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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

拿督吳華山的政治抱負是秉持政治良知，捍衛沙巴各族群應有權益，堅守以高尚政治道德操守，制定公平對待各個族群的政策，全力以赴創造
一個公平社會，拒絕一黨獨大或一族坐大，嚴厲譴責各种形式的壟斷主義，摒棄貪污，捍衛宗教信仰自由，以高尚的道德操守，及具有策略性
和目標的中庸施政來建立一個能夠包容各族共存，以民為本之民選政府，把馬來西亞推向經濟向榮、國泰民安的盛世時代。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政治使命

馬壯人強甘拜園區選賢能

華山征戰威鳳祥麟民給票

本著“民族民生民權乃民之所欲”，“民安民富民心常在我心”，以及捍衛華社華團基本權益為首要任務的吳華山，懇
請甘拜園區的選民，全力支持他的從政愿景，讓他高票當選！讓他打入政治主流，糾正各种不公政策，捍衛華社華商應
有權益，据理力爭，与選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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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華山 政治宣言
的

Political Mission Statement

2
3

确立 1963 年 8 月 31 日為沙巴州獨立日。

4

主張馬來西亞是由馬來亞、沙巴、砂拉越三國聯合而組成，沙巴并
非十三分之一州屬，主張聯邦政府從沙巴所收取的各項稅金及款
項，其中最少三分之一應該返還給沙巴政府，以符合平起平坐的同
等立國地位。

創造公平自由社會

還原歷史并重新修正歷史偏差，將 1963 年的立國契約條款，列入
歷史課本，讓沙巴人民及馬來半島子民不再質疑馬來西亞成立的歷
史事實。

教育方針

以一馬精神，公平對待各族人民，不分种族，扶貧助弱，消除貧窮實
現小康社會，嚴拒种族歧視或一族獨大，創造一個公平自由民主社會。

經濟發展
1

向政府進言及推行一系列惠及普羅商家的經濟政策，一視同仁對
待各個族群。嚴拒“新經濟政策”的延續。

2

將商機公平讓各族分享，嚴禁盟黨裙帶關系壟斷政府工程，并全
力支持公開招標的方式，“以能者得之”的公平原則与沙巴各界
共創商機，共享國家發展經濟藍圖。

3

嚴拒貪腐，尤其是嚴拒通過政治盟友關系，使小撮有政治影響人
士致富而忽略普羅商家應有權益的行為，致力打造公正公平的競
爭平台。支持反貪會擁有獨立訴訟權力，不應受控于首相署。

4

沙巴州擁有丰富的天然資源，州政府應該大力推動“資源共享”
的概念，開拓具有龐大商機的領域，例如石油工業、木材加工、
開墾土地种植油棕等，讓有能力的沙巴本土公司得以同心協力与
政府并肩奮斗，刺激州內經濟發展。

1
2
3

各族都應享有母語教育的權利。

4

英語是世界通用語言，鼓勵學子們掌握英語尤其重要，故應支持國
民型中小學在某些特選科目上開辦使用英語教授的課程，例如科
學、數學、物理等。

重新檢討 1963 年框架下的建國契約相關條款，力爭屬于沙巴人民
的天然資源收入及稅收權益，例如要求更多的石油稅、要求沙巴
各种稅收款項之 40% 應歸于沙巴政府財庫，使沙巴有足夠的資金
發展地方經濟和實施全民免費教育直到大學畢業，廣泛惠及沙巴
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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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華小為全民教育，鼓勵土著孩子進入華小就讀，學習華文，從
中掌握多一种世界經濟語言，具備多一分競爭优勢。

捍衛宗教自由
1

馬來西亞是個世俗國家，宗教信仰自由應該受到保護，嚴拒實施伊
斯蘭刑法。

2

提倡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政府更應該公平對待每一個宗教，而不
僅是狹義的推崇某單一宗教信仰。

3

堅決反對政治和宗教相互參合影響，毅然捍衛一個馬來西亞精神治
國理念，不分种族，一視同仁，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沙巴自主權
1

促使政府承認獨中統考文憑。

保護文化傳承
1
2

推動及維護中華文化与傳承各族群的傳統文化。
將沙巴舉世獨有的嘉杜族群文化，整合、設計和打造成讓世界惊豔
的文化旅游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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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拜園之愿景宣言
拿督吳華山胜選后，將于兵南邦及甘拜園地區推動以下各項造福居民的在地發展：

3

為中英華小尋找一塊适合地段來增建中英二校。

將优先處理甘拜園區內 8 個土著鄉村及多個華人住宅區的溝渠
阻塞，以及路燈照明不良的問題，特別是一些華裔居民較集中
的住宅區，如鑽石花園、東方花園等，逢雨必淹的問題，都將
一一給予處理和改善。

4

為兵南邦育民小學尋籌建造禮堂的經費，也為 SMK Bahang 尋
求撥款蓋建一座有篷人行道，并為該校爭取更多的政府撥款，
為其鋪設泊油地面。

尋求聯邦撥款，盡快把東貢岸的“嘉杜帽子”交通圈改建和提
升為高架橋，解決道路使用者每天都不得不面對長達 1 個小時
的交通堵塞問題。

1

將繼續爭取政府撥款，每年資助甘拜園地區內的所有小型伊斯蘭
祈禱所、天主教堂、巴色會福音堂、廟宇等的活動及裝修經費。

2

兵馬華將以負責籌募 Kg.Nagasiba 的 St Paul 天主教堂 50% 的建
堂經費為己任。

3

提升位于 Kg.Mahandoi 的著名獵頭族文化村（Monsopiad
Cultural Village）的設施設備，以嘉杜文化為特色，吸引游客，
推廣和傳承本土文化。

4

孝親敬老 關愛樂齡。

提升甘拜園區內的基本設施
1

2

3

4

對甘拜園個別住宅區內進行美化，以及增建儿童游樂設施和樂
齡老人晨練設備，修護籃球場。

2

3

為華人住宅區內的小型儿童游樂場設施進行修复工作。將修
繕以下地點的籃球場，并為其加蓋雨篷：Taman Seri Kepayan
的籃球場；Kepayan Timor 居住小區內的籃球場；以及東貢岸
Kg. Dabak 的籃球場。方便所在居民進行戶外活動，如舉辦慶
典活動或進行籃球運動等。
將協助解決麗都的交通堵塞問題，向政府尋求撥款建造一個多
層停車場，在頂層建造一個籃球場，成立一個小型會所，打造
成麗都新的居民活動中心，一勞永逸的解決困扰麗都多年的交
通堵塞和停車位不足現象，改善商圈面貌和環境素質。
將在東貢岸店鋪間的通道加蓋雨棚，打造成一條全天候步行
街，即可讓小商販們免受日晒雨淋之苦，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一
個經商平台。有蓬步行街將銜接大鐘樓直到布哈旺廣場及拿督
彼得摩尊丁銅像，并計划取名為“拿督彼得摩尊丁廣場步行
街”。

4

繼續為甘拜園區內 10 個鄉村進行鄉間道路提升工程，為村民
們鋪設方便出行的泊油路或洋灰路。

5

對甘拜園區內的多個鄉村小型禮堂進行粉刷工程，并為其安裝
冷氣設備。

6

為 Kg. Kepayan 村內的足球場架設圍篱，并購買夜間照明設備，
以便居民們得以在工作之余的晚上時間，安全地進行運動和社
區活動。

1

2

將自己位于東貢岸的辦公室以 1 令吉租給兵南邦樂齡協會，成立
東貢岸樂齡中心。

ii

將在麗都尋找适宜地點，成立一家麗都樂齡活動中心。

iii

將在東方花園設立一家樂齡福利會所。

iv

位于 Kg.Hungab，在本身擁有的一塊 3.1 英畝土地上建造一家嘉
杜族樂齡青年文化活動中心。

v

通過福利部幫助選區內老而無依的民眾，合格的貧苦老人可申請
每月 300 令吉的福利援助金。

拿督吳華山：“我并不是一個咬著肉包子前來參政，或者謀划利用政治實施貪污，從而達到致富目的
的人民代議士。如果我要賺取更多的財富，倒不如繼續經商，根本無需踏入政治這個大漩渦。”
拿督吳華山秉承廉洁政治操守，在面對
一些影響深遠的政治課題時，立場堅定壁壘
分明。例如較早時，巫統國會議員沙布丁發
表“先奸后娶”的言論，也遭到了拿督吳華
山不留顏面的嚴厲抨擊。
“我對國陣會出現如此無知無腦的國會
議員，深感羞恥！”
他呼吁首相，日后在遴選候選人時，必
須將這類型的“腦殘代議士”徹底棄之不
用，以免丟人現眼。他強調，現今的人民絕
對不容許一些“笨蛋”來領導國家及人民。
對于近來備受爭議的“濫權貪污，理財
不當”及“1MDB”話題等，拿督吳華山認
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貪污犯錯，就必
須帶上法庭。他曾在報章上公開發言，表示
首相及國陣政府想要搞好國家經濟，就應該
將財政部長的職位交還給馬華，以便制定合
理的理財方式，提升國家經濟。
拿督吳
華山的敢怒
敢言，敢做
敢當，令華
社華商另眼
相看，備受
推崇，一致
認為他是華
社的未來希
望，期待他
代表馬華拿
回甘拜園區
州議席，成
功位列國陣
核心要員，
有效糾正國
陣的一些不
公平政策及
措施，捍衛
華社華商應
有的權益。

承建更多可負擔房屋予平民百姓
身為房屋開發商的拿督吳華山至今已經完成了 4000 間可負擔房屋的建
造。他承諾當選后將在兵南邦區域內承建更多可負擔房屋，每間售价不
超過 25 万令吉，開放予初出社會的青年及平民大眾申請購買，實現居
者有其屋的小康之家夢想。

將兵南邦打造成為一個旅游區
提升坐落于蘇顧森林保留地的硬体設備，以及開發旅館設施，使
其成為一個游客必訪的熱帶雨林旅游胜地。

凡是被本地大學錄取的兵南邦甘拜園選區內之華裔及嘉杜族學
子，每人將獲得 500 令吉作為入學贊助金。同時每年將發放 50
万令吉的“吳華山教育援助金”予兵南邦甘拜園選區內，家中
成員眾多的國中學生及小學生，無分种族。

2

將坐落于東貢岸的市集、福德宮、Lok kawi 動物園和有著 200 年
歷史的圣邁克教堂，聯合打造成為“東貢岸一日游”景點，以便
吸引國內外游客，刺激當地經濟。

為 SMK Kepayan 國中尋找一塊适合地段，用以建造一所新校
園，以滿足人數日益增多的學生需求。

3

在 Kg.Inobong（依諾邦村）興建一個占地 20 英畝的土著文化村，
以特色文化旅游為亮點，吸引更多游客前來造訪兵南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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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廉洁政治操守奉行中庸治國利民方針

有鑑于全球社會普遍步入老齡化現象，越來越多的兵南邦人口也逐步邁
向樂齡，拿督吳華山將在胜選后推出多項樂齡關愛計划，不分种族，使
各族樂齡人士都得以在晚年享受到社會的溫暖照顧和關愛。

1

教育扶助計划

國陣馬華甘拜園州選區候選人拿督吳華山個人簡介

提升宗教及文化設施

協助一些住宅面臨土崩威脅的土著居民，向政府尋求撥款以改
善居民居住環境。

地方小型發展建設
1

Vision Statement

甘拜園之愿景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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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督吳華山對當今政壇里一
些結黨營私急功近利者极
為不齒，對于那些惡意抹黑誣陷
馬華政黨者，每每給予當頭棒喝，
如 355 法案中行動黨的德行，執
政檳州行動黨顛倒黑白指鹿為馬，
妄言指責馬華是”賣華黨”的惡
行，足見其賊性難改，其心當誅。

拿

將有才智社稷安

甘拜園之愿景宣言

國陣馬華甘拜園州選區候選人拿督吳華山個人簡介

打造特色鄉村旅游，讓兵南邦的各個鄉村尋找和開拓出屬于自己本
身的特色景點，鼓勵村民參与民宿旅游領域，進而帶動鄉村經濟發
展。

5

將向國內外游客大力推介歷史著名的“采鹽之路”，取道克洛克
山脈森林保留地，到達兵南邦地區最遙遠的兩座鄉村 Kg.Terian 和
Kg.Buayan，強力帶動鄉村旅游事業發展。

6

在 Kg.Sodomon 打造一個河畔飲食天堂，為本區域的餐飲小販提供
一個新的經營平台。

給力馬華 03
總結

拿督吳華山一言九鼎，承諾于獲選后將竭盡所能通過各种官方管道及各
方面人脈，每年向政府申請每年馬幣 1500 万的撥款，用以實施以上所
述的各項發展提升計划。展望在今后的 5 年里，上述的競選承諾將得以
一一實現，此宣言也將是拿督吳華山在下一屆大選時，所要呈交的亮眼
成績單。

幫助提升青年創業的機會
將成立一個青年創業基金，為青年提供協助，向政府申請小型借貸，用
以解決創業時面對的資金缺乏問題；亦會通過馬華自立合作社（KOJADI）
向青年提供無抵押貸款，為中小型企業的創業青年提供資金渠道。

醫療服務
1

將盡力催促國陣政府兌現承諾，在位于東貢岸市鎮不遠的 4 英畝土地
興建一所設備齊全的政府醫院。該地段已經開始填土。

2

將自己位于東貢岸的土地上建一所洗腎中心，這洗腎中心將和兵南邦
扶輪社合作，並交給該扶輪社管理。該洗腎中心將為患者服務，只收
取基本葯費。

3

盡量協助及配合一馬醫療計劃，在居民人數多的鄉村設立一馬診所。

拿督吳華山@FRANCIS GOH（P.G.D.K, A.S.D.K）京沙建設集團執行長
种族：

公司地址：

Sino-Dusun,Malaysia
馬來西亞華裔杜順混血

目前擔任的政府機構、

Wisma Kinsabina, KM 7, Nosoob Baru,
Jalan Penampang, 88300
Kota Kinabalu, Sabah

非政府組織及社團職位
馬華沙巴州聯委會署理主席、馬華兵南邦區會主
席、志愿警衛團榮譽中校、沙巴旅游局委員、多
個社團名譽主席和名譽顧問等。

出生日期和地點：

在上屆大選競選期間，以安華為
首的反對黨肆意炒作孟加拉裔選民
的偽課題，然后卻在選舉后厚顏承
認無中生有，其無恥程度可謂無下
限，無奈當時輿論已被誤導，人心
已被惑亂。對他們言行不一，為了
私利而罔顧道德的行為，拿督吳華
山給予嚴厲譴責。
一止為正，做人做事理應端莊有素，為一己之私，便敢無中生
有，顛倒是非，實其所誑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首先要完
善自我修養，德才兼備然后方有資格談論如何使國家安定繁榮，
而不是一知半解只顧滔滔不絕的對人民編造謊言。
拿督吳華山個性耿直，敢怒敢言，身為馬華兵南邦區會主席的
他，每當面對反對黨的惡意攻擊，或是國陣政府的施政方針出現
偏差時，他總是能迅速給予反擊及提出批評。
拿督吳華山才思敏捷，每每將對方駁斥的顏面盡失，方寸大
亂，也使得反對黨見“山”走避。就如前段時期黃仕平（亞庇區
國會議員）一直在報章上呱噪叫囂，緊咬拿督吳華山不放，要与
他辯論“馬華過去對華教的功与過”這一類不公平和明顯找茬的
辯題，擺的架勢十足，搞得氣勢澎湃，但當拿督吳華山亮出論題
“害華黨是馬華還是行動黨？”并反挑戰要求以三語進行辯論時，
黃仕平卻突然銷聲匿蹟，如石沉大海，鴉默了雀也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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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專頁：

1963 年 11 月 16 日，沙巴丹南

曾在政府機構、

Datuk Francis Goh Supporters Club

非政府組織及社團擔任的職位

年齡：55歲
网頁：

沙巴房地產發展商公會會長、世界產業聯盟馬來
西亞分會副會長、兵南邦中華工商會副主席、沙
巴城鄉發展委員會委員、兵南邦籃球協會秘書及
名譽顧問、以及多個社團名譽主席和名譽顧問
等。

www.kapayan4u.com

學歷：
1969-1974 年
SRJK Kung Ming，保佛

專業資格
1995 年 建筑和景觀承包商

1975-1978 年
SMJK St Paul，保佛

所獲獎項及成就

1997 年 經過認證的房地產仲介員
1979-1980 年 沙巴學院

2013 年 第 12 屆亞太國際企業
家卓越獎，其設計的麗都四季公
寓榮獲建筑產品類別的卓越新興企業家和卓越產
品獎。
2013 年 馬來西亞百強卓越企業金鷹獎。
2013 年 STAR 商業獎最佳雇主類“白金优胜
獎”。
2013 年 沙巴房地產發展商公會“可負擔房屋
銀獎”。
2014 年 州元首封賜拿督（PGDK）。
2014 年 STAR 商業獎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白金獎
和最佳雇主金獎。
2015 年 “卓越建造者卓越獎”金獎。
2015 年 STAR 商業獎最佳雇主類銀獎。
2016 年 沙巴社會服務理事會最佳貢獻獎。

2000 年 許可拍賣商和市場營銷代理
1981-1983 年
馬來西亞工藝大學測繪文憑（UTM）

2001 年 PKK A 級土著承包商

1984-1986 年
馬來西亞工藝大學建筑技術文憑（UTM）

2002 年 房地產開發商
CIDB 7 最高級建筑商執照

婚姻狀況：

工作經驗

已婚，4 名孩子

住宅地址：
Lot 89, Kiansom Country Heights,
Inanam, Sabah
簽版：

時間：

編輯：

在建筑設計、建筑施工、園林綠化、
拍賣師、房地產代理和開發等
各個領域擁有 30 年的工作經驗。
現擔任京沙建設集團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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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力馬華

甘拜園之愿景宣言

吳華山出生
于沙巴州丹
南縣的一個小鄉村，自小
家 境 貧 困。 父 親 19 歲 時
從 中 國 福 建 漂 洋 過 海，
來到沙巴保
佛。 母 親 19
歲時与父親
共 結 連 理，
因為外婆是
道地的杜順
族 裔， 所 以
母親擁有杜
順血統。

拿督

CM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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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 出身
不問

由于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父母婚
后選擇在丹南沙邦定居下來并從事務農
工作，家庭經濟來源純粹依賴農作物的
种植和生產，拿督吳華山共有 8 位兄弟
姐妹，全家人省吃儉用卻依然過著三餐
不繼的生活。
在吳華山 7 歲時，父母搬遷到保佛，
從事小販生意，收入僅夠維持一家八口
的基本生活開銷，更遑論購買屬于自己
的房屋，只能租屋栖身。但由于孩子太
多，很多屋主都不愿出租房子給他們，
所以一家人總是遭遇迫遷的命運。從小，
他的父母就教導孩子要刻苦讀書，努力
求 學， 因 為 只 有 透
過擁有知識這唯一
途 徑， 才 能 改 變 貧
苦的命運。

寒窗苦讀 發奮圖強
拿督吳華山自幼便明瞭只有通過教育掌握知識，才能改變
自己貧苦命運的道理。在父母叮嚀下，他從小就懂得發奮圖
強勤學不倦，經過十年的寒窗努力，成功考入了馬來西亞工
藝大學測繪系。
大學畢業后的拿督吳華山投身社會，由于當時經濟不景
氣，想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也异常艱難，只能身兼數職。
他曾做過餐廳服務生，也做過室內設計和小型建筑承包商，
當時的他就懂得擁有一個家的重要性，因此用微薄的薪水為
父母申請了一間平民屋，讓他們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栖身之所，
這無疑是當年的他所能給予父母的最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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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宗教自由 嚴拒宗教极端主義
拿督吳華山堅持秉承我國憲法所保護的宗教自由，
嚴拒任何形式的宗教极端主義，他嚴批伊斯蘭

黨想要實施的“伊斯蘭刑法”，總是身先士卒站在最前方捍
衛沙巴州宗教自由，保護本州原住民宗教信仰的基本權利，
尤其對西馬某些极端人物禁止本州信仰天主教的原住民使用
“阿拉”一詞之事件，吳華山便曾在報章上直言不諱的公開
批評這類的宗教极端行為，并警告有關的小撮宗教极端人士，
他們的行為將會引發 IS 恐怖主義乘虛入侵馬來西亞，甚至直
率警告巫統如一意孤行，繼續与伊斯蘭黨所推行的伊斯蘭刑
法共舞，將會導致國陣分裂，更會因此促發民性推崇宗教自
由的沙巴和砂勞越，產生越來約強烈的脫离西馬意愿危機。
針對一些乖离教義的极端傳教士，滲透及利用清真寺傳播
极端主義的事件，拿督吳華山呼吁國家統治者（馬來統治者
理事會）加以嚴查，以免信眾被誤導和誤入 IS 或极端組織的
恐怖主意圈套。
拿督吳華山也苦口婆心勸告華社，不要再繼續被行動黨所
蠱惑。在上屆大選時，行動黨為“改朝換代”的言論來欺騙
華社，當伊斯蘭黨鼓吹實現“福利國”時，行動黨站出來誤
導華社，為伊黨涂脂抹粉，与伊黨同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情深義重到了“山無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絕”的地步。
如今“福利國”是“了無蹤影無處可覓”，反而是伊黨修
改“355 伊斯蘭刑法案”如一記當頭棒喝，該黨肆無忌憚的
直接把法案提呈國會，邁出了意欲推行伊斯蘭治國的第一步，
這一切都得歸咎當年行動黨誤導華社，養虎為患，此案當真
值得華社華裔深思反省，以免重滔覆轍。有關事件最終暴露
了伊黨的野心，根本就是意在推動
伊刑法，行動黨在事后被棄之如敝
屐，更顯現其与虎謀皮的無恥操守
惡有惡報。
今天擁有 36 個國會議席，及 97
個州議席的行動黨，轉臉棄舊愛抱
新歡，与人神共憤的且有著“假身
份計划之父”稱號的馬哈迪同床共
枕，其所作所為就如跳梁小丑，左
搖右擺，毫無原則，利益所致，認
賊作父，完全顯現出他們腦袋中“政
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但是絕對有
永遠的利益”的污穢政治思維。
拿督吳華山呼吁選民不要一而
再，再而三地被行動黨所蠱惑，勿要听信希望聯盟的“改朝
換代再轉變”的謊言，不然反而助長老馬在首相位置上“重
作馮婦”的野心。
拿督吳華山直言對行動黨所鼓吹的“無原則政治文化”不
敢恭維。他說，行動黨國會領袖林吉祥曾表明，指“行動黨
不代表華社，因為行動黨是一個多元种族的政黨”，如果華

簽版：

時間：

編輯：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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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還是一廂情愿對行動黨有所期待，在來屆大選就可能出
現兩強相爭，國陣与希盟贏得的國會議席不相伯仲，雙方
都沒有多數議席，那巫統有可能選擇与伊黨“重溫舊夢”，
拉攏伊黨帶回國陣。屆時，馬華一直以來積极推動的中庸
治國理念，必將面對更加嚴峻的挑戰，种族主義与宗教主
義勢必抬頭，而華社后悔則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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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為怀

各族同宗世界大同
拿督

吳華山中年時開始
信 奉 基 督， 但 父 母
卻仍然信奉傳統神祇，所以他在
宗教信仰方面，總是抱持著互相
尊重和包容的態度，博愛為怀，
以誠相助。
1990 年， 拿 督 吳 華 山 協 助 兵 南
邦福德宮爭取到与廟宇相毗鄰，一
塊面積 1 英畝的土地，作為擴建用
途，同時出資 30 万令吉為其廟宇建
造拱門及門匾。他也在馬華前州議
員丘克海在任內期間，為兵南邦福
德宮爭取到不少于 300 万令吉的撥
款。
拿督吳華山傾力協助位于
Kg.Nagasiba 的 St Paul 天主教堂籌募
資金，曾席開 100 桌，成功籌獲資
金 70 多万令吉，作為該教堂 5 英畝
土地的填土經費。
他也承諾該教堂，將以一對一的
募款方式，以期籌足 1300 万的教堂
建造經費。其他天主教堂如圣邁克
与圣多默，以及東貢岸巴色會堂都
曾受到過他的資助。他出錢
出力資助各宗教團体，受到
了廣大華嘉杜族群的尊敬愛
戴。
拿督吳華山獲得了政府
馬幣 50 万令吉的撥款，給
予位于 Kg.Peringatan 的清真
寺，用于重新翻修工程。在
兵南邦甘拜園有 4 個以巫裔
為主的鄉村，他們的小型祈
禱室，以及甘拜園內的其他
一些小型廟宇、福音堂等，
都接受到來自馬華及拿督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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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常年撥出的援助金，從而受惠。
拿督吳華山也從不曾忽略哈芝
節，每年他都會捐獻牛只給選區內
每一座巫裔村莊、甘拜園的警察局
和東貢岸的警察總部，作為慶典用
途，他也常与穆斯林朋友們一起歡
度開齋佳節。
拿督吳華山也致力于推動中華文
化及嘉杜族文化的傳承及保護。他
將中華文化帶入當地土著社區，促
進友族同胞對華人文化的認識和了
解。每逢農歷新年，他將舞獅舞龍
帶入甘拜園區內的十個鄉鎮，對村
內的老人家噓寒問暖派送紅包，体
現孝親敬老精神，村內的孩子們也
獲得紅包。
拿督吳華山也總是慷慨捐助甘榜
的村委會，讓嘉杜族村民有足夠的
資金慶祝丰收節。他也曾出資影印
了 2000 本嘉杜語言翻譯詞典，免費
派送給兵南邦區內的中小學、圖書
館及社團，鼓勵孩子們多學習和運
用本身的母語。

白手興家 自力更生
26 歲時結婚成家，太太黃秀萍聰明賢惠，先后為他生
拿督吳華山
養了 4 個孩子，相夫教子，是他人生中最堅強的后盾。成家后

的吳華山在事業上一直是起起落落，漂浮不定，收入處于不穩定狀態，直到
38 歲時，他才找到所喜愛的工作即產業中介，并与一位同學合資開辦了一間
產業中介所，他也將自己的太太帶入行內，在一次機緣巧合下，他購買到一塊
价格便宜的土地，因此開辦了自己的房地產開發公司。
2004 年的綠野山莊，是拿督吳華山的首個房地產開發項目，在夫妻二人齊
心合力其利斷金之下，綠野山莊的銷售在推出后迅速告罄，項目也如期完工，
使得他的房地產開發事業一炮而紅，38 歲的他成功賺取到人生第一桶金。

山城殷賈 華商楷模
拿督吳華山利用續建山嶺項目開發所取得的利潤，与就職工程經理的弟弟
拿督吳華勇聯合創建了京沙建設集團，弟弟負責監管建筑施工，兄弟二人同心
協力，使得事業蒸蒸日上。在 15 年內，他們總共承建了 7000 間單位的各种房
地產項目。
拿督吳華山兄弟二人秉持以誠信為本，以殷實為根，堅守屋美价廉、薄利
多銷的營銷理念，公司業務如日中天，現今京沙建設集團在沙巴房地產界已
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榮獲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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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教大突破
拿督

熱心公益
樂善好施
面對人生的磨難，有人逃避沉淪，拿督吳華山卻選擇直面磨
難，勇于接受挑戰，也因此鑄就了他輝煌的人生。
成功后的拿督吳華山，因為童年的坎坷經歷，激發了他強烈的
社會責任感，積极投身社會公益活動，只要力所能及，肯定毫不猶
疑的扶貧救困。
他樂善好施，捐錢捐地捍衛華校，修護寺廟、教堂及清真寺，
并資助華團華社福利慈善活動，義舉廣受贊揚。
過去數年來，拿督吳華山雖無一官半職，卻已經通過馬華兵南
邦區會的平台，為甘拜園各族社群服務，爭取到的各項政府撥款多
達馬幣 1300 万令吉，造福了區內 10 個鄉村和 5 個華裔社群，其中
一個例子就是協助解決兵南邦日光花園的地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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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這些撥款已經建好了卅多條鄉村洋灰路及 10 條
泊油路。另有提升鄉村禮堂設備，添購器材等。
拿督吳華山還自掏腰包為村民維修路燈，改善鄉間環境。在
体育運動方面他也不落人后，包括資助籃球隊，以及贊助“拿督
吳華山團結杯足球錦標賽”等。
這些年來，拿督吳華山任勞任怨，為民服務，義舉多不胜數，
一步一腳印地實現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為民解困，服務選區”
的理念。

吳華
山認
為，從政者應該具
備政治良知，及為
民解困的強烈意
愿。
他 說， 由 馬 華
公會領導創建的拉
曼大學，至今為卅
多万名華裔子弟提
供就讀大學的機
會，為馬來西亞孕
育了眾多的棟梁人
才，拉曼大學校譽
名列全國高校排行
第二，在全國各地
有多所分校，更在
亞 庇 ALAMESRA
興建了坐地 5 英畝
的永久校園。
“有了這所永久校園，中學
畢業生可選擇在本地接受高等教
育， 無 形 中 讓 家 長 省 下 大 筆 費
用。拉曼大學學院落戶沙巴，將
惠及各族，是馬華送給沙巴華社
的一個大禮”。
“馬華視華教事業為義務，
馬華不但以身作則，肯干敢做，
并做出成績給華社看。2017 年國
陣政府同意興建 10 所新華小以
及搬遷 6 所華小，韓江學院也在
馬華的協助下取得了大學學院准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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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吳華山因自身的經歷，對教育事業更是熱心扶持，极力主張“再窮不能窮教育”。2015 年 7 月，
京沙建設集團設百万馬幣為教育基金，供清寒學子申請，連續 3 年派發 150 万令吉教育援助金給 6000 名
不分种族清寒學子。
他除了鼓勵那些生活在貧苦環境中的孩子們，也以實際的行動來減輕他們父母的負擔，陪伴這些家庭走
過人生的寒冬。

甘拜園之愿景宣言

國陣馬華甘拜園州選區候選人拿督吳華山個人簡介

建筑翹楚

志存高遠

2013 年拿督吳華山被沙巴產業界推選為沙巴房地產發展商公會
會長。對于一些政府不公正措施及不平等待遇，他勇于

教育事業
國之大計

挺身而出，為華社及同行仗義執言。他更是第一位敢向政府承諾將在 5 年
內承建一万間平民可負擔房屋的會長，讓沙巴房地產發展商公會挑起開發
商所需承擔的硬性配額，使其他同行業者得以避開政府強迫開發商建造可
負擔房屋之固打制，腳踏實地的實踐著“居者有其屋”的愿景。

拿督吳華山認為，一個國家的未來及希望全在于教育，一
個民族的興旺也全賴于教育。因此，他說：“凡是學校尋求協
助，我都是有求必應”。
身為馬華兵南邦區會主席的拿督吳華山，對于兵南邦甘拜
園選區內，獲本地大學錄取的華裔及嘉杜族學子們，每人皆捐
助 500 令吉作為入學贊助金。對于兵南邦甘拜園選區內所有國
中的 SPM 考生，凡考獲 8A 或 9A 者，皆不分族群一視同仁地，
給予獎勵 400 或 500 令吉，迄今為止，已有數百名學子受益。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現今整個華社已經將拿督吳華山視為冉冉
升起的新星，他為人誠懇真摯，做事有魄力有
能力，愿意為捍衛沙巴州華裔社群的權利而戰
斗。回顧拿督吳華山傳奇的成功故事，來自貧
窮家庭的背景，及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貫穿了
他的成長經歷。憑借极度的意志力，和克服所
有障礙的能力，經過不懈的努力，他最終在沙
巴房地產發展領域，成為一名非常成功的房地
產發展商。
然而，拿督吳華山卻從不曾忘記“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并將此作為他崇高的待人處
事原則，每有社團在有需要時，他給予捐助，
每有社區在有困難時，他施予援手，回饋社會。
兵南邦的華社及嘉杜族群都知道吳華山是個有
求必應的大善之士。
從政以來，這种無私奉獻的精神更是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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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獲沙巴州元首授頒“拿督”（DA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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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最佳社會義務貢獻獎，以表揚他對社會的
貢獻，可說實至名歸，受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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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公會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扶助華教事業，不忘初心為捍衛華社華

自商從政為民請命
拿督吳華山從出任兩屆共 4 年房地產發展商公會會長的經驗中悟出，想要修正政府對華商
華社的一些不公平措施，就必須通過政治平台這唯一的管道，只有打入政治主流，才能糾正

商的權益而堅持不懈奮斗，這种永不言放棄的堅定信念讓拿督吳華山深
表贊賞，因此高度認同馬華公會的确實踐了与華社同在、堅持使命推崇
中庸施政的理念，以及創造一個公平社會為首要任務的政治宏觀理念。

力扛馬華戰旗 捍衛各族權益

過往政府所制定的一些對華商華社不利的政策。

“由

于 我 觀
察 并 意
識到，要改變這些不公
正和不公平的政策，我
們需要具有政治良知及
強烈的政治意愿的人民
代議士，才能制定執行
一個以民為本的良好施
政 方 針， 進 而 造 福 人
民，捍衛華社權益，這
就是為什么我在擔任沙
巴房地產發展商公會會
長之后，決定參政的原
因。”
“放眼當今政壇的政治
家与積极參与者，很難找到一個真正了解馬來西亞華
商界困難的政治家，因為大多數的代議士們對企業的
關注力及認知是非常有限的，每當商界人士試圖提出
良好并具有建設性的提案時，這些政客就會主觀性地
認為有關提案‘別有用心’，但他們卻忘記了政治并
非屬于‘某個高官’或‘某個特定群体’的特權，他
們都是來自民眾，都是由人民選出來，竭盡全力服務
人民才是他們的首要任務。”
“可悲的是，很多人民代議士在當選后卻沒有盡
到他們的責任，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由專業人士占多
數和主導的人民代議士群，經商經驗嚴重匱乏，跟來
自商界的代議士比較起來，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游走政

治縫隙，以期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但作為商者的我
們，也不應該一味指責這些有權力制定規則的執政者
們。我們更應該自我檢討，是不是我們太自私了，不
愿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去關心和參与政治。”
“可能我們不完全喜歡政治，但無從否認政治确
實直接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現今馬來西亞的
政壇，有政治良知的人民代議士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
象。要改變它，我們就必須自己進入政治主流，犧牲
自己的時間和商機，親身參与政治，通過一個政治平
台的建立，打入政治主流，讓我們可以向當今政府爭
取沙巴人應有的權益，促使聯邦政府實行開明施政，
一視同仁地，讓各族群都能公平地分享到國家資源，
以崇高的政治道德操守來提倡中庸治國。”

“我

看到了馬華對推動華
教事業的努力，我也

看到了馬華捍衛華社權益的辛苦及堅
持，更認同馬華的斗爭理念”。
拿督吳華山贊譽馬華公會的勇敢与
堅強，不屈不饒地堅守著保護華社及
愛護華裔的誓言，真正做到了不忘捍
衛華社的初心。故此，他于 2014 年加
入兵南邦馬華公會，2015 年被推選為
馬華沙巴州聯委會署理主席，2018 年
被推選代表馬華出戰甘拜園州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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