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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及其海外脅從被指控

侵害美國公民及僑民的民事權利

如罪名成立將被課以重罰 

 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及親屬

將江澤民等告上美國聯邦地區法

庭。除滅絕種類罪外﹐被告把他

們迫害和威脅法輪功學員的活動

延伸到美國，違反了 42 U.S.C. 1985。法

輪功學員要求司法部門嚴懲迫害的參與

者，並調查及凍結江澤民、610 辦公室成

員、參與迫害的間諜、和有關的高官及子

女在美國的財產、固定資產等非法所得，

用以補償受害者肉體和精神上的損失。賠

償金金額高達 5千萬至 17 億元。 
 

◆ 中共稱李祥春需服刑 3年後再遞解出

境 美國國務院關注事態發展 

 據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發言人 24

日確認，中共宣判李祥春服刑 3年後再遞

解出境。據知，按程序仍有十天上訴期。

美國國務院正在進一步聯絡，密切關注事

態發展。北美各地法輪功學員近日持續舉

行活動﹐抗議中共的做秀審判，要求中國

政府立即釋放李祥春。 
 

◆加國政府援手營救 法輪功學員林鳴

立獲釋 

 經加國政府的努力﹐被非法關押的

法輪功學員林鳴立﹐在 26 日從上海清東

第三勞教所回到家中。林鳴立是由加拿大

政府幫助營救到加拿大的法輪功學員林

慎立的弟弟。林鳴立於 2001 年 4月 23日

在小區付電話費的時候遭警察秘密綁架。

在他被關押到勞改營將近一年裏，他的妻

子都不知道他犯了甚麼罪，警察沒有出示

任何法律文件。林鳴立曾在勞教所中絕食

20 天，抗議警察的非法綁架及勞教，遭到

強迫灌食，導致食管破裂。林慎立認為弟

弟的獲釋與海外法輪功學員的呼籲密不

可分。 
 

◆美助理國務卿克雷納呼籲更多政府站

出來幫助法輪功 

 《大紀元》記者琳達、茱迪蘇日內瓦

報導  3月 18日，由總部設在日內瓦的非

政府組織『國際公民協會』發起的『營救

法輪功親人論壇』在聯合國大樓舉行。美

國助理國務卿洛恩克雷納（L o r n e 

Craner）先生也特邀出席論壇並發言。他

表示，美國國務院和所有其它政府機構以

及加拿大政府等一直都在設法幫助法輪

功學員，他希望更多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

站出來幫助法輪功學員。 
 

◆歐盟將再次提請關注中國人權狀況 

 《自由亞洲電臺》布魯塞爾 3月 19

日消息  歐洲聯盟星期二表示，歐盟將在

目前正在舉行的聯合國人權大會上，表達

對於中國人權狀況的嚴重關注。 消息說，

此間的歐盟外長會議同意，將就中國的酷

刑拷打、死刑、西藏、新疆以及鎮壓法輪

功等問題提請人權大會關注。  
 

◆加議員提新法案：對踐踏信仰自由國

家停止經濟外援  

 《明慧網》2003 年 3月 20 日星期四  

加拿大西卡爾加利國會議員羅伯．安德斯

（Rob Anders）在渥太華國會提出一項法

案——對踐踏信仰自由的國家停止經濟

援助。 

3 月 16 日，在瑞士日

內瓦舉辦了為期一天的

2003 年歐洲法輪大法修煉

心得交流會。來自世界四

十多個國家的一千多名法

輪功學員聚集一堂，交流

在修煉中的心得體會。 

在大會開幕詞中，法

輪功學員回顧了1998年於

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歐洲

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和法

輪功三年半以來的反迫害

的經歷，並感謝世界人民，

政府官員和人權組織對法

輪大法的支持。 開幕詞告

訴大家，法輪大法已經傳

遍五湖四海﹐至今世界上

有30多個法輪大法學會相

繼成立。 
 

第一次出現在講臺

上的波蘭人  

第一個上臺發言的是

波蘭的馬丁。他於江澤民

1999 年鎮壓法輪功後在網

上語音聊天室看到有人介

紹法輪功是一個非常好的

功法，當晚就把法輪功整

本書下載下來，從此煉上

法輪功。通過親身經歷他

感到破除江氏政府

的謊言非常重要，並

積極參與各種反對

鎮壓法輪功的活動。 
 

法 輪 功 使

TANYA 重獲新生  
來自以色列、原

籍俄羅斯的TANYA女

士在煉法輪功前得

了癌症，身上很多器

官被切除。就在她生

命垂危時，在醫院裏一個

護士給她介紹了法輪功，

她如獲至寶。煉功後她的

癌症不知不覺地好了。而

與她曾在一起的另一個癌

症病人已死去了。TANYA 曾

一個人去天安門﹐告訴人

們“法輪大法好”﹐呼籲

停止對按真善忍修煉的好

人的鎮壓。 
 

伊朗有了法輪功 
GULLI 女士是第一個

在法輪大法法會上發言的

伊朗人。她一生命運坎坷，

13 歲時被父母拋棄離開伊

朗到了瑞典。她覺得法輪

大法太好了，於是一個人

把《中國法輪功》和《轉法

輪》兩本書翻譯成伊朗文。

現在﹐兩本書經過伊朗政

府批准允許在全伊朗發

行。她曾特意到伊朗呆了

半年，義務教功，在很多公

園都建了煉功點，現在全

伊朗都有人煉法輪功。 

願以其一生修煉法

輪功 
CARLOS IGLESIAS 先

生是一個煉法輪功才 2 個

月的西班牙年輕律師，煉

功前身體虛弱，曾動過兩

次手術。2個月前他在一個

健康博覽會上知道了法輪

功，解開了他一生很多不

解之謎。他非常不解這麼

好的功法為甚麼會被中國

政府打壓，遺憾自己得法

晚，願意以他的一生修煉

法輪功。他呼籲國際社會

和中國政府停止

鎮壓。  
 

 不讓語言成

為障礙 

 來自瑞士的

凱瑟琳講述了自

己用善心向中國

打電話講真相，克

服語言的障礙將

自己的信請中國

弟子翻譯成中文，

然後親自抄寫用真心

發給中國人民的經過。她

還講述了自己修煉後，如

何調整與丈夫和兒子的關

係，使家庭變得幸福安寧。 
 

歷 盡 艱 險 脫 虎 口    

矢志不移修大法 
哈爾濱學員王玉芝由

於不肯放棄修煉﹐受到

了殘酷的迫害﹐上百萬

家財盡失，丈夫在壓力下

被迫與其離異。她在馬三

家勞教所經受了各種殘

酷折磨﹐絕食一百多天

後被釋放。後輾轉逃到阿

拉伯聯合酋長國。當地警

察受到中國政府的壓力

將她抓捕並要將她遣送

中國﹐幸在加拿大學員

和政府的幫助下抵達加

拿大。王玉芝講述了在中

國險惡的環境下如何堅

持正義，在極端的困難中

心性得到昇華的經歷。她

的發言感動了許多人，贏

來陣陣掌聲。 

上臺發言的還有羅馬

尼亞的達納﹐來自德國

的趙榮（音）﹐來自瑞士

的凱瑟琳以及澳洲公民

南希．陳和旅居荷蘭的王

香鶴女士等。 世界各地

的法輪功學員﹐操着不

同的語言﹐用心抒發了

他們對真善忍堅韌的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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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聯合國人權大會3月17

日在日內瓦開幕。為了引

起聯合國對中國政府[江

氏集團]殘酷鎮壓法輪功

的關注，世界各地法輪功

學員一如既往，在人

權會議召開的第一

天，齊聚瑞士日內

瓦，向世界各界人士

發出呼籲，希望共同

制止中國政府對無

辜的法輪功學員的

迫害。來自四十多個

國家的上千名法輪

功學員 17 日在日內

瓦舉行了遊行請願，

遊行隊伍聲勢浩大、

肅穆壯觀。  

 遊行隊伍中，最矚

目的是一位女士，她手捧

一個木盒，走在隊伍的前

面。她就是戴志珍，一位

從澳洲來的法輪功修煉

者，她帶著兩歲多的小女

兒法度和先生的骨灰來到日內瓦。這是

她第二次到日內瓦，雖然她不知道自己

今年會不會有機會在世界人權會議中發

言，但是她仍然堅持要把她先生因修煉

法輪功，在國內被迫害致死的事件現身

告訴全世界的人。 

隨後，一千多名法輪功學員在萬國

廣場舉行了新聞發佈會。 

為表示對法輪功學員的支持，來自

瑞士聯邦議會的議員兼綠黨主席帕特黑

司．穆尼先生，瑞士聯邦議會議員尼爾． 

德．達爾戴克先生，日內瓦市議會議

員瑪麗亞．保羅．布朗沙庫茲夫人，以及

法國綠黨亞洲委員會主席讓．馬克．布魯

萊先生親自參加了法輪功學員的遊行活

動和新聞發佈會。 

新聞發布會結束後﹐法輪功學員像

往年一樣開始了以煉功方式進行的和平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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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輪大法傳四海 
– 記 2003 年歐洲法會 

遊行隊伍肅穆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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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GULLI 女士發言  

◇眾志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