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回聲

【新聞簡要】
◆ 2003 年紐約法輪大法法會隆重召開
李洪志先生蒞臨講法解法
2003 年紐約地區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於 4 月 19 日、20
日在紐約州立大學譜切士分校藝術中心召開。來自北美的
兩千多位法輪功學員參加了本次法會。下午，李洪志先生
親臨會場為學員講法、解法約三個半小時。法會收到了多
封來自紐約州、市及聯邦議員的賀信。

◆首屆“荷比盧”法輪大法法會在布
魯塞爾隆重召開
首屆“荷比盧”法輪大法法會 2003 年 4 月 29 日在比利時
首都布魯塞爾隆重召開。來自荷蘭、比利時、德國、法國
和愛爾蘭等國的法輪功學員們參加了這次法會。

◆被強制遣返的臺灣法輪功學員狀告
香港政府
今年 2 月下旬，當臺灣法輪功學員持合法簽證入境香港準
備參加修煉心得交流會時，
約 80 名學員遭香港入境處強制
拘留及暴力遣返，有多名女學員因此受傷。此一遣返事件
中被遣返的臺灣法輪功學員朱婉琪、廖曉嵐、張震宇和盧
麗卿夫婦會同香港法輪功學會發言人簡鴻章等五人於 4 月
初委由香港人權大律師 Paul Harris 遞狀越洋以法律途徑
向香港政府討回人權公道。
香港法官於審閱原告相關文件及證物後，
於 4 月 29 日正式
通知原告律師，同意五名原告的司法審查並將擇期開庭審
理。臺灣四名原告要求出庭的申請亦獲香港法院許可。原
告律師並說明依司法實務，香港法院將給予港府入境處應
訴資料的準備時間，預料庭期定在三個月之後。

◆美國喬治亞州眾議院全票通過決議
案 強烈譴責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
4 月 22 日，美國喬治亞州眾議院以 164 票全票通過 624 號
決議案。該項決議強烈譴責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踐踏
人權的行徑，並敦促美國國務院營救喬治亞州居民呂朝暉
的妻子周雪菲女士。周雪菲女士因為修煉法輪功被關押在
廣東省三水婦女勞教所已經達 2 年之久。決議還決定將這
項決議的複印件轉給美國眾議院書記處、喬治亞州每位國
會議員和美國國務卿考林‧鮑威爾。

◆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
今年 5 月 13 日是第四個“世界法輪大法日”。十一年前的
這一天﹐人類收到了一份美好獨特的禮物﹐李洪志先生
將法輪修煉大法傳出。
至今﹐法輪大法已傳至世界 60 多個
國家和地區﹐使眾多不同種族﹐不同年齡﹐不同信仰的
大法修煉者受益。為了紀念大法開傳之日﹐世界各地的法

圖﹕華盛頓 DC 明慧學校的小弟子們演唱法輪大法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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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正面臨全世界範圍的正義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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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國法輪
功學員通過明慧網向
全世界發出倡議：
“讓江澤民得到正義
的審判”
。2003 年 4 月
14 日下午芝加哥當地
時間兩點多，
代表法輪功
學員控告江
澤民及 610 辦
公室的原告
律師泰瑞‧馬
什女士來到
位於芝加哥
市中心的美
國伊利諾伊
州北區聯邦
法院，遞交了
江及 610 辦公室的罪
證材料以及起訴的法
律程序證據，順利地
完成了這一步司法程
序。
去年十月江訪問
美國期間收到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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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法庭訴狀，以群體滅絕
罪等被多國法輪功學員告到
美國伊利諾伊州北區聯邦法
院，此案在國際首次曝光。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即否認有
此案件。
據美聯社 10 月 24 日

的一篇報導，中國外交部的
一位發言人否認訴訟的存
在，聲稱法輪功在說謊。當美
聯社記者追問否認的實質
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退縮
了。當記者詳細敘述了在芝
加哥提起訴訟並送達了司法

文書後，發言人說記者的
“理解是對的”。
據海外媒體披露，此案
件給中南海帶來巨大震動。
中國政府正運用外交途徑向
美國和其它國家透露“江澤
民願意付一切代價
阻止此案成立”，中
共要求美國動用
“元首豁免”條款
中止此案。一些國
家政府機構官員透
露中國外交官員轉
達北京對江在美國
起訴案的意見時
“非常緊張”，生怕
出錯，是掏出公文
逐字逐句念出北京
的“態度”
。據一位中國大使
館的官員私下透露，國際有
關起訴江的報導和法庭開庭
的資料，大使館被要求“立
即”報送北京，中共政治局常
委們需要馬上“閱讀”
。

“追查國際” 律師:

將追查大陸迫害法輪功官員海外資產 補償受害者
據大紀元報導，大紀元記者
海倫 4 月 8 日採訪了“追查
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
“追查國際”)的史都華-魏
斯曼律師。
[記]：魏斯曼先生，能否告

那些被無止境的宣傳攻勢所
洗腦後心靈被腐蝕的人，或
者為了生存而不得不睜一隻
眼閉一隻眼，甚至在迫害中
助紂為虐的人。有許多資料
顯示，在中國，法輪功修煉者
訴 我 們 的 讀 者 您 為 何 加 入 被一次次地抓捕，他們的家
人被迫一次次地交錢以換取
“追查國際”呢？
魏斯曼[魏]：雖然我不是一 親人的自由。同時，大量的中
名法輪功修煉者，但
圖﹕史都華-魏斯曼律師
是，作為一名致力於
反對歧視、維護民事
權利的律師，我接受
了“追查迫害法輪
功國際組織”的邀請
而成為其律師。

記：談到“追查國
際”的特殊追查，最
近有報導說“追查
國際”發起了一項特
殊追查，追查中國政府官員，
尤其是那些參與對法輪功的
迫害的官員在海外的非法財
產。能否請您在此給我們說
得具體一些？
魏：至關重要的是要認識到
這一點，像江澤民這樣的暴
君揮霍人民的財產，挪用國
家急需的金錢、物資、人力，
在國內乃至全世界其他許多
國家裏壓制某些部份的民
眾，這是生活中很不幸的一
部份。如此邪惡的統治者，說
實話，還找不到更合適的詞
匯形容江澤民了，還強迫這
場迫害的受害者為他們自己
所遭受的懲罰付錢，例如，收
取非法罰款，投入勞改營。然
而，這一切中最惡的結果是

國官員將贓款偷帶出境。他
們中許多人是江對法輪功修
煉者實施群體滅絕政策的隨
從。如果這些官員害怕他們
的資產被沒收的話，他們就
應向他人施壓以停止對法輪
功修煉者的迫害，釋放那些
被不正當關押的人士，諸如
美國公民法輪功學員李祥春
博士。

幫助，對有關的人員進行證
據收集，啟動刑事訴訟，依照
適當的聯邦法律凍結其資
產，並確保那些被證明有罪
的人受到應有的審判。
目前已經有若干民事訴訟案
啟動，其中包括正在進行之
中的提交到伊利諾州法院的
狀告江澤民並要求對他的邪
惡行徑索要巨額賠
款的案子。同時，一
個總部設在瑞士的
國際非政府組織，
“窮追未受懲罰者
非政府組織” 正在
致力一項多國準備
控告江澤民的行
動。根據“窮追未
受懲罰者非政府組
織”的律師費爾‧格
蘭特先生所說，一旦江澤民
被定罪，他將面臨終生監禁。
我們還將邀請一些機構，如
國際反酷刑組織，以及其他
非政府組織來加入我們的行
動。

記：魏斯曼先生，非常感謝
您在百忙之中拔冗與我們交
談。我們祝願您和貴組織取
得成功。

記：“追查國際” 欲將如何 魏：很高興能與你交談。謝
謝。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
展開這類行動？
魏：總的來說，我們要沒收
這些人的財產，清算後的財
產歸受害者所有。我們還將
繼續收集證據並將罪犯繩之
以法。具體地說，“追查國
際”正在尋求有關聯邦政府
機構，諸如聯邦調查局等的

組織”2003 年 1 月 20 日宣告
成立。他的宗旨是“追查迫
害法輪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
關的機構、組織和個人。無論
天涯海角，無論時日長短，必
將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現
公道，匡扶人間正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