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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佛 州 紀 事 報 （ T h e 
Ledger）編輯 Cary McMullen 

先生 10 月 18 日載文報導了

住在溫特漢文（ W i n t e r 
Haven）的傑斯瑞克 (Jasurek) 
夫婦修煉法輪功的故事。報

導說這對夫婦說法輪功是真

正能讓人找到內心祥和的修

煉功法。 因篇幅有限﹐文字

有所刪減。 

 傳統的中國音樂緩緩地

從收錄機中播出，克里斯和

寶琳‧傑斯瑞克(Chris and 
Paulene Jasurek) 夫婦倆直立

著，雙目微閉，開始煉佛展千

手法。自始至終，他們兩人面

部表情安靜祥和。 

 這就是法輪功，一門身

心修煉的功法。看著他們煉

功，人們想不到為甚麼中國

[江氏]政府會如此懼怕法輪

功而要騷擾、拘捕、酷刑拷

打，甚至虐殺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學員說這是一門

古老的修煉法門，但只是在

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李洪志

先生在中國傳於世人，並迅

速得以洪傳。克里斯說，自傳

出後的 6、7年間，在中國有

1 億多人修煉法輪功。 
  

 尋求精神信仰  
  

 傑斯瑞克夫婦已經結婚

16 個月。克里斯是一位網站

編輯。寶琳來自臺灣，是沃爾

格林（Walgreen）藥店的藥劑

師。  

 來自馬薩諸塞州弗拉明

漢姆（Framingham， Mass）
的克里斯在一個傳統的公理

會教會裏長大，但是他漸漸

地感到基督教主要是針對社

會結構的，他觀察到在人們

的信仰和行為之間有一個鴻

溝。於是他轉向東方宗教。 

 “我一直對精神修煉，

東方哲學和武術感興趣。我

找到一位太極拳老師。在我

跟他學太極拳後

幾個月，他轉向

修煉法輪功，儘

管他練太極拳已

20 年了。他對我

說，‘這是一門

更高的功法，試

一試。’” 克里斯

說。 

 寶 琳 的 尋

求有很多轉折。

她生長在臺灣的一個天

主教家庭，但在20多

歲時她開始嘗試其

它信仰。後來她妹妹

給了她一本李先生

的著作《轉法輪》。  

 她說，“我放不下這本

書。‘這正是我一直要找

的’。”  
  

 和平與寬容 

 

 傑斯瑞克夫婦說法輪功

是真正能找到內心祥和的修

煉功法。寶琳說她的工作緊

張，過去這經常使她憤怒，並

且失眠。自從她開始修煉法

輪功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她說：“我發現我的工

作是一個修煉自己所學法理

的好機會，如何寬容，真誠，

因為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有原因的。我感到幸福，

我不需要安眠藥了。我找到

了平和。  

 克里斯說打坐能自我發

現。他說：“你會認為，

‘啊，這是最根本的精華。’

修煉法輪功可以增強你的意

志，賜予你可以改變事物的

能量。”  

 就像許多法輪功學員一

樣，傑斯瑞克夫婦積極地向

人們講述法輪功學員所遭受

的迫害。7 月份，在中國[江

氏]政府迫害法輪功4週年之

際，他們前往華盛頓 DC參加

一個大型集會。去年克里斯

還到北京與其他大約 100 位

西方法輪功學員一起準備在

天安門廣場請願，但如驚弓

之鳥的警察在他們開始之前

破壞了他們的計劃。  

 克里斯說“我們連橫幅

都沒來得及打開。我們一些

人被毆打，我們被關押了 22

個小時，然後被送上下一班

飛機出境。我被送到底特律，

連轉機的機票都沒有，一半

的行李都沒收了。”  

 儘管有危險，但法輪功

學員們繼續抗議，哪怕是在

中國。傑斯瑞克夫婦說顯然

中國政府低估了中國內外的

反應，因為它們無法懂得法

輪功對學員的影響。  

 寶琳說：“一旦你找到

了讓你明白人活著是為了甚

麼的東西，他將和你成為一

體，誰都拿不走。” 

法輪功學員在西班牙狀告江澤民(2) 

電視插播 大智大勇——海外華人

談法輪功電視插播(3) 

正的力量(4) 

我身邊的親人 (5) 

揭开古老巨石阵的秘密 (6) 
医德 (7) 
从中医浅谈传统文化的变迁 (8) 

 【大紀元 11 月 11 日

訊】大紀元記者韋實紐約報

導/ 經過近 3 年的等待，11

月 8 日晚 8點，李明女士終

於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見到了自己朝

思暮想的女兒。 

 2001 年的一天，在中國的拘留

所中見到女兒那一幕是李明永遠的

心痛。當警察覺得恐嚇、辱罵加毒打

已不可能讓李明放棄自己的信仰時，

他們帶來了當時 4 歲的豆豆。豆豆見

到了滿面傷痕的媽媽，哭著伸出小手

要找媽媽。警察說只要決裂法輪功就

可以抱著豆豆回家了。當李明又一次

拒絕放棄信仰時，警察帶走了豆豆，

並把李明帶回了牢房。  

 李明原本是中國廣州一位成功

的服裝設計師，並擁有一個幸福的家

庭。從九九年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以

來，這一切都失去了，她和女兒親身

經歷了一場噩夢般的浩劫。她在廣州

數次被便衣綁架，小豆豆也被多次囚

禁超過 24 小時。孩子跟媽媽在一起

時連廁所都不敢去，害怕一離開就再

也見不到媽媽。而每次小豆豆眼見媽

媽被警察或便衣帶走，那撕心裂肺般

的哭喊都在李明的記

憶裏留下一次痛苦的

烙印，都是一次生離死

別的經歷。李明多次被

囚禁和毒打，被逼每天

幹十五到十六小時的

苦工。「他們還多次把

我綁架到洗腦班，24小

時對我進行恐嚇、辱罵

等精神折磨，日日夜夜

不讓我睡覺逼看誹謗

法輪功的電視錄像，逼

我寫決裂法輪功的保

證書。法輪功使我身心

受益，我為甚麼要放

棄？」  

 為

了 不 出

賣良心，

李明不得不與

愛女分開，背井

離鄉來到美國。

兩年多來，她非

常想念在廣州

的女兒豆豆，擔

心她的處境，她

將寄來的女兒

的畫都掛在臥

室的牆上，夢想

著母女團聚的

那一天，但廣州

市公安局東山

分局卻拒發她

女兒護照，因為

「法輪功家屬不許出國」。 

 李明說：「由於很多在美國的

朋友和美國國會議員向中國政府呼

籲，從各方面給予幫助，我的孩子才

能出來。我十分感謝他們。」  

 李明見到女兒時已經是熱淚盈

眶。她把臉緊緊貼在女兒的臉上，好

像害怕不這樣女兒就會從她身邊跑

掉。在場的許多陪同她迎接女兒的法

輪功學員也流淚了。李明在新聞發佈

會上說：「我見到了孩子，可中國還

有千萬個家庭不能團聚；有的父母

甚至死在監獄裏，永遠見不到自己的

孩子。我希望公眾一起來呼籲停止迫

害。」「孩子是無辜的，承受了太多太

多。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這場浩劫不

僅對大人是殘酷的，令千千萬萬的孩

子失去父母關愛，使孩子們幼小的心

靈遭受創傷更是殘忍的、非人道的。」 

1000 個日夜的等待 

圖片﹕寶琳在煉法輪功 

 大紀元記者臺北報導﹐臺灣全國四千名以上

律師所組成的臺灣最大的律師公會「中華民國律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10月 25日作成決議並發表聯合

聲明，支持法輪功學員對中國鎮壓者提出的國際人

權訴訟，並呼籲儘速釋放被拘留的臺灣學員。據了

解，這是全球第一個表態支持法輪功「訴江案」的

律師界團體。 

臺灣最大律師公會 

決議支持「訴江案」     

圖片﹕李明見到豆豆 

一對夫婦修煉在中國被禁止的法輪功 

佛 州 紀 事 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