群指教育部
發出錄取書，最后學生不來
報到他們也沒辦法，是很不
負責任的說法，令人啼笑皆
非。

「這好比一個人向上吐
痰，最后中自己的臉，現在
已經沒有高教部，無論高
教、低教都是有教育部來負
責。」

未
根
據
內
閣
議
決 

魏
家
祥
促
教
部
解
釋

亞太區城市論壇首次在大馬舉辦，祖萊達（左4起）、佐西亞、

麥慕娜及曹觀友于週二為第7屆亞太城市論壇主持開幕。

擬修法「自殺未遂」去刑事罪化
吉隆坡15日訊│掌管法律

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劉偉強
指出，政府正研究修訂刑事法
典第309條文，將「自殺未遂」
去刑事罪化，即不再以刑事罪
定義意圖自殺者。

劉偉強表示，總檢察署
正研究如何在刑事法典移除自
殺未遂罪行，往后不再以刑事
罪定義欲自殺者。他補充，上
述研究仍在起步階段，婦女、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青年及體
育部、教育部、通訊及多媒體
部、警方等利益相關單位亦參
與其中。

他說，除第309條文外，政
府正修訂第305、306這兩項關
于自殺未遂或教唆他們自殺的條
文，「我們會參考英國、澳洲、
巴基斯坦等有類似刑法國家。」
他認為，上述修法是大勢所趨，
政府深入了解什麼原因導致國人
患精神病，爾后動念自殺。

他也提醒大家，精神病
是無形疾病，甚難被肉眼辨識
出來，因此不能再草草以現有
刑事法律應付國人自殺未遂事
件。他補充，政府正收集利益
相關單位如教育單位、媒體、
社會福利局等反饋，共同起草
一份全面的策略計劃，緩解自
殺問題及將其去刑事罪化。

「希望我國有一套援助、
關心自殺未遂者的法律，而非
歧視他們。」

劉偉強今日在國會下議員
的部長問答環節，回答民主行
動黨古晉市國會議員俞利文的
提問時，如此指出。

他回答巫統巴耶勿剎國會
議員沙哈阿都拉，如何解決日益
嚴重的青少年精神病問題之附加
提問時指出，除政府修法外，國
人親朋戚友也得關心身邊人的精
神狀況，給予適合的慰問或攜帶
有需要者找尋輔導師。

檳城15日訊│房地部長
祖萊達說，不管任何政策，政
府都必須與最底階層的人民接
洽，上情下達，並為他們提供
相關資訊，避免被遺漏，如此
一來，該政策才會成功。

她今日出席地方政府第7屆
亞太區城市論壇（APUF-7）開
幕時說，就像聯合國2030年永
續性發展目標，不該僅停留在
「口說」的階段，反之應賦予
行動，以便儘早達成目標。

她說，政府可以為屋業發
展計劃中的房屋面積、必須建
造的基本設施，作出議決。可
是，無論是房屋或已建好的基
設，最后必須由社區人民肩負
起維護、保養和照顧等責任。

因此，她呼吁全國各地方
政府是時候動起來，面對各項
城市化挑戰同時，更積極從與
會各國代表與專家提供的成功
楷模，或城市化的意見方案中
學習，以求在剩下的10年，落

實聯合國2030年永續性發展目
標。

「我們距離2030年只剩10
年，之后又會有2040年的目標
必須去達成。」

儀式上，檳島市長拿督尤
端祥感謝聯合國人民署執行總
監拿督麥慕娜給予檳島市政廳
的信任，並選擇檳州承辦全馬
首個亞太區城市論壇。此論壇
吸引來自60個國家的7000名參
與者，出席為期3天的活動。

他相信，這將是我國最大
的交流平台，無論是決策者或
是非政府組織，都可利用該平
台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決策者討
論全球未來面對的永續性發展
的挑戰。

他說，全球除了面臨著嚴
峻氣候變化問題之外，還面對
人口不斷增長的問題。根據聯
合國報告，目前全球人口已達
到77億人，預計在2030年將突
破85億人口。

政府政策須與底層人民連接

V Rajendran與謝金福 助原住民孩子接受教育

Rajendran與謝金福及他們所照

顧的原住民孩子合照。

“19年後的今天﹐我們的
中心已有92名年齡介於5歲至
17歲的原住民孩子。他們來自
多個州屬﹐包括砂拉越。他們
被送往拉勿的6間小學及中學
上學。”

更令人感到驕傲的是﹐有11
名原住民孩子已進入拉曼大學學
院﹑瑪拉工藝大學及巴生谷多間
學院深造。

Rajendran 希望在未來能夠
協助更多的原住民孩子。

與此同時﹐謝金福表示﹐他
與 Rajendran每個月需要3萬5000
令吉的經費﹐以應付孩子們的教
育﹑宿舍及交通費。

“這是我們每個月都面對的
問題﹐因為所有費用都是由公眾
人士所捐助。”

“我們經常面對經費不足
﹐但是﹐必須確保原住民孩子
擁有足夠的食物及能夠上學。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能夠參與慈
善工作。”

他表示﹐除了捐款﹐他們
也在該片土地上種植榴槤與香
蕉﹐並售賣這些水果﹐以補貼
宿舍費用。

“我們所有工作人員與學
生都參與這項活動。我們也開
設漢堡攤位﹑炸香蕉﹑炸蝦餅
及飲料。”

此 次 獲 得 英 雄 獎 3 . 0 ﹐
Rajendran 與謝金福感到驚訝。

Ra j e n d r a n  表示﹐在這
之前﹐曾經有人前往宿舍﹐並
表示想提名他兩人成為英雄獎
3.0競爭者。

他表示﹕“我們感到害羞
﹐因為我們只想真誠做事﹐而
不是為了任何回報。”

他說﹕“在意外獲得這獎項
之後﹐我們希望能夠激勵更多人
參與協助原住民的工作。”

Ra j e n d r a n  與謝金福及
另一名友人以西馬原住民組織
(SEMOA)的名義進行這項社會
服務活動。Rajendran(左)與謝金福是英雄獎3.0得獎者。 參加2019年小六檢定考試的原住民孩子在宿舍內溫習功課。

cm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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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5日訊)現年38歲﹐
最近獲得“英雄獎3.0”的納閩特
殊援助協會主席莫哈末霍曼賓賽
汀特別感謝母親﹐因為是他的母
親讓他深深體會有一份熱﹐發一
份光。

他形容是他母親深深感染了
他參與行善工作﹐雖然其母親已
60歲高齡了﹐但是﹐仍舊持著愛
心熱切參與慈善活動。

霍曼表示﹐從小就一直跟隨
母親法蒂瑪賓蒂雅雅參與各項自
願慈善活動。

“我的母親已在自願組織服
務了25年﹐她也是納閩非政府組
織的一名主管。她對殘障兒童的
耐心與愛心激勵了我﹐使我想成
為跟母親一樣。”

他很高興能夠為需要者盡一
份努力。他知道﹐雖然財力上有
限﹐但他能做的﹐是在精力上幫
助他們。

雖然霍曼也面對聽覺的問題

﹐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他成為納
閩首名手語導師。

“我自己耳聾﹐但是﹐我願
意幫助納閩的殘障兒童﹐使他們
學會用手語溝通﹐更容易獲得教
育及能尋找工作。”

“中學畢業後﹐我就開始在
這個組織工作﹐教導其他殘障人
士手語。在2005年﹐我進入馬來

西亞聾啞協會學習更深入的手語
。”

“我的母親非常鼓勵我﹐以
協助不幸人士。與此同時﹐我想
看到納閩的聾啞兒童能夠前往西
馬深造。”

他認為殘障人士必須對自己
更有信心﹐並朝向目標生活。

他鼓勵道﹕ “雖然你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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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克服聽障 助殘障人士學手語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斯瑪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cmyk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認同辯方律師
的說法，即在逃富商劉特佐之所
以找他擔任有關職位，可能是因
為他缺乏金融經驗。

沙魯今日在接受辯方代表律
師丹斯里沙菲宜的盤問時表示，
有可能劉特佐找他來掌管登嘉樓
投資機構，是因為他在投資募資
方面是一個新手。

他也同意沙菲宜所說，劉特
佐這麼做，是劉特佐欺騙主權財
富基金計劃的一部分。

沙菲宜問：「你是否想過為
何劉特佐要委任你？因為你不沒
有任何金融方面的經驗。」

沙魯答：「我當時沒有這麼
想。」

沙菲宜問：「現在事后看來
呢？」

沙魯答：「有這個可能。」
沙魯也同意沙菲宜所指，劉

特佐策略地將其同謀安置在該公
司，如盧愛璇和唐敬志等人，協

助劉特佐制定計劃。
沙魯表示，當劉特佐在2009

年向登嘉樓投資機構建論他出任
該機構首席執行員一職時，他曾
告訴劉特佐本身在金融方面缺乏
經驗。

不過，他說，雖然他說清楚
情況，但登嘉樓投資機構董事及
時任國家元首蘇丹米占再納阿比
丁批准了這項任命。

「我的任命是由他們決定，
股東和董事。我準備全力以赴，
我有告訴他們，我在募資方面沒
有經驗，但他們還是委任我。」

「如果我不合格，聘請我的
人應該知道。我有告訴劉特佐這
些事情。」

沙菲宜問沙魯于2009年3月21
日在登嘉樓王宮與蘇丹米占會面
時，是否提起此事時，但沙魯表
示沒有。「在那次會面時，陛下
坐在王宮的會議室，而當時是劉
特佐將我帶入會議室，並介紹給
陛下。」

「丹斯里阿茲蘭再諾（登嘉

樓投資機構董事）也在場，他告
訴陛下認識我很久了，並說我是
一個好人。」

「我沒有機會提出這事情，
因為我還未準備好，這是我第一
次到王宮覲見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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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8日訊│忙碌于講課及
生意﹐並沒有阻止現年42歲的黃
耀慶進行志願慈善活動﹐協助社
會不幸的一群。

在澳洲蒙納斯大學攻讀電器
與電腦工程師學位時的體驗﹐激
勵了他去協助社會不幸的一群。

堅持履行伊斯蘭教義的他把
收入分享給社會不幸的一群。

他表示﹐在澳洲期間﹐他必
須節省。當時的生活很辛苦﹐他
只能夠租一間小房間。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協
助面對困難者。對我而言﹐此舉
是履行伊斯蘭教的教義。我願意
把我的財產與有需要者分享。”

也 是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創辦人的黃耀
慶表示﹐最初﹐他幫助社會不幸
的一群人﹐並為他們與家人準備
食物。

他表示﹐最初是準備熱食物
﹐但是﹐這不實際﹐因為這些食
物不能夠儲存。

“此外﹐當分配食物時﹐一
部份不幸人士已睡覺。當食物放
在貧窮者睡覺的地方﹐便會引來

蟑螂﹐食物因此變得不衛生。”
“因此﹐我們改變方法﹐轉

為分配乾糧食物﹐如餅乾﹑水果
等給他們。”

“除了食物﹐我們也贈送日
常用品給在巴生谷一帶的不幸人
士。”

提及其慈善計劃﹐育有3名兒
女的黃耀慶表示﹐他們一有4人﹐
包括他自己志願為這些不幸人士
理髮。

“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也為好學的不
幸人士進行理髮訓練﹐使他們能

夠自立更生。”
來自八打靈再也的黃耀慶也

經常在霹靂 Hutan Lipur Belum 
進行志願活動。

“我們的活動包括為不幸人
士安裝太陽能燈﹑提供食物﹑安
裝水管等。”

雖然這些是慈善活動﹐但
是﹐他承認﹐一些人認為他行
善只是為了獲得果報。“一些朋
友認為我行善是擁有議程的﹐並
以‘別有用心’來形容我。”黃
耀慶並不理會別人怎樣想﹐他覺
得只要能力所及﹐他會繼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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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慶為不幸人士送糧

黃耀慶(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絲瑪(左5)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人。
當被問及他獲得“英雄獎

3.0”感想時﹐他表示感到驚訝﹐
並感謝上帝。

“我不曾想過能夠獲獎﹐

因為得獎者一般上都是很優秀的
人。與此同時﹐我感到很驕傲及
高興能夠獲得此獎項。”

黃耀慶獲得5000令吉現金獎
﹑獎盃及証書。與此同時﹐他也

被委任為國家團結大使。
“英雄獎3.0”是雪隆中總與

國家團結部所聯合主辦的活動﹐
其目的是為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
出貢獻及提升社會團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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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8日訊│針對陸路公共
交通機構（APAD）和陸路交通
局（JPJ）要求電召車司機將私
人轎車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
並將于本月12日展開執法，新
山電召車聯盟成員今日群起抗
議，促請交通部長陸兆福出面
回應。

Grab電召車公司昨日傍
晚在官網發佈新條例的重要通
知，讓許多電召車司機感到錯
愕。

司機們質疑本月12日展開
執法工作，卻在執法前5天才促
電召車司機們更改車輛用途的
做法。

新山電召車聯盟主席羅少
榮質疑，交長陸兆福曾在5月份
指出，政府放寬條件，允許電
召車司機無須更改私人車輛組
別為私人電召車（AH）類別，
為何現在卻U轉。

他透露，今早已經有會員
到陸交局，申請將車輛用途從
私人車輛更改為私人電召車代
號（AH），卻被告知電腦驗車
中心（PUSPAKOM）報告寫明是
私人車輛，因此不能更改車輛
用途。

「換言之，若要更改車輛
用途的話，不就是要再把程序
走一遍，包括前往電腦驗車中
心改資料，再重新申請電召車
准證（EVP），之后更改車卡上
的車輛用途類別，甚至還需更

新電召車保險。」

5天內無法完成

羅少榮今日上午與數十名
電召車司機召開新聞發佈會，
反映電召車司機不滿新條例的
心聲。

他直言，上述做法過于費
時費事，且並非能在5天內就能
完成的作業程序。

他說，所謂的AH，就等于
商用車輛，這會令私人車輛立
即貶值，日后也不確定是否能
再把車輛用途改成私人車輛，
提高成為電召車司機的門檻，
會導致一些現有司機退出。

「Grab近期開放讓會員
自己填寫電召車准證，容易造
假，加上並非每個司機都懂得
填寫，為了避免出現疏漏，希
望有關公司能謹慎處理。」

他抨擊，政府內部缺乏溝
通，交長已經說明不再進行更
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的政策，
為何有關當局卻又突然增加這
項新條例呢？

電召車司機陳可春（55
歲）質疑，若要更改車輛用途
為商業註冊，是否就能保障司
機不會面對被列入黑名單？他
也擔心更改車輛用途后，車輛
會貶值。

他希望，政府能將電召車
相關的條件簡化，避免造成電

召車司機的困擾。

新山8日訊│政府部門更
改政策，令電召車司機措手不
及，受訪電召車司機抨擊，政
策一直U轉，令電召車行業充滿
太多變數。

電召車司機曾新福（61
歲）表示，他加入電召車司機
行列已經兩年半。他坦言，做
電召車司機並不簡單，經常會
收到顧客投訴或是無故被列入
電召車黑名單，或是載客次數
不足被扣分等。

對于政府政策U轉，他笑
說，馬來西亞政策一直都如
此，也已經習慣了。

電召車司機魏庶遠（42
歲）直言，當局不斷更改政
策，令電召車行業充滿太多變
數。他今年才買新車，若更改
車輛用途，他的新車價值就開
始貶值。

他坦言，如果政府強制更
改政策，電召車司機們也只能
遵守。

「不過，一旦車輛用途
改成私人電召車，就屬于商用
車輛，屆時除了驗車費、保險
費之外，每年車輛路稅就會更
高，變成司機需要承擔額外的
費用。」

政策頻U轉 行業多變數

羅少榮（前左5）帶領會員們舉大字報抗議政府要求更改車輛
用途類別。前左2為曾新福，前右為陳可春。

電召車須改商用 司機抨太突然

檳城8日訊│42歲已
婚伊斯蘭宗教男老師涉嫌
非禮男學生被控3項性侵兒
童罪，他否認罪名，獲準
以1萬令吉保外候審。

控狀顯示，被告阿都
暮達里被指于2017年2月
至2018年7月，在檳城新港
一間學校課室，對一名當
時10歲的男童做出猥瑣行
為，舔對方的下體，觸犯
2017年兒童保護法令第14

條文（性侵犯兒童），罪
成可被判監禁最高20年，
另可加鞭刑。

次項控狀指被告于
2018年2月至7月16日上午
10時45分，在學校的祈禱
室，對另一名11歲男童做
出猥瑣行為，即舔對方的
下體。第三項控狀則指他
在2018年7月，非禮另一名
10歲男童。

被告目前已被調職。

控性侵3男童 宗教老師不認罪

猝死逾半年 獨居老婦變人骨
新山8日訊│78歲獨居老婦猝

死超過半年，直至房屋經紀受屋
主委託上門準備與租戶洽談出售
房屋事宜，才發現浴室門旁有具
人骨，驚慌不已急忙報警。

新山南警區主任沙胡里乃
指出，斃命老婦是78歲的許美
美（譯音），生前獨居在世紀花

園的一間房屋，她是被一名房屋
經紀發現臥屍在其中一間浴室門
旁。

他說，警方是本月5日，下午
2時35分，接獲房屋經紀投報，才
揭發這案件。

「該名房屋經紀是因屋主要
出售房屋，到該間房屋與租戶見

面洽談事項，抵達時無人應門，
他嘗試打開反鎖的大門入屋，並
在屋內其中一間浴室發現一副人
骨，接著馬上向警方投報。

他指出，遺體已送往新山醫
院太平間解剖，估計已斃命超過
半年。

警方目前尚在聯絡死者家
屬，以協助調查和辦理領屍程
序。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沙菲宜今日在盤問
一馬公司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時透露，與劉
特佐有關的兩家公司私下以折扣
價購買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然后再出售，賺取近5億令吉的利
潤。

沙菲宜在庭上指出兩家與劉
特佐有關的公司如何私下做成有
關交易。

沙菲宜今日出示有關Country

集團和新加坡Aktis Capital公司
的文件，並指這兩家公司以低價
認購了有關債券，然后以全價將
債出售，以賺取利潤。

沙菲宜形容，這個計劃是由
劉特佐及其朋黨完成。

在轉手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
券下，Country集團賺取4億2000
萬令吉，Aktis Capital公司則賺
取7400萬令吉。

沙菲宜向證人說：「現在
你知道整個數據了，很驚訝是不

是？」
沙魯回答：「是的。」
沙魯解釋，他第一次聽到

Aktis Capital公司的名字，是在
2018年接受警方調查的時候。

沙菲宜告訴證人Country集團
實際上與丹斯里劉福平有關，接
著證表示：「哦，是劉特佐的父
親。」

沙 菲 宜 問 ： 「 劉 福 平 與
Country集團有關，你知道嗎？」

沙魯答：「不知道。」

劉特佐與父親 賺5億「秘密利潤」
吉隆坡8日訊│前首相納吉的首席代表律師丹斯里

沙菲宜今日在庭上指出，在逃富商劉特佐與其父親，于

2009年在登嘉樓投資機構（一馬公司前身）發行的債券

中，轉手之下賺取5億令吉的「秘密利潤」。

沙魯週二上庭時，一臉嚴肅。

1MDB丑聞
世紀審訊

受委CEO 沙魯承認缺金融經驗

擔任TIA顧問 劉特佐沒有受薪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前首席執行員拿督沙魯
指出，在逃商人劉特佐是義務擔
任登嘉樓投資機構（TIA，1MDB前
身）的顧問，沒有受薪。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今日進入第18天審
訊，而現年49歲的沙魯今日繼續
接受辯方代表律師丹斯里沙菲宜
的盤問。

登嘉樓投資機構是于2009年9
月易名為一馬公司（1MDB）。

沙菲宜問：「劉特佐為登嘉
樓投資機構服務時，是否曾獲支
付薪金？」

沙魯答：「沒有。」
沙菲宜問：「那麼，劉特佐

為登嘉樓投資機構無償工作，結
果取得數十億令吉嗎？為何這個

商人會花費這麼多時間，但卻沒
有得到任何報酬。」

沙魯答：「這也不是無償工
作，因為他表明他初期是代表登
嘉樓，過后則代表聯邦政府。」

沙菲宜問：「但他並沒有得
到報酬？」

沙魯答：「是的，他沒有得
到報酬。」

將朋黨帶入TIA

此外，沙魯指出，在逃富商
劉特佐將其朋黨帶入登嘉樓投資
機構。

沙菲宜問：「劉特佐委任
他的人，如盧愛璇（譯音，一馬
公司律師）、倪崇興（譯音，一

馬公司董事），以及唐敬志（譯
音，一馬公司執行董事）。」

沙魯答：「我不知道這樣事
情發生。」

沙菲宜問：「你不知道是
劉特佐計劃將這些人放在你身
邊？」

沙魯答：「是的，現在它看
起來相當清楚。不過在2009年，
我見他很忠誠的擔任登嘉樓投資
機構代表。在早期，當我們進行
募資時，他也在為時任財政部長
納吉說話。」

沙魯過后表示，他在受委為
首席執行員不久后，劉特佐和唐
敬志經已向銀行家談過有關政府
擔保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新加坡8日訊│2
歲女童藏屍鐵鍋案為
何時隔5年才揭發，引
起議員關注，新加坡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
兼國家發展部第二部
長長李智陞回覆議員
詢問時表示，女童家
人曾跟6政府部門和社
區組織接觸，聲稱女
童由親戚照顧，因此
無人懷疑她失蹤或遇
害。

這起謀殺案引發
各界關注，共有4名議
員在國會上提問。其
中，工人黨非選區議
員吳佩松副教授就質
疑，為什麼女童的父
母曾違法，也受到社
會服務的關注，但為
何這5年來失了蹤的
女童，卻沒及早被揭
發。

李智陞通過書面
回應表示，這幾年來
涉案家庭曾和多個社
區組織和援助機構有
過接觸，包括社會及
家庭發展部旗下的社
會服務中心、內政團

隊部門、教育部、幼兒培育署
等等。

「這些接觸涉及不同事
項，例如經濟援助、家庭福利
狀況、育兒、學前教育問題等
等。」

他透露，涉事家庭曾向
社會服務中心尋求經濟援助，
也曾跟兒童保護服務處有過接
觸。當局會進行調查，確認孩
子是否得到妥善照顧。

親生父母被控謀殺

他說，幼兒培育署和教育
部都曾為了孩子沒有報名幼稚
園和小一找上涉事家庭。

「由于家屬跟這些機構
部門所說的跟現有的調查有關
聯，我無法透露詳情。我能說
的是，根據涉事家庭和不同部
門的對話，社工和官員都不曾
懷疑女童失蹤或是遇害。該家
庭聲稱孩子由親戚照顧。」

李智陞在書面回應上指
出，一般上若幼兒培育署屢次
透過各種方式仍找不到家長，
就會和社區伙伴合作來試圖解
決問題。

「至于教育部，若多次發
信提醒仍未得到回應，則會派
職員作家訪。孩子要是沒有跟
父母同住，教育部則會和其他
有關部門合作，想辦法跟負責
照顧孩童的人取得聯繫。」

他坦言，由于遇害女童年
僅2歲，一般上是不太有可能
跟相關單位有固定的接觸。至
于更多有關案件的細節，則必
須待在庭上揭露。

新加坡警方是在9月10
日，晚上8時30分接到振瑞路
第52座組屋的一起非自然死亡
命案。當晚警方在8樓的一個
單位內找到裝有屍骸的鐵鍋。

遇害女童的親生父母，在
謀殺罪名下被控。控狀顯示，
他們涉嫌于2014年3月，在振
瑞路第52座組屋8樓的一個單
位裡謀殺女童，觸犯刑事法典
第302（2）節的謀殺條文。一
旦罪成，可被判死刑，或終身
監禁加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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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人士﹐不要把這個缺陷當
成你們的障礙﹐以為無法對社
會作出貢獻。不要認為自己軟
弱﹐而必須有信心為國家及社
會做出貢獻。”

“我成為手語導師多年﹐
這些年來訓練了18名聾啞人士
﹑20名特殊學生及9名自閉症兒
童。”

“他們都受到納閩特殊兒
童協會及納閩聾啞協會的幫助
。我感到很高興﹐在他們當中
﹐有一些已經工作﹐一些則繼
續深造。”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
有7名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
霍曼成為本年度英雄獎3.0得主
之一。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他
也被國家團結與統合部委任為
國家團結大使。

“我感謝上蒼選擇我成為這
獎項的得主之一。我也要感謝提
名我的人。”霍曼(中)教導聽障人士手語。

霍曼持有 Cybernetics 國際
科技學院攻讀人力資源管理文憑
﹐他目前非常活躍於幫助納閩的
殘障兒童。

“我的英雄”獎是吉隆坡與

雪蘭莪華人工商會與國家團結部
所聯合主辦的活動﹐其目的是為
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出貢獻﹐及
提升社會團結者。霍曼是唯一來
自東馬的得主。

獲得“英雄獎3.0”的莫哈末霍曼賓賽汀。

預科班錄取逾5萬人

僅2.6萬人入學

張念群（左）在國會下議院問答環節，回答大學預科班2019/2020

年入學情況。

吉隆坡15日訊│教育

部副部長張念群指出，教

育部發出了5萬5324個大學

預科班（Matrikulasi）

的錄取書，惟2019/2020

學年的入學學生僅有2萬

5919人。

林冠英堅稱已退還石油稅
吉隆坡15日訊│財政部長林

冠英堅稱，中央政府已退還石油
稅予吉蘭丹州政府，而且財政部
近期還批准了1億令吉的貸款給丹
州政府，作為經營費以及用以支
付該州公務員薪金。 

他說，剛接到來自吉蘭丹州
政府要求，以支付運營和薪水。
「總數是1億令吉，我們已經批
准，希望這筆錢可在數周內或月
底前發放給吉蘭丹州政府。」

林冠英周二在國會走廊，針
對吉蘭丹大臣拿督阿末耶谷稱丹

州政府在9月17日從聯邦政府拿到
的一筆款項是回饋金，而不是石
油稅一事，如是表示。

他強調，財政部已經提早退
還石油稅給丹州，而丹大臣的談
話也證明吉州政府已拿到退款。 

他說，他不願在用詞上繼續
與吉州政府爭辯。

他指出，雖然中央政府一直
被炮轟，可是還是批准了貸款。

「中央還是會援助吉蘭丹。
國陣執政時期也曾拖欠石油稅，
現在的政府歸還石油稅，卻比國

陣遭受更多謾罵。 」
他指出，中央和州政府有各

自的責任，並希望雙方可以理智
討論，不要過于情緒化或根據非
事實而發言。 

針對2020年預算案降低外
國人購買房地產的最低門檻，
從100萬令吉降至60萬令吉一
事，林冠英重申，只限于公寓
或組屋，不涉及新發展項目和
有地房產。

他強調，該措施旨在解決國
內滯銷房屋的問題。

她指出，在所有入學學生
中，土著學生佔2萬2655人、
華裔生17 7 4人、印裔生12 1 2
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學生有
278人。張念群今日在國會下
議院問答環節，回答馬華亞依
淡國會議員拿督斯里魏家祥的
提問時，如是指出。

此外，魏家祥在附加問答
環節時也繼續追問，他在7月3
日于國會收到的回答指入學已
經增加至4萬個，但是現在這2
萬5000人入學率，和他在7月3
日收到的回答不一樣，而這也
和內閣的議決不同。

對此，張念群則反指魏家祥
聽不懂她的回答，並表示教育部
已為SPM畢業生提供5萬5324個大
學預科班的學額，已經超出內閣
議決的4萬個名額，現在是學生無
法填補該學額。

歡迎魏家祥提建議

她指出，學生在申請了大
學預科班后，可能還得到其他

學位包括師範大學、大學或其
他地方，而選擇放棄大學預科
班導致學位沒被填滿，教育部
也無法做什麼。

她表示，大學預科班的課
程只有一年，教育部不可能在
常年的每一個月都錄取學生以
填滿學位，並促請也是前教育
部副部長的魏家祥如果有好的
方法，可以提出建議。

此外，張念群說，大學預
科班在最近3年的就讀率也逐年
增加，即2017年的1萬8839、
2018年的2萬324人，以及2019

年的2萬2678人。
內閣在今年4月杪議決大學

預科班學額分配製維持90%給
土著學生，10%給非土著學生，
但錄取學額將會從原本的2萬
5000人增到4萬人，意味著非
土著的學額將從原本的2500人
增加至4000人。

教育部長馬智禮當時在接受
訪問時說，政府大幅度增加大學
預科班學額的決定，除了不剝奪
土著學生原本享有的固打，也增
加了非土著學生的入學機會，是
一種雙贏局面。

吉 隆 坡 1 5 日 訊
│馬 華 總 會 長 拿 督
斯 里 魏 家 祥 指 出 ，
教育部在大學預科班
（Matrikulasi）的收
生，並沒有按照內閣
的議決去執行，並指
教育部連土著和非土
著都欺騙。

他說，今年大學
預科班的收生人數，
只有2萬5919人，比起
去年也只是區區地增
加了919個人。

「這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難道內閣議
決4萬個學額，你連土
著和非土著全部都欺
騙，這是非常嚴重的
罪行。」

他促請，教育部
的長官需要去解釋，
29位內閣成員也應該
說話。

「很多人都以為
土著會得到3萬6000
個位子，而華裔、印
裔等會得到4000個位
子，不過我們今天計
算后，華裔和印裔也
只是得到區區的2986

個位子。」
魏家祥今日在國會下議院

問答環節時，向教育部提出大
學預科班收生的提問，較后在
國會走廊召開記者會，繼續向
教育部和該部副部長張念群繼
續開炮。

他說，當時教育部告訴
所有人這是雙贏方案，但今
天出來的卻是變了樣，貨不
對辦，希盟的內閣成員應該
解釋。

魏家祥也進一步揭露，
若以今年2萬5919人的錄取
人數去計算，非土著的2986
個學位也已經超出了10%，
也已經超出了土著和非土著
90比10的比例。

「既然非土著的學生可以
超過10%，為何不能增加錄取
其他族群的學生，是不是有特
定族群的學生沒有足夠的人數
去申請？」

他說，他在7月收到的國
會書面回答，已經聲稱有4萬
個大學預科班的學生，但卻在
今日給出不同的答案。

他批評張念群指教育部
發出錄取書，最后學生不來
報到他們也沒辦法，是很不
負責任的說法，令人啼笑皆
非。

「這好比一個人向上吐
痰，最后中自己的臉，現在
已經沒有高教部，無論高
教、低教都是有教育部來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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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城市論壇首次在大馬舉辦，祖萊達（左4起）、佐西亞、

麥慕娜及曹觀友于週二為第7屆亞太城市論壇主持開幕。

擬修法「自殺未遂」去刑事罪化
吉隆坡15日訊│掌管法律

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劉偉強
指出，政府正研究修訂刑事法
典第309條文，將「自殺未遂」
去刑事罪化，即不再以刑事罪
定義意圖自殺者。

劉偉強表示，總檢察署
正研究如何在刑事法典移除自
殺未遂罪行，往后不再以刑事
罪定義欲自殺者。他補充，上
述研究仍在起步階段，婦女、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青年及體
育部、教育部、通訊及多媒體
部、警方等利益相關單位亦參
與其中。

他說，除第309條文外，政
府正修訂第305、306這兩項關
于自殺未遂或教唆他們自殺的條
文，「我們會參考英國、澳洲、
巴基斯坦等有類似刑法國家。」
他認為，上述修法是大勢所趨，
政府深入了解什麼原因導致國人
患精神病，爾后動念自殺。

他也提醒大家，精神病
是無形疾病，甚難被肉眼辨識
出來，因此不能再草草以現有
刑事法律應付國人自殺未遂事
件。他補充，政府正收集利益
相關單位如教育單位、媒體、
社會福利局等反饋，共同起草
一份全面的策略計劃，緩解自
殺問題及將其去刑事罪化。

「希望我國有一套援助、
關心自殺未遂者的法律，而非
歧視他們。」

劉偉強今日在國會下議員
的部長問答環節，回答民主行
動黨古晉市國會議員俞利文的
提問時，如此指出。

他回答巫統巴耶勿剎國會
議員沙哈阿都拉，如何解決日益
嚴重的青少年精神病問題之附加
提問時指出，除政府修法外，國
人親朋戚友也得關心身邊人的精
神狀況，給予適合的慰問或攜帶
有需要者找尋輔導師。

檳城15日訊│房地部長
祖萊達說，不管任何政策，政
府都必須與最底階層的人民接
洽，上情下達，並為他們提供
相關資訊，避免被遺漏，如此
一來，該政策才會成功。

她今日出席地方政府第7屆
亞太區城市論壇（APUF-7）開
幕時說，就像聯合國2030年永
續性發展目標，不該僅停留在
「口說」的階段，反之應賦予
行動，以便儘早達成目標。

她說，政府可以為屋業發
展計劃中的房屋面積、必須建
造的基本設施，作出議決。可
是，無論是房屋或已建好的基
設，最后必須由社區人民肩負
起維護、保養和照顧等責任。

因此，她呼吁全國各地方
政府是時候動起來，面對各項
城市化挑戰同時，更積極從與
會各國代表與專家提供的成功
楷模，或城市化的意見方案中
學習，以求在剩下的10年，落

實聯合國2030年永續性發展目
標。

「我們距離2030年只剩10
年，之后又會有2040年的目標
必須去達成。」

儀式上，檳島市長拿督尤
端祥感謝聯合國人民署執行總
監拿督麥慕娜給予檳島市政廳
的信任，並選擇檳州承辦全馬
首個亞太區城市論壇。此論壇
吸引來自60個國家的7000名參
與者，出席為期3天的活動。

他相信，這將是我國最大
的交流平台，無論是決策者或
是非政府組織，都可利用該平
台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決策者討
論全球未來面對的永續性發展
的挑戰。

他說，全球除了面臨著嚴
峻氣候變化問題之外，還面對
人口不斷增長的問題。根據聯
合國報告，目前全球人口已達
到77億人，預計在2030年將突
破85億人口。

政府政策須與底層人民連接

英雄獎3.0 系列之4

怡保22日訊│霹州行政議員楊祖強性侵女傭案

今日進入第二次案件管理程序，辯方基于控方所

提供的報告，並無顯示楊祖強的精液或脫氧核糖酸

（DNA），準備向總檢察署申請撤銷控狀。

報告沒精液證明

楊祖強擬申請撤控

楊祖強步出法庭時，向駐守在

法庭外的支持者揮手示意。

打開證物 辯方要求鑑證專家在場
怡保22日訊│楊祖強的辯護

律師拿督拉斯巴星要求法庭在首
位證人供證前，必須先安排在鑑
證專才的在場下，打開此案的其
中一項呈堂證物，即存放在信封
內的光碟，以觀看一段從閉路電
視鏡頭攝下的視頻。

他今早在案件二度過堂時提
出上述要求，並指辯方的目的是
為了避免有關證物曾遭人動過手
腳，而此提議也獲得控方原則上
同意。

然而，他並未透露所謂的光

碟證物內容及相關細節。
拉斯巴星在過堂程序結束

后，也向媒體解釋，辯方要求法
庭將案件女傭作為第一證人，主
要是想先聆聽女傭的口頭供證，
若對方的供證內容與指控不實，
則無需再傳召其他的證人，以免
浪費時間。

同時，他表示，雖然其他的
辯護律師，如梁卓經及藍卡巴星
曾向法庭要求撤銷該案，卻遭到
駁回，但辯方還是會再次致函予
總檢察署，要求撤銷控狀。

「若再次被駁回，我們也不
理會是否有政治陰謀，就讓案件
繼續進行審訊吧。」

他也重申，辯方要求清堂
審理，主要是女傭已非小孩，
也希望法官可看見受害者的真
面目，若是通過視訊供證，則
擔心女傭在視頻背后，會遭旁
人左右。

同時，他不解為何控方不允
許案件女傭及母親見面，雖然此
案涉及州行政議員，但是也無需
「特別處理」。

楊祖強的代表律師梁卓經今日
在案件過堂時指出，根據控方所提供
的報告，無論是女傭身上或褲子皆沒
有楊氏的精液或脫氧核糖酸，因此已
沒有任何論點指控楊祖強涉及性侵，
所以將要求控方撤銷提控。

同時，此案件原訂于11月11
日至15日進行審訊，惟楊祖強必須
在11月12日出席霹州立法議會，因
此辯方也提出楊氏在當日無需出庭
的申請，並獲得怡保地庭法官諾拉
斯瑪的批准，宣佈案件將在11月11
日，以及13日至15日開審。

另外，控方在庭上也要求此
案以視訊方式展開審訊，此要求被
辯方強烈反對，並認為受害者已經
23歲，不是未成年少女，應該出庭
及以清場的方式展開審訊。

然而，副檢察司阿茲哈反駁
指出，受害者在證人保護計劃下受

到看管，符合法律程序。無論如
何，他接受辯方提出的將受害者列
為第一證人及透過清堂方式供證。

針對辯方提出撤銷控狀的要
求，副檢察司阿茲哈過后在庭外接
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辯方必須致函
總檢察長湯米湯姆斯提出申請。

控方有DNA報告

惟他強調，其實控方擁有脫
氧核糖核酸化學報告，只是不足
于構成指控，但控方還有其他有
力的證據，包括受害者及救出受
害者人士等的供證。

他也指此案可通過公開審
訊、視訊或清堂審訊的方式進
行，若是通過視訊，則是通過視
訊器材及電視，讓大家看到對方
如何供證。「若是清堂，只有被
告、辯護律師、副檢察司、法官

及通譯員可在法庭內，至于受害
者母親，由于不是案件相關者，
所以也不能出庭（清堂）。」

今日出席過堂程序的辯護律
師尚有倪福齊及法哈，而控方則
有副檢查司艾努及阿蒂拉。

怡保22日訊│
涉及楊祖強性侵案
的印尼女傭母親蒂
娜將透過代表律師
入稟法庭，申請與
女兒會面。

蒂 娜 委 任 的
旁聽律師迦百烈透
露，印尼大使館迄
今仍不讓蒂娜在其
他律師的陪同下與
女兒會面。所以他
將與其他受委的旁
聽律師在州內入稟
法庭，申請會見女
傭的庭令，以釐清
疑點。

他今早庭外向
媒體表示，根據印
尼大使館轉告，女
傭已聘請其他旁聽
律師，令其感到莫
名其妙，因為他及
另一名律師杰拉，
才是女傭母親委任

的旁聽律師。他也澄清，
本身未曾說過案件女傭是
政治棋子，僅表示女傭可
能被利用作為政治棋子。

此外，杰拉補充，大
使館為女傭聘用的律師早
前雖曾發函表示，指大使
館將允許案件女傭透過視
訊與母親對話，但基于擔
心女傭在過程中遭人在旁
操控，所以他們已拒絕。

女佣母親蒂娜今早也
現身怡保法庭聆聽關于女
兒的案件進展，惟她沒有
對媒體發言。

對于迦百烈及杰拉的
言論，印尼駐馬大使館第
一秘書沙達添在法庭外接
受媒體訪問時加以駁斥，
並指大使館未曾拒絕女佣
會見母親，包括女佣今早
原本想通過電話和母親講
話，卻被母親拒絕，並說
「你跟我的律師說」。

他指女佣母親總是要求
與女兒見面時，一定要有律師
在場陪同，但大使館不了解母
親背后的議程，包括是否要帶
女兒回家。「女佣母親一直吵
要馬上帶女兒回家是不對的，
案件還在審理中，我們必須尊
重大馬法律，也希望正義早日
獲得伸張。」

他也重申，大使館是為
了保護案件女佣，而且此案
件已對女傭造成創傷，很害
怕見人，大使館正努力協助
她走出創傷，但其母親似乎
不了解這一點。

針 對 迦 百 烈 不 滿 大
使館另為女佣聘請旁聽律
師時，他指這是女佣的要
求，大使館因此接納。

女
傭
母
親
入
稟 

申
請
會
見
女
兒

逾百人庭外聲援楊祖強
怡保22日訊│儘管已是

霹州行政議員楊祖強性侵女
傭案件的第二次過堂，但怡
保地庭外依然有逾百名支持
者聚集，並高舉寫有「揪出
黑手」、「誓討清白」等字
眼的橫幅及大字報，聲援楊
祖強。

吸取上個月首次案件過
堂時，有數百名支持者擠入
法庭範圍，場面險些失控的
經驗，庭警今早于地庭入口
處拉起警戒線，禁止支持者

進入法庭範圍。
當楊祖強在上午8時50分

乘坐轎車抵達地庭門口時，
在場的支持者也疾呼口號；
現場可見，支持者手持的橫幅
及大字報內容，包括以華英文
書寫「黑手辭職」、「誰是黑
手」、「黑手自首」、「拒絕
政治霸權，一手遮天」等。

楊祖強下車與支持者握手
問好后，在妻子、行動黨文冬
州議員西華蘇巴瑪廉、保閣亞
三州議員廖泰義及誠信黨霹州

行政議員哈斯努的陪同下，步
入法庭。

至于今日現身法庭的霹州
行動黨領袖則比上一次過堂時
來得少，僅行動黨霹州顧問拿
督倪可漢、霹州行政議員西華
尼申及萬里望州議員周錦歡到
場，給予楊氏支持。

另一方面，在楊祖強進入
法庭后，也有部分駐守在法庭
外的支持者，以國語高喊數聲
「倪可敏辭職」，惟過后則靜
下來，再無后續。

納吉
世紀審訊

納吉週二現身吉隆坡法庭，

出席SRC案件的陳詞階段。

吉隆坡22日訊
│前首相拿督斯里
納吉涉嫌SRC國際
公司4200萬令吉失
信及洗黑錢案件今
日進入控方案件陳
詞階段，控方堅稱
納吉涉及SRC國際
公司匯入4200萬令
吉至其個人銀行戶
頭事件，而納吉發
現此事時表現「震
驚 」 ， 僅 在 「 做
戲」而已。

本案的臨時主
控官拿督V.西達巴

蘭今日在高庭進行陳詞時指出，
身兼財長的納吉，怎可能在此事
發生時，沒有好像辯方試圖所指
有人非法轉移資金至其銀行戶頭
的事情向當局投報。他說，控方
認為被告在發現金錢已匯入其銀行戶頭時的反應，無非是在做戲，
因為被告不曾向警方投報，或針對可疑匯款起訴銀行。

證人看見納吉開支票

他強調，如果真有人突然匯款至其銀行戶頭，納吉應該採取行
動。他指出，被告應針對非法匯款一事起訴銀行，因為這很可能意
味著其銀行戶頭已被用來洗黑錢。

「今天，令人驚訝的，很多戲在法庭上演。但是，當錢進到有
關戶頭時，完全沒有採取行動，所有人都相當開心，直至案件開審
為止。」他說，納吉沒有採取這些行動，顯示納吉的喊冤不可能是
真的。他指出，根據本案第21證人，即大馬銀行分行經理R.烏瑪的
供證，納吉親自從尾號880和898的個人戶頭開出支票。

「因此，他已經知道或應該知道從他個人戶頭開出大額支
票。」有鑒于此，他說，辯方聲稱被告對資金匯入其戶頭，以及開
出支票之事毫不知情的說法，是不可信的，特別是被告當時是馬我
國的財政部長，掌管整個國家的財政。

現年66歲的納吉，是于去年7月4日及8日，因SRC國際私人有限
公司4200萬令吉案，分別被控3項洗黑錢控狀、3項刑事失信及1項
濫權罪，總計7項控狀。承審此案的高庭法官是莫哈末納茲蘭，而
高庭是定于今日和明日進行本案的控方案件陳詞。

控
方
指
納
吉
﹁
做
戲
﹂

戶
頭
匯
款
喊
冤

吉隆坡22日訊│總檢察長丹
斯裡湯米湯姆斯今日成功向高庭
取得准令，以就被指威脅一個馬
來西亞發展公司（1MDB）案證人
拿督安哈里的巫統最高理事拿督
洛曼，提出藐視法庭訴訟。

法官柯林是批准總檢察長興
訟起訴洛曼藐視法庭，所提出的准
令申請。法官說，申請人（總檢察
長）需由今天算起的14天內，入稟
這項藐視法庭訴訟的通知書。

干預司法行政

較早前，代表總檢察署長
湯米湯姆斯的高級副檢察司拿
督斯裡哥巴斯裡南指出，表面
證據顯示，作為答辯人的洛曼
有明顯的干預司法行政之嫌。

「我們認為，取得准令展
開藐視法庭訴訟的的門檻已經
達到，因為洛曼明顯的在干預
司法行政。」他指出，答辯人
不只報警舉報安哈里，並發表
視頻訪問，而他在視頻中涉嫌
攻擊總檢察長的廉正。

10月10日，總檢察長湯米

湯姆斯入稟准令申請，以就洛曼
在9月25日的兩個場合，試圖藐
視法庭的行為，提出藐視法庭訴
訟。洛曼並未現身法庭，因為這
是一項單方面申請，法庭只聆聽
總檢察長一方的陳詞。

在申請中，總檢察長尋求庭
令，以宣判在9月25日犯下藐視
法庭行為的答辯人入獄或罰款。
總檢察長指出，在上述日期，答
辯人在一支視頻訪問中提到直接
或隱意威脅證人安哈里的字眼。

安哈里是前首相拿督斯裡納
吉的特別事務官，作為控方第8名
證人的他在1MDB案審訊中指證納
吉。總檢察長湯米湯姆斯說，他將
在准令申請，以及准令發出后的實
質申請階段，播放上述視頻。

、在同一天，洛曼也針
對安哈里的供詞，報警舉報后
者。他指出，答辯人的目的是
要騷擾及恐嚇安哈里、其他證
人，以及任何有可能在審訊中
指證被告的潛在證人。他說，
恐嚇證人構成干預司法行政，
因此是嚴重的藐視法庭行為。

總檢長獲准令 起訴洛曼藐視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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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5日訊)現年38歲﹐
最近獲得“英雄獎3.0”的納閩特
殊援助協會主席莫哈末霍曼賓賽
汀特別感謝母親﹐因為是他的母
親讓他深深體會有一份熱﹐發一
份光。

他形容是他母親深深感染了
他參與行善工作﹐雖然其母親已
60歲高齡了﹐但是﹐仍舊持著愛
心熱切參與慈善活動。

霍曼表示﹐從小就一直跟隨
母親法蒂瑪賓蒂雅雅參與各項自
願慈善活動。

“我的母親已在自願組織服
務了25年﹐她也是納閩非政府組
織的一名主管。她對殘障兒童的
耐心與愛心激勵了我﹐使我想成
為跟母親一樣。”

他很高興能夠為需要者盡一
份努力。他知道﹐雖然財力上有
限﹐但他能做的﹐是在精力上幫
助他們。

雖然霍曼也面對聽覺的問題

﹐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他成為納
閩首名手語導師。

“我自己耳聾﹐但是﹐我願
意幫助納閩的殘障兒童﹐使他們
學會用手語溝通﹐更容易獲得教
育及能尋找工作。”

“中學畢業後﹐我就開始在
這個組織工作﹐教導其他殘障人
士手語。在2005年﹐我進入馬來

西亞聾啞協會學習更深入的手語
。”

“我的母親非常鼓勵我﹐以
協助不幸人士。與此同時﹐我想
看到納閩的聾啞兒童能夠前往西
馬深造。”

他認為殘障人士必須對自己
更有信心﹐並朝向目標生活。

他鼓勵道﹕ “雖然你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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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克服聽障 助殘障人士學手語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斯瑪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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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認同辯方律師
的說法，即在逃富商劉特佐之所
以找他擔任有關職位，可能是因
為他缺乏金融經驗。

沙魯今日在接受辯方代表律
師丹斯里沙菲宜的盤問時表示，
有可能劉特佐找他來掌管登嘉樓
投資機構，是因為他在投資募資
方面是一個新手。

他也同意沙菲宜所說，劉特
佐這麼做，是劉特佐欺騙主權財
富基金計劃的一部分。

沙菲宜問：「你是否想過為
何劉特佐要委任你？因為你不沒
有任何金融方面的經驗。」

沙魯答：「我當時沒有這麼
想。」

沙菲宜問：「現在事后看來
呢？」

沙魯答：「有這個可能。」
沙魯也同意沙菲宜所指，劉

特佐策略地將其同謀安置在該公
司，如盧愛璇和唐敬志等人，協

助劉特佐制定計劃。
沙魯表示，當劉特佐在2009

年向登嘉樓投資機構建論他出任
該機構首席執行員一職時，他曾
告訴劉特佐本身在金融方面缺乏
經驗。

不過，他說，雖然他說清楚
情況，但登嘉樓投資機構董事及
時任國家元首蘇丹米占再納阿比
丁批准了這項任命。

「我的任命是由他們決定，
股東和董事。我準備全力以赴，
我有告訴他們，我在募資方面沒
有經驗，但他們還是委任我。」

「如果我不合格，聘請我的
人應該知道。我有告訴劉特佐這
些事情。」

沙菲宜問沙魯于2009年3月21
日在登嘉樓王宮與蘇丹米占會面
時，是否提起此事時，但沙魯表
示沒有。「在那次會面時，陛下
坐在王宮的會議室，而當時是劉
特佐將我帶入會議室，並介紹給
陛下。」

「丹斯里阿茲蘭再諾（登嘉

樓投資機構董事）也在場，他告
訴陛下認識我很久了，並說我是
一個好人。」

「我沒有機會提出這事情，
因為我還未準備好，這是我第一
次到王宮覲見陛下。」

要聞 42019年10月9日 ◆ 星期三

吉隆坡8日訊│忙碌于講課及
生意﹐並沒有阻止現年42歲的黃
耀慶進行志願慈善活動﹐協助社
會不幸的一群。

在澳洲蒙納斯大學攻讀電器
與電腦工程師學位時的體驗﹐激
勵了他去協助社會不幸的一群。

堅持履行伊斯蘭教義的他把
收入分享給社會不幸的一群。

他表示﹐在澳洲期間﹐他必
須節省。當時的生活很辛苦﹐他
只能夠租一間小房間。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協
助面對困難者。對我而言﹐此舉
是履行伊斯蘭教的教義。我願意
把我的財產與有需要者分享。”

也 是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創辦人的黃耀
慶表示﹐最初﹐他幫助社會不幸
的一群人﹐並為他們與家人準備
食物。

他表示﹐最初是準備熱食物
﹐但是﹐這不實際﹐因為這些食
物不能夠儲存。

“此外﹐當分配食物時﹐一
部份不幸人士已睡覺。當食物放
在貧窮者睡覺的地方﹐便會引來

蟑螂﹐食物因此變得不衛生。”
“因此﹐我們改變方法﹐轉

為分配乾糧食物﹐如餅乾﹑水果
等給他們。”

“除了食物﹐我們也贈送日
常用品給在巴生谷一帶的不幸人
士。”

提及其慈善計劃﹐育有3名兒
女的黃耀慶表示﹐他們一有4人﹐
包括他自己志願為這些不幸人士
理髮。

“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也為好學的不
幸人士進行理髮訓練﹐使他們能

夠自立更生。”
來自八打靈再也的黃耀慶也

經常在霹靂 Hutan Lipur Belum 
進行志願活動。

“我們的活動包括為不幸人
士安裝太陽能燈﹑提供食物﹑安
裝水管等。”

雖然這些是慈善活動﹐但
是﹐他承認﹐一些人認為他行
善只是為了獲得果報。“一些朋
友認為我行善是擁有議程的﹐並
以‘別有用心’來形容我。”黃
耀慶並不理會別人怎樣想﹐他覺
得只要能力所及﹐他會繼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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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慶為不幸人士送糧

黃耀慶(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絲瑪(左5)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人。
當被問及他獲得“英雄獎

3.0”感想時﹐他表示感到驚訝﹐
並感謝上帝。

“我不曾想過能夠獲獎﹐

因為得獎者一般上都是很優秀的
人。與此同時﹐我感到很驕傲及
高興能夠獲得此獎項。”

黃耀慶獲得5000令吉現金獎
﹑獎盃及証書。與此同時﹐他也

被委任為國家團結大使。
“英雄獎3.0”是雪隆中總與

國家團結部所聯合主辦的活動﹐
其目的是為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
出貢獻及提升社會團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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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8日訊│針對陸路公共
交通機構（APAD）和陸路交通
局（JPJ）要求電召車司機將私
人轎車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
並將于本月12日展開執法，新
山電召車聯盟成員今日群起抗
議，促請交通部長陸兆福出面
回應。

Grab電召車公司昨日傍
晚在官網發佈新條例的重要通
知，讓許多電召車司機感到錯
愕。

司機們質疑本月12日展開
執法工作，卻在執法前5天才促
電召車司機們更改車輛用途的
做法。

新山電召車聯盟主席羅少
榮質疑，交長陸兆福曾在5月份
指出，政府放寬條件，允許電
召車司機無須更改私人車輛組
別為私人電召車（AH）類別，
為何現在卻U轉。

他透露，今早已經有會員
到陸交局，申請將車輛用途從
私人車輛更改為私人電召車代
號（AH），卻被告知電腦驗車
中心（PUSPAKOM）報告寫明是
私人車輛，因此不能更改車輛
用途。

「換言之，若要更改車輛
用途的話，不就是要再把程序
走一遍，包括前往電腦驗車中
心改資料，再重新申請電召車
准證（EVP），之后更改車卡上
的車輛用途類別，甚至還需更

新電召車保險。」

5天內無法完成

羅少榮今日上午與數十名
電召車司機召開新聞發佈會，
反映電召車司機不滿新條例的
心聲。

他直言，上述做法過于費
時費事，且並非能在5天內就能
完成的作業程序。

他說，所謂的AH，就等于
商用車輛，這會令私人車輛立
即貶值，日后也不確定是否能
再把車輛用途改成私人車輛，
提高成為電召車司機的門檻，
會導致一些現有司機退出。

「Grab近期開放讓會員
自己填寫電召車准證，容易造
假，加上並非每個司機都懂得
填寫，為了避免出現疏漏，希
望有關公司能謹慎處理。」

他抨擊，政府內部缺乏溝
通，交長已經說明不再進行更
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的政策，
為何有關當局卻又突然增加這
項新條例呢？

電召車司機陳可春（55
歲）質疑，若要更改車輛用途
為商業註冊，是否就能保障司
機不會面對被列入黑名單？他
也擔心更改車輛用途后，車輛
會貶值。

他希望，政府能將電召車
相關的條件簡化，避免造成電

召車司機的困擾。

新山8日訊│政府部門更
改政策，令電召車司機措手不
及，受訪電召車司機抨擊，政
策一直U轉，令電召車行業充滿
太多變數。

電召車司機曾新福（61
歲）表示，他加入電召車司機
行列已經兩年半。他坦言，做
電召車司機並不簡單，經常會
收到顧客投訴或是無故被列入
電召車黑名單，或是載客次數
不足被扣分等。

對于政府政策U轉，他笑
說，馬來西亞政策一直都如
此，也已經習慣了。

電召車司機魏庶遠（42
歲）直言，當局不斷更改政
策，令電召車行業充滿太多變
數。他今年才買新車，若更改
車輛用途，他的新車價值就開
始貶值。

他坦言，如果政府強制更
改政策，電召車司機們也只能
遵守。

「不過，一旦車輛用途
改成私人電召車，就屬于商用
車輛，屆時除了驗車費、保險
費之外，每年車輛路稅就會更
高，變成司機需要承擔額外的
費用。」

政策頻U轉 行業多變數

羅少榮（前左5）帶領會員們舉大字報抗議政府要求更改車輛
用途類別。前左2為曾新福，前右為陳可春。

電召車須改商用 司機抨太突然

檳城8日訊│42歲已
婚伊斯蘭宗教男老師涉嫌
非禮男學生被控3項性侵兒
童罪，他否認罪名，獲準
以1萬令吉保外候審。

控狀顯示，被告阿都
暮達里被指于2017年2月
至2018年7月，在檳城新港
一間學校課室，對一名當
時10歲的男童做出猥瑣行
為，舔對方的下體，觸犯
2017年兒童保護法令第14

條文（性侵犯兒童），罪
成可被判監禁最高20年，
另可加鞭刑。

次項控狀指被告于
2018年2月至7月16日上午
10時45分，在學校的祈禱
室，對另一名11歲男童做
出猥瑣行為，即舔對方的
下體。第三項控狀則指他
在2018年7月，非禮另一名
10歲男童。

被告目前已被調職。

控性侵3男童 宗教老師不認罪

猝死逾半年 獨居老婦變人骨
新山8日訊│78歲獨居老婦猝

死超過半年，直至房屋經紀受屋
主委託上門準備與租戶洽談出售
房屋事宜，才發現浴室門旁有具
人骨，驚慌不已急忙報警。

新山南警區主任沙胡里乃
指出，斃命老婦是78歲的許美
美（譯音），生前獨居在世紀花

園的一間房屋，她是被一名房屋
經紀發現臥屍在其中一間浴室門
旁。

他說，警方是本月5日，下午
2時35分，接獲房屋經紀投報，才
揭發這案件。

「該名房屋經紀是因屋主要
出售房屋，到該間房屋與租戶見

面洽談事項，抵達時無人應門，
他嘗試打開反鎖的大門入屋，並
在屋內其中一間浴室發現一副人
骨，接著馬上向警方投報。

他指出，遺體已送往新山醫
院太平間解剖，估計已斃命超過
半年。

警方目前尚在聯絡死者家
屬，以協助調查和辦理領屍程
序。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沙菲宜今日在盤問
一馬公司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時透露，與劉
特佐有關的兩家公司私下以折扣
價購買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然后再出售，賺取近5億令吉的利
潤。

沙菲宜在庭上指出兩家與劉
特佐有關的公司如何私下做成有
關交易。

沙菲宜今日出示有關Country

集團和新加坡Aktis Capital公司
的文件，並指這兩家公司以低價
認購了有關債券，然后以全價將
債出售，以賺取利潤。

沙菲宜形容，這個計劃是由
劉特佐及其朋黨完成。

在轉手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
券下，Country集團賺取4億2000
萬令吉，Aktis Capital公司則賺
取7400萬令吉。

沙菲宜向證人說：「現在
你知道整個數據了，很驚訝是不

是？」
沙魯回答：「是的。」
沙魯解釋，他第一次聽到

Aktis Capital公司的名字，是在
2018年接受警方調查的時候。

沙菲宜告訴證人Country集團
實際上與丹斯里劉福平有關，接
著證表示：「哦，是劉特佐的父
親。」

沙 菲 宜 問 ： 「 劉 福 平 與
Country集團有關，你知道嗎？」

沙魯答：「不知道。」

劉特佐與父親 賺5億「秘密利潤」
吉隆坡8日訊│前首相納吉的首席代表律師丹斯里

沙菲宜今日在庭上指出，在逃富商劉特佐與其父親，于

2009年在登嘉樓投資機構（一馬公司前身）發行的債券

中，轉手之下賺取5億令吉的「秘密利潤」。

沙魯週二上庭時，一臉嚴肅。

1MDB丑聞
世紀審訊

受委CEO 沙魯承認缺金融經驗

擔任TIA顧問 劉特佐沒有受薪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前首席執行員拿督沙魯
指出，在逃商人劉特佐是義務擔
任登嘉樓投資機構（TIA，1MDB前
身）的顧問，沒有受薪。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今日進入第18天審
訊，而現年49歲的沙魯今日繼續
接受辯方代表律師丹斯里沙菲宜
的盤問。

登嘉樓投資機構是于2009年9
月易名為一馬公司（1MDB）。

沙菲宜問：「劉特佐為登嘉
樓投資機構服務時，是否曾獲支
付薪金？」

沙魯答：「沒有。」
沙菲宜問：「那麼，劉特佐

為登嘉樓投資機構無償工作，結
果取得數十億令吉嗎？為何這個

商人會花費這麼多時間，但卻沒
有得到任何報酬。」

沙魯答：「這也不是無償工
作，因為他表明他初期是代表登
嘉樓，過后則代表聯邦政府。」

沙菲宜問：「但他並沒有得
到報酬？」

沙魯答：「是的，他沒有得
到報酬。」

將朋黨帶入TIA

此外，沙魯指出，在逃富商
劉特佐將其朋黨帶入登嘉樓投資
機構。

沙菲宜問：「劉特佐委任
他的人，如盧愛璇（譯音，一馬
公司律師）、倪崇興（譯音，一

馬公司董事），以及唐敬志（譯
音，一馬公司執行董事）。」

沙魯答：「我不知道這樣事
情發生。」

沙菲宜問：「你不知道是
劉特佐計劃將這些人放在你身
邊？」

沙魯答：「是的，現在它看
起來相當清楚。不過在2009年，
我見他很忠誠的擔任登嘉樓投資
機構代表。在早期，當我們進行
募資時，他也在為時任財政部長
納吉說話。」

沙魯過后表示，他在受委為
首席執行員不久后，劉特佐和唐
敬志經已向銀行家談過有關政府
擔保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新加坡8日訊│2
歲女童藏屍鐵鍋案為
何時隔5年才揭發，引
起議員關注，新加坡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
兼國家發展部第二部
長長李智陞回覆議員
詢問時表示，女童家
人曾跟6政府部門和社
區組織接觸，聲稱女
童由親戚照顧，因此
無人懷疑她失蹤或遇
害。

這起謀殺案引發
各界關注，共有4名議
員在國會上提問。其
中，工人黨非選區議
員吳佩松副教授就質
疑，為什麼女童的父
母曾違法，也受到社
會服務的關注，但為
何這5年來失了蹤的
女童，卻沒及早被揭
發。

李智陞通過書面
回應表示，這幾年來
涉案家庭曾和多個社
區組織和援助機構有
過接觸，包括社會及
家庭發展部旗下的社
會服務中心、內政團

隊部門、教育部、幼兒培育署
等等。

「這些接觸涉及不同事
項，例如經濟援助、家庭福利
狀況、育兒、學前教育問題等
等。」

他透露，涉事家庭曾向
社會服務中心尋求經濟援助，
也曾跟兒童保護服務處有過接
觸。當局會進行調查，確認孩
子是否得到妥善照顧。

親生父母被控謀殺

他說，幼兒培育署和教育
部都曾為了孩子沒有報名幼稚
園和小一找上涉事家庭。

「由于家屬跟這些機構
部門所說的跟現有的調查有關
聯，我無法透露詳情。我能說
的是，根據涉事家庭和不同部
門的對話，社工和官員都不曾
懷疑女童失蹤或是遇害。該家
庭聲稱孩子由親戚照顧。」

李智陞在書面回應上指
出，一般上若幼兒培育署屢次
透過各種方式仍找不到家長，
就會和社區伙伴合作來試圖解
決問題。

「至于教育部，若多次發
信提醒仍未得到回應，則會派
職員作家訪。孩子要是沒有跟
父母同住，教育部則會和其他
有關部門合作，想辦法跟負責
照顧孩童的人取得聯繫。」

他坦言，由于遇害女童年
僅2歲，一般上是不太有可能
跟相關單位有固定的接觸。至
于更多有關案件的細節，則必
須待在庭上揭露。

新加坡警方是在9月10
日，晚上8時30分接到振瑞路
第52座組屋的一起非自然死亡
命案。當晚警方在8樓的一個
單位內找到裝有屍骸的鐵鍋。

遇害女童的親生父母，在
謀殺罪名下被控。控狀顯示，
他們涉嫌于2014年3月，在振
瑞路第52座組屋8樓的一個單
位裡謀殺女童，觸犯刑事法典
第302（2）節的謀殺條文。一
旦罪成，可被判死刑，或終身
監禁加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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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人士﹐不要把這個缺陷當
成你們的障礙﹐以為無法對社
會作出貢獻。不要認為自己軟
弱﹐而必須有信心為國家及社
會做出貢獻。”

“我成為手語導師多年﹐
這些年來訓練了18名聾啞人士
﹑20名特殊學生及9名自閉症兒
童。”

“他們都受到納閩特殊兒
童協會及納閩聾啞協會的幫助
。我感到很高興﹐在他們當中
﹐有一些已經工作﹐一些則繼
續深造。”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
有7名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
霍曼成為本年度英雄獎3.0得主
之一。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他
也被國家團結與統合部委任為
國家團結大使。

“我感謝上蒼選擇我成為這
獎項的得主之一。我也要感謝提
名我的人。”霍曼(中)教導聽障人士手語。

霍曼持有 Cybernetics 國際
科技學院攻讀人力資源管理文憑
﹐他目前非常活躍於幫助納閩的
殘障兒童。

“我的英雄”獎是吉隆坡與

雪蘭莪華人工商會與國家團結部
所聯合主辦的活動﹐其目的是為
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出貢獻﹐及
提升社會團結者。霍曼是唯一來
自東馬的得主。

獲得“英雄獎3.0”的莫哈末霍曼賓賽汀。

預科班錄取逾5萬人

僅2.6萬人入學

張念群（左）在國會下議院問答環節，回答大學預科班2019/2020

年入學情況。

吉隆坡15日訊│教育

部副部長張念群指出，教

育部發出了5萬5324個大學

預科班（Matrikulasi）

的錄取書，惟2019/2020

學年的入學學生僅有2萬

5919人。

林冠英堅稱已退還石油稅
吉隆坡15日訊│財政部長林

冠英堅稱，中央政府已退還石油
稅予吉蘭丹州政府，而且財政部
近期還批准了1億令吉的貸款給丹
州政府，作為經營費以及用以支
付該州公務員薪金。 

他說，剛接到來自吉蘭丹州
政府要求，以支付運營和薪水。
「總數是1億令吉，我們已經批
准，希望這筆錢可在數周內或月
底前發放給吉蘭丹州政府。」

林冠英周二在國會走廊，針
對吉蘭丹大臣拿督阿末耶谷稱丹

州政府在9月17日從聯邦政府拿到
的一筆款項是回饋金，而不是石
油稅一事，如是表示。

他強調，財政部已經提早退
還石油稅給丹州，而丹大臣的談
話也證明吉州政府已拿到退款。 

他說，他不願在用詞上繼續
與吉州政府爭辯。

他指出，雖然中央政府一直
被炮轟，可是還是批准了貸款。

「中央還是會援助吉蘭丹。
國陣執政時期也曾拖欠石油稅，
現在的政府歸還石油稅，卻比國

陣遭受更多謾罵。 」
他指出，中央和州政府有各

自的責任，並希望雙方可以理智
討論，不要過于情緒化或根據非
事實而發言。 

針對2020年預算案降低外
國人購買房地產的最低門檻，
從100萬令吉降至60萬令吉一
事，林冠英重申，只限于公寓
或組屋，不涉及新發展項目和
有地房產。

他強調，該措施旨在解決國
內滯銷房屋的問題。

她指出，在所有入學學生
中，土著學生佔2萬2655人、
華裔生17 7 4人、印裔生12 1 2
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學生有
278人。張念群今日在國會下
議院問答環節，回答馬華亞依
淡國會議員拿督斯里魏家祥的
提問時，如是指出。

此外，魏家祥在附加問答
環節時也繼續追問，他在7月3
日于國會收到的回答指入學已
經增加至4萬個，但是現在這2
萬5000人入學率，和他在7月3
日收到的回答不一樣，而這也
和內閣的議決不同。

對此，張念群則反指魏家祥
聽不懂她的回答，並表示教育部
已為SPM畢業生提供5萬5324個大
學預科班的學額，已經超出內閣
議決的4萬個名額，現在是學生無
法填補該學額。

歡迎魏家祥提建議

她指出，學生在申請了大
學預科班后，可能還得到其他

學位包括師範大學、大學或其
他地方，而選擇放棄大學預科
班導致學位沒被填滿，教育部
也無法做什麼。

她表示，大學預科班的課
程只有一年，教育部不可能在
常年的每一個月都錄取學生以
填滿學位，並促請也是前教育
部副部長的魏家祥如果有好的
方法，可以提出建議。

此外，張念群說，大學預
科班在最近3年的就讀率也逐年
增加，即2017年的1萬8839、
2018年的2萬324人，以及2019

年的2萬2678人。
內閣在今年4月杪議決大學

預科班學額分配製維持90%給
土著學生，10%給非土著學生，
但錄取學額將會從原本的2萬
5000人增到4萬人，意味著非
土著的學額將從原本的2500人
增加至4000人。

教育部長馬智禮當時在接受
訪問時說，政府大幅度增加大學
預科班學額的決定，除了不剝奪
土著學生原本享有的固打，也增
加了非土著學生的入學機會，是
一種雙贏局面。

吉 隆 坡 1 5 日 訊
│馬 華 總 會 長 拿 督
斯 里 魏 家 祥 指 出 ，
教育部在大學預科班
（Matrikulasi）的收
生，並沒有按照內閣
的議決去執行，並指
教育部連土著和非土
著都欺騙。

他說，今年大學
預科班的收生人數，
只有2萬5919人，比起
去年也只是區區地增
加了919個人。

「這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難道內閣議
決4萬個學額，你連土
著和非土著全部都欺
騙，這是非常嚴重的
罪行。」

他促請，教育部
的長官需要去解釋，
29位內閣成員也應該
說話。

「很多人都以為
土著會得到3萬6000
個位子，而華裔、印
裔等會得到4000個位
子，不過我們今天計
算后，華裔和印裔也
只是得到區區的2986

個位子。」
魏家祥今日在國會下議院

問答環節時，向教育部提出大
學預科班收生的提問，較后在
國會走廊召開記者會，繼續向
教育部和該部副部長張念群繼
續開炮。

他說，當時教育部告訴
所有人這是雙贏方案，但今
天出來的卻是變了樣，貨不
對辦，希盟的內閣成員應該
解釋。

魏家祥也進一步揭露，
若以今年2萬5919人的錄取
人數去計算，非土著的2986
個學位也已經超出了10%，
也已經超出了土著和非土著
90比10的比例。

「既然非土著的學生可以
超過10%，為何不能增加錄取
其他族群的學生，是不是有特
定族群的學生沒有足夠的人數
去申請？」

他說，他在7月收到的國
會書面回答，已經聲稱有4萬
個大學預科班的學生，但卻在
今日給出不同的答案。

他批評張念群指教育部
發出錄取書，最后學生不來
報到他們也沒辦法，是很不
負責任的說法，令人啼笑皆
非。

「這好比一個人向上吐
痰，最后中自己的臉，現在
已經沒有高教部，無論高
教、低教都是有教育部來負
責。」

未
根
據
內
閣
議
決 

魏
家
祥
促
教
部
解
釋

亞太區城市論壇首次在大馬舉辦，祖萊達（左4起）、佐西亞、

麥慕娜及曹觀友于週二為第7屆亞太城市論壇主持開幕。

擬修法「自殺未遂」去刑事罪化
吉隆坡15日訊│掌管法律

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劉偉強
指出，政府正研究修訂刑事法
典第309條文，將「自殺未遂」
去刑事罪化，即不再以刑事罪
定義意圖自殺者。

劉偉強表示，總檢察署
正研究如何在刑事法典移除自
殺未遂罪行，往后不再以刑事
罪定義欲自殺者。他補充，上
述研究仍在起步階段，婦女、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青年及體
育部、教育部、通訊及多媒體
部、警方等利益相關單位亦參
與其中。

他說，除第309條文外，政
府正修訂第305、306這兩項關
于自殺未遂或教唆他們自殺的條
文，「我們會參考英國、澳洲、
巴基斯坦等有類似刑法國家。」
他認為，上述修法是大勢所趨，
政府深入了解什麼原因導致國人
患精神病，爾后動念自殺。

他也提醒大家，精神病
是無形疾病，甚難被肉眼辨識
出來，因此不能再草草以現有
刑事法律應付國人自殺未遂事
件。他補充，政府正收集利益
相關單位如教育單位、媒體、
社會福利局等反饋，共同起草
一份全面的策略計劃，緩解自
殺問題及將其去刑事罪化。

「希望我國有一套援助、
關心自殺未遂者的法律，而非
歧視他們。」

劉偉強今日在國會下議員
的部長問答環節，回答民主行
動黨古晉市國會議員俞利文的
提問時，如此指出。

他回答巫統巴耶勿剎國會
議員沙哈阿都拉，如何解決日益
嚴重的青少年精神病問題之附加
提問時指出，除政府修法外，國
人親朋戚友也得關心身邊人的精
神狀況，給予適合的慰問或攜帶
有需要者找尋輔導師。

檳城15日訊│房地部長
祖萊達說，不管任何政策，政
府都必須與最底階層的人民接
洽，上情下達，並為他們提供
相關資訊，避免被遺漏，如此
一來，該政策才會成功。

她今日出席地方政府第7屆
亞太區城市論壇（APUF-7）開
幕時說，就像聯合國2030年永
續性發展目標，不該僅停留在
「口說」的階段，反之應賦予
行動，以便儘早達成目標。

她說，政府可以為屋業發
展計劃中的房屋面積、必須建
造的基本設施，作出議決。可
是，無論是房屋或已建好的基
設，最后必須由社區人民肩負
起維護、保養和照顧等責任。

因此，她呼吁全國各地方
政府是時候動起來，面對各項
城市化挑戰同時，更積極從與
會各國代表與專家提供的成功
楷模，或城市化的意見方案中
學習，以求在剩下的10年，落

實聯合國2030年永續性發展目
標。

「我們距離2030年只剩10
年，之后又會有2040年的目標
必須去達成。」

儀式上，檳島市長拿督尤
端祥感謝聯合國人民署執行總
監拿督麥慕娜給予檳島市政廳
的信任，並選擇檳州承辦全馬
首個亞太區城市論壇。此論壇
吸引來自60個國家的7000名參
與者，出席為期3天的活動。

他相信，這將是我國最大
的交流平台，無論是決策者或
是非政府組織，都可利用該平
台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決策者討
論全球未來面對的永續性發展
的挑戰。

他說，全球除了面臨著嚴
峻氣候變化問題之外，還面對
人口不斷增長的問題。根據聯
合國報告，目前全球人口已達
到77億人，預計在2030年將突
破85億人口。

政府政策須與底層人民連接

cm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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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5日訊)現年38歲﹐
最近獲得“英雄獎3.0”的納閩特
殊援助協會主席莫哈末霍曼賓賽
汀特別感謝母親﹐因為是他的母
親讓他深深體會有一份熱﹐發一
份光。

他形容是他母親深深感染了
他參與行善工作﹐雖然其母親已
60歲高齡了﹐但是﹐仍舊持著愛
心熱切參與慈善活動。

霍曼表示﹐從小就一直跟隨
母親法蒂瑪賓蒂雅雅參與各項自
願慈善活動。

“我的母親已在自願組織服
務了25年﹐她也是納閩非政府組
織的一名主管。她對殘障兒童的
耐心與愛心激勵了我﹐使我想成
為跟母親一樣。”

他很高興能夠為需要者盡一
份努力。他知道﹐雖然財力上有
限﹐但他能做的﹐是在精力上幫
助他們。

雖然霍曼也面對聽覺的問題

﹐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他成為納
閩首名手語導師。

“我自己耳聾﹐但是﹐我願
意幫助納閩的殘障兒童﹐使他們
學會用手語溝通﹐更容易獲得教
育及能尋找工作。”

“中學畢業後﹐我就開始在
這個組織工作﹐教導其他殘障人
士手語。在2005年﹐我進入馬來

西亞聾啞協會學習更深入的手語
。”

“我的母親非常鼓勵我﹐以
協助不幸人士。與此同時﹐我想
看到納閩的聾啞兒童能夠前往西
馬深造。”

他認為殘障人士必須對自己
更有信心﹐並朝向目標生活。

他鼓勵道﹕ “雖然你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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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克服聽障 助殘障人士學手語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斯瑪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cmyk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認同辯方律師
的說法，即在逃富商劉特佐之所
以找他擔任有關職位，可能是因
為他缺乏金融經驗。

沙魯今日在接受辯方代表律
師丹斯里沙菲宜的盤問時表示，
有可能劉特佐找他來掌管登嘉樓
投資機構，是因為他在投資募資
方面是一個新手。

他也同意沙菲宜所說，劉特
佐這麼做，是劉特佐欺騙主權財
富基金計劃的一部分。

沙菲宜問：「你是否想過為
何劉特佐要委任你？因為你不沒
有任何金融方面的經驗。」

沙魯答：「我當時沒有這麼
想。」

沙菲宜問：「現在事后看來
呢？」

沙魯答：「有這個可能。」
沙魯也同意沙菲宜所指，劉

特佐策略地將其同謀安置在該公
司，如盧愛璇和唐敬志等人，協

助劉特佐制定計劃。
沙魯表示，當劉特佐在2009

年向登嘉樓投資機構建論他出任
該機構首席執行員一職時，他曾
告訴劉特佐本身在金融方面缺乏
經驗。

不過，他說，雖然他說清楚
情況，但登嘉樓投資機構董事及
時任國家元首蘇丹米占再納阿比
丁批准了這項任命。

「我的任命是由他們決定，
股東和董事。我準備全力以赴，
我有告訴他們，我在募資方面沒
有經驗，但他們還是委任我。」

「如果我不合格，聘請我的
人應該知道。我有告訴劉特佐這
些事情。」

沙菲宜問沙魯于2009年3月21
日在登嘉樓王宮與蘇丹米占會面
時，是否提起此事時，但沙魯表
示沒有。「在那次會面時，陛下
坐在王宮的會議室，而當時是劉
特佐將我帶入會議室，並介紹給
陛下。」

「丹斯里阿茲蘭再諾（登嘉

樓投資機構董事）也在場，他告
訴陛下認識我很久了，並說我是
一個好人。」

「我沒有機會提出這事情，
因為我還未準備好，這是我第一
次到王宮覲見陛下。」

要聞 42019年10月9日 ◆ 星期三

吉隆坡8日訊│忙碌于講課及
生意﹐並沒有阻止現年42歲的黃
耀慶進行志願慈善活動﹐協助社
會不幸的一群。

在澳洲蒙納斯大學攻讀電器
與電腦工程師學位時的體驗﹐激
勵了他去協助社會不幸的一群。

堅持履行伊斯蘭教義的他把
收入分享給社會不幸的一群。

他表示﹐在澳洲期間﹐他必
須節省。當時的生活很辛苦﹐他
只能夠租一間小房間。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協
助面對困難者。對我而言﹐此舉
是履行伊斯蘭教的教義。我願意
把我的財產與有需要者分享。”

也 是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創辦人的黃耀
慶表示﹐最初﹐他幫助社會不幸
的一群人﹐並為他們與家人準備
食物。

他表示﹐最初是準備熱食物
﹐但是﹐這不實際﹐因為這些食
物不能夠儲存。

“此外﹐當分配食物時﹐一
部份不幸人士已睡覺。當食物放
在貧窮者睡覺的地方﹐便會引來

蟑螂﹐食物因此變得不衛生。”
“因此﹐我們改變方法﹐轉

為分配乾糧食物﹐如餅乾﹑水果
等給他們。”

“除了食物﹐我們也贈送日
常用品給在巴生谷一帶的不幸人
士。”

提及其慈善計劃﹐育有3名兒
女的黃耀慶表示﹐他們一有4人﹐
包括他自己志願為這些不幸人士
理髮。

“ ‘ F o o d  F o r  
Gelandangan’組織也為好學的不
幸人士進行理髮訓練﹐使他們能

夠自立更生。”
來自八打靈再也的黃耀慶也

經常在霹靂 Hutan Lipur Belum 
進行志願活動。

“我們的活動包括為不幸人
士安裝太陽能燈﹑提供食物﹑安
裝水管等。”

雖然這些是慈善活動﹐但
是﹐他承認﹐一些人認為他行
善只是為了獲得果報。“一些朋
友認為我行善是擁有議程的﹐並
以‘別有用心’來形容我。”黃
耀慶並不理會別人怎樣想﹐他覺
得只要能力所及﹐他會繼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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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慶為不幸人士送糧

黃耀慶(左4)從首相夫人敦西蒂哈絲瑪(左5)手中接過5000令吉現金獎﹑獎盃及証書。

人。
當被問及他獲得“英雄獎

3.0”感想時﹐他表示感到驚訝﹐
並感謝上帝。

“我不曾想過能夠獲獎﹐

因為得獎者一般上都是很優秀的
人。與此同時﹐我感到很驕傲及
高興能夠獲得此獎項。”

黃耀慶獲得5000令吉現金獎
﹑獎盃及証書。與此同時﹐他也

被委任為國家團結大使。
“英雄獎3.0”是雪隆中總與

國家團結部所聯合主辦的活動﹐
其目的是為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
出貢獻及提升社會團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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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8日訊│針對陸路公共
交通機構（APAD）和陸路交通
局（JPJ）要求電召車司機將私
人轎車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
並將于本月12日展開執法，新
山電召車聯盟成員今日群起抗
議，促請交通部長陸兆福出面
回應。

Grab電召車公司昨日傍
晚在官網發佈新條例的重要通
知，讓許多電召車司機感到錯
愕。

司機們質疑本月12日展開
執法工作，卻在執法前5天才促
電召車司機們更改車輛用途的
做法。

新山電召車聯盟主席羅少
榮質疑，交長陸兆福曾在5月份
指出，政府放寬條件，允許電
召車司機無須更改私人車輛組
別為私人電召車（AH）類別，
為何現在卻U轉。

他透露，今早已經有會員
到陸交局，申請將車輛用途從
私人車輛更改為私人電召車代
號（AH），卻被告知電腦驗車
中心（PUSPAKOM）報告寫明是
私人車輛，因此不能更改車輛
用途。

「換言之，若要更改車輛
用途的話，不就是要再把程序
走一遍，包括前往電腦驗車中
心改資料，再重新申請電召車
准證（EVP），之后更改車卡上
的車輛用途類別，甚至還需更

新電召車保險。」

5天內無法完成

羅少榮今日上午與數十名
電召車司機召開新聞發佈會，
反映電召車司機不滿新條例的
心聲。

他直言，上述做法過于費
時費事，且並非能在5天內就能
完成的作業程序。

他說，所謂的AH，就等于
商用車輛，這會令私人車輛立
即貶值，日后也不確定是否能
再把車輛用途改成私人車輛，
提高成為電召車司機的門檻，
會導致一些現有司機退出。

「Grab近期開放讓會員
自己填寫電召車准證，容易造
假，加上並非每個司機都懂得
填寫，為了避免出現疏漏，希
望有關公司能謹慎處理。」

他抨擊，政府內部缺乏溝
通，交長已經說明不再進行更
改為私人電召車用途的政策，
為何有關當局卻又突然增加這
項新條例呢？

電召車司機陳可春（55
歲）質疑，若要更改車輛用途
為商業註冊，是否就能保障司
機不會面對被列入黑名單？他
也擔心更改車輛用途后，車輛
會貶值。

他希望，政府能將電召車
相關的條件簡化，避免造成電

召車司機的困擾。

新山8日訊│政府部門更
改政策，令電召車司機措手不
及，受訪電召車司機抨擊，政
策一直U轉，令電召車行業充滿
太多變數。

電召車司機曾新福（61
歲）表示，他加入電召車司機
行列已經兩年半。他坦言，做
電召車司機並不簡單，經常會
收到顧客投訴或是無故被列入
電召車黑名單，或是載客次數
不足被扣分等。

對于政府政策U轉，他笑
說，馬來西亞政策一直都如
此，也已經習慣了。

電召車司機魏庶遠（42
歲）直言，當局不斷更改政
策，令電召車行業充滿太多變
數。他今年才買新車，若更改
車輛用途，他的新車價值就開
始貶值。

他坦言，如果政府強制更
改政策，電召車司機們也只能
遵守。

「不過，一旦車輛用途
改成私人電召車，就屬于商用
車輛，屆時除了驗車費、保險
費之外，每年車輛路稅就會更
高，變成司機需要承擔額外的
費用。」

政策頻U轉 行業多變數

羅少榮（前左5）帶領會員們舉大字報抗議政府要求更改車輛
用途類別。前左2為曾新福，前右為陳可春。

電召車須改商用 司機抨太突然

檳城8日訊│42歲已
婚伊斯蘭宗教男老師涉嫌
非禮男學生被控3項性侵兒
童罪，他否認罪名，獲準
以1萬令吉保外候審。

控狀顯示，被告阿都
暮達里被指于2017年2月
至2018年7月，在檳城新港
一間學校課室，對一名當
時10歲的男童做出猥瑣行
為，舔對方的下體，觸犯
2017年兒童保護法令第14

條文（性侵犯兒童），罪
成可被判監禁最高20年，
另可加鞭刑。

次項控狀指被告于
2018年2月至7月16日上午
10時45分，在學校的祈禱
室，對另一名11歲男童做
出猥瑣行為，即舔對方的
下體。第三項控狀則指他
在2018年7月，非禮另一名
10歲男童。

被告目前已被調職。

控性侵3男童 宗教老師不認罪

猝死逾半年 獨居老婦變人骨
新山8日訊│78歲獨居老婦猝

死超過半年，直至房屋經紀受屋
主委託上門準備與租戶洽談出售
房屋事宜，才發現浴室門旁有具
人骨，驚慌不已急忙報警。

新山南警區主任沙胡里乃
指出，斃命老婦是78歲的許美
美（譯音），生前獨居在世紀花

園的一間房屋，她是被一名房屋
經紀發現臥屍在其中一間浴室門
旁。

他說，警方是本月5日，下午
2時35分，接獲房屋經紀投報，才
揭發這案件。

「該名房屋經紀是因屋主要
出售房屋，到該間房屋與租戶見

面洽談事項，抵達時無人應門，
他嘗試打開反鎖的大門入屋，並
在屋內其中一間浴室發現一副人
骨，接著馬上向警方投報。

他指出，遺體已送往新山醫
院太平間解剖，估計已斃命超過
半年。

警方目前尚在聯絡死者家
屬，以協助調查和辦理領屍程
序。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沙菲宜今日在盤問
一馬公司兼登嘉樓投資機構前首
席執行員拿督沙魯時透露，與劉
特佐有關的兩家公司私下以折扣
價購買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然后再出售，賺取近5億令吉的利
潤。

沙菲宜在庭上指出兩家與劉
特佐有關的公司如何私下做成有
關交易。

沙菲宜今日出示有關Country

集團和新加坡Aktis Capital公司
的文件，並指這兩家公司以低價
認購了有關債券，然后以全價將
債出售，以賺取利潤。

沙菲宜形容，這個計劃是由
劉特佐及其朋黨完成。

在轉手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
券下，Country集團賺取4億2000
萬令吉，Aktis Capital公司則賺
取7400萬令吉。

沙菲宜向證人說：「現在
你知道整個數據了，很驚訝是不

是？」
沙魯回答：「是的。」
沙魯解釋，他第一次聽到

Aktis Capital公司的名字，是在
2018年接受警方調查的時候。

沙菲宜告訴證人Country集團
實際上與丹斯里劉福平有關，接
著證表示：「哦，是劉特佐的父
親。」

沙 菲 宜 問 ： 「 劉 福 平 與
Country集團有關，你知道嗎？」

沙魯答：「不知道。」

劉特佐與父親 賺5億「秘密利潤」
吉隆坡8日訊│前首相納吉的首席代表律師丹斯里

沙菲宜今日在庭上指出，在逃富商劉特佐與其父親，于

2009年在登嘉樓投資機構（一馬公司前身）發行的債券

中，轉手之下賺取5億令吉的「秘密利潤」。

沙魯週二上庭時，一臉嚴肅。

1MDB丑聞
世紀審訊

受委CEO 沙魯承認缺金融經驗

擔任TIA顧問 劉特佐沒有受薪
吉隆坡8日訊│一馬公司

（1MDB）前首席執行員拿督沙魯
指出，在逃商人劉特佐是義務擔
任登嘉樓投資機構（TIA，1MDB前
身）的顧問，沒有受薪。

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面對
的1MDB案件，今日進入第18天審
訊，而現年49歲的沙魯今日繼續
接受辯方代表律師丹斯里沙菲宜
的盤問。

登嘉樓投資機構是于2009年9
月易名為一馬公司（1MDB）。

沙菲宜問：「劉特佐為登嘉
樓投資機構服務時，是否曾獲支
付薪金？」

沙魯答：「沒有。」
沙菲宜問：「那麼，劉特佐

為登嘉樓投資機構無償工作，結
果取得數十億令吉嗎？為何這個

商人會花費這麼多時間，但卻沒
有得到任何報酬。」

沙魯答：「這也不是無償工
作，因為他表明他初期是代表登
嘉樓，過后則代表聯邦政府。」

沙菲宜問：「但他並沒有得
到報酬？」

沙魯答：「是的，他沒有得
到報酬。」

將朋黨帶入TIA

此外，沙魯指出，在逃富商
劉特佐將其朋黨帶入登嘉樓投資
機構。

沙菲宜問：「劉特佐委任
他的人，如盧愛璇（譯音，一馬
公司律師）、倪崇興（譯音，一

馬公司董事），以及唐敬志（譯
音，一馬公司執行董事）。」

沙魯答：「我不知道這樣事
情發生。」

沙菲宜問：「你不知道是
劉特佐計劃將這些人放在你身
邊？」

沙魯答：「是的，現在它看
起來相當清楚。不過在2009年，
我見他很忠誠的擔任登嘉樓投資
機構代表。在早期，當我們進行
募資時，他也在為時任財政部長
納吉說話。」

沙魯過后表示，他在受委為
首席執行員不久后，劉特佐和唐
敬志經已向銀行家談過有關政府
擔保登嘉樓投資機構的債券。

新加坡8日訊│2
歲女童藏屍鐵鍋案為
何時隔5年才揭發，引
起議員關注，新加坡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
兼國家發展部第二部
長長李智陞回覆議員
詢問時表示，女童家
人曾跟6政府部門和社
區組織接觸，聲稱女
童由親戚照顧，因此
無人懷疑她失蹤或遇
害。

這起謀殺案引發
各界關注，共有4名議
員在國會上提問。其
中，工人黨非選區議
員吳佩松副教授就質
疑，為什麼女童的父
母曾違法，也受到社
會服務的關注，但為
何這5年來失了蹤的
女童，卻沒及早被揭
發。

李智陞通過書面
回應表示，這幾年來
涉案家庭曾和多個社
區組織和援助機構有
過接觸，包括社會及
家庭發展部旗下的社
會服務中心、內政團

隊部門、教育部、幼兒培育署
等等。

「這些接觸涉及不同事
項，例如經濟援助、家庭福利
狀況、育兒、學前教育問題等
等。」

他透露，涉事家庭曾向
社會服務中心尋求經濟援助，
也曾跟兒童保護服務處有過接
觸。當局會進行調查，確認孩
子是否得到妥善照顧。

親生父母被控謀殺

他說，幼兒培育署和教育
部都曾為了孩子沒有報名幼稚
園和小一找上涉事家庭。

「由于家屬跟這些機構
部門所說的跟現有的調查有關
聯，我無法透露詳情。我能說
的是，根據涉事家庭和不同部
門的對話，社工和官員都不曾
懷疑女童失蹤或是遇害。該家
庭聲稱孩子由親戚照顧。」

李智陞在書面回應上指
出，一般上若幼兒培育署屢次
透過各種方式仍找不到家長，
就會和社區伙伴合作來試圖解
決問題。

「至于教育部，若多次發
信提醒仍未得到回應，則會派
職員作家訪。孩子要是沒有跟
父母同住，教育部則會和其他
有關部門合作，想辦法跟負責
照顧孩童的人取得聯繫。」

他坦言，由于遇害女童年
僅2歲，一般上是不太有可能
跟相關單位有固定的接觸。至
于更多有關案件的細節，則必
須待在庭上揭露。

新加坡警方是在9月10
日，晚上8時30分接到振瑞路
第52座組屋的一起非自然死亡
命案。當晚警方在8樓的一個
單位內找到裝有屍骸的鐵鍋。

遇害女童的親生父母，在
謀殺罪名下被控。控狀顯示，
他們涉嫌于2014年3月，在振
瑞路第52座組屋8樓的一個單
位裡謀殺女童，觸犯刑事法典
第302（2）節的謀殺條文。一
旦罪成，可被判死刑，或終身
監禁加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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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人士﹐不要把這個缺陷當
成你們的障礙﹐以為無法對社
會作出貢獻。不要認為自己軟
弱﹐而必須有信心為國家及社
會做出貢獻。”

“我成為手語導師多年﹐
這些年來訓練了18名聾啞人士
﹑20名特殊學生及9名自閉症兒
童。”

“他們都受到納閩特殊兒
童協會及納閩聾啞協會的幫助
。我感到很高興﹐在他們當中
﹐有一些已經工作﹐一些則繼
續深造。”

獲得“英雄獎3.0”的霍曼
有7名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
霍曼成為本年度英雄獎3.0得主
之一。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他
也被國家團結與統合部委任為
國家團結大使。

“我感謝上蒼選擇我成為這
獎項的得主之一。我也要感謝提
名我的人。”霍曼(中)教導聽障人士手語。

霍曼持有 Cybernetics 國際
科技學院攻讀人力資源管理文憑
﹐他目前非常活躍於幫助納閩的
殘障兒童。

“我的英雄”獎是吉隆坡與

雪蘭莪華人工商會與國家團結部
所聯合主辦的活動﹐其目的是為
了表揚那些為他人做出貢獻﹐及
提升社會團結者。霍曼是唯一來
自東馬的得主。

獲得“英雄獎3.0”的莫哈末霍曼賓賽汀。

預科班錄取逾5萬人

僅2.6萬人入學

張念群（左）在國會下議院問答環節，回答大學預科班2019/2020

年入學情況。

吉隆坡15日訊│教育

部副部長張念群指出，教

育部發出了5萬5324個大學

預科班（Matrikulasi）

的錄取書，惟2019/2020

學年的入學學生僅有2萬

5919人。

林冠英堅稱已退還石油稅
吉隆坡15日訊│財政部長林

冠英堅稱，中央政府已退還石油
稅予吉蘭丹州政府，而且財政部
近期還批准了1億令吉的貸款給丹
州政府，作為經營費以及用以支
付該州公務員薪金。 

他說，剛接到來自吉蘭丹州
政府要求，以支付運營和薪水。
「總數是1億令吉，我們已經批
准，希望這筆錢可在數周內或月
底前發放給吉蘭丹州政府。」

林冠英周二在國會走廊，針
對吉蘭丹大臣拿督阿末耶谷稱丹

州政府在9月17日從聯邦政府拿到
的一筆款項是回饋金，而不是石
油稅一事，如是表示。

他強調，財政部已經提早退
還石油稅給丹州，而丹大臣的談
話也證明吉州政府已拿到退款。 

他說，他不願在用詞上繼續
與吉州政府爭辯。

他指出，雖然中央政府一直
被炮轟，可是還是批准了貸款。

「中央還是會援助吉蘭丹。
國陣執政時期也曾拖欠石油稅，
現在的政府歸還石油稅，卻比國

陣遭受更多謾罵。 」
他指出，中央和州政府有各

自的責任，並希望雙方可以理智
討論，不要過于情緒化或根據非
事實而發言。 

針對2020年預算案降低外
國人購買房地產的最低門檻，
從100萬令吉降至60萬令吉一
事，林冠英重申，只限于公寓
或組屋，不涉及新發展項目和
有地房產。

他強調，該措施旨在解決國
內滯銷房屋的問題。

她指出，在所有入學學生
中，土著學生佔2萬2655人、
華裔生17 7 4人、印裔生12 1 2
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學生有
278人。張念群今日在國會下
議院問答環節，回答馬華亞依
淡國會議員拿督斯里魏家祥的
提問時，如是指出。

此外，魏家祥在附加問答
環節時也繼續追問，他在7月3
日于國會收到的回答指入學已
經增加至4萬個，但是現在這2
萬5000人入學率，和他在7月3
日收到的回答不一樣，而這也
和內閣的議決不同。

對此，張念群則反指魏家祥
聽不懂她的回答，並表示教育部
已為SPM畢業生提供5萬5324個大
學預科班的學額，已經超出內閣
議決的4萬個名額，現在是學生無
法填補該學額。

歡迎魏家祥提建議

她指出，學生在申請了大
學預科班后，可能還得到其他

學位包括師範大學、大學或其
他地方，而選擇放棄大學預科
班導致學位沒被填滿，教育部
也無法做什麼。

她表示，大學預科班的課
程只有一年，教育部不可能在
常年的每一個月都錄取學生以
填滿學位，並促請也是前教育
部副部長的魏家祥如果有好的
方法，可以提出建議。

此外，張念群說，大學預
科班在最近3年的就讀率也逐年
增加，即2017年的1萬8839、
2018年的2萬324人，以及2019

年的2萬2678人。
內閣在今年4月杪議決大學

預科班學額分配製維持90%給
土著學生，10%給非土著學生，
但錄取學額將會從原本的2萬
5000人增到4萬人，意味著非
土著的學額將從原本的2500人
增加至4000人。

教育部長馬智禮當時在接受
訪問時說，政府大幅度增加大學
預科班學額的決定，除了不剝奪
土著學生原本享有的固打，也增
加了非土著學生的入學機會，是
一種雙贏局面。

吉 隆 坡 1 5 日 訊
│馬 華 總 會 長 拿 督
斯 里 魏 家 祥 指 出 ，
教育部在大學預科班
（Matrikulasi）的收
生，並沒有按照內閣
的議決去執行，並指
教育部連土著和非土
著都欺騙。

他說，今年大學
預科班的收生人數，
只有2萬5919人，比起
去年也只是區區地增
加了919個人。

「這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難道內閣議
決4萬個學額，你連土
著和非土著全部都欺
騙，這是非常嚴重的
罪行。」

他促請，教育部
的長官需要去解釋，
29位內閣成員也應該
說話。

「很多人都以為
土著會得到3萬6000
個位子，而華裔、印
裔等會得到4000個位
子，不過我們今天計
算后，華裔和印裔也
只是得到區區的2986

個位子。」
魏家祥今日在國會下議院

問答環節時，向教育部提出大
學預科班收生的提問，較后在
國會走廊召開記者會，繼續向
教育部和該部副部長張念群繼
續開炮。

他說，當時教育部告訴
所有人這是雙贏方案，但今
天出來的卻是變了樣，貨不
對辦，希盟的內閣成員應該
解釋。

魏家祥也進一步揭露，
若以今年2萬5919人的錄取
人數去計算，非土著的2986
個學位也已經超出了10%，
也已經超出了土著和非土著
90比10的比例。

「既然非土著的學生可以
超過10%，為何不能增加錄取
其他族群的學生，是不是有特
定族群的學生沒有足夠的人數
去申請？」

他說，他在7月收到的國
會書面回答，已經聲稱有4萬
個大學預科班的學生，但卻在
今日給出不同的答案。

他批評張念群指教育部
發出錄取書，最后學生不來
報到他們也沒辦法，是很不
負責任的說法，令人啼笑皆
非。

「這好比一個人向上吐
痰，最后中自己的臉，現在
已經沒有高教部，無論高
教、低教都是有教育部來負
責。」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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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城市論壇首次在大馬舉辦，祖萊達（左4起）、佐西亞、

麥慕娜及曹觀友于週二為第7屆亞太城市論壇主持開幕。

擬修法「自殺未遂」去刑事罪化
吉隆坡15日訊│掌管法律

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劉偉強
指出，政府正研究修訂刑事法
典第309條文，將「自殺未遂」
去刑事罪化，即不再以刑事罪
定義意圖自殺者。

劉偉強表示，總檢察署
正研究如何在刑事法典移除自
殺未遂罪行，往后不再以刑事
罪定義欲自殺者。他補充，上
述研究仍在起步階段，婦女、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青年及體
育部、教育部、通訊及多媒體
部、警方等利益相關單位亦參
與其中。

他說，除第309條文外，政
府正修訂第305、306這兩項關
于自殺未遂或教唆他們自殺的條
文，「我們會參考英國、澳洲、
巴基斯坦等有類似刑法國家。」
他認為，上述修法是大勢所趨，
政府深入了解什麼原因導致國人
患精神病，爾后動念自殺。

他也提醒大家，精神病
是無形疾病，甚難被肉眼辨識
出來，因此不能再草草以現有
刑事法律應付國人自殺未遂事
件。他補充，政府正收集利益
相關單位如教育單位、媒體、
社會福利局等反饋，共同起草
一份全面的策略計劃，緩解自
殺問題及將其去刑事罪化。

「希望我國有一套援助、
關心自殺未遂者的法律，而非
歧視他們。」

劉偉強今日在國會下議員
的部長問答環節，回答民主行
動黨古晉市國會議員俞利文的
提問時，如此指出。

他回答巫統巴耶勿剎國會
議員沙哈阿都拉，如何解決日益
嚴重的青少年精神病問題之附加
提問時指出，除政府修法外，國
人親朋戚友也得關心身邊人的精
神狀況，給予適合的慰問或攜帶
有需要者找尋輔導師。

檳城15日訊│房地部長
祖萊達說，不管任何政策，政
府都必須與最底階層的人民接
洽，上情下達，並為他們提供
相關資訊，避免被遺漏，如此
一來，該政策才會成功。

她今日出席地方政府第7屆
亞太區城市論壇（APUF-7）開
幕時說，就像聯合國2030年永
續性發展目標，不該僅停留在
「口說」的階段，反之應賦予
行動，以便儘早達成目標。

她說，政府可以為屋業發
展計劃中的房屋面積、必須建
造的基本設施，作出議決。可
是，無論是房屋或已建好的基
設，最后必須由社區人民肩負
起維護、保養和照顧等責任。

因此，她呼吁全國各地方
政府是時候動起來，面對各項
城市化挑戰同時，更積極從與
會各國代表與專家提供的成功
楷模，或城市化的意見方案中
學習，以求在剩下的10年，落

實聯合國2030年永續性發展目
標。

「我們距離2030年只剩10
年，之后又會有2040年的目標
必須去達成。」

儀式上，檳島市長拿督尤
端祥感謝聯合國人民署執行總
監拿督麥慕娜給予檳島市政廳
的信任，並選擇檳州承辦全馬
首個亞太區城市論壇。此論壇
吸引來自60個國家的7000名參
與者，出席為期3天的活動。

他相信，這將是我國最大
的交流平台，無論是決策者或
是非政府組織，都可利用該平
台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決策者討
論全球未來面對的永續性發展
的挑戰。

他說，全球除了面臨著嚴
峻氣候變化問題之外，還面對
人口不斷增長的問題。根據聯
合國報告，目前全球人口已達
到77億人，預計在2030年將突
破85億人口。

政府政策須與底層人民連接

英雄獎3.0 系列之5(完)

現年55歲的老師奴莎，最
近被選為英雄3.0獎得獎者之
一。回憶起當年的情況，她表
示，當時，她什麼都沒有想，
只想學生不受一名發狂男子的
傷害。

“拯救我的學生比我自己
更重要。雖然我必須與該名男
子打斗，但是，為了他們的安
全，我願意。”

她表示，育群國民型華文
中學的學生大部份是華人，教
導體育及馬來語科目的她，把
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看待。

她說﹕“我在該間中學教
書已18年，我跟所有教師與學
生的關係非常良好。因此，當
發狂男子事件發生時，我不顧
種族課題。最重要的是，我的
學生都安全。”

提及20多年前所發生的事
件，奴莎教師表示，當時，她
只有35歲。

她說﹕“如果你問我當時
的感想，我會說，是的，當我

的學生被傷害時，我很生氣。
我不顧一切，只要我的學生安
全。”

她表示，當時此事件導致
多名教師及學生受傷，它發生
在星期五換班時間。

她說﹕“當時，我在樓上
，學校很忙碌，一些學生正要
回家，而一些則剛到學校。”

她稱﹕“在我下樓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學生高喊，‘救命、
救命、有人要殺人’，當時我看
到一名男子焚燒一輛摩托車，其
手中持有一把巴冷刀。”

也是一名體育教師的她表
示，該名男子身型高大，穿外
套及戴頭盔，手中持有一把巴
冷刀。

她說﹕“當時的情況危及
，我腦里一片空白，只看到一
群學生害怕地到處亂跑。”

“為了學生的安全，我獨
自面對該名男子。我當時相信
，只有這樣，其他教師與學生
才能夠逃離現場。”

奴莎上前與該名男子交談
，並引導他到食堂交談，因為
食堂當時沒有學生。

她說﹕“觀察到這名男子情
緒已穩定後，我以華語跟他交談
，我問他，‘哥哥什麼事’。”

“但是，該名男子不理我
，並企圖以巴冷刀攻擊我，我
只好逃開。”

她說﹕“在追逐一會兒之
後，他感到疲倦，並坐在食堂
的椅子上。我遞上兩瓶沙士給
他，試圖安慰他。”

她表示，最終她必須使用
逆向心理學，以控制情況。

她說﹕“我企圖說服他，
讓他感覺我是站在他的一方，
並要求他把巴冷刀交給我。在
他正想把巴冷刀交給我的時候
，他聽到數名家長吶喊，因此
改變了主意。”

她表示，該名男子較後成
功被警方逮捕。

在該事件過後，奴莎教師
與幾名教師獲得馬來西亞教育
部所頒發的表揚獎狀。

雖然事情已經過了20多年
，奴莎教師與學生的關係仍舊
非常密切。

她說﹕“雖然他們都已長
大成人，但是，他們仍舊記得
我。”她說﹕“一些學生也前
來布城探訪我，一些則在周末
到我家作客。”

在 退 休 之 後 ， 奴 莎
參 與 了 一 個 非 政 府 組 織  
MindRevolutions。

最近舉行的英雄3 . 0頒獎
禮上，有13人成功進入決賽，
在這當中，有5人被選為英雄
3.0得獎者。

他們分別獲得5000令吉現
金獎，獎盃及証書。

英雄獎於2014年成立，其
目的是為了表揚為國家團結與
和諧做出貢獻者。

這項活動由吉隆坡暨雪蘭
莪中華總商會﹑南洋商報聯辦
，支持單位為首相署國民團結
與和諧局﹑中總。

繁榮的關鍵

英勇教師 捨己救人

雖然來自不同種族，一名教師於20多年前在適耕

庄育群國民型華文中學拯救了多名學生，以使他們

不會被一名手持巴冷刀的男子殺害。

奴莎對為她做健康檢查的醫生

竟然是她在育群國民型中學執

教時學生感到驕傲。

學生畢業後仍常與奴莎聯絡。

團結

籌委會認為在剛剛結束的英
雄獎3.0圓滿成功舉辦，

有約60位善心人士被提名。他
們都有令人感動的事跡，並且
來自各行各業。

英雄獎提名的主要標準之
一是他們的行善對象必須是來
自於不同群族。

評審們在遴選過程中最後
選出了13名入圍者，並在其中
選出了5位英雄獎得主，這過程
也是非常困難的。

不過，籌委會希望告訴所
有60名被提名者，他們都是英
雄，我們希望他們每個人都繼
續他們的善行，以促進國民團
結。我們希望他們繼續向更多
的馬來西亞人宣揚“團結 乃繁
榮之鑰”的信息。

主辦單位認為團結精神應該

從年青時開始灌輸，我們走訪了
全國的幾所華小、淡米爾和國中
小學，以及大專院校，如馬來西
亞沙巴大學，以推動這項活動，
將英雄獎得主的故事和善舉都宣
揚給他們，其中幾位得主也參與
了我們的拜訪活動。

與此同時，籌委會還為小學
生特設了“英雄獎”得主故事讀
後感徵文比賽，鼓勵他們表達他
們對英雄獎得主所作的事跡的想
法與看法。我們正期待著從年輕
人的角度發表他們的觀後感。

所有5個英雄獎3.0得主被
首相署國民團結與和諧局封為
團結大使，我們希望他們繼續
發揮他們的善心，宣揚給馬來
西亞人，並傳播團結的重要性
的信息。願他們的故事在全國
引起效應。

希望他們的模範行動能被
更多的馬來西亞人效仿。目前
，通過英雄獎官方臉書專頁，
正有網上投選最受歡迎英雄獎
的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
m/myheroaward/posts/1093361
874197265

籌委會也非常感激各界
媒體和報社的支持，更感謝
TunSitiHasmah擔任此頒獎
典禮的主賓，與我們一道宣
傳團結乃繁榮關鍵的信息，
TunSitiHasmah的蒞臨為此活動
增添了更大的意義。

我們希望下一屆英雄獎4.0
能看到更多善心人士的提名。
而那些曾被提名，但沒有贏得
英雄獎3.0的人士，將有資格繼
續參與，並鼓勵再次被提名。

納吉週二如常抵達吉隆坡法

庭，出席1MDB案審訊。

1MDB丑聞
世紀審訊

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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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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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9日訊
│一馬公司前首席
執行員拿督沙魯指
出，一馬公司投入
與沙地石油公司聯
營公司的10億美元
資金，拆分為兩部
分，即3億與7億美
元，但這決定並未
告知一馬公司董事
局，而其中7億美元
最終流入了劉特佐
所持有的Good Star
公司。他說，由于
時間緊迫及有必要

促成此事，1MDB執行董事唐敬志
（譯音，Casey Tang Keng Chee）
最終說服他先把事情辦妥了，事
后再告知董事會也不遲。沙魯也
是1MDB案的第9名控方證人，他今
日在接受辯方首席律師丹斯里沙
菲宜的盤問時，如是表示。

沙菲宜指出，1MDB董事會
當時只是授權支付總數10億美元
給有關聯營公司，整個過程是由
唐敬志處理，是唐敬志拿了協議
合同給他簽署，但他並不知道是
誰決定要拆分款項的。「我同意
有關拆開付款，因為考慮到劉特
佐與納吉有著密切的關係，認為
並不會有問題。」「我當時的心
態是認為這是一項需完成的事，
且必須做得井井有條。」

他指出，這筆10億美元拆開付
款一事是在唐敬志交出由PSI聯合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員達里克奧貝德
（Tarek Obaid）簽署的文件，以
修改合資協議中的某些條款之后進
行的。「其中修改部分包括將合資
銀行帳戶從瑞意銀行（BSI Bank）
轉換去摩根大通（JP Morgan），

使這7億美元能支付給PSI。」

不滿美司法部報告

早前，證人指1MDB給聯營公
司投資的10億美元，其中3億美元
匯給與PSI的聯營公司，另7億美
元則匯至Good Star有限公司；而
Good Star曾被稱是PSI子公司，
但后來被揭發為劉特佐的公司。

另外，證人表示對美國司法
部的1MDB調查報告不感興趣，因
該報告指控他是將1MDB的7億美
元資金轉入劉特佐公司的同謀。

「我讀過了這份文件，但到
目前為止，他們提供了不完整的
信息；美國司法部甚至都沒有問
我關于1MDB的意見。」

吉隆坡29日訊︱前首相納
吉代表律師丹斯里沙菲宜形容，
大馬通緝犯劉特佐在一馬公司
（1MDB）的角色，就像是照顧雞
的狐狸。納吉被控一馬公司貪污
洗錢案今日進入第26天審訊，也
是辨方律師盤問一馬公司前首席
執行員拿督沙魯阿茲拉的第9天。

沙菲宜與沙魯今日在法庭上
多次交鋒，在談到劉特佐時，沙菲
宜就形容劉特佐就像是一只狐狸在
顧小雞。沙魯說，他在時任首相納
吉與劉特佐之間來回走動，以取得
兩人指示。在2009年10月16日，他
會見納吉后又見了劉特佐，整理出
與納吉開會的會議記錄，之后再向
一馬公司董事局匯報。

對此，沙菲宜稱：「劉特佐
就像是一只照顧雞的狐狸，我這

麼說有錯嗎？」沙魯則回應，他
視劉特佐為納吉的協調人，現在
看來劉特佐某程度上造成一馬資
金挪用的問題，並透露Good Star
在2010年匯款給紅岩電影公司。

這家電影公司與首相繼
子里扎有關係，投資拍攝了著
名電影《華爾街之狼》。沙魯
稱，一馬公司與劉特佐的Good 
Star公司，在2010年1月簽署的
貸款協議乃是一項欺詐。

根據呈堂文件顯示，唐敬志
（1MDB前執行董事）所簽署的該份
協議，指一馬公司同意借貸7億美
元給Good Star。不過，沙魯向法
庭表示，這是一份欺詐文件，因為
一馬公司從未與Good Star有任何
交易，唐敬志在簽署有關協議時，
並未告知他或一馬公司董事局。

納吉律師指劉特佐 像狐狸顧雞

馬哈迪今日在chedet部落
格發文稱，他承認參與了1997年
至1998年制定解決財務問題的政
策，並以反諷的口吻回擊是否要
對企業大亨見死不救，進而導致
政府流失大部分資金。

「我承認，我參與了1997
年至1998年解決財務問題的政策
制定。是的，這是我們通過幫助
大馬大亨來解決危機的方法。」
「如果我們不幫助企業大亨，讓
他們失敗，生意不得不倒閉，那
是非常不好的。」「這樣一來，
他們所有的員工（不論貧富）都
將失業。我們的出口將下降，沒
有外匯流入我國。」「政府將損

失公司稅和所得稅，因為大多數
稅款是由納稅方支付。」

「政府將流失大部分資金，國
家的運營和發展無法持續，不能發
展所有基礎設施。在流失來自于大
亨們稅收情況下，我們必須對不是
大亨的人士征稅，而在非大亨人群
征稅后，他們將成為窮人。」

「我感到抱歉」

「大約70年前，有些大亨在其
他國家被謀殺，財產被沒收。所有
企業都由政府接管，希望政府能接
收100%利潤。」「如果我們願意，
我們可以趕走這些大亨，不要幫他
們，讓他們破產，我們只幫助那些

首相馬哈迪

97金融風暴期間

敦馬承認曾助大亨
吉隆坡29日訊│首相敦馬哈迪承認，在

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政府

幫助企業大亨度過危機。

第3季3.8萬新選民登記
布城29日訊│選舉委員會在

今年第3季接獲3萬8895份登記成
為新選民的申請。選委會主席拿
督阿茲哈說，在這期間，選委會
也接獲已登記選民提出1萬4165份
更換選區的申請。他今天發文告
說，2019年第3季附加選民冊將從
今天開始至11月12日期間，在全
國917個地點展示，長達14天。

「從今年7月1日至9月30日期
間，申請登記為新選民的人士，

以及申請更換選區的已登記選民
受促檢查他們的名字。「若申請
者發現本身的名字沒被列入2019
年第3季附加選民冊，他們可通過
B表格提出上訴。」 

阿茲哈說，任何一個選區已
登記選民若要反對選民冊內的名
字，可填寫C表格提出抗議。

他指出，任何上訴或抗議
表格可在展示選民冊期間辦公時
段，提交給登記地區的註冊官。 

他說，在展示選民冊期間，選
委會也將展示因已逝世或失去公民
權而從選民冊遭剔除的選民名字。 
他也說，至于任期已屆滿的軍警人
員及官員，選委會與警方及武裝部
隊合作更新投票地點的資料。若民
眾對2019年第3季附加選民冊有任何
疑問，可致電03-8892 7018聯絡選
委會總部，或任何州選舉辦公室，
或瀏覽選委會官網www.spr.gov.my
及手機應用程式MySPR Semak。

非富裕群體。在所有的大亨都沒繳
稅之后，我們要如何幫助非大亨群
體？這就是問題嗎？」「在1997至
1998年金融危機時期，對大亨們所
采取協助行動，我感到抱歉。」

吉隆坡29日
訊│土著權威黨
籌委會宣傳主任
莫哈末凱魯阿占
上庭挑戰華小和
泰米爾小學違憲
后，董教總已委
任憲法律師團對
此案展開研究工
作，並將于11月
9日召開主要華團
聯席會議進行匯
報，以商討后續
的具體行動。

針對土著權
威黨籌委會宣傳
主任莫哈末凱魯
阿占聲稱以個人
名義入稟聯邦法

院，指聯邦政府在《1996年教
育法令》下允許設立華小和泰
米爾小學，是違反聯邦憲法的
做法，董總與教總今日發表聯
合，回應此事。

多元社會資產

董教總重申，我國是一個
擁有各種族群、文化、語文和宗
教信仰的國家，更有以不同語文
為教學媒介的各源流學校，當中
的馬來文學校、華文學校和泰米
爾文學校從設立到發展至今已超
過200年。這是我國多元社會的
寶貴資產和優勢，為國家發展與
進步作出貢獻。

董教總說，各源流學校在
獨立建國之前早已存在，其發
展受到國家憲法保障，亦納入教
育體系和法律管轄。無論1920年
學校註冊法令，到1952年、1957
年、1961年和1996年教育法令，
都允許設立各源流學校。

剝奪選擇權利

董教總指，政府領袖多次
肯定各源流學校貢獻，各族家
長有權為孩子選擇就讀何種源
流學校。

「這些事實是不容否認及
扭曲，也不容任何人或團體摧
毀各源流學校，剝奪國人選擇
不同源流學校的權利，借此企
圖破壞社會和諧。」

莫哈末凱魯阿占上週入
稟法庭，挑戰大馬政府允許
設立各源流學校的決定，是
違憲的做法。他挑戰政府旗
下的各源流學校，使用非國
語作為教學媒介語。

他說，一旦宣判各源流
學校違反憲法，他將要求各
源流學校改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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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29日訊│財政部長林冠
英指出，從2017年至2020年，政
府須為一馬公司（1MDB）和SRC
國際公司支付139億令吉的巨額
債務。林冠英今日發文告稱，在
2020年財政預算案中，撥出27億
令吉以償還1MDB和SRC國際公司
的債務。「在2019年將要支付24
億令吉的債務。」林冠英說，除
了使用公共資金外，支付款項的
資金還來自于14億5000萬令吉的
1MDB資產索回基金，以及大馬希
望基金的公眾捐款。

此外，他指出，政府通過財
政部和財政部長機構（MDK）代
1MDB和SRC償還了2017年（67億令
吉）和2018年（21億令吉），共
88億令吉的債務。「這意味著從
2017年至2020年，1MDB和SRC的債
務需要花費139億令吉。」

林冠英說，前朝政府隱瞞1MDB
和SRC債務償還，只有2018年5月
9日更換政府后才披露。他說，顯
然，政府償還因1MDB和SRC醜聞而
蒙受的損失，是前朝財務管理不善
和「盜竊統治」的一部分。

他稱，正如首相敦馬哈迪所
說，推翻盜竊政權后的最大挑戰
之一是清理遺留下來的損害，並
重建國家，因為這需要大量的精
力、時間和金錢，而且實際問題
比想象中嚴重。

林冠英說，前朝政府犯下的
債務醜聞，不管是與1MDB有關還
是無關，估計高達1500億令吉，
僅1MDB就達到510億令吉，包括到
2039年才能完全解決的利息。他
說，無論如何，希盟政府將繼續致
力于實現發展及帶給人民福利。

政府2017至2020年 需為一馬SRC還139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