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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要求：（一）设立皇家委员会调查赵明福死因 

            （二）要求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阿末赛益下台 

誓揪出真凶，还明福公道 

国阵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阴谋性要破坏雪州政权，目的是要令民联政

府倒台，而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政治秘书赵明福却成了对方阴谋下的

牺牲者。  

 

很明显的民联即使是小小的事，反贪会也会介入，反观多宗前雪州大臣

基尔涉及的舞弊案、2千 4百万的基尔王宫、巴生港口自贸区的 125 亿大

丑闻，却不了了之，显然反贪污委员会已被沦为国阵的政治工具。”  

 

国阵继夺取霹雳政权后，转而进攻吉打、檳城，但都徒劳无功，如今转

攻雪州民联。我们对赵明福的逝世感到难过，我们要求透明的调查。我

促请反贪委会停止一切不公正、剥削人民及民联的调查手法。  

 

民联针对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助理赵明福在反贪委员会雪州总部坠楼身亡感到极度震惊及

伤心，并要求设立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独立与彻底地调查明福的命案。为了确保公信力，我

们也要求皇家调查委员会一半成员应由在野党所提名。  

 

此外，民联也要求反贪委员会全国主任阿末赛益、雪州主任莫三苏丁以及所有涉及调查欧阳捍

华与其议会同僚的官员，立即停职，直到调查完成为止，以确保没有掩盖真相或妨碍调查的情

形出现。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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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贪会企图掩盖证据 
反贪委员会宣称在下午 1点半就接到明福身亡的消

息，为什么拒绝向欧阳捍华确认此事？为何反贪委

会知道他坠楼后，不第一时间通知欧阳捍华和其家

人？ 为什么反贪委员会要在知情 3小时半之后的下

午 5时才召开记者招待会？  

1. 赵明福不可能自杀 
赵明福的未婚妻苏淑慧已怀孕两个月，原订在坠

楼死亡隔日与她注册结婚，并积极筹备在 10 月

摆喜宴，连酒席都已订好。 
 

何况赵明福是以证人身份协助反贪会调查案件，

根本不需要感到畏惧而跳楼自杀。  

2. 反贪会说骗话 
警方从反贪污委员会查案官员手中起回赵明福个人

手机的说法，与反贪会宣称它已在案发当日的凌

晨 3 点 45 分，释放赵明福的说法完全相左。 
 

如果反贪会已经在凌晨 3 点 45 分放人，为什么

赵明福的手机与个人物品仍在反贪会手中？证

明他根本没有被释放。 
 

更何况为何被释放了明福没有立刻回家或联络

家人，明显反贪会在说骗话。 

4.为何警方在命案隔天才取回明福手机 

他出事后，为何身上只寻获车匙和钱包，其余重要

物件如手机却仍未归还？赵明福坠毙翌日，当众人

质疑赵明福手机去向时，为何警方才从查案官手中

接获手机，这一天的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赵明福沉冤待雪赵明福沉冤待雪赵明福沉冤待雪赵明福沉冤待雪    7777大重点大重点大重点大重点    

5. 明福坠毙 5小时没人发现 
警方透露，根据验尸报告，赵明福是在其遗体

于下午 1 时 30 分被人发现前的四至五小时前死

亡。若以此推算，赵明福是在早上八时至九时

之间身亡，但是迟至下午才被人发现。  
 

为何赵明福坠毙和距离他被发现的时间竟有 5

个小时之长？如果赵明福是在雪州反贪委会坠

楼，为何在早上上班时段且人来人往的地方，

竟没有官员或公众目睹？  

我知道你不甘心，不然你的尸身不会紧紧握着拳

头。你的拳头透露了什么讯息？有意识下自杀的

人何必握拳而死？没意识下被杀害的人岂能握拳

而死？只有当一个人在有意识下被杀害，他才会

通过最后的努力，发出死不瞑目的讯息。  

-黄业华黄业华黄业华黄业华，，，，巴生国会议员助理巴生国会议员助理巴生国会议员助理巴生国会议员助理    

赵明福未婚妻苏淑慧哭成泪人赵明福未婚妻苏淑慧哭成泪人赵明福未婚妻苏淑慧哭成泪人赵明福未婚妻苏淑慧哭成泪人    

安华与其他民联领袖出席丧礼安华与其他民联领袖出席丧礼安华与其他民联领袖出席丧礼安华与其他民联领袖出席丧礼    

明福父母伤心欲绝明福父母伤心欲绝明福父母伤心欲绝明福父母伤心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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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报扇风点火挑种族课题  

《每日新闻》昨日刊登由新海峡时报集团总编辑再努（Zainul 

Ariffin Isa）的评论〈赵明福死亡导致各种政治投机活

动〉，其中抨击在野党领袖在事件后续发展过程，质疑马来人

的能力。 
 

“它批评（雪州大臣）卡立质疑马来人的能力，不能够公正地

处理赵明福的案件，同时更指卡立不相信马来人，对抗以马来

人为多数的国家机关。”  
 

至于声名更为狼藉的《马来西亚前锋报》，则把赵明福事件定

调为在野党要捞取政治资本，以借此事转移民联内部不和的问

题。     
 

该报今日也刊登两封“读者来函”，促请政府无需理会成立皇

家调查委员会的呼声，并在封面打上标题，警告在野党别太过

分地污蔑反贪会。  

安华：并非单一华族的课题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近日来都不断重申，

赵明福事件并非单一华族的课题，而是攸

关全马来西亚人民的问题。 

 

他表示，赵明福离奇在反贪会大厦坠楼身

亡，暴露出政府各部门行政，包括警方的

效率弊病百出，所以才会导致各族人民都

对国阵政府失去信心。  

6. 反贪会盘问过程粗暴 
与赵明福同一天被带往问话的加影市议员陈文华，揭露

反贪污委员会在盘问他的过程中，诉诸暴力和恐吓手

段，更以种族性言论辱骂他。  
 

反贪会官员的粗暴手段包括，肃立 4 小时录取口供、种

族性言论侮辱、恐吓要“殴打”（hantam）他，也曾说

要把他孩子也带来反贪污委

员会，企图逼他承认罪状。  
 

他在晚上 10 点开始，到凌

晨 2 点，被官员要求肃立，

眼望 200 公尺的前方，动也

不能动地接受盘问。  

7. 反贪会 10小时长时间盘问 

据反贪会表示，赵明福在傍晚 5 点半被带到

雪州反贪会总部协助调查，直到隔天凌晨 3

点 45 分才获释，大约 10小时。 
 

为何只是有关 2千 4百令吉，为数 1500 支

国旗案件的证人需要如此长时间的持续调查

吗？这如同是精神虐待。 
 

非但如此，反贪委会也不让律师陪同赵明福

录取口供。  

陈文华陈文华陈文华陈文华    

务边国会议员李文材医生

表示，纳吉在上任首相

100日公布 6个国家关键领

域其中包括反贪污，但现

在赵明福在反贪污委员会

的调查下离奇死亡，令人民对这理应独立公正的政府机构失去信心。 
 

“我感到非常的痛心，不只是民联失去一位年轻有为的领袖，明福的未婚

妻、还未出世的孩子及明福的家人也永远失去他。这是我国最黑暗的一

天，为了不要再有下一个明福，我们一定要这事件水落石出，我们要纳吉

领导的国阵政府负责！” 
李文材在水闸新村的演说李文材在水闸新村的演说李文材在水闸新村的演说李文材在水闸新村的演说    

左起黄思敏左起黄思敏左起黄思敏左起黄思敏、、、、曾敏凯曾敏凯曾敏凯曾敏凯、、、、慕斯达法慕斯达法慕斯达法慕斯达法、、、、郑立慷郑立慷郑立慷郑立慷、、、、李盈颖李盈颖李盈颖李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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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看板 
 

《《《《还政于民还政于民还政于民还政于民》》》》晚宴晚宴晚宴晚宴    

日期： 2009年 8月 9日 

时间：晚上 7时 

主办：公正党新邦波赖新村支部与相德花园支

部  

地点：新邦波赖培英校友会礼堂  

主讲嘉宾：新邦波赖州议员曾敏凯、迪遮区州

议员郑立慷、务边区国会议员李文材医生、霹

雳州议长西华古玛，以及其他民联国州议员  

联络：张水荣 016-5432930 

 

第一届第一届第一届第一届““““人民公正党人民公正党人民公正党人民公正党-李文材杯李文材杯李文材杯李文材杯””””男单乒乓比赛男单乒乓比赛男单乒乓比赛男单乒乓比赛    

日期： 2009年 8月 8日至 9日 

时间：早上 9时 

主办：公正党卫星市支部 

地点：空中教会 

奖金：冠军 RM500，亚军 RM300，

季军 RM100，殿军 RM100，5-8名 RM50 

联络：吴雄山 012-5169394 

 

《《《《还政于民还政于民还政于民还政于民》》》》全国征文比赛全国征文比赛全国征文比赛全国征文比赛  

截至日期： 2009年 8月 31日 

主办：公正党孟加兰西区支部 

语文：华文或马来文 

奖金：冠军 RM500，亚军 RM300，季军 RM200，

优秀奖 5名，每名 RM100。  

联络：骆志辉 019-5532852 

霹雳州民间团体与政党将动员支持 

8月 1日废除内安法令万人大集会 
由多个民间组织和在野党组成的废除内安法令联盟所号召的 8

月 1 日万人“废除内安法”大集会，得到霹雳州民联、社会主

义党及多个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誓言将动员比净选盟大集会

（BERSIH）更多的群众参与。 

 

废除内安法令运动（GMI）霹雳州代表美格依布拉欣指出，霹

雳州民间组织及在野党一致认为 8月 1 日的大集会非常重要，

并号召所有群众参与向政府传递人民要废除内安法令的清楚立

场。 

 

另一方面，针对昨日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政治秘书赵明福离

奇坠楼身亡的事件，郑立慷遗憾表示，赵明福被反贪委员会传

召还不到 24 小时便离奇身亡，更何况恶名昭彰的内安法令是

在不用法庭审讯的情况下，就可以扣留任何被怀疑的人长达两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表示，集会也是为离奇坠楼死亡的赵明

福讨回公道的平台。 

 

因此，他呼吁公众身穿黑衣于 8 月 1 日出席在吉隆玻举行的

“废除内安法令”万人大集会，除了要求政府立即废除内安法

令外，并要求关闭甘文丁扣留营和释放所有内安令扣留者。    

有兴趣参与的公众有兴趣参与的公众有兴趣参与的公众有兴趣参与的公众，，，，可联络黄思敏可联络黄思敏可联络黄思敏可联络黄思敏 012012012012----4202264420226442022644202264，，，，霹雳霹雳霹雳霹雳

公正党有安排巴士前往吉隆坡公正党有安排巴士前往吉隆坡公正党有安排巴士前往吉隆坡公正党有安排巴士前往吉隆坡。。。。    

出发时间出发时间出发时间出发时间：：：：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7 点点点点    

集合地点集合地点集合地点集合地点：：：：松俊花园松俊花园松俊花园松俊花园，，，，公正党党所公正党党所公正党党所公正党党所    

    

废除内安法令大集会废除内安法令大集会废除内安法令大集会废除内安法令大集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9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 点点点点    

集合地点集合地点集合地点集合地点：：：： SOGO Supermarket, Masjid Jamek,  

KL Sentral 

衣着衣着衣着衣着：：：：红色或黑色红色或黑色红色或黑色红色或黑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