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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槍擊案受傷學員返澳南非槍擊案受傷學員返澳南非槍擊案受傷學員返澳   披露進一步細節披露進一步細節披露進一步細節   
 大紀元時報報導，在南非遭

受槍手襲擊的澳洲法輪功學員一

行 9 人，2004 年 7月 5日平安返

回澳洲悉尼，併進一步向外界透

露了槍擊過程的細節。 

 9 名澳洲法輪功學員在赴南

非之前，就已打算尋求法律手段

追究在中國迫害法輪功的責任人

曾慶紅、薄熙來。臨行前，其中一

位李姓法輪功學員曾接到恐嚇電

話。 

 返澳的法輪功學員回憶說，

6月 28 日傍晚 6時，他們到達南

非約翰內斯堡國際機場後，在機

場租車耽擱近2個小時，大約8時

分乘兩部車子駛離機場前往 南

非首都。車子在高速公路上以

120 公里左右的時速行駛。大約

30 分鐘後，一輛淺色轎車從右後

方追上法輪功學員的第二部車並

開槍射擊。 

 槍手打的是點射，子彈從法

輪功學員車子的右後方打爆車胎

並打漏水箱，發動機在過熱的情

況下減速、停轉，車速雖下降但仍

然高速。槍手在兩輛車並行的情

況下射擊，擠車，試圖將法輪功學

員的車子擠出路面。坐在駕駛員

位子上的法輪功學員梁大衛一隻

腳被子彈穿透，另一隻腳的腳跟

骨被打碎，在雙腳不能踩煞車的

情況下，忍著劇痛，憑著十多年的

駕駛經驗，將失控車子拐出高速

公路，公路邊是半米寬、尺把深的

排水溝。爆了胎但依舊高速的車

子越過排水溝、衝過沒膝的草地，

衝出幾十米後停下。槍手在法輪

功學員的車衝下公路後停車觀察

數秒，駕車遁逸。 

 事後，法輪功學員發現，在

停車處 10 多米外的前方是一大

坑。如果車子繼續向前衝的話，後

果不堪設想。 

 接受採訪的學員特別強調

了三點： 

 槍手打的是點射。據武器專

家介紹，由於 AK47 型步槍開槍時

的反衝力極大，未經過專業訓練

者很難掌握；開槍使用全自動檔

時用力稍微一過，很可能 30 發子

彈一次性就都放出去了。使用自

動檔而一次只打出 3-5 發子彈

者，若非經過專業訓練是很難做

到的。從現場拍攝的中彈汽車之

照片可以看到，車身上有 5 個彈

孔，位置靠下，而且幾乎成一字排

開。非專業訓練者根本達不到。 

 槍手擠車，試圖將法輪功學

員的車子擠出路面。襲擊者手中

有槍，卻並不直接射人，在如此高

速下（時速超過 100 公里）擠車，

合理的解釋是製造車禍，直接的

後果是造成車毀人亡，掩蓋槍擊

痕跡。 

 槍手停車觀察數秒，沒有下

車即逃離現場。 

 當時在車上的汪先生認為，

槍手是經過職業培訓的，是有目

地、有備而來的。 

 此次澳洲法輪功學員南非

之行遭遇槍擊，是海外法輪功學

員五年來遭受的最嚴重迫害事

件，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關注。美

國、加拿大、日本、澳洲、德國、

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典、

香港等地的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駐

各國的使、領館前舉行各種集會

強烈譴責江氏集團僱兇殺人。社

會各界人士包括不少澳洲政要紛

紛表示關注，願意對法輪功學員

提供幫助並對這種惡性槍擊事件

進行譴責。 

   2004年7月13日

下午，數名來自美、澳、

德、加、臺、香港等地

的法輪功代表在南非

首都比勒陀利亞藝術

博物館前舉行了新聞

發佈會，宣佈針對迫害

法輪功之中國領導人

的法律起訴程序正式

開始啟動。法輪功代表

律 師 若 道 夫 先 生

（Rudolf Jansen）、法

輪功發言人約翰．納尼

爾先生（John Nania）、

丈夫因煉法輪功而在

大陸被迫害致死的戴

志珍女士及女兒等出

席了新聞發佈會。 

  與此同時，中國前

任教育部長、現任國務

委員陳至立出席了在

比勒陀利亞藝術博物

館內舉行的中國非洲

文化之旅圖片展。 

  在法輪功新聞發

佈會上，民權律師若道

夫先生表示，他目前正

在受理研究有關案情，

並與其他國家的法輪

功代表律師取得聯絡。

他說，在南非將儘快針

對中共官員迫害法輪

功學員一事採取立案，

並針對澳大利亞法輪

功學員梁大衛 6 月 28

日被槍擊一案進行進

一步調查。目前南非警方已將此

案列為「企圖謀殺案」並由高級警

察受理，南非的主要大報及電視、

電臺都對此案作了大幅度的報

導。 

  法輪功發言人約翰．納尼爾

針對陳至立在任教育部長期間，

強力推行鎮壓法輪功使得上百名

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被迫害致死

一事，做了詳細的陳述及譴責，並

指出法輪功學員對陳至立的起訴

程序正在進行中。 

  澳洲法輪功學員戴志珍女士

表示，三年前她丈夫因為不放棄

修煉，而在大陸被迫害致死，如今

她的朋友梁大衛又在南非被槍擊

致傷，今天她到這裏來，就是不希

望看到這樣的事情繼續發生。 

   與此同時，在比勒陀利亞藝

術博物館舉行的中國非洲文化之

旅圖片展開幕式上，西方幾大中

英媒體被疑為中國駐南非大使館

僱用的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擋在門

外。這些傳媒在開幕式的當天，參

加了同時舉行的法輪功新聞發佈

會。 

  來自首都最大的一家媒體

《 比 勒 陀 利 亞 新 聞 日 報 》

（Pretoria News） 的記者和攝影

師在採訪了該新聞發佈會後、手

持中方發出的邀請函準備參加開

幕式時，被七八個自稱是福建人

且拒講英文的華人擋在入門的階

梯口下。後在南非警方 的全力干

涉下，才得以入內。《比勒陀利亞

新聞日報》的記者澤羅佛女士

（Cindy Zeilhofer）表示，在南非

的土地上，這些人都這樣蠻橫無

理，她更可以理解在中國的法輪

功學員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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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7月 14日，正在美國
康州紐黑文市訪問的原武漢市廣
播電視局局長、武漢電視臺臺長趙
致真接到了美國聯邦法院的民事
訴訟傳票。幾位法輪功學員於 7 
月 13 日在美國康州紐黑文市聯邦
法院提起集體訴訟（Class Ac-
tion）。起訴書控告趙致真利用製
作影片來煽動教唆針對中國法輪
功學員的仇恨、暴力、酷刑和群體
滅絕。這是第一起類似的訴訟案。
該案提出進行反法輪功宣傳的相
關人員應該為在中國發生的群體
滅絕和酷刑負責，為針對居住在美
國的法輪功學員的仇恨犯罪負責。 
   原告律師瑪甚說：「武漢廣
播電視局和電視臺由中華人民共
和國前主席[江澤民] 授權製造針
對海內外法輪功學員的仇恨、恐懼
和暴力氣氛。同樣的宣傳策略曾經
被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使用，在盧旺達胡圖族對圖西族的
種族滅絕中使用，在中國的文革和
六四天安門廣場屠殺學生中使用。
在所有上述暴力屠殺中，受害者被
妖魔化、被描繪成罪犯、殺人犯和
國家的敵人。在中國，這種策略和
被告製作的節目，鼓勵（使用酷刑）
「轉化」和（或）非法虐殺法輪功學

員。」 
  據「追查國際」調查，1999 年
6 月，在趙致真的親自策劃指揮
下，武漢電視臺《科技之光》節目
赴長春拍攝了極盡造謠與誣蔑之
能事的專題片《李洪志其人其事》
（以下簡稱「趙片」）。此片被江澤民
用來說服中共其它領導人同意鎮
壓法輪功，並在1999年7月22日，
即正式鎮壓的第三天通過中央電
視臺向全國反覆播出。「趙片」是鎮
壓早期唯一的反法輪功宣傳電視
片，是對全中國人民洗腦的主要工
具之一。此片在勞教所等處被用來
強迫洗腦並作為酷刑折磨法輪功
學員的依據，警察看此片而加深對
法輪功的仇恨從而加大迫害。 
   趙致真被列在「追查國際」的
監視名單上。當接到關於趙致真出
國的舉報後，「追查國際」立即啟動
了「全球監視追蹤系統」，很快將趙
定位。 
  註：「全球監視追蹤系統」是
由多個人權團體、個人自願者組成
的網絡，旨在全球範圍內動態監視
那些在迫害法輪功中嚴重侵犯人
權的相關人員的行蹤，為有關的司
法機構和受害者提供準確的信息。  

原武漢電視臺臺長趙致真
因參與迫害在美國被起訴 

圖﹕受槍手襲擊的澳洲法輪功學

員返澳時接受媒體採訪 

圖﹕法輪功學員梁大衛的雙腳被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