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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界歡慶5.13世界法輪大法日
多國政要逾500項褒獎與祝賀 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致敬

5月13日是法輪大法開傳的紀念日，也是法

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2000年5月各

國法輪大法學會決定將5月13日訂為“世界法

輪大法日”，以紀念這一高德大法洪傳人世，

讓更多的人看到法輪大法帶給上億人健康和精

神的巨大變化，給人類帶來的美好和希望。

在此普天同慶的日子，今年5月法輪功收到

多國政要的褒獎、賀信逾500個，讚揚法輪大

法對社會的傑出貢獻。

美、加各界政要發賀信和褒獎 

頌揚法輪大法
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在5

月13日這一天發布推特，聲援法輪功。紐約州

國會眾議員埃莉斯‧斯特凡尼克向紐約上州法

輪大法學會頒發“國會特別表彰證書”，以慶

祝第22屆法輪大法日。特拉華州聯邦參議員卡

珀發出褒獎信稱道：“李洪志先生是一盞指明

燈，將中國文化的價值分享和傳播給賓州以及

全世界的人們。”

加拿大三級政要發來祝賀至少137份，加拿

大首都渥太華市長連續十年發出賀信褒獎法輪

大法日。加拿大十個城鎮升旗、亮燈，以慶祝

“5•13世界法輪大法日”。這是加拿大當地

市政府對對法輪大法“真、善、忍”普世價值

的認同和敬意。

歐洲 德、英、瑞士等多國政要

賀信 支持“真、善、忍”
瑞士聯邦國會議員、州、市議員逾百名政界

人士發出簽名賀信，瑞士聯邦議會參議員卡爾

洛‧索馬魯加說：“我向倡導『真、善、忍』

這一理念的運動表達支持。而這些價值不僅在

中國，同樣在瑞士，都是我們人類迫切需要

的。”

德國黑森州多位四級政發出賀信。5月9日

法輪功學員在柏林勃蘭登堡門前慶祝5.13，國

會議員帕策爾特親臨現場，他說：“我向中國

和全世界的法輪功學員表達衷心問候。我很高

興，中國人從他們古老的傳統中找到了這種修

煉方法，使身心得到放鬆。我們歐洲人也從這

種東方傳統中受益。”

英國上議院議員雷蒙德‧赫維‧喬利夫說，

“多年來我一直支持法輪功學員在迫害中爭取

自由的努力，在此向5月13日這個特別的日子

致以最美好的祝願。”

澳大利亞、新西蘭多名政要賀信 

恭賀世界法輪日
澳大利亞三十多名政要發出賀信。澳大利亞

聯邦議員喬治•克里斯滕森親臨活動說：“對

于中國民眾來說，你們（法輪功學員）是一道

璀璨的光芒，我請求你們讓『真、善、忍』這

一普世價值之光繼續閃耀。”

新西蘭雷諾‧麥克弗森議員賀信表示，“全

世界支持法輪功的聲音在新西蘭這個民主國家

都能聽到，請允許將我的聲音也加入其中。法

輪功的擁護者在這裡受到尊重並允許他們自由

煉功，自由地表達他們和平信念。”

感佩真善忍精神 港台政界祝賀
香港區議員盧俊宇、前立法局議員馮智活、

前區議員林詠然等人恭祝李洪志大師華誕，對 

法輪功堅持將『真、善、忍』的價值觀傳揚到

社區的每一個角落，非常佩服和欣賞。

台灣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各黨派趙天麟、

王定宇、范雲、馬文君等立委和多位市議員恭

賀法輪大法日暨李洪志老師的70歲華誕生日，

祝福法輪功堅守理念，把真、善、忍的能量持

續推廣到全世界。

加拿大有十多個城、鎮政府升旗或地標建築亮彩慶祝5月13日世界法輪大法日。左起：奧裏利亞市政廳前升
旗、安省聖凱瑟琳市升旗、省府埃德蒙頓以彩燈點亮當地地標建築高架橋、金斯頓市政府大樓亮起彩燈。

紐約州各級政要發來褒獎與賀信，恭賀第
22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到5月12日已有147名瑞士政界人士在慶賀
“世界法輪大法日”的支持信上簽名。

澳洲政要發賀信表達祝賀，嘉獎法輪功為
社會和民眾帶來福祉和身心健康。

2021年世界法輪大法日期間，來自北美、
歐、亞、大洋洲的褒獎和賀信逾500個。

港台灣多位立委、市議員祝賀法輪大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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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眾祝賀李洪志大師賀卡

大法弟子賀卡

溫哥華 丹麥

倫敦

墨爾本

首爾

四海同心恭賀李大師華誕 大法洪傳世界
大法傳世二十九載，上億的真修弟子修心向

善，親身體驗到大法的美好。中國大陸明白法輪

大法好的各界百姓，恭祝李洪志師父華誕！同賀

“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輪大法日！近日明慧網收

到大量來至國內外各界發來的賀信。

63國法輪功學員

同慶世界法輪大法日
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大法弟子恭祝恩師華誕快

樂！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日

本、越南、巴西、法國、英國、俄羅斯、芬蘭、

土耳其、瑞士、台灣、新加坡、西班牙、瑞典、

奧地利、韓國、馬來西亞、泰國、波蘭、印尼、

挪威、荷蘭、泰國、捷克、德國、匈牙利、愛爾

蘭、丹麥、意大利、希臘、烏克蘭、葡萄牙、香

港、澳門、墨西哥、菲律賓、比利時、南非、印

度、尼泊爾、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63個

國家和地區部份大法弟子向明慧網發來賀卡。

中國百姓恭祝李大師華誕！

恭賀世界法輪大法日！
中國明白法輪大法好的各界百姓，遙寄精美的

和發自肺腑的賀詞，同賀世界法輪大法日！恭祝

李洪志大師生日快樂！

黑龍江一個大家庭寫道：我們全家老少四世同

堂二十幾人，近十人得法修煉，身心受益巨大；

我們還未修煉的家人也都相信法輪大法好。在這

瘟疫肆虐、多災多難的年代，我們在大法師父的

慈悲保護下，全家內心踏實，心懷善念。盼望大

法師父早日回國！迎接普天同慶美好的時刻早日

到來。

吉林省長春百姓一家人寫道：我們全家人恭祝

法輪功李大師生日快樂！法輪功好不好？這么多

年已經證明，我發現修煉者越來越多。法輪功的

書籍我看了，都是向善的，沒有一句話讓人去作

惡。所以我也要說：“法輪大法好！”我和家人

每天都念幾遍。謝謝法輪功李大師！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退休職工說：“我雖然沒

有煉法輪功，但是卻深受李大師的保護和幫助之

恩，幾次危險，都躲過去了，身體病痛也減輕很

多，生活能自理了。這些都是托李大師的福。”

五位中國人權律師致信明慧網寫道：“大法弟

子因堅守、實踐和維護真、善、忍的修煉原則而

遭受中共長達22年的打壓迫害，他們卻依然心存

善念、講清真相、喚醒良知。我願盡自己的一份

力量，維護大法弟子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這

也是在捍衛和爭取每一位中國人的基本人權。”

中國三十省各行業法輪功學員

同慶世界法輪大法日

來自中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五十餘行

業的法輪功學員同賀世界法輪大法日，恭祝李洪

志師父華誕快樂。他們在賀詞中深切地表達了對

師尊的感恩之情、返本歸真的堅定信念。

北京石景山教育系統法輪功學員寫道：“走在

茫茫人海之中，我們是何等地榮耀與光榮，因為

我們是大法弟子。慈悲偉大的師尊，把我們從地

獄撈起洗淨，為我們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痛，佛

恩浩蕩，感恩的話語化作精進的動力。”

來自中國軍隊、公檢法司、政法、政府等部

門的大法弟子衷心恭祝慈悲偉大的師尊七十歲華

誕！一位司法系統大法弟子在賀詞中表示：“弟

子感恩師尊慈悲救度，身心受益，道德提升，讓

我明白了生命的意義。我會用最大的努力去救度

那些還在迷中的體制內公檢法眾生，使他們走出

謊言的迷惑，了解真相，為自己也為家人選擇光

明與未來。”

山東煙台招遠玲瓏鎮新學員賀卡寫道：二零

一八年我被醫院查出身患多種癌症且已到晚期，

我被醫生判了死刑。回家后，通過學法和煉功，

師父給我消去生生世世業力，讓我度過了生死大

關，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師父的大恩大德，我終

生不忘。在以后的日子裏，我要修好自己，助師

救度更多的眾生，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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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法輪功學員除了用詩、詞、賀卡等方式表達對師父李洪

志先生的恭祝與感恩，中國大陸以外的法輪功學員，從亞太地區

到歐洲、北美，則以歌曲、舞蹈、功法演煉、慶典遊行、樂團演

奏、圖片展等方式同慶這一意義非凡的日子。

台灣排字遊行、韓國各地集體煉功 

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
台灣部分法輪功學員約5,200人于5月1日上午，在台北中正紀

念堂的自由廣場排出“賀師尊華誕暨法輪大法洪傳29周年”巨幅

圖像，向李大師祝賀華誕，同時慶祝法輪大法洪傳29周年。台灣

台南的法輪功學員則于5月8日舉行盛大遊行歡慶。韓國法輪功學

員在包括首爾、大邱、釜山、光州、濟州、昌源等全國各地分散

舉辦多個集體煉功活動。

澳大利亞、新西蘭學員集會遊行祝賀5.13
5月8日，澳大利亞昆士蘭、墨爾本法輪功學員在分別在市中心

行慶祝活動，聯邦議員與社區領袖到場同慶。悉尼法輪功學員5

月13日舉行盛大集會與遊行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暨法輪大法洪傳

29周年，集會上新州帕拉馬塔市議員威爾遜（Andrew Wilson）代

表市長德懷爾（Bob Dwyer）向法輪功團體頒發了褒獎令。

新西蘭法輪功學員5月7日在漢密爾頓市中心遊行、集會，奧克

蘭部分法輪功學員在市中心的伊麗莎白廣場集會，多名法輪功學

員在集會上分享自己修煉受益的親身感受。

歐洲多國歡慶世界法輪大法日活動
歐洲多個國家在5月舉行了歡慶世界法輪大法日的活動。英國

法輪功學員在倫敦市中心的皇家建築師協會前集會，多名英國政

要包括議員、市長等發來賀電表示對法輪大法的支持。荷蘭法輪

功學員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達姆廣場舉行慶祝活動；意大利法輪

功學員在米蘭舉行展示功法活動；波蘭法輪功學員齊聚華沙老城

集體煉功、講真相、徵簽反迫害；瑞典法輪功學員在斯德哥爾摩

皇家花園以展示功法、真相展板，與各族裔民眾分享修煉法輪大

法的美好；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學員子到伊爾庫茨克市的安加爾河

畔慶祝節日，向市民介紹法輪功。

奧地利部份法輪功學員在維也納史蒂芬大教堂廣場前舉行功法

演示。捷克法輪功學員在布拉格市中心舉辦活動，功法演示、腰

鼓隊和舞龍舞獅的表演吸引眾多遊人駐足觀看。丹麥法輪功學員

分別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老廣場和市政廳廣場舉辦慶祝活動。德

國首都柏林的法輪功學員在市中心地標建築勃蘭登堡大門前集體

煉功；法蘭克福舉辦慶祝活動，舞龍及腰鼓隊前來助威，來自德

國聯邦議會、黑森州議會和法蘭克福市議會的多個黨派的議員都

為世界法輪大法日發了賀詞。

美、加各地舉辦5.13慶祝活動
5月8日美國舊金山法輪功學員在漁人碼頭旅遊景點遊行，慶祝

“世界法輪大法日”。大費城地區部分法輪功學員近百人在美國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的費城自由鐘廣場集會，以集體煉功、演講、

唱歌、真相展板等形式向來自各地的遊客介紹法輪大法，並讓他

們了解中共殘酷迫害法輪功的真相。華府、洛杉磯、大芝加哥地

區部分法輪功學員也都以集體煉功方式齊聚恭賀李洪志師父70華

誕，同慶法輪大法洪傳世界29周年。5月13日紐約近二千名法輪

功學員在曼哈頓舉行盛大遊行，歡慶世界法輪大法日。

5月8日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辦遊行慶祝5•13日世界法輪大法

日，多倫多法輪功學員則是出動一百多輛汽車，在大多倫多及周

邊地區主要繁華街道舉行汽車大遊行。

紐約柏林 蒙特利爾舊金山

台北 悉尼 奧克蘭 布拉格

全球法輪功學員歡慶世界法輪大法日

舊金山 悉尼

昆士蘭昆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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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ynh Xuyen在越南空軍學院任榮譽武術教師，官至中校。他22

歲就開始當武術教練，51歲那年他被檢查出左側心臟尖瓣閉鎖不

全，導致血液無

法順暢流出心臟

並引發高血壓，

餘生可能要在病

榻上度過，這令

他 陷 入 絕 望 之

中。那時他的妻

子在修煉法輪功

后一身病痛都消失了，要Quynh Xuyen和她一起煉功。幾天后奇蹟

出現，Quynh Xuyen胸口的疼痛緩解可以正常呼吸了。

通過每天的學法煉功Quynh Xuyen身體健康了，變得樂觀更為

他人着想，也能謙卑的面對武術賽場上的勝負。在空軍學院學生

給老師塞錢表心意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修煉后Quynh Xuyen意識

到這種行為不對，就不再收錢。還有一次親戚拿了1,500萬越南盾

（相當于650美元）要他幫忙找工作，結果Quynh Xuyen沒收錢就

幫他找了個好工作。弟弟不理解他為什么不收錢，Quynh Xuyen告

訴弟弟法輪功學員幫助別人都是不求名利的，《轉法輪》教導人

要有一顆善心，要無條件地對別人好。弟弟一家聽后十分感動，

說法輪大法是正法。后來弟弟一家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煉。

第三套功法-貫通兩極法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第二套功法-法輪樁法 第四套功法-法輪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

來自墨西哥的孿生兄弟馬凱（Makai）和魯米（Rumi）11歲移居

到美國，小小年紀就抽菸、喝酒甚至吸毒，為了擺脫這些惡習，

他們在氣功、哲學、神學、宗教等領域尋尋覓覓，但沒有解決問

題。兄弟倆15歲時母親收到友人送的一盒書，其中有一本《轉法

輪》，魯米看了之后馬上意識到這就是他人生中一直在找尋的。

馬凱則覺得是要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則去做一個好人。

學法輪大法前兄弟倆不僅經常打架，還有很多壞習慣，人際關

係很糟糕。閱讀《轉法輪》后，兄弟倆在一個月之內戒掉了菸、

酒和毒品，也不再撒謊，家庭關係也和睦了。魯米從法理中學到

做事先考慮別人，《轉法輪》不但教馬凱如何做一個好兒子、好

學生、好公民，更從內心深處以更高的標準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

的人。煉功打坐讓他們內心變得平靜與專注，而生活與學習當中

遇到挫折時，他們也會找出自己

的問題，把它做得越來越好。在

大法的熔煉中兄弟倆以優異的成

績完成大學學業，雙雙獲得了學

術卓越獎和傑出學生獎。

他們的母親看到兩個兒子的轉

變，也由衷地感恩法輪功幫助哥

倆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

越南武術家患重病 
修煉法輪大法重獲新生

從問題少年到傑出學生 
墨西哥孿生兄弟學法輪功脫胎換骨

法輪大法是性命雙修的修煉大法

孿生兄弟馬凱和魯米在學習法輪大法
經書《轉法輪》。

Quynh Xuyen修煉法輪大法之后重病全消

法輪大法(也稱法輪功)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從長春傳出

的佛家上乘修煉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為根本指導，

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煉。直指人心，明確指出修煉心性是長功

的關鍵。心性多高功多高。除了修心，還有修命的部分(改變本

體)，即煉動作(五套功法)。動作是修煉圓滿的輔助手段。既修

又煉，修在先，煉在后，是完整的一套性命雙修的修煉方法。法

輪大法圓容明慧，動作簡練，大道至簡至易，是能使修煉者返本

歸真的高層次修煉法門。

改變上億人的萬古奇書--《轉法輪》
法輪大法的主要著作《轉法輪》淺顯易懂，

講出宇宙間最精深的道理，能讓人淨化身心、

返本歸真，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是一部指導

人如何修煉，如何提高心性，如何做一個好人

的書，超越種族文化與宗教藩籬，改變全球上

億人的心靈與命運。被喻為“一部登天的天

梯”、“人類史上從來未有的萬古奇書”“未

讀《轉法輪》做人有遺憾”，這是拜讀者發出的敬佩浩嘆。

《轉法輪》共分為

九講，包含從修煉入

門到修煉圓滿所需的

一切法理。自1995年1

月北京首發迄今屆滿

26週年，已被翻譯成

43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

(法輪功書籍都可免費下載http://www. falundafa.org/)

動作是修煉圓滿的輔助手段
在李老師所著的《法輪大法大圓滿法》裏有對法輪大法功法特

點的講解、五套功法的動作圖解和動作機理。動作一方面是用強

大的功力把功能加強；另一方面在身體裡還要演化出許多東西。

五套功法簡單易學，適合所有年齡的人，男女老少皆可煉。法

輪功學員義務教功，不求名利、不收禮、不收費。實踐證明法輪

大法在把真正修煉的人帶到高層次的同時，對穩定社會提高人們

的身體素質和道德水準，也起到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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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13日李洪志大師受中國駐法大使館的邀請，在巴黎中

使館文化處舉行一場講法報告會及第一場海外法輪功學習班，法

輪功正式走向海外。

同年4月14日李洪志大師來到瑞典哥德堡舉辦了第二場海外法輪

功學習班。1996年10月12日在休士頓講法，當天被休士頓市長宣

佈為“李洪志大師日”，並被授予“榮譽市民”和“親善大使”

的稱號，法輪功開始在世界各地弘傳。

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迄今法輪大法已洪傳世界五大洲,全球共

有114個國家和地區有法輪功修煉者。

在美國和加拿大有成千上萬的人修煉法輪功。美國50個州中

有47個州有法輪功煉功點，修煉者大多是擁有博士、碩士學位的

科學家、工程師、教授或研究生。在南美洲有秘魯、古巴、墨西

哥、巴西等18個國家有煉功點。在歐洲有英國、法國、德國等34

個國家有法輪功煉功點，修煉者大多是西方人。非洲有南非、埃

及、剛果等12個國家都有法輪功煉功點。在大洋洲，法輪大法煉

功點遍佈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各大城市。

在亞洲，除中國外有31個國家與地區民眾學煉法輪功，包括韓

國、日本、印度、泰國、台灣、香港等地。印度有超過80所學校

的師生在體育課上集體煉法輪功；台灣有數十萬人學煉，近千個

煉功點遍及全台各縣巿，各大專院校也成立大法社團。法輪功在

台灣受到政府部門及各界的高度肯定！

法輪大法洪傳世界1 1 4個國家與地區

台北 華盛頓DC 巴黎 印度

修煉法輪功由于心性道德提升、祛病健身功效顯著，人
傳人、心傳心，洪傳遍及五大洲114個國家和地區，包括
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階層的修煉者，使全世界超過
一億人身心受益。

道德提升祛病健身顯奇效 
在中國迅速普及

修煉法輪功的學員來自中國社會各界，更有諸多主流階層人

士，包括幹部、知識分子、軍人、醫生、文學藝術家，中央各大

部委的部長、省長乃至中央級別的高官，還有政治局七個常委的

夫人，他們都在學。由于法輪功在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方面具有

神奇的功效，很多人身心受益從疑難絕症中康復，口耳相傳之下

使法輪功在全國迅速普及。 

1992年9月法輪功被確定為中國氣功科研會的直屬功派，傳功範

圍為中國全國。從1992年3月15日至1994年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

應各地官方氣功科學研究會的邀請，在全國23個城市共舉辦56期

法輪功傳授班，每期約十天，約六萬人次參加，所到之處均受到

學功者的熱烈歡迎和大力支持。

洪傳全球五大洲 享譽國際

李洪志師父在中國各地舉辦56期法輪功傳授班，左圖為武漢第二期傳授班
上講法傳功(1993-3);右圖為廣州第二期傳授班上講法傳功(1993-10)。

1998年5月15日國家體育總局伍紹祖局
長視察長春廣大群眾修煉法輪功的盛
況。中央電視台做做了正面報道。

左圖:1993年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上，李洪志大師獲博覽會最高獎“邊緣科
學進步獎”和大會的特別金獎，以及“最受歡迎的氣功師”稱號。

中圖:1993年8月中國公安部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安部致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感謝信》，對李洪志先生及法輪功的神奇祛病
健身功效給予高度肯定。

右圖:1993年9月21日公安部主辦的《人民公安報》對李洪志先生親率弟子
為全國第三屆見義勇為先進分子表彰大會代表免費提供康復治療的報道。

右圖1: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
報》刊發圖文報道《老少皆煉法輪
功》。右圖2:1998年12月31日深圳
的《深星時報》刊發了“熱點專題
─法輪功”的一組報道。

法輪功獲大陸官方褒獎
1992年和1993年李洪志先生應邀參加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

展現了法輪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引起轟動，第一次博覽會上被譽

為“明星功派”，也是第一個收到表揚信和收到表揚信最多的功

派。第二次博覽會，李洪志先生被聘為博覽會組委會委員，應

邀作了三場氣功學術報告，場場爆滿，並被授予“特別金獎”及

“受歡迎的氣功師”稱號和大會唯一的一個最高獎“邊緣科學進

步獎”。這些活動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修煉法輪功的人

數迅猛增加。

大陸媒體報道法輪功洪傳盛況
從1992年5月至1999年7月的七年間，據中國公安部內部調查，

大陸煉法輪功的人數達到七千萬至一億，大陸媒體也做過不少正

面報道。如:1998年11月24日上海電視台報導法輪功已傳遍歐美澳

亞四大洲，在上海及世界其它國

家廣受歡迎的情況，稱全世界已

有一億人在煉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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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忍對全人類有益
二十二年來法輪功學員堅定地維護真善忍的普世原則與人類的

道德基石。很多世人從不瞭解法輪功到明白真相，到現在很多人

主動傳播真相。

著名學者、極權問題專家仲維光表示，共

產黨搞的極權統治，全面摧毀了中華民族五

千年的文化傳承，而法輪功的所有努力都是

為了繼承中華血脈，是造福于每個中國人的

大善舉，是值得每個人“高山仰止”的高德

大法。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達納

‧羅拉巴克公開指出，法輪功作為一種信仰只

能對世界有利，不僅對中國，對美國，對全

世界都有幫助。羅拉巴克說：“法輪功，我和

所有其他的人們都相信，是這個世界唯一的希

望！”

英國外交家、前英國駐愛爾蘭大使福昂西

斯爵士表示：“法輪功不僅是屬于中國的，這

是一項全球性的新文明精神運動，她代表了人

類的未來，法輪功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很

快會傳播整個人類，並誕生出新的文明。”

法輪大法像一股清流，從中國流傳出在海

外蓬勃發展。大法所提倡的“真善忍”被許多國家的有識之士視

為全人類的共同行為規範和道德基石。許多西方人誠摯地說：

“法輪大法屬于全世界，世界需要真、善、忍。”

榮獲全球三千多項褒獎與支持
法輪功洪傳全世界，為各地社會帶來可喜的變化，因此受到各

地民眾和政府的歡

迎，法輪大法造福人

類，被稱為“高德大

法”。國際社會為表

彰李洪志先生和法輪

大法對人類身心健康

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至今獲得來自全球褒

獎有3472項，支持議

案528件，支持信函

1433封。

法輪功于國于民百利而無一害
1997年3月17日，《大連日報》載文〈無名老者默默奉獻〉，

報道古稀老者因修煉法輪功為村民義

務修路1100多米的事蹟。1998年2月21

日，《大連晚報》報道大連海軍艦艇

學院法輪功學員從大連自由河冰下三

米救出一名落水兒童。

1998年7月10日《中國經濟時報》

刊登一篇題為《我站起來了！》的報

道。文中講述了河北邯鄲一個癱瘓整

整十六年的病人謝秀芬，修煉法輪功

奇蹟般站起來的感人故事。

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長春市

第七期法輪功傳授班在吉林大學禮堂

鳴放宮舉辦。患腦血栓四年的退休高

級工程師李鳳鳴，原本拄著枴杖，參

加第七期法輪功傳授班后能扔掉枴杖

獨立行走了。在場人群目睹無不驚

歎：神了！

1998年9月國家體育總局抽樣調查

12553位法輪功學員身心健康狀況，祛

病健身總有效率高達97.9%，每年節約

2100萬元醫藥費。其間，大連、北京

等地也得出一致的結果。1998年下半

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

休老幹部，對法輪功進行詳細調查、

研究，得出“法輪功于國于民有百利

而無 一害”的結論。

真、善、忍—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
修煉法輪功的民眾不但改善身體狀況，為國家節省大量醫療

費，而且遵循真善忍法理

不計個人得失、善待他

人，經億萬人的修煉實踐

證明，法輪大法修的是大  

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煉的

人帶到高層次的同時，對

穩定社會、提高人們的身

體素質和道德水準也起到

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這

樣一個巨大的信仰團體成

為中國社會穩定的強大力

量、牢固的基石。

法輪大法獲得海外各級政府單位褒獎

法輪功(也稱法輪大法)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為根本指

導，強調心性修煉。因修煉法輪功而道德昇華，許多感人的故事不

脛而走，爭做好人好事、身患絕症的擺脫了病魔、夫妻不和的恢復

了家庭和睦等，因此在短短七年時間有七千萬至一億人修煉。

1998年武漢5000多名法輪功學員排出法輪圖形跟“真善忍”

1999年3月4日哈爾濱市法輪功輔導總站被
哈爾濱市公安局評為1998年度拾金不昧先
進單位。

福昂西斯

羅拉巴克

法輪功使上億人身心健康道德提升

《中國經濟時報》刊登題為
《我站起來了！》報道

在長春第七期學習班上，患
腦血栓四年的李鳳鳴，扔掉
拐杖能自己走路了。

仲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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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民眾站出來聲援法輪功，參與營救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

員。如2013年要求釋放被綁架的河北唐山市唐海縣誠信商人鄭祥

星的民眾超過一萬六千人；2015年北京數千人簽名按手印要求釋

放法輪功學員龐友；

2016年湖南郴州市嘉

禾縣小學教師李菊梅

被冤判七年，1670名

民眾簽名營救；2019

年青島膠州市膠萊鎮

紅衛村205位村民簽名

按手印，營救被非法

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杜

兆財、吳瑞芳夫婦。

正義匯聚 海內外興起反迫害法輪功浪潮
1999年7月時任中共黨魁的江澤民利用國家機器發動對法輪功的

迫害，對法輪功學員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

滅”、“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的群體滅絕政策。在政治高壓下，全中國的司法、宣傳、教育、

文化、政協等職能部門都被調動，全方位地參與迫害。

為煽動中國社會仇恨法輪功，中共發動全國媒體對法輪功進行

妖魔化的謊言宣傳，例如“1400例”、“天安門自焚偽案”。中

共用盡各種令人髮指的酷刑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如電擊、

性摧殘、灌食、老虎凳、死人床等，殘酷手段罄竹難書。

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被任意拘留、數十萬人被非法勞教酷刑折

磨、被注射不明藥物、“被自殺”，甚至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販賣牟利，這一罪行被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數

百萬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數以億計的人受牽連。至2021年5月

證實被迫害致死案例有名字的法輪功學員有4650名。

【天安門自焚謊言構陷】

天安門自焚案中的王進東嚴
重燒傷，但兩腿中盛汽油的
雪碧瓶和最易燃的頭髮竟完
好無損，警察拿着防火毯做
戲不是在救火。2001年國際
教育發展組織（IED）在聯合
國會議上指控整個自焚事件
是中共政府一手導演的。

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和平請願，遭員警、便衣粗暴抓捕。

正義律師和明真相民眾營救法輪功學員
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二十二年來海內外法輪功學員

堅持不懈地和平理性向世人講清真相。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在了

解真相后從當初對法輪功的誤解轉向同情、支持和敬佩，新學員

不斷加入。十幾年來，數百名正義律師為法輪功學員進行無罪辯

護，包括高智晟、王全璋、余文生、李和平、謝燕益、江天勇、

唐吉田與張讚寧等律師們，在上千場無罪辯護中，律師們有理有

據有力地全面論證

了：修煉法輪功是

合法的，對法輪功

學員的拘禁、勞

教、判刑等行為都

是違反中國的憲法

和法律的。

部份為法輪功學員無罪辯護的正義律師

大陸各地湧現民眾按手印聯名請願，要求無罪
釋放本地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國際社會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

美國會眾議院343決議譴責中共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歐洲議會主席會議上宣布制止中
共強摘器官的48號書面聲明。

國際社會和政要紛紛發聲公開譴責中共，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

害，停止活摘器官，釋放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美國國會從1999年至今先后通過第218號、188號、304號、605

號和343號眾議院決議案聲援法輪功，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學

員。美國國務院在《2020年人權國別報告》關注法輪功在中國受

到的迫害，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將對人權侵犯者追究責任和實

施制裁。繼去年12月10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制裁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廈門市公安局梧村派出所所長黃元雄，今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

前“610”辦公室主任余輝被也被宣布制裁，余輝和他的直系親屬

沒有資格進入美國。

歐洲議會三度通過決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

要求歐盟採取行動制止中共強摘器官。其他歐州國家如比利時參

眾議院、挪威國會、意大利參議院、愛爾蘭議會等都相繼通過支

持議案，呼籲制止迫害法輪功。澳大利亞參議院2008年6月24日通

過127號動議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台灣立法院及12

個縣市議會相繼通過拒絕中共人權重犯入台提案。

2020年有來自歐洲、北美、中東、亞太和拉丁美洲35個國家及

地區的920位跨國政要，共同簽署一份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輪

功的聯合聲明。這是多國政要首次全世界大規模聯合聲援法輪功

團體反迫害的行動。

加拿大前環境部長，現國會資深議員肯特呼籲國際社會應“更

加有力地、公開地譴責中國（中共）政府持續侵犯基本人權的行

徑”。他說：“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期盼尊重法治、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和宗教信仰的那一天在中國實現；期盼在天安門廣場上

可以大聲喊出法輪功『真、善、忍』的那一天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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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網絡封鎖了解真相

明真相得福報
一份善念，一種善行，結下一份善果。善待別人，其實也是在善待自己！

在中共迫害下，法輪功學員以真誠、理性、和平向中國民眾講真相，開啟人們

的良知與善念，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聽聞法輪功真相后因能明辨善惡，不被

中共的謊言所欺騙，相信“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從而得到上天賜與的福

報。在明慧網上已有上萬例的真實事例，下面列舉數則案例與大家分享：

“誠念法輪大法好”

大貨輪怒海惡浪中轉危為安
家住湖北的和兒是在一艘跑全球的大貨輪上工作的海員，一

次船到了澳大利亞一海口處遇到暴風浪來襲，像是要把船掀翻似

的，船上的用品都顛到桌下，人一個個被顛得東倒西歪，有的人

向外呼救，有的發信息求外援，全船亂成一團……但船的尾輪壞

了，機組失去對船的控制，大家只有聽天由命了。

這時和兒突然想起煉法輪功的媽媽給了他一個大法真相護身

符，他覺的全身有一股力量激勵他向船頂上爬去。他剛探頭一股

惡風就向他襲來，他埋下頭艱難地斷斷續續地喊了一聲：“法-輪

-大-法-好！”狂風像是失去了一些力量，接着他趴在艙頭，又喊

了一聲：“法輪大法好！”狂風又弱了些；他抱住一個柱形物猛

的站了起來，面對蒼天接連的喊了三聲：“法輪大法好！”狂風

又小了些，他跪下來雙手合十，連聲念：“法輪大法好！法輪大

法好！法輪大法好……”

船逐漸平穩下來，尾輪的機組也恢復正常。一種重獲新生的感

覺讓他跑下來對大家喊：“法輪大法救了我們啊！”此時船上所

有的船員都醒悟了，一齊振臂高呼：“法輪大法好！”“法輪大

法好！”這聲音在藍天碧海間迴響……

明真相保護大法書 時來運轉
遼寧一有位叫小紅的農婦因丈夫好吃懶做又嗜賭，做啥賠啥倆

口子時常吵架幾乎要離婚了。中共瘋狂迫害法輪功以后，學法輪

功的鄰居要去向政府陳情前將所有法輪大法書籍託給小紅保管，

小紅說：放心吧，我一定把大法書看管好誰也搶不走。

2004年小紅一家三口搬到某市郊區打工維生，孩子初中畢業沒

花錢就認了個師傅學銼鋸，兩年就出徒了，小紅的丈夫也改邪歸

正沒少掙錢，十來年他們家住上了樓房還買了轎車、大三輪車，

還承包了一個木材廠，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一次小紅的丈夫在三樓裝修施工一不小心踏空掉下來，大夥趕

緊到樓下一看，他在那愣愣的站着呢，身旁是一堆沙子和磚頭瓦

塊，原來他不偏不斜的掉在沙堆上毫髮無損。老闆不放心硬是帶

他到醫院檢查，結果啥事沒有，工友們都說：老張啊你真是祖上

有德燒高香了！其實這是小紅全家明白真相，保護大法書得到的

福報啊！

拆除誣蔑大法展板 全家好運相隨
大陸某民企副總經理因為同在一家公司的妻子在業務上出類拔

萃，招小人挑撥而被高層藉故打壓連降職務，副總也遭牽連降職

降薪，甚至面臨失業危機。徬徨無助的副總向修煉法輪大法的姐

夫訴苦，姐夫要副總多想董事長的好；最有效的方法是誠心念誦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會得到神佛的保護逢凶化吉。

一天副總看到小區內丁字路口豎起一塊詆毀、誣蔑法輪大法的

展板，副總修法輪功的親屬都很善良，看到教人向善的法輪功被

抹黑心裏很難受。為免小區的居民被顛倒黑白、煽動仇恨的謊言

誤導從而敵視大法，副總就利用四下無人的夜晚把展板上的畫布

撕掉扔到路邊的垃圾桶裏。

副總開始時來運轉了，兒子完成大學學業后又接到國外知名學

府的錄取通知；妻子離職后被同行的上市公司聘為副總經理主管

銷售業務；副總在準備離職前被在私企當董事長的同學挖角到他

的公司任副總經理。因副總隨手撕掉一塊誣蔑大法的展板，換來

福報連連！善待大法，必有洪福，此言不虛。

誠念九字真言 逃過三次生死劫
山東有位開車幫人拉貨的小夥子阿誠（化名）長期有高血壓，

不知吃了多少降壓藥也降不下來，持續二十多年了，整天頭腦不

清醒。修煉法輪大法的媽媽經常叫他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一次阿誠和伙伴去拉石頭回程時大腦不聽使喚了，車直接

撞到路邊的電線桿，車後輪當場爆胎，幸好人沒事。

某年秋收，阿誠開收割機採收玉米時，收割機的後輪不慎往一

口五、六米深的大枯井邊下滑，千鈞一髮之際阿誠心裏喊：“求

大法師父救救我吧！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剛念兩遍，收割機就穩穩的停在那裏不動了。

又一次阿誠裝了一車花生到鄰村加工時，為了躲避對向的麵包

車連人帶車直接翻溝裏了，後面跟車的人把阿誠從車底拖出來送

醫，經檢查大腦毛細管出血，打針後血就止住了，阿誠沒有受重

傷可是左側手腳不會動了。媽媽叫他聽師父的講法錄音，堅持聽

下去師父就會幫他。出院後阿誠天天念“法輪大法好”，血壓已

經正常了，左側的手、腳也靈活了。這三次經歷如果沒有師父保

護，阿誠的小命早就沒了，如今他也走入了大法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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