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各地法輪功學員控告中國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一覽表全球各地法輪功學員控告中國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一覽表全球各地法輪功學員控告中國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一覽表全球各地法輪功學員控告中國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一覽表    

（2001 年至 2006 年 1 月） 

 

江澤民及其黨羽迫害法輪功事件，在聯合國等國際人權組織經過深入查證屬實之

後，已成爲國際矚目的人權事件。當全世界各不同階層人士知道大陸地區法輪功

修煉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酷刑和種種不人道的虐殺殘害時，都對此事感到遺憾與

憤怒，目前全世界各地人權律師更形成聯合網，在當地法院正式對被告江澤民及

其追隨參與犯罪的官員進行迫害的追訴。茲將國際間之追訴案件詳列如下： 

 

全球訴江 案件種類 刑事控告罪名或民事不法事

實主張 

國家 

江澤民 

前中共國家

主席 

刑事訴訟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比利時（2003.08）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西班牙（2003.10） 

  殘害人群罪 臺灣（2003.11） 

  殘害人群罪、反人類罪、酷刑

罪 

德國（2003.11） 

  殘害人群罪 南韓（2003.12）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加拿大（2004.03,11） 

  酷刑罪 希臘（2004.08）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澳洲（2004.9）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玻利維亞（2004.11）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智利（2004.11）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荷蘭（2004.12） 

  殘害人群罪、反人類罪 秘魯（2005.01） 

  殺人罪、酷刑罪 瑞典（2005.06） 

  殘害人群、酷刑、反人類罪 美國（2002.10） 

 民事侵權案 

 

殘害人群、酷刑 紐西蘭（2004.10） 

  殘害人群、酷刑、反人類罪 加拿大（2004.11） 

  殘害人群、酷刑 日本（2005.04） 

 



聯合國人權組織、歐洲人權法庭及國際刑事法庭之控訴 

 

機構名稱 被申訴者 時間 

聯合國酷刑委員會 江澤民、曾慶紅、610 辦公室 2002 年 10 月 

國際刑事法庭 江澤民、曾慶紅、610 辦公室 2002 年 10 月 

歐洲人權法庭 江澤民、李嵐清、羅幹 2003 年 11 月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所有參予迫害之中國政府官員 2004 年 2 月 

 

 

 

全球各地法輪功學員控告中國使領館＆使館官員一覽表 

刑事控告罪名或民事不法事實主張 國家 

人身攻擊、毀損財産、 

計劃性騷擾 

美國（2002.04） 

騷擾 印尼（2002.04） 

誹謗（副總領事潘新春） 加拿大（2003.08 於 12 月判決勝訴） 

詆毀污蔑 德國（2003.12） 

詆毀污蔑 

（駐韓大使李濱，總領事張欣及五名大使館參事

官） 

韓國（2004.03） 

詆毀污蔑 俄國（2004.07,08） 

誹謗（大使館新聞官孫向陽） 馬來西亞（2004.11） 

誹謗 日本（2005.04） 

誹謗 菲律賓（2005.11） 

訴狀及最新報導請參：中文網 www.zhengdao.org；英文網 www.flgjustice.org 

 



全球各地控告「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及其首腦一覽表 

 職稱 刑事控告罪名或民事不法事

實主張 

國家 

610 辦公室  殘害人群、酷刑、反人類罪 美國（2002.10，民事案） 

李嵐清 前中國國務院副 酷刑罪 法國（2002.12） 

 總理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比利時（2003.08） 

  殘害人群罪 臺灣（2003.11）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德國（2003.11）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加拿大（2004.3,11）（民

刑事） 

  殘害人群、酷刑 紐西蘭（2004.10，民事案）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智利（2004.11）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荷蘭（2004.12） 

  殘害人群、酷刑 日本（2005.04，民事案） 

  殺人罪、酷刑罪 瑞典（2005.06） 

羅幹 中央政治局常委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比利時（2003.08）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芬蘭（2003.09）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亞美尼亞（Armenia）

（2003.09）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摩爾多瓦（Moldova）

（2003.09）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冰島（2003.09）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西班牙（2003.10） 

  殘害人群罪 臺灣（2003.11）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德國（2003.11） 

  殘害人群罪 南韓（2003.12）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民刑事） 

加拿大（2004.03,11） 

  殘害人群、酷刑 紐西蘭（2004.10，民事案）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玻利維亞（2004.11）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智利（2004.11） 

  殘害人群、反人類罪 秘魯（2005.01） 

  殘害人群、酷刑 日本（2005.04，民事案） 



  殺人罪、酷刑罪 瑞典（2005.06）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阿根廷（2005.12） 

劉京 公安部副部長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民刑事） 

加拿大（2004.03,11）（民

刑事） 

  殺人罪、酷刑罪 瑞典（2005.06） 

王茂林 中央宣傳思想工

作領導小組副組

長 

酷刑罪、非法拘禁 加拿大（2004.11，民事案） 

  殺人罪、酷刑罪 瑞典（2005.06） 

黃菊 前中國國務院副 酷刑罪 愛爾蘭（2004.11） 

 總理   

郭傳傑 中國科學院黨組

副書記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美國（2005.02，民事案） 

李元偉 遼寧淩源監獄管

理分局局長 

酷刑罪 法國（2005.07） 

賈春旺 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 

酷刑罪 丹麥（2005.08，刑事案） 

林炎志 吉林省委副書記 反人類罪 加拿大（2005.10） 

 

全球各地控告迫害法輪功學員之中共官員一覽表 

 中共官員 職稱 刑事控告罪名或民事不法事實

主張 

國家 

1 周永康 前四川省委書記 酷刑罪、反人類罪 美國（2001.08） 

   殘害人群罪、反人類罪 加拿大（2004.11） 

   殺人罪、酷刑罪 瑞典（2005.06） 

2 趙志飛 湖北省公安廳長 酷刑罪、反人類罪 美國（2001.06） 

已判決勝訴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反人類罪 

德國（2003.11） 

3 劉淇 前北京市長 殘害人群罪、反人類罪 美國（2002.02） 

4 夏德仁 遼寧省委副書記 殘害人群罪、反人類罪 美國（2002.02） 

   殘害人群、酷刑 日本（2005.04） 

5 吳官正 山東省委副書記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反人類罪 

塞浦路斯（Cyprus）

（2003.10） 

   酷刑罪 加拿大（2003.3） 

6 薄熙來 商業部長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美國（2004.04） 

   酷刑罪 英國（2004.04） 



 中共官員 職稱 刑事控告罪名或民事不法事實

主張 

國家 

   酷刑罪（刑事控告） 美國（2005.09） 

   酷刑罪、反人類罪 波蘭（2004.05）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反人類

罪 

俄羅斯（2004.08）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智利（2004.08） 

   殘害人群罪、反人類罪 秘魯（2005.01）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西班牙（2005.11） 

   殘害人群罪 韓國（2005.11） 

7 孫家正 文化部長 酷刑罪共犯 法國（2004.01） 

8 王渝生 反邪教協會副理事

長 

酷刑罪 瑞士（2004.04） 

9 王太華 安徽省省委書記 酷刑罪、反人類罪 美國（2004.05） 

10 王旭東 中國資訊産業部部

長（前河北省委書

記） 

酷刑罪 美國（2004.06） 

11 李長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酷刑罪 法國（2004.07） 

12 趙致真 原武漢市廣播電視

局局長 

教唆酷刑、淩虐人犯致死罪、

教唆仇恨 

美國（2004.07） 

13 陳至立 原中國前教育長、 

現任國務委員 

酷刑、淩虐人犯致死罪 坦桑尼亞(Tanzania) 

（2004.07） 

   非法虐殺 韓國（2004.11） 

14 賈慶林 前北京市委書記 酷刑罪 奧地利（2004.09）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西班牙（2004.09） 

15 蘇榮 甘肅省委書記 酷刑罪、反人類罪 贊比亞（2004.11） 

16 曾慶紅 副國家主席 殘害人群罪、反人類罪 秘魯（2005.01） 

17 徐光春 中共河南省黨委書

記 

殘害人群罪、酷刑罪 美國（2005.07） 

18 黃華華 廣東省省長 酷刑罪 美國（2005.10） 

   酷刑罪、殘害人群罪、反人類

罪 

加拿大（2005.10） 

19 張德江 廣東省省委書記 酷刑罪 澳洲（20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