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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私處有第三者精液

補皆無罪
6朱玉叶的父亲朱亚寿闻判后'神情绝望地表示对判决无话可说，他含
泪走了一段路后，突然从法庭二楼图跳下去，幸好被在场的多名记者及一

群上庭给予精神上支持他的公众拉住，及时阻止另一悲剧。，
他含泪走了一段路，突然认法庭

(亚罗士打25曰汛）7年前
轰动全国的北大毕业生朱i

_楼罔跳卜去

叶

幸好被&场的多名

记者及+群上庭给予情神上支持他

被奸杀案今日下判，高庭司法

的公众拉住

专员莫哈末査基基于控方虽然

及吋阻止另+悲剧。

至于被告，在法官未宣布nf以

能证明苑者私处精液属于被告

离JI+lW ,就迫不及待"冲"出庭

沙里尔，却同时另有第三者精

外

液存在，以及控方没有任何间

Ju被其睜师叫问}±-庭后

接或直接的证据，证明被告导

度从容步出法庭离丨r+。 JE

火措而对守候的id者，过 j
再
'

陪同朱吞出庭的槟

致死者死亡，因此宣判被告谋

州议员工WS说

杀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

神上i持他的公众及时拉住

后带泪劝左朱#寿要等侍卜.W

每週到警局追問案情

情韭痛欲绝。

2C06年朱玉卩|命案发生后，朱亚

M■寿风雨不改 每周到双溪大年警
察局奄问案情进展I甚至乘坐摩哆车到亚

無證據證明致死死者

警长跟进案坫"

谋杀罪名

被控十2006年1月

14H下亇5时多至凌晨3时05
分左右，在吉中双溪大年青
松岭俱乐部附近一带，涉及

谋眾北人毕、Ik生朱玉叶。
他强凋，从此案所传H
的证人供证中

显示死者朱

上叶在案发'天跑步吋，不

知何故失踪

死者家属过后

报案，结果次日凌玆时分J '
体在该俱乐部附近的路边被

发现》

.

他指出，控Jf所传召

的证人即化验帅.及法医的供
证显示，死者身上有多处伤

指控方无法挑起疑点

有屑于x男了

的枱液。"

他说'此衆被告沙里尔
曾在2009年3月1日被警方扣

留协助调査此案

同年3月5

日则离开大马到澳洲，直到
2012年1月17H，被告从澳洲

过境大马时被警方扣留，并
被带往进行验血及DNA祥本检
验。

他说

DNA样木检验结果

所属，似化验报告屮同时也
显示死者私处冇刃一男子的

g判。

所芊被阻止》

当庭释放。

^ 2012年1/117日'被告沙里尔从澳洲

%点、。

人埔大马落入警M，被控上庭后

朱亚寿

伤心绝望的朱亚寿木然走出庭外
f问他对判决有何反应时

问他是否要上诉|他点头》

2013年2月24日，朱玉叶遭奸杀7年

朱玉叶的母亲林金莲（前棑左起）、朱亚寿在法

记

他只说了 3个

T ： "没话说"。

抱持能il.女儿沉冤得雪的希望。

他说，一些址人的供证

近出现，并使用有墨镜的交

朱父伤心绝望：没话说
然而，U:朱亚寿感到失望的是，法庭

作n下判时，a判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

\： 被告落网抱希望

讯原则*显示抟方允法挑起

然而

他不停往前走

流下眼泪，

后，终于等到案件Tf+审的□期，痴等了7

突然就想跃下法庭2楼围栏轻牛.

通工只.，但却没有tt何控方

年的朱爸爸朱亚寿当火出庭时表/下不想多

i寸被在场的记者和+批给予他支持的人拉

证据能证明被告是用有关交

说

ft

通工fl-掳上正在跑步的朱下.

叶，以及对朱玉叶造成接下
来的伤势。

"同时，51然DNA检验敁
精液，fH

证人的口供也显示这和死者

的死因无关。"

庭判决后黯然每离法庭，后排左一为王国慧。

王
不國

昏讓
Zvff

他说，检验显示第八证

物的椅液属丁

另一名没有落

网的另子，ifU.第九证物的梢

液屌T

被告，因此他不排除

此案町能是另有第，者造成

死者伤势和乂因'
他指出'綜合此案证人

的所有口供，没有直接证据

显示被告的精液，就是x男子

I 跳楼轻生

因此基丁谋杀案的审

兒示，被告费在案发现场附

只希望W手接受

朱亚寿在2008年齊

?.| 手'&想+幵情况下，企图从艽大年组屋

的证据I示有文伤势足被告

示死各私处有被告
死者的私处也被发现

根据+.国慧说

分R女儿的案件迟迟没有头.绪，捉不到凶

示，死者

颈项。没有仃何间接或A接

痕，致命伤足颈项利器所致
的伤势》

!

身上有多处伤u，致命伤在

造成

当时朱亚寿表明，该说都匕说完了，
现在也不知逍说其么奵

m w于绳之以法。

从控方iil_:人的

U供及解剖报先E

汉强陪同K到法庭及准备

当证人，上国S也陪同他们到法庭=

to 每年朱玉叶的死忌，朱爸爸都会黯然 审判，还无辜受害的女儿朱玉叶--个公
S 地到女儿臾盼 希枣早H能把杀官女儿的
直 重要的是 犯下重案的凶+不会获得

精液，显承属十第_+:者。

他掊出

当时朱亚寿和太太林金莲，在另一位
女儿玉春及儿了

罗丄打，前往吉打州警察总部向古打州总

查基周二在米都第

四窩庭宜读到词时说，被告

被一群己者和出庭在精

才阻止伤心欲绝的他跳下》

！ 朱父多年來風雨不改

诉 不可放弃，不要再做傻 、

第九證物精液屬被吿

沙里尔面对刖事法典302条文

^

韦求死，朱业寿舔然点头，神 ，

朱玉叶的父亲朱亚寿闻判后
神情绝爭地表示对判决无话可说，

起司法G员莫哈人

f.

想不开企图从高庭二楼围栏往下跳

判决'将会上诉。T.同念过

朱父闻判激动图楼跳

：-i

死者朱玉叶的父亲朱亚寿闻判后流泪表示没话说，突然

朱家不滿 Em

能证明被告是逛成死者伤势
致死，囚此法庭它判被告谋
尕龙名不成立

nm
無tc
罪齊

|1
棒議

#拉必^州议员王国慧对朱
Xtv*玉叶杗件被告无罪释放深
感不满
来

一心等待法庭屯讯及判决，希望凶手

被重判》

并呼吁全马妇女一齐站出

j

以行动衷达对法庭判决的+满。
在此案发生后，一直给予朱家各

种协助的王同慧说，朱王叶的父亲朱
亚寿坚持年

所幸及

、北大女生朱玉菜\、 I

而且每个星期都风

被姦殺

雨+改从双溪大年到亚罗十打督局，

甸警官査询关于朱玉叶案件的进展，

0

H 2006年 1 月 14 日

并坚持到了今天，岂料却出现这样的

/,i

(星期六）

结果。

m

出吊■下午5时左右

B死者朱玉叶与

"法庭判嫌犯无罪释放，朱亚寿

妹妹结伴到附近一家俱乐头

难过得要跳楼轻生I幸好在场的媒体
立即阻止

踪

才没有酿成悲剧。"

U;人无法接受

著方过后展开地毯式搜寻

却无下

落。死者在事发9小时后|即凌晨2时30

她说，法官以证据不足来判决嫌

犯谋杀郎名不成、X

，

分左右 被发现赤裸下半身
俱乐部附近。

并且无罪释放

弃尸在该

8警方根据调査线索1在20C9年3月1曰扣

韦实上，窖方在朱卡.

8沙里尔协助査案

叶身上找到了嫌犯的棺液》

同年3月5日沙里尔

离开大马到澳洲，直至2012年1月17日

4庭释放。

被告沙里尔过后被律师重新叫回法庭
li . J .fr.I I -it lL oi .

从澳洲返马

入境时再被S方扣留，并

被带往进行血液及DNA样本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