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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民眾： 真善忍給世界帶來希望
【明慧網】( 明慧澳洲昆士蘭

記者站報導）2 月 5 日，澳洲昆士

蘭的部分法輪功學員參加了在布

里斯班（Brisbane）格拉瓦特山

（Mount Gravatt）舉辦的美食街

慶中國新年活動，活動的主辦方

業主讚揚法輪功對多元文化與澳

洲價值觀的貢獻。 

法輪功五套祥和的功法演示

向人們傳遞著大法的福音，許多

人高興的接過學員給的法輪功傳單

和真相小蓮花。

在活動的舞臺上，法輪功學

員應邀演示法輪功五套祥和的功

法，並演奏了傳統音樂和舞蹈，

現場近 3 千名觀眾報以陣陣的掌

聲。節目主持人向觀眾介紹說：

「法輪大法又稱法輪功，於 1992

年公開在社會上傳出後，在中國

和全世界迅速傳播。『功』這個詞

的意思是『修煉的能量』，通過經

常煉功來開發的能量。可以減緩

壓力，並獲得內心的平和。」

活動的主辦方業主馬克．

威爾金斯（Mark Hawkins）表

示：「在經歷了全球發生的疫情和

封鎖，大家聚在一起慶祝中國新

年，弘揚多元文化，這會讓布里

斯班的民眾更加融洽相處。」

馬克非常支持法輪功，並為

這次活動提供了場地和講真相的

展位，他也非常認同真、善、忍

的原則，他認為這和澳洲的自

由、包容、尊重、互助的價值觀

是一致的，弘揚真、善、忍也是

對澳洲價值觀的支持，他說：「法

輪功團體豐富多彩的表演，帶給

觀眾傳統的中國文化，我認為這

是一種很好的文化交流。」

海 倫． 雅 仕 伯（Helen 

Jasaba）是澳洲最大的豬肉生產

商公司的人力資源經理，她說：

「非常高興看到法輪功學員的節目

呈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傳遞

著中國新年虎年的喜慶和祝福。

法輪功團體的表演對社區多元文

化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海倫非常認同法輪功倡導的

真、善、忍價值，她說：「法輪功

這麼美好，沒有想到竟然在中國

遭到中共的迫害，這是不可思議

的事情，希望迫害早日結束。」

貝蒂（betty）帶著兒子和女

兒一同觀看了演出，她說：「第一

次看法輪功團體的節目，真是驚

喜連連。我的孩子都非常高興，

非常喜歡。」貝蒂的兒子還豎起大

拇指稱讚法輪功學員的精彩表演。

當貝蒂了解到法輪功學員在

中國遭受迫害並被活摘器官時，

她表示：「真是難以相信會發生

這樣的事，這比希特勒更殘忍。」

「法輪功真、善、忍理念非常好，

請你們一定堅守自己的信仰。」

賈斯汀．約翰（Justin John）

在政府安全管理部門工作，他說：

「法輪功學員的精彩表演令人印象

深刻，感謝法輪功團體給社區帶

來了歡樂祥和。」他認為，真、

善、忍原則為這個世界帶來希

望，他表示回去要好好看看法輪

大法的網站（falundafa.org），更

多的了解法輪功。（限於篇幅，內

容有精簡）◇

歡迎你一起來學煉法輪功。全球各族裔不分國界、數以千萬的人們，

通過修煉法輪功提升了身心健康。別再猶豫，請立即報名免費的中

文線上學功課程：https://chinese.learnfalungong.com//

【明慧網】（記者孫柏、蘇容高雄採

訪報導）2022 年台灣元宵節燈會在高雄

隆重舉辦，台灣法輪大法學會共襄盛舉，

從 2 月 1 日至 28 日在岡山公園內展出可

以承載百人、六層樓高的巨型「法船」花

燈。雖然受到疫情防疫限制，但仍不減民

眾興致，尤其在最後 3 天的 228 連續假

期，數萬民眾紛至沓來。在法輪大法天國

樂團和腰鼓隊的演奏下，更增添熱鬧豐富

的藝術氣氛。大家開開心心登船體驗傳統

燈藝的文化內涵，登船納福，天賜平安。 

這是「法船」第 13 次參加台灣燈會，

設計者莊逸中提到：「法船最下層是以

十二片大蓮花瓣環繞襯托，船帆上九個法

輪，法輪旋轉時會正轉九圈、反轉九圈；

船頭有象徵吉祥的大龍旗領航；船桅上三

面『真、善、忍』令旗發出的光芒萬千，

在夜色中金碧輝煌，璀璨亮麗。燈區現場

還布置了『神駒天車』、『法輪功五套功

法』花燈。」

法船帶來正能量和福分

2 月 15 日元宵節晚上，台灣法輪大法

學會理事長蕭松山為法船點燈。他表示，

法船和花燈光照四方，並彰顯傳統文化敬

天重德的良善價值，「法船能帶來舒緩療

癒的正能量，給地方民眾帶來福分。在疫

情期間展出，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度

過這個劫難。法船做得很精緻，法輪能正

轉反轉，涵義很深，期盼更多有緣民眾一

起加入學煉法輪功。」

照亮世界 讓世界更美好

法船燈會展出期間岡山區區長黃中

中、立法委員林岱樺、立法委員邱志偉蒞

臨登船祈福。

立法委員林岱樺說：「法船花燈展現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理念，閃閃

發亮很有特色，還有搭配天國樂團震撼宏

亮的演奏、腰鼓隊親切的表演，是非常有

正能量的地方。」

法輪功之友、立法委員許智傑說：

「登上法船很快樂，感覺很有光明和希

望，相信這艘船可以載我們到健康、快

樂、美好的地方，讓我們社會、國家、世

界越來越美好。希望法輪功可以幫助全人

類身體更健康，照亮世界，讓世界更美

好。希望更多人來煉法輪功。」

真善忍帶動社會祥和氣息

恆懋五金加工廠有限公司總裁吳太郎

也體驗登船，他表示：「登上法船身心很

舒服、祥和。法船花燈帶動我們社會祥

和，法輪功不只對人民健康有幫助，真

善忍精神能帶動社會祥和氣息，對後代

品德教育很重要。」

岡山壽天宮主委戴清福及總幹事和

委員會幹部 12 人來法船燈區參與點燈儀

式，戴清福表示：「我知道法輪功學員倡

導真、善、忍，修身養性，也有五套功

法可以強身健體，是很有紀律、非常優

質團體，我們都非常支持法輪功。」

來法船燈區像回到家一樣

許多民眾親臨現場，有舒緩與療癒的

感受。屏東縣警察局少年志工隊分隊長楊蕙

珍說：「來到法船燈區像回到家的感覺，

好溫暖、好溫馨。本來在這疫情期間，我

都不想出門了，我是帶著一顆忐忑的心來

參加的，可是在登上法船那一剎那，我內

心好平穩，放眼看過去那麼的光亮，看到

法輪正轉九圈、反轉九圈，我整個心都放

下了，似乎疫情已經離我很遠了，非常感

恩。」（限於篇幅，內容有精簡）◇

法船花燈光耀送福

2 月 1 日至 28 日，巨型「法船」花燈於高雄岡山公園展出一個月，數萬民眾到場觀賞及登船祈福。法船

周邊還有神駒天車等等一些藝術花燈群。（新唐人亞太台影片截圖）

風雪中平和堅忍的美景

法輪功學員表演的舞龍。（明慧網） 馬克．威爾金斯非常認同法輪功真、善、忍原則。（明慧網） 

 俄烏戰爭前，烏克蘭基輔馬林斯基公園的法輪功學員祥和的在煉功。（圖／ https:/ /t .co/BGDxTmws5b） 

一個古老性命雙修的好功法

不收禮 不收費 義務教功

【記者伊蓮／報導】2019 年在非

洲盧安達的一個聖誕節聯歡活動上，

參加的 1 千名小朋友們興高采烈的吵

著、跳著，周圍有兩百名青年志工、

家長和老師們正忙著安撫他們安靜

下來。這時，隨著音樂響起的聲音：

「抻」…「放鬆」…一瞬間所有的小

朋友都安靜下來，興致勃勃的跟著臺

上的一位女士做起這法輪大法第一套

功法──「佛展千手法」的動作。這

位女士叫莉莉（Lily），是生活在非

洲肯亞的法輪功學員。事後老師、家

長和志工們都跑過來告訴她：「這是

今天最美的一刻！」 

火爆脾氣的莉莉改變了

莉莉生長在越南，大學畢業後

在荷蘭深造時與一位善良的荷蘭人相

遇及結婚，並定居在越南。後來她受

僱於聯合國環境總署，被派到肯亞工

作，夫妻倆和一對兒女都生活在肯亞

首都奈洛比。

2015 年是莉莉的人生轉折點，

當時工作壓力很大，同事之間競爭激

烈，她困頓於強烈的事業心和自我期

望與無形的事業瓶頸之間的矛盾而無

法自拔。一開始出現憂鬱症，隨後暈

眩症、腎臟和肝臟的毛病接踵而至，

不得不請長假回到越南休養。

修煉法輪大法的母親之前就向莉

莉推薦過這個功法，莉莉每次都以工

作忙和沒時間等藉口推脫了。這次回

家後，母親給她播放法輪大法教功錄

影帶，莉莉不想讓母親失望而看，看

完一遍後發現不知不覺內心變得從未

有過的安寧，全身像有熱流在流轉，

這次她正式開始修煉，並滿懷希望的

回到了肯亞。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由於緊張

的作息時間，莉莉每天只能煉功 45

分鐘，還沒有開始閱讀《轉法輪》，

而是每個月看一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

志先生的講法錄影帶。不知不覺中，

從前的病症，包括肝痛、胃痛、胸

痛、哮喘等，都消失了，長期咳嗽，

甚至有時會咯血的症狀也不見了。

莉莉並開始實踐真、善、忍原

則。童年時她常常被父親和叔叔打

罵，養成了火爆的脾氣，她的工作是

聯合國人居署的培訓員，受訓者來自

世界各地，以前莉莉無法忍受別人犯

錯，也許犯一次可以原諒，但提醒之

後再犯，她就會發飆。她對家人和保

姆也常發脾氣，每天都要吵。修煉法

輪大法後，莉莉意識到自己的脾氣可

能帶給別人傷害，於是開始控制自己

盡量不發脾氣。

2019 年，莉莉參加了在臺灣召

開的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他們

遲到了一個小時才到會場，可是臺灣

同修對他們始終都是和顏悅色而且

熱情周到，這讓莉莉開始反思自己，

並下決心改變待人接物的態度，現在

不再是動不動就發飆。肯亞人生長

在大自然中，性格中沒有緊迫感，做

起事來常常是不緊不慢，現在莉莉對

他們也會有更多理解，想辦法幫助他

們，讓自己更像他們的朋友，而不是

培訓員。

不僅如此，莉莉在自己親身受益

的同時，開始向周圍的人介紹法輪大

法，影響更多人身心受益。

兒子不再沉迷電子遊戲

莉莉的兒子米歇爾（Michel），

14歲，今年二月分才正式開始修煉，

卻非常精進，每天早起參加晨煉，並

讀一講《轉法輪》，現在他說學業變

得很輕鬆，每天都精力充沛。修煉前

經常和爸爸發生爭執，修煉後努力按

照真、善、忍的原則要求自己，在家

裡變得更加善良懂事了。

米歇爾以前沉迷於電子遊戲，每

天都玩到很晚，不寫作業也不出門，

甚至連自己原本喜歡的運動也不做

了。但修煉後，米歇爾覺得這電子遊

戲上癮就像抽菸一樣不好，所以就不

玩了，還教朋友們煉法輪功，一位以

前一起玩遊戲的朋友開始修煉了，兩

人會一起煉功及讀《轉法輪》。

保姆及其小女兒身心變健康

莉 莉 家 的 保 姆 福 斯 汀

（Phaustine） 是 肯 亞 人，36 歲，

剛到莉莉家上班的第二天就開始請

假，因為她體弱多病的小女兒麗貝卡

（Rebecca）病了。莉莉的母親給了

福斯汀一朵寫有「法輪大法好」的小

蓮花吊飾，福斯汀又拿給了麗貝卡，

小女孩很開心。接著福斯汀跟著莉莉

修煉法輪大法 3 個月後，發現女兒沒

再生病了，至今 3 年了，家人都順順

當當的，非常健康。

她開始相信莉莉跟她說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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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簡單易學，適合男女老幼，
五套上乘功法，一步到位，
通過修煉，達到百脈皆通，身心愉悅。

法輪大法
入門簡介

初學者可報名
線上免費學功

法輪大法好
一個古老性命雙修的好功法

不收禮   不收費   義務教功

莉莉在非洲肯亞修煉大法 也讓更多人身心奇蹟變化

煉功，全家受益」的話，也覺得自己

最大的受益是心態上的變化，不再像

過去那樣心事重重、整天焦慮不安，

現在變得開朗了，知道如何面對各種

困難，對未來充滿信心。

鄰居小朋友卡姆蘭心臟病好轉

鄰 居 家 的 小 朋 友 卡 姆 蘭

（Kamran）今年 10 歲，是印度裔肯

亞人，從小就有心臟病，原本無法正

常站立和行走，也總是呼吸困難，且

身體常年都是冷的。一年前卡姆蘭隨

著媽媽跟莉莉和米歇爾一起煉功，僅

僅跟著大人們煉功而比劃了幾下動

作，兩週後，媽媽驚奇的發現卡姆蘭

的變化，卡姆蘭感覺身體會發熱，不

像以前那樣總感到疲累，體力也變好

了。當被問到對法輪大法的感受是什

麼，卡姆蘭靦腆的笑著說：「法輪大

法好！」他們一家人都感恩法輪大法

帶給他們的奇蹟。◇

【記者黃宇生／臺灣新北報導】

任教於新北市立新莊國中的生物老

師朱家蔚，榮獲「110 年度新北市

SUPER（超級）教師獎」，此獎旨

在發掘深耕基層的優良教師。今年 4

月 10 日，在頒獎典禮上，朱家蔚上

臺發表獲獎致詞時表示，他的成功祕

訣就是真、善、忍，以此貫穿在他教

學生活中，真誠待人、與人為善、默

默付出。 

喜愛生物的朱家蔚，畢業於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又在國立

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的生態實驗室

取得碩士學位。 20 年教學期間，還

幫助推廣學校各項活動，並建置校園

生態網，引領全校師生關注校園生態

環境；帶領學生從事環保，尊重生

命、落實班級經營；假日還到臺北植

物園擔任導覽志工。

修煉明白了生命的意義

2008 年某日，他被派去幫新唐

人電視台製作跟植物相關的節目做介

紹，看到攝影人員旁邊有一「法輪大

法好」展板，他好奇及探詢後，熱心

的學員借給他法輪功的主要書籍《轉

法輪》，家蔚一個星期不到就看完一

遍了，言淺理白又蘊含奧妙天機的內

容觸動了他，並開始修煉，很快明白

了生命真正的意義，他舊有的觀念也

受到衝擊。

用心去感受萬物皆有靈

不同於以往只講究「眼見」為

憑，他開始比較「用心」去觀察及感

受，發現萬物似乎了解他的心意，校

園中植栽了數棵「大葉桃花心木」十

多年都沒結果實，長期觀察、等待蒐

集果實裂瓣和種子的他與歷屆學生一

次次失望。今年，他特別關注的其中

一棵彷彿與他「心有靈犀一點通」似

的結了果實。一個假日，家蔚心有所

感「果實應該快要開裂」，於是跑去

學校關注，沒想到竟在那棵樹下，撿

到了果實所有落下的裂瓣果皮，非常

完整，也蒐集到了幾片飄散的種子，

「萬物有靈」，彷彿樹木知道他的心

意，想要展現給他看。

還有一次，非常巧合的順利全

程拍攝到「蝴蝶的蛹正在羽化」的影

片，讓他對「萬物有靈」印象深刻，

也影響了他利用隨機教育，引導及啟

發學生尊重萬物、珍視與愛護生命之

善念。

著重陶冶學生的品格

面對少子化，有些學生驕縱、

自我，令教師們難以教導。家蔚著重

學生養成真誠不欺、善心為人、忍耐

不怨等中心品格。

他和同樣修煉法輪功的妻子結

婚後，在修煉上互相督促精進，他在

教學上也更加有耐心，當看到學生聯

絡簿上寫到「謝謝，感謝我們的導師

脾氣好…」，他內心是非常感動的，

他也會跟學生分享：「這是法輪功創

始人李洪志老師教導我的。」他也建

立與家長良性溝通的平臺，深受家長

支持與肯定。

先他後我不抱怨　做個好人

家蔚說：「修煉前，凡事我都想

要實事求是，就是會去問清楚，如果

那件事情我覺得不合理，我就會抱

怨，甚至在會議上很勇敢的舉手去指

出什麼地方不對，並且爭取自己權

益。但是學法修煉後，會覺得其實主

任或校長要求什麼工作，他們一定是

真的需要同仁幫忙才會開口，絕對

不會故意找碴。」他表示，當懂得實

踐「先他後我、替別人著想」的法理

時，就不會去抱怨。他還會對以前的

表現感到有點愧疚，覺得當初怎麼會

這樣給別人添麻煩。

學校教師會理事長林吟春表示：

「與家蔚老師一起擔任同年段導師

時，他用心的去了解每位學生的特

質，期末以動植物的特性去給予學生

有別於傳統的導師評語，貼切又生

動，他對學生的這份心意著實令人感

動。本校理監事會議上肯定家蔚老師

對於生物教學的熱忱、校園生態的觀

察及導師工作的用心，故表決通過推

薦家蔚老師參與新北市 SUPER 教

師選拔。」而朱家蔚則是滿懷感恩李

洪志師父把這萬年不遇的珍貴大法

傳諸於世，讓他有機緣修煉真、善、

忍，從而有了寶貴的成功祕訣。◇

生物老師實踐真善忍獲SUPER教師獎

▲新北市新莊國中朱家蔚（右二）獲教師獎後與家人、學校教師會長合影。（明慧網） 

▲ 2019 年，莉莉（右）在盧安達帶領小朋友學煉功法（明慧網）

▲福斯汀修煉法輪功 3 年了。（明慧網）
 

▲莉莉一家人，左一是莉莉，左二是兒子米歇爾。（明慧網）

▲朱家蔚（右）和妻子共同修煉、互相提醒、精進實修。（明慧網）

明慧之窗

（資料來源：學煉法輪功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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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免費學功

【記者伊蓮／報導】2019 年在非

洲盧安達的一個聖誕節聯歡活動上，

參加的 1 千名小朋友們興高采烈的吵

著、跳著，周圍有兩百名青年志工、

家長和老師們正忙著安撫他們安靜

下來。這時，隨著音樂響起的聲音：

「抻」…「放鬆」…一瞬間所有的小

朋友都安靜下來，興致勃勃的跟著臺

上的一位女士做起這法輪大法第一套

功法──「佛展千手法」的動作。這

位女士叫莉莉（Lily），是生活在非

洲肯亞的法輪功學員。事後老師、家

長和志工們都跑過來告訴她：「這是

今天最美的一刻！」 

火爆脾氣的莉莉改變了

莉莉生長在越南，大學畢業後

在荷蘭深造時與一位善良的荷蘭人相

遇及結婚，並定居在越南。後來她受

僱於聯合國環境總署，被派到肯亞工

作，夫妻倆和一對兒女都生活在肯亞

首都奈洛比。

2015 年是莉莉的人生轉折點，

當時工作壓力很大，同事之間競爭激

烈，她困頓於強烈的事業心和自我期

望與無形的事業瓶頸之間的矛盾而無

法自拔。一開始出現憂鬱症，隨後暈

眩症、腎臟和肝臟的毛病接踵而至，

不得不請長假回到越南休養。

修煉法輪大法的母親之前就向莉

莉推薦過這個功法，莉莉每次都以工

作忙和沒時間等藉口推脫了。這次回

家後，母親給她播放法輪大法教功錄

影帶，莉莉不想讓母親失望而看，看

完一遍後發現不知不覺內心變得從未

有過的安寧，全身像有熱流在流轉，

這次她正式開始修煉，並滿懷希望的

回到了肯亞。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由於緊張

的作息時間，莉莉每天只能煉功 45

分鐘，還沒有開始閱讀《轉法輪》，

而是每個月看一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

志先生的講法錄影帶。不知不覺中，

從前的病症，包括肝痛、胃痛、胸

痛、哮喘等，都消失了，長期咳嗽，

甚至有時會咯血的症狀也不見了。

莉莉並開始實踐真、善、忍原

則。童年時她常常被父親和叔叔打

罵，養成了火爆的脾氣，她的工作是

聯合國人居署的培訓員，受訓者來自

世界各地，以前莉莉無法忍受別人犯

錯，也許犯一次可以原諒，但提醒之

後再犯，她就會發飆。她對家人和保

姆也常發脾氣，每天都要吵。修煉法

輪大法後，莉莉意識到自己的脾氣可

能帶給別人傷害，於是開始控制自己

盡量不發脾氣。

2019 年，莉莉參加了在臺灣召

開的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他們

遲到了一個小時才到會場，可是臺灣

同修對他們始終都是和顏悅色而且

熱情周到，這讓莉莉開始反思自己，

並下決心改變待人接物的態度，現在

不再是動不動就發飆。肯亞人生長

在大自然中，性格中沒有緊迫感，做

起事來常常是不緊不慢，現在莉莉對

他們也會有更多理解，想辦法幫助他

們，讓自己更像他們的朋友，而不是

培訓員。

不僅如此，莉莉在自己親身受益

的同時，開始向周圍的人介紹法輪大

法，影響更多人身心受益。

兒子不再沉迷電子遊戲

莉莉的兒子米歇爾（Michel），

14歲，今年二月分才正式開始修煉，

卻非常精進，每天早起參加晨煉，並

讀一講《轉法輪》，現在他說學業變

得很輕鬆，每天都精力充沛。修煉前

經常和爸爸發生爭執，修煉後努力按

照真、善、忍的原則要求自己，在家

裡變得更加善良懂事了。

米歇爾以前沉迷於電子遊戲，每

天都玩到很晚，不寫作業也不出門，

甚至連自己原本喜歡的運動也不做

了。但修煉後，米歇爾覺得這電子遊

戲上癮就像抽菸一樣不好，所以就不

玩了，還教朋友們煉法輪功，一位以

前一起玩遊戲的朋友開始修煉了，兩

人會一起煉功及讀《轉法輪》。

保姆及其小女兒身心變健康

莉 莉 家 的 保 姆 福 斯 汀

（Phaustine） 是 肯 亞 人，36 歲，

剛到莉莉家上班的第二天就開始請

假，因為她體弱多病的小女兒麗貝卡

（Rebecca）病了。莉莉的母親給了

福斯汀一朵寫有「法輪大法好」的小

蓮花吊飾，福斯汀又拿給了麗貝卡，

小女孩很開心。接著福斯汀跟著莉莉

修煉法輪大法 3 個月後，發現女兒沒

再生病了，至今 3 年了，家人都順順

當當的，非常健康。

她開始相信莉莉跟她說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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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簡單易學，適合男女老幼，
五套上乘功法，一步到位，
通過修煉，達到百脈皆通，身心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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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輪大法好
一個古老性命雙修的好功法

不收禮   不收費   義務教功

莉莉在非洲肯亞修煉大法 也讓更多人身心奇蹟變化

煉功，全家受益」的話，也覺得自己

最大的受益是心態上的變化，不再像

過去那樣心事重重、整天焦慮不安，

現在變得開朗了，知道如何面對各種

困難，對未來充滿信心。

鄰居小朋友卡姆蘭心臟病好轉

鄰 居 家 的 小 朋 友 卡 姆 蘭

（Kamran）今年 10 歲，是印度裔肯

亞人，從小就有心臟病，原本無法正

常站立和行走，也總是呼吸困難，且

身體常年都是冷的。一年前卡姆蘭隨

著媽媽跟莉莉和米歇爾一起煉功，僅

僅跟著大人們煉功而比劃了幾下動

作，兩週後，媽媽驚奇的發現卡姆蘭

的變化，卡姆蘭感覺身體會發熱，不

像以前那樣總感到疲累，體力也變好

了。當被問到對法輪大法的感受是什

麼，卡姆蘭靦腆的笑著說：「法輪大

法好！」他們一家人都感恩法輪大法

帶給他們的奇蹟。◇

【記者黃宇生／臺灣新北報導】

任教於新北市立新莊國中的生物老

師朱家蔚，榮獲「110 年度新北市

SUPER（超級）教師獎」，此獎旨

在發掘深耕基層的優良教師。今年 4

月 10 日，在頒獎典禮上，朱家蔚上

臺發表獲獎致詞時表示，他的成功祕

訣就是真、善、忍，以此貫穿在他教

學生活中，真誠待人、與人為善、默

默付出。 

喜愛生物的朱家蔚，畢業於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又在國立

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的生態實驗室

取得碩士學位。 20 年教學期間，還

幫助推廣學校各項活動，並建置校園

生態網，引領全校師生關注校園生態

環境；帶領學生從事環保，尊重生

命、落實班級經營；假日還到臺北植

物園擔任導覽志工。

修煉明白了生命的意義

2008 年某日，他被派去幫新唐

人電視台製作跟植物相關的節目做介

紹，看到攝影人員旁邊有一「法輪大

法好」展板，他好奇及探詢後，熱心

的學員借給他法輪功的主要書籍《轉

法輪》，家蔚一個星期不到就看完一

遍了，言淺理白又蘊含奧妙天機的內

容觸動了他，並開始修煉，很快明白

了生命真正的意義，他舊有的觀念也

受到衝擊。

用心去感受萬物皆有靈

不同於以往只講究「眼見」為

憑，他開始比較「用心」去觀察及感

受，發現萬物似乎了解他的心意，校

園中植栽了數棵「大葉桃花心木」十

多年都沒結果實，長期觀察、等待蒐

集果實裂瓣和種子的他與歷屆學生一

次次失望。今年，他特別關注的其中

一棵彷彿與他「心有靈犀一點通」似

的結了果實。一個假日，家蔚心有所

感「果實應該快要開裂」，於是跑去

學校關注，沒想到竟在那棵樹下，撿

到了果實所有落下的裂瓣果皮，非常

完整，也蒐集到了幾片飄散的種子，

「萬物有靈」，彷彿樹木知道他的心

意，想要展現給他看。

還有一次，非常巧合的順利全

程拍攝到「蝴蝶的蛹正在羽化」的影

片，讓他對「萬物有靈」印象深刻，

也影響了他利用隨機教育，引導及啟

發學生尊重萬物、珍視與愛護生命之

善念。

著重陶冶學生的品格

面對少子化，有些學生驕縱、

自我，令教師們難以教導。家蔚著重

學生養成真誠不欺、善心為人、忍耐

不怨等中心品格。

他和同樣修煉法輪功的妻子結

婚後，在修煉上互相督促精進，他在

教學上也更加有耐心，當看到學生聯

絡簿上寫到「謝謝，感謝我們的導師

脾氣好…」，他內心是非常感動的，

他也會跟學生分享：「這是法輪功創

始人李洪志老師教導我的。」他也建

立與家長良性溝通的平臺，深受家長

支持與肯定。

先他後我不抱怨　做個好人

家蔚說：「修煉前，凡事我都想

要實事求是，就是會去問清楚，如果

那件事情我覺得不合理，我就會抱

怨，甚至在會議上很勇敢的舉手去指

出什麼地方不對，並且爭取自己權

益。但是學法修煉後，會覺得其實主

任或校長要求什麼工作，他們一定是

真的需要同仁幫忙才會開口，絕對

不會故意找碴。」他表示，當懂得實

踐「先他後我、替別人著想」的法理

時，就不會去抱怨。他還會對以前的

表現感到有點愧疚，覺得當初怎麼會

這樣給別人添麻煩。

學校教師會理事長林吟春表示：

「與家蔚老師一起擔任同年段導師

時，他用心的去了解每位學生的特

質，期末以動植物的特性去給予學生

有別於傳統的導師評語，貼切又生

動，他對學生的這份心意著實令人感

動。本校理監事會議上肯定家蔚老師

對於生物教學的熱忱、校園生態的觀

察及導師工作的用心，故表決通過推

薦家蔚老師參與新北市 SUPER 教

師選拔。」而朱家蔚則是滿懷感恩李

洪志師父把這萬年不遇的珍貴大法

傳諸於世，讓他有機緣修煉真、善、

忍，從而有了寶貴的成功祕訣。◇

生物老師實踐真善忍獲SUPER教師獎

▲新北市新莊國中朱家蔚（右二）獲教師獎後與家人、學校教師會長合影。（明慧網） 

▲ 2019 年，莉莉（右）在盧安達帶領小朋友學煉功法（明慧網）

▲福斯汀修煉法輪功 3 年了。（明慧網）
 

▲莉莉一家人，左一是莉莉，左二是兒子米歇爾。（明慧網）

▲朱家蔚（右）和妻子共同修煉、互相提醒、精進實修。（明慧網）

明慧之窗

【記者伊蓮／報導】2019 年在非

洲盧安達的一個聖誕節聯歡活動上，

參加的 1 千名小朋友們興高采烈的吵

著、跳著，周圍有兩百名青年志工、

家長和老師們正忙著安撫他們安靜

下來。這時，隨著音樂響起的聲音：

「抻」…「放鬆」…一瞬間所有的小

朋友都安靜下來，興致勃勃的跟著臺

上的一位女士做起這法輪大法第一套

功法──「佛展千手法」的動作。這

位女士叫莉莉（Lily），是生活在非

洲肯亞的法輪功學員。事後老師、家

長和志工們都跑過來告訴她：「這是

今天最美的一刻！」 

火爆脾氣的莉莉改變了

莉莉生長在越南，大學畢業後

在荷蘭深造時與一位善良的荷蘭人相

遇及結婚，並定居在越南。後來她受

僱於聯合國環境總署，被派到肯亞工

作，夫妻倆和一對兒女都生活在肯亞

首都奈洛比。

2015 年是莉莉的人生轉折點，

當時工作壓力很大，同事之間競爭激

烈，她困頓於強烈的事業心和自我期

望與無形的事業瓶頸之間的矛盾而無

法自拔。一開始出現憂鬱症，隨後暈

眩症、腎臟和肝臟的毛病接踵而至，

不得不請長假回到越南休養。

修煉法輪大法的母親之前就向莉

莉推薦過這個功法，莉莉每次都以工

作忙和沒時間等藉口推脫了。這次回

家後，母親給她播放法輪大法教功錄

影帶，莉莉不想讓母親失望而看，看

完一遍後發現不知不覺內心變得從未

有過的安寧，全身像有熱流在流轉，

這次她正式開始修煉，並滿懷希望的

回到了肯亞。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由於緊張

的作息時間，莉莉每天只能煉功 45

分鐘，還沒有開始閱讀《轉法輪》，

而是每個月看一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

志先生的講法錄影帶。不知不覺中，

從前的病症，包括肝痛、胃痛、胸

痛、哮喘等，都消失了，長期咳嗽，

甚至有時會咯血的症狀也不見了。

莉莉並開始實踐真、善、忍原

則。童年時她常常被父親和叔叔打

罵，養成了火爆的脾氣，她的工作是

聯合國人居署的培訓員，受訓者來自

世界各地，以前莉莉無法忍受別人犯

錯，也許犯一次可以原諒，但提醒之

後再犯，她就會發飆。她對家人和保

姆也常發脾氣，每天都要吵。修煉法

輪大法後，莉莉意識到自己的脾氣可

能帶給別人傷害，於是開始控制自己

盡量不發脾氣。

2019 年，莉莉參加了在臺灣召

開的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他們

遲到了一個小時才到會場，可是臺灣

同修對他們始終都是和顏悅色而且

熱情周到，這讓莉莉開始反思自己，

並下決心改變待人接物的態度，現在

不再是動不動就發飆。肯亞人生長

在大自然中，性格中沒有緊迫感，做

起事來常常是不緊不慢，現在莉莉對

他們也會有更多理解，想辦法幫助他

們，讓自己更像他們的朋友，而不是

培訓員。

不僅如此，莉莉在自己親身受益

的同時，開始向周圍的人介紹法輪大

法，影響更多人身心受益。

兒子不再沉迷電子遊戲

莉莉的兒子米歇爾（Michel），

14歲，今年二月分才正式開始修煉，

卻非常精進，每天早起參加晨煉，並

讀一講《轉法輪》，現在他說學業變

得很輕鬆，每天都精力充沛。修煉前

經常和爸爸發生爭執，修煉後努力按

照真、善、忍的原則要求自己，在家

裡變得更加善良懂事了。

米歇爾以前沉迷於電子遊戲，每

天都玩到很晚，不寫作業也不出門，

甚至連自己原本喜歡的運動也不做

了。但修煉後，米歇爾覺得這電子遊

戲上癮就像抽菸一樣不好，所以就不

玩了，還教朋友們煉法輪功，一位以

前一起玩遊戲的朋友開始修煉了，兩

人會一起煉功及讀《轉法輪》。

保姆及其小女兒身心變健康

莉 莉 家 的 保 姆 福 斯 汀

（Phaustine） 是 肯 亞 人，36 歲，

剛到莉莉家上班的第二天就開始請

假，因為她體弱多病的小女兒麗貝卡

（Rebecca）病了。莉莉的母親給了

福斯汀一朵寫有「法輪大法好」的小

蓮花吊飾，福斯汀又拿給了麗貝卡，

小女孩很開心。接著福斯汀跟著莉莉

修煉法輪大法 3 個月後，發現女兒沒

再生病了，至今 3 年了，家人都順順

當當的，非常健康。

她開始相信莉莉跟她說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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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簡單易學，適合男女老幼，
五套上乘功法，一步到位，
通過修煉，達到百脈皆通，身心愉悅。

法輪大法
入門簡介

初學者可報名
線上免費學功

法輪大法好
一個古老性命雙修的好功法

不收禮   不收費   義務教功

莉莉在非洲肯亞修煉大法 也讓更多人身心奇蹟變化

煉功，全家受益」的話，也覺得自己

最大的受益是心態上的變化，不再像

過去那樣心事重重、整天焦慮不安，

現在變得開朗了，知道如何面對各種

困難，對未來充滿信心。

鄰居小朋友卡姆蘭心臟病好轉

鄰 居 家 的 小 朋 友 卡 姆 蘭

（Kamran）今年 10 歲，是印度裔肯

亞人，從小就有心臟病，原本無法正

常站立和行走，也總是呼吸困難，且

身體常年都是冷的。一年前卡姆蘭隨

著媽媽跟莉莉和米歇爾一起煉功，僅

僅跟著大人們煉功而比劃了幾下動

作，兩週後，媽媽驚奇的發現卡姆蘭

的變化，卡姆蘭感覺身體會發熱，不

像以前那樣總感到疲累，體力也變好

了。當被問到對法輪大法的感受是什

麼，卡姆蘭靦腆的笑著說：「法輪大

法好！」他們一家人都感恩法輪大法

帶給他們的奇蹟。◇

【記者黃宇生／臺灣新北報導】

任教於新北市立新莊國中的生物老

師朱家蔚，榮獲「110 年度新北市

SUPER（超級）教師獎」，此獎旨

在發掘深耕基層的優良教師。今年 4

月 10 日，在頒獎典禮上，朱家蔚上

臺發表獲獎致詞時表示，他的成功祕

訣就是真、善、忍，以此貫穿在他教

學生活中，真誠待人、與人為善、默

默付出。 

喜愛生物的朱家蔚，畢業於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又在國立

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的生態實驗室

取得碩士學位。 20 年教學期間，還

幫助推廣學校各項活動，並建置校園

生態網，引領全校師生關注校園生態

環境；帶領學生從事環保，尊重生

命、落實班級經營；假日還到臺北植

物園擔任導覽志工。

修煉明白了生命的意義

2008 年某日，他被派去幫新唐

人電視台製作跟植物相關的節目做介

紹，看到攝影人員旁邊有一「法輪大

法好」展板，他好奇及探詢後，熱心

的學員借給他法輪功的主要書籍《轉

法輪》，家蔚一個星期不到就看完一

遍了，言淺理白又蘊含奧妙天機的內

容觸動了他，並開始修煉，很快明白

了生命真正的意義，他舊有的觀念也

受到衝擊。

用心去感受萬物皆有靈

不同於以往只講究「眼見」為

憑，他開始比較「用心」去觀察及感

受，發現萬物似乎了解他的心意，校

園中植栽了數棵「大葉桃花心木」十

多年都沒結果實，長期觀察、等待蒐

集果實裂瓣和種子的他與歷屆學生一

次次失望。今年，他特別關注的其中

一棵彷彿與他「心有靈犀一點通」似

的結了果實。一個假日，家蔚心有所

感「果實應該快要開裂」，於是跑去

學校關注，沒想到竟在那棵樹下，撿

到了果實所有落下的裂瓣果皮，非常

完整，也蒐集到了幾片飄散的種子，

「萬物有靈」，彷彿樹木知道他的心

意，想要展現給他看。

還有一次，非常巧合的順利全

程拍攝到「蝴蝶的蛹正在羽化」的影

片，讓他對「萬物有靈」印象深刻，

也影響了他利用隨機教育，引導及啟

發學生尊重萬物、珍視與愛護生命之

善念。

著重陶冶學生的品格

面對少子化，有些學生驕縱、

自我，令教師們難以教導。家蔚著重

學生養成真誠不欺、善心為人、忍耐

不怨等中心品格。

他和同樣修煉法輪功的妻子結

婚後，在修煉上互相督促精進，他在

教學上也更加有耐心，當看到學生聯

絡簿上寫到「謝謝，感謝我們的導師

脾氣好…」，他內心是非常感動的，

他也會跟學生分享：「這是法輪功創

始人李洪志老師教導我的。」他也建

立與家長良性溝通的平臺，深受家長

支持與肯定。

先他後我不抱怨　做個好人

家蔚說：「修煉前，凡事我都想

要實事求是，就是會去問清楚，如果

那件事情我覺得不合理，我就會抱

怨，甚至在會議上很勇敢的舉手去指

出什麼地方不對，並且爭取自己權

益。但是學法修煉後，會覺得其實主

任或校長要求什麼工作，他們一定是

真的需要同仁幫忙才會開口，絕對

不會故意找碴。」他表示，當懂得實

踐「先他後我、替別人著想」的法理

時，就不會去抱怨。他還會對以前的

表現感到有點愧疚，覺得當初怎麼會

這樣給別人添麻煩。

學校教師會理事長林吟春表示：

「與家蔚老師一起擔任同年段導師

時，他用心的去了解每位學生的特

質，期末以動植物的特性去給予學生

有別於傳統的導師評語，貼切又生

動，他對學生的這份心意著實令人感

動。本校理監事會議上肯定家蔚老師

對於生物教學的熱忱、校園生態的觀

察及導師工作的用心，故表決通過推

薦家蔚老師參與新北市 SUPER 教

師選拔。」而朱家蔚則是滿懷感恩李

洪志師父把這萬年不遇的珍貴大法

傳諸於世，讓他有機緣修煉真、善、

忍，從而有了寶貴的成功祕訣。◇

生物老師實踐真善忍獲SUPER教師獎

▲新北市新莊國中朱家蔚（右二）獲教師獎後與家人、學校教師會長合影。（明慧網） 

▲ 2019 年，莉莉（右）在盧安達帶領小朋友學煉功法（明慧網）

▲福斯汀修煉法輪功 3 年了。（明慧網）
 

▲莉莉一家人，左一是莉莉，左二是兒子米歇爾。（明慧網）

▲朱家蔚（右）和妻子共同修煉、互相提醒、精進實修。（明慧網）

明慧之窗

法輪大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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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記者李維安彰化採

訪報導）法輪大法洪傳三十年，人

傳人、心傳心，傳遍世界五大洲百

餘國，受益民眾無計其數。以下是

法輪功學員和家人真心誠念「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轉

危為安的故事。 

小禧是臺灣的法輪功學員，先

生雖未修煉但非常相信「法輪大法

好」，幾次經歷讓他對「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深信不疑。

小禧分享了他們一家奇特的經

歷，她說：「連假期間姪兒邀約到

南投杉林溪山群附近的忘憂森林爬

山，一行六人到達目的地之後時間

還早，還有時間可再爬一座山。攀

抵山頭回程時山區飄起了濃霧，來

時美麗的山林景致成了茫茫昏暗一

片，且前方山徑常有標示不明的岔

路，一時間大夥失去了方向。」

當時小禧的先生建議：「循著

過去登山者留下的記號，應該就可

以走出去了。」山路既小，且坡度

又陡（大概有 45 度），爬著爬著

就走進了另一座反方向的山頭。此

時天色已漸漸轉暗，但卻找不到下

山的路，在山區繞來繞去，姪兒心

慌了。

平時小禧都把九字真言放在心

中，時時以真、善、忍規範自己，

她心中篤定「有師在，不怕！」她

告訴先生、姪兒夫妻和侄孫，誠心

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當

大家一起齊念這真言後不久，原先

來時經過的竹棚、山區小徑上的岔

路都不見了，只有一條山徑，順利

的讓他們找到下山的路。大夥雀躍

不已，大聲喊著：「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在山谷間迴盪著。

一行人順著山徑往出走，走到

登山口已是晚上七點多了，原本打

算四個小時的爬山活動，實際卻花

了九個小時。過後才發現，此次他

們翻山越嶺的攀爬了三座山頭，真

是不可思議。

小禧說：「當危急迷茫時，千

萬要記得『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我們全家深信大法好，再

次見證大法神奇。一人煉功全家受

益。」小禧的姪兒一家人親身經歷

誠念九字真言的玄妙之處，小禧

說：「姪兒已開始詢問如何修煉，

興起了想了解與學煉法輪大法的念

頭了。」◇

文／日本法輪功學員

【明慧網】阮友維是一位越南青

年，在日本愛知縣工作生活，今年

34 歲。他曾為了賭博偷偷賣了家

裡的摩托車，還打架鬥毆，離家出

走，傷透了父母的心。此外，他也

練了十多年空手道、少林功夫等，

卻仍疾病纏身。如今的他早已擺脫

了病痛的折磨，工作認真努力，深

受主管賞識；他還主動關心、孝敬

父母，幫助親戚。是什麼樣的際遇

能讓浪子回頭？ 

法輪功網站解答了人生困惑

2017 年，阮友維剛到日本一

個多月，因病待在家裡，上網看到

法輪大法網站後，他驚訝的看到主

要經書《轉法輪》被翻譯成四十多

種語言，他好奇為什麼世界一百多

個國家都有人在學煉法輪功，於是

他打開法輪大法的講法錄音，開

始聽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老師的講

法，心裡感覺到無法形容的美妙，

一口氣通宵聽完了九講講法，他發

現自己心裡困惑許久的問題幾乎都

得到了解答。他決定開始學煉法

輪功。

修煉後一個星期左右，阮友

維連續發燒三天，然後嘔吐、上廁

所，一吃就吐，他知道這是師父在

幫他把體內不好的東西清理出去。

過後他充滿感激的說：「我輕鬆戒

掉了十年的菸癮。所有的病痛都消

失了，頸部三塊骨頭和背部三塊骨

頭退化的問題沒有了、低血壓也消

失了。」

工作認真努力獲老闆信任

在修煉法輪大法後，阮友維更

用心的工作，認真努力，效率高。

不僅工作環境變得更好了，他與同

事的關係也更加和諧。別人不願做

的工作，他來做，沒人注意時，也

會好好工作。「公司共有三十多人

包括越南人和日本人，老闆卻找我

這個日語只學了兩個多月的人，談

了三次給我加薪，讓我當經理。」

他說：「如果我沒有修煉大法，不

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恐怕

不會得到這種信任。我相信在哪裡

都需要真、善、忍，做個好人中

的好人。」

浪子回頭 家人相繼修大法

修煉大法後，自己受益良多，

於是想向父母介紹大法，可是以前

做了很多錯事，失去了父母的信

任；且他的家族為基督教大家庭，

要改變信仰絕非易事。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真

的被寵壞了，想玩各種各樣的東

西，吸菸、賭博、彩票、遊戲、參

加格鬥俱樂部等等。曾經三次離家

出走，甚至偷賣了家裡的摩托車去

賭博，還打架。我的父母一直為我

擔心並多次為我哭泣。」修煉後，

阮友維決心按照真、善、忍歸正自

己，做一個孝順的人，一個對社會

有用的人。

他開始每天給父母打電話噓寒

問暖，還給家裡寄錢，幫助親戚，

對待家人的心態也改變了，「我對

家裡的每一個人不再居高臨下，而

是開朗平和，尤其是我更加愛護妻

子，五年多來我沒有對我的妻子說

過一句不好的話，我認為她是最好

的妻子。但修煉大法前，我總是只

看到妻子的錯誤，並將妻子和別人

的太太作比較。」

父母感受到友維的變化，漸漸

的他們對大法的態度改變了。一年

後，父親說他考慮了很多之後，決

定也要修煉法輪大法，因為不止聽

友維所言，還要看他是否能做到，

再者他們是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大家

族，決定修煉法輪功可能會和其他

親朋好友有間隔，需要下很大的決

心，是友維的改變撼動了父親的

心。友維說：「家裡的每個人都注

意到我發生了澈底的變化」，隨後

母親、妻子、弟弟也都相繼開始修

煉大法。

法輪功修煉者都這麼善良

不僅是自己的家人，友維也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輪大法

的美好，他在日本經常參加法輪

功學員的遊行和各種介紹法輪功

的活動。越來越多的人聽聞法輪

大法，當地的越南人學員由三人

增加到三十幾人。

令友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次，他給參加日語能力考試的考

生發資料講真相，遇到了三位越

南人，其中兩人對法輪功感興趣，

一週後也決定修煉大法了。他們

說：「起初我們以為你發資料是賺

錢的，後來知道是志願者。你這麼

熱心善良，說的每句話都能感動我

們，我們很想知道是為什麼。現在

我們知道了，原來每個修煉法輪功

的人都這麼善良。」

莫錯過千萬年難遇的佛法

在過去的幾年裡，優曇婆羅花

在友維家的水果上、樹葉上、汽車

上、房門上……相繼開放。友維覺

得，這彷彿告訴世人，千萬年等待

的佛法已經傳世。他感謝法輪大法

的師父給了他們全家幸福的生活、

健康的身體，最重要的是知道了生

命的意義，他想用親身經歷告訴

所有人：「法輪大法有百利而無一

害，切勿相信中共的謊言，莫錯過

千萬年難遇的佛法。」（限於篇幅，

內容有精簡）◇

浪子踏歸途　全家結法緣

忘憂森林迷途中 九字真言顯奇蹟

【李覺民／整理報導】法輪大法

又稱法輪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創編

的佛家上乘修煉大法，以宇宙最高

特性「真、善、忍」為根本指導，

修煉者只要反覆靜心通讀《轉法

輪》，努力按照書中闡述的法理，

實踐「真、善、忍」，提高心性，

並加以煉五套功法動作，能從而達

到人心向善、身體健康、返本歸真

的高層境界。 

被法輪功學員尊稱為師父的

李洪志先生，是中國吉林省長春市

人，1992 年 5 月 13 日在長春市

開辦首期法輪功學習班，向社會傳

授法輪功。為支持國家舉辦大型氣

功活動，李洪志先生曾親率弟子參

加了 1992、1993 年在北京舉辦的

東方健康博覽會，1992 年在博覽

會上被譽為「明星功派」；1993 年

那次，李洪志先生獲得博覽會最高

獎「邊緣科學進步獎」和「特別金

獎」，以及「受群眾歡迎氣功師」

稱號。在北京產生了熱烈的反響，

修煉人數迅速增加。

1998 年 9 月，中國國家體育

總局抽樣調查法輪功學員 12,553 

人，修煉後的祛病健身有效率總數

高達 97.9%。

平均每人每年節約醫藥費

1,700 多元（人民幣，下同，約新

臺幣 7,425 元），每年共節約醫藥

費 2,100 多萬元。

由於法輪功對強身健體有神奇

效果，加上教人向內找、修心性，

使社會道德提升，因此人傳人，心

傳心，傳向大江南北，學煉者日

眾，短短 7 年，據中國官方調查，

1999 年初，中國大陸修煉法輪功

的人數約為一億，很多中共的高官

和家人都在學煉。

法輪功沒有政治訴求，修煉人

也不參與政治，只希望有自由學煉

的環境。然而，1999 年 7 月 20 日

起，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因出於個

人的妒忌心，便利用媒體鋪天蓋地

的造謠誣衊法輪功，造成世人對法

輪功的誤解甚至仇恨。中共在沒有

法源的依據下，非法殘酷鎮壓與迫

害法輪功至今未停歇。而如今法輪

功則傳向了全世界超過 110 個國家

和地區，受到廣大的歡迎。

在臺灣，法輪功自 1995 年 4 

月傳入後，一直呈現蓬勃發展的景

象，1997 年 11 月，李洪志先生蒞

臨臺灣講法，給大法洪傳臺灣奠定

了堅固的基石。至今，法輪功幾乎

傳遍了臺灣每個角落，修煉者涵蓋

社會各階層，學員努力實踐「真、

善、忍」，給社會帶來清新祥和的

氣象。（資料來源：「明慧網」）◇

佛家上乘修煉大法 上億人身心受益

1 9 9 9 年中共鎮壓法輪功之前，中國廣州的一

個煉功點早晨法輪功學員們在煉功。（明慧網）

李洪志先生 1 9 9 3  年獲頒東方健康博覽會「邊緣

科學進步獎」和「受群眾歡迎氣功師」。（明慧網）

國際社會給予法輪功和創始人的褒獎、通過支

持議案、支持信函等至今超過 5 千個。（明慧網）

2018 年 5 月 20 日，法國部分法輪功學員在巴黎

人權廣場慶祝法輪大法日，演示功法。( 明慧網 )

阮友維閱讀越南版《轉法輪》。（明慧網）

小禧與先生、姪兒一家人共六人在忘憂森林的合影照片。（明慧網） 

▲阮友維在他家多處發現了

優曇婆羅花。（明慧網）

【註】：據佛經《法華文

句．四上》：「優曇花者，此

言靈瑞，三千年一現。」

《慧琳音義》卷八也載

明：「優曇婆羅花為祥瑞靈

異之所感，乃天花，為世間

所無，若如來下生、金輪王

出現世間，以大福德力故，

感得此花現。」就是說，優

曇婆羅花每三千年開一次，

當花開的時候，意味著將有

轉輪聖王在人間正法。

2005 年優曇婆羅花首

現於韓國京畿道龍珠寺及全

羅南道須彌山禪院的佛像

上。此花花形如鐘，淡白

色，半夜開花，味如檀香，

翌晨即萎，不需養分、水分

與土壤，在玻璃、鋼鐵及植

物葉子等處都能生長，近幾

年來這種奇特的花盛開在韓

國、中國、臺灣等世界各

地，媒體都有報導。( 資料

來源：《大紀元》) ◇

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



【大紀元訊】（記者李辰報導）

2 月 11 日，美國維吉尼亞州眾議

院以 82:0 的投票結果，一致通過

H.R.9 號決議，譴責中共迫害法輪

功，並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

決議案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

器官、酷刑折磨、強制奴工等惡

劣行徑。此前該州已有 24 個縣、

市地方政府通過了類似的決議。 

美國醫師、西方法輪功學

員 塔 蒂 亞 娜 ‧ 丹 寧（Tatiana 

Denning）2 月 8 日曾在州眾議院

相關委員會上作證時說：「站在我

身旁的是王春彥（音譯），是維

州居民、中共迫害的倖存者，她

曾被中共判勞教 7 年，每天被強

迫勞動 18 小時，她有 20 多位法

輪功朋友被迫害致死。她在獄中

還被抽血，以檢測其器官的兼容

性。換言之，中共政權將她視為

潛在的器官『供體』。」

本次決議案的發起人、州

眾 議 員 約 翰 ‧ 阿 沃 利（John 

Avoli）在眾議院相關委員會上發

言說，該決議案「幫助教育維吉尼

亞州居民有關中共活摘器官和強

制奴工的邪惡。法輪功教導人們

信仰『真、善、忍』。由於法輪

功壓倒性的受歡迎程度，中共自

1999 年起，抓捕和奴役法輪功學

員；直到今天，還在繼續。」

最後決議，眾議院祕書將本

決議的副本傳送給該州的州長、

國會議員和衛生署，要求他們將

此副本分發給各自的選民，以便

他們了解眾議院對此事的看法。

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自 2006

年首次在國際上曝光，此後國際

社會不斷推出調查報告和議案，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這一行徑。

2016 年，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

343 號決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迫害法輪功，停止活摘法輪功學

員等良心犯器官的行徑。

2021 年 5 月 12 日，美國國

務院發布《2020 年年度國際宗教

自由報告》。除了法輪功受迫害的

整體情況，該報告還比較詳細的

收錄了 2020 年發布的兩份調查中

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器官

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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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維州眾議院決議 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大紀元訊】（記者鍾元、特約記者張東

旭／臺北報導）3 月 2 日，美國前國務卿蓬佩

奧（Mike Pompeo）伉儷與前國務院中國政

策首席顧問余茂春一行 12 人搭機抵臺進行 4

天訪問。 3 月 3 日下午拜會行政院長蘇貞昌

時表示，他是以美國公民身分來訪，希望與臺

灣一起努力為自由奮鬥，因此「我們必須挺身

而出，讓中共知道，必須尊重人權、尊重人民

尊嚴、尊重臺灣人追求自由生活的權利。」 

臺灣法輪功人權律師團發言人朱婉琪 3

月 2 日晚間在社群平臺 Safechat 發文：「我

謹代表臺灣法輪功人權律師團，歡迎前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夫婦訪臺，並感謝您在國務卿任內

多次公開支持臺灣，以及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

輪功，捍衛人權！」

蓬佩奧在國務卿任內，於 2020 年 7 月

20 日發表國務卿官方聲明指出：「中共對法

輪功學員 21 年的迫害已太長、太久，必須停

止。」「自 1999 年以來，中國共產黨試圖剷

除源於中國的精神修煉功法──法輪功，及

其和平修煉者，以及那些為信仰權利奮鬥的

人權捍衛者。」

2020 年 12 月初，蓬佩奧會見法輪功學員

等受迫害群體代表，他在國際人權日宣布制裁

一名嚴重侵犯法輪功學員人權的中共官員。

蓬佩奧任內接受英文《大紀元時報》專

訪表示，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透過歷史與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已認知中共政權本

質，但卻忽略了中共的威脅，如今中國共產黨

已在美國境內。 2020 年他在威斯康辛州議會

發表演講時，譴責中共曾滲透加州政府，破壞

一項聲援法輪功的決議案。

蓬佩奧任內高度支持臺灣民主自由，關

心中國人權與香港處境。他曾引用法輪功等信

仰群體遭嚴重迫害的實況，公開勸誡梵蒂岡教

廷，不要延續與中共的密約。

蓬佩奧任內也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不

代表也不等同中國及其人民，他在 2022 年 1

月推文表示：「我的朋友余茂春（Miles Yu）

和我去看了電影《沉默呼聲》（Unsilenced），

這是一部動人、誠實、對中共嚴厲控訴的影

片。」他推薦大家去看這部電影。◇

法輪功反迫害 蓬佩奧多次聲援

【希望之聲】（記者琳晴／紐約

曼哈頓採訪報導）3 月 8 日國際婦

女節，中國婦權、磐石教會、人權

中國、中國民主黨、中華聯邦黨、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青年中國、基

督徒公義聯盟等八大團體和個人近

百人，在位於紐約曼哈頓聯合國總

部大樓前舉行集會，表達他們的共

同訴求「打倒共產黨」、「還我姐

妹人權」、「自由屬於人民」，要

求聯合國干預清查中國「鐵鏈女」

及中國婦女兒童拐賣犯罪氾濫問

題，並要求聯合國兒童婦女署取消

彭麗媛「促進婦女兒童教育特使」

頭銜。 

人權組織「中國婦權」創辦人

張菁表示，「今天我們不發聲，明

天可能就輪到我們的姐妹、我們的

母親和我們的孩子。」活動組織者

代表張菁等人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及婦女署、兒童署遞交了請願信。

以下是遞交的請願信內容（原文英

文，中文翻譯由活動主辦方提供）：

兩月前曝光的江蘇徐州「鐵鏈

女」、以及前幾天曝出的陝西榆林

的「鐵籠女」，因她們極其悲慘的

遭遇曝光而引爆了網路世界、引發

了中國大陸及全世界廣泛震驚和憤

怒。其實這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國

（共）大陸被買賣、拐騙、強虜的

婦女（及姑娘）每年都有數十萬

人以上。這是一個極具普遍性的事

件。因為除了在中共統治下普遍良

知喪盡、人心敗壞這因素外，還有

制度性問題如公檢法腐敗，執法者

參與犯罪、成為罪犯保護傘，以及

中共大小官員普遍淫亂促成了婚外

性需求的「供應產業鏈」。比如，

徐州的鐵鏈女起初是被徐州豐縣

書記、縣長用來性賄賂上面的市

長大人的美處女，被糟蹋後就賣

給窮漢子做性奴。這些婦女的一

生就在被強姦、輪姦，成為生育

機器，被酷刑暴打、虐待、鎖鐵

鏈，被關鐵籠、地坑、豬圈，被

當作神經病人……中度過，有許

多人甚至被害死。

鐵鏈女案件曝光之初，當地政

府極力掩蓋否認。後來，在世界網

路上被點擊超過 200 億次，廣泛的

追責怒吼聲中，事發地縣市政府甚

至省政府不得不進行「全面」、「深

入」調查，並先後發表 5 次調查報

告，但都是指鹿為馬、謊言翻新、

文過飾非。這又一次充分體現了中

共慣用的辦法：壓制媒體、刪除帖

文、追查打壓揭露真相者，還有就

把這些「鐵鏈女」集中處置（甚至

「消滅」），以防再被曝光；另外再

丟卒保車、處理幾個小官員等；而

不是允許曝光事實、澈查真相、追

究責任，審視制度根源，完善公權

運行。

我們雖然有幸離開中國大陸

而免遭如此非人命運，但我們很擔

心在中國的同胞，包括在中國的至

親至愛，如妻子、母親、女兒或姐

妹，外出被人醚倒、強擄，運送到

什麼窮鄉僻壤被強迫結婚、被強

姦、輪姦、鎖鏈、關地牢……她的

夢想、幸福甚至尊嚴都被殘忍的摧

毀了，最後變成了牲口不如的一個

「鐵鏈女」、「鐵籠女」。

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節，三月

也是美國婦女歷史月，原本是世界

上所有婦女歡快慶祝自己節日的日

子，但中國數十年來至少有一千萬

的女性及兒童與徐州「鐵鏈女」一

樣，被拐賣、虐待、強姦、輪姦、

做性奴及生育機器，催人淚下。因

此，藉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這個特

殊的日子，我們向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及婦女署、兒童署提出我們海外

中國人的兩項訴求：

一、要求聯合國（UN）婦女

署及兒童署介入，敦促中國政府

澈底清查世界震驚的中國「鐵鏈

女」、「鐵籠女」等被拐賣婦女的

實際狀況，敦促中國政府追究此類

利益鏈上所有的犯罪者刑事責任和

民事賠償責任。查清中國大陸拐

賣、虐待、殘害婦女和兒童及廣泛

性和制度性的狀況，敦促中國政府

建立和完善防範拐賣虐待、殘害婦

女和兒童的法律、執法體系。

二、鑒於中國大量的婦女兒童

被拐賣，至少數十萬東南亞女性被

拐賣拐騙到中國的事實，還有至少

8 千萬缺乏關愛的中國農村留守兒

童不能正常上學，而作為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授銜的「促進婦女兒童教

育特使」彭麗媛女士，多年來，對

中國的婦女兒童所遭受的苦難毫無

作為，她不配這個職銜！我們強烈

要求 UN 取消彭麗媛「促進婦女兒

童教育特使」這個榮耀的職務。

我們對聯合國為此作出的

反應拭目以待，同時我們將繼續

為中國大陸身處苦難的姊妹們

伸張公義。( 摘錄自：「希望之

聲」https://m.soundofhope.org/

post/601204?lang=b5) ◇

為鐵鏈女發聲 美多個華人組織聯合國總部前請願

▲「三八國際婦女節」之際，紐約八大華人團體聲援「鐵鏈女」集會現場。（希望

之聲／琳晴） 

【新唐人亞太台訊】3 月 5 日是西藏自由

抗暴 63 週年紀念日，在臺藏人團體，在臺

北街頭舉行遊行活動，譴責中共持續在西

藏、新疆實施種族滅絕，呼籲臺灣民眾反對

中共暴政，一起為自由發聲，還有在臺烏克

蘭人現身力挺。多名臺北議員以及立法委員

響應出席活動。 

在臺西藏人福利協會會長丹增南達說：

「73 年來，中共非法占領西藏，不斷的滅絕

西藏的宗教、文化、藝術、語言、文學，中

國不等於中共，中國是中國人的。」在臺烏

克蘭人：「呼應達賴喇嘛曾經說過的，支持

西藏並不只是支持西藏人，而是支持被迫害

者。我們永不放棄，我們的士兵展示堅定的

決心，我們終會勝利。」

臺北市議員包括苗博雅、林亮君、林

穎孟、黃郁芬，以及立法委員邱顯智、吳玉

琴、林昶佐、范雲等多位委員都出席力挺。

立法委員林昶佐：「不只要守護臺灣的

自由，我們更要把那一些正在喪失民主自

由的朋友們，或是已經喪失民主自由的朋友

們，奪回他們應該要有的民主自由跟人權。

當國際社會現在都已經往團結對抗獨裁的這

一條路線走的時候，我相信西藏終將自由。」

立法委員范雲：「我們跟圖博人是同一

個時代的人，我們跟香港的朋友是同一個時

代的人，我們跟現在正在抗爭的烏克蘭的朋

友，也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因為我們都在黑

暗當中對抗極權。」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祕書

長吾爾開希表示，世界正在覺醒，是因為西

藏、維吾爾、香港的犧牲，以及從烏克蘭人

英勇抵抗中誕生的覺醒。臺灣應傳達，對共

產黨的堅決不相信，以及對和平自由、民主

同盟價值的堅定支持。◇

藏人反中共暴政遊行 
在臺烏克蘭人力挺

▲美國維吉尼亞州眾議院投票現場影片截圖。（大紀元）

▲蓬佩奧在2020年任內時指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21年的迫害已太長太久，必須停止。（新唐人亞太台）

▲3月5日是西藏自由抗暴63週年紀念日，在臺藏人團體，在臺北街頭舉行遊行活動。（新唐人亞太台）



波蘭修女：來自創世主的信息

1 月 20 日，神韻在波蘭歷史文

化名城托倫演出，修女芭芭拉．瑞

布斯（Barbara Rybus）觀賞後表

示，她感受到神韻藝術家們肩負著

某種歷史使命，「這種使命就是要

告訴現代社會的人們，只有心懷美

好和善良，才能在世界上創造美好

的事物。」她感動落淚的說，身心

都被這純善純美的演出深深觸動。

她透露說她也曾感染上了中共

病毒（武漢肺炎，COVID-19），但

她表示，人不應該被病毒擊倒，觀

賞神韻演出給了她希望和啟示，每

個人都能從神韻中看到希望，「這

是來自創世主的信息，就像我們今

天在這場演出中看到的一樣。神韻

用這種表達方式，用這種生動而簡

潔的創意來給這個世界帶來美好。」

她說：「這是驚人的美麗體驗，不

可多得。感謝所有為這臺節目付出

努力的人，我要向所有人推薦神韻

演出，絕對值得觀看。」

瑞布斯修女在 2016 年曾獲得

波蘭共和國騎士勳章，以表彰她在

推動精神和文化方面做出的努力。

觀眾：神韻展現美好與希望

3 月 11 日，神韻在德國米爾海

姆市劇院演出結束時，觀眾站起來

長時間熱烈鼓掌，神韻三次謝幕。

高級賽馬場主 Cornelia Dick 感謝

最後一個節目中展現的美好與希

望，「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美好的結

局，非常棒的結局，很正面，給人

以希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歐

洲又發生了戰爭，人們會想戰爭將

在某時結束，希望會重新到來。」

企業家 Wim Hak：「我非常感

謝。我會跟我的三個孩子，以及我

的孫子們講述神韻。我告訴他們，

這是不可思議的，（從中國）移民

出來的藝術家們，在全世界告訴大

家，什麼是和平與自由。」

神韻演出是每年一套全新的節

目製作，未來幾個月，神韻在全球

各大城市巡迴演出，6 至 7 月將蒞

臨臺灣，帶來精彩絕倫的節目。更

多關於神韻藝術團巡迴演出的行程

和購票詳情，可瀏覽其官方網站：

https://zh-tw.sheny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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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亞太台訊】由真人真

事改編，反映中國人權現況的電

影《沉默呼聲》，劇情曲折，震撼

人心，獲得第 28 屆奧斯汀電影節

(Austin Film Festival) 故事長片類

別的「觀眾選擇獎」。 1 月 21 日

起，在美國 30 個城市上映；2 月

25 日起，也在加拿大十大城市放

映，反響熱烈，美、加地區多家主

流媒體紛紛報導和推介。臺灣 228

連假期間，在北、中、南多個城

市，也舉辦 7 場 VIP 專場特映會，

吸引政商、藝文等各界人士觀看。 

該片講述的是在 1999 年的中

國，兩對清華大學的學生情侶無憂

無慮的生活，卻在一夜之間被中共

的一道禁令打破。隨著國家媒體機

器不斷製造謊言，打壓異見，他們

與美國記者丹尼爾產生了交集。抓

捕、酷刑、甚至死亡的威脅時刻籠

罩著他們，他們不得不做出選擇：

是憑著良心說出真相，還是對謊言

與暴行保持沉默。

電影《沉默呼聲》片段：「人

們正在被傷害，正在被殺害，正

在被囚禁。」「咱們得把真相告訴

人們。」

劇中兩對清華大學的學生情侶

用勇氣和智慧，幫助一名外國記者

衝破中共的監視和封鎖，把中國發

生的人權迫害真實情況，在國際上

曝光。劇中男主角在遭受中共酷刑

時，仍堅持追求真相的信念，令觀

眾印象深刻。

中共迫害人權的惡行舉世皆

知，然而世界各國影視圈往往基於

中國市場的考量，甚少敢觸及此

議題。以獨立製片形式製作的《沉

默呼聲》的加拿大籍導演李雲翔表

示，由於議題敏感，無法在中國拍

攝和招募演員，最後是在加拿大及

臺灣取景完成，多位主要演員也來

自臺灣。故事內容更引起臺灣人的

共鳴，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

南方影展創辦人黃玉珊導演讚

揚該片導演拍攝手法的技巧及對人

物的細膩刻劃。並表示感到震撼， 

「因為它是建立在真人實事的題材

上面。這裡面的年輕人，還有包括

這個導演，包括這個劇組，我覺得

他們是很有勇氣來製作這樣的一個

題材。」

臺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我

覺得看這個電影最深刻的地方，是

以楊書記為代表的整個中共的絞肉

機是怎麼運作的，剃人頭者，人亦

剃其頭。」

立委張廖萬堅：「就像電影裡

面講的，沒有真相，或者沒有正義

的社會裡面，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受

害者。這部電影很簡單，告訴大

家，即使你生活在富足、自由民主

的臺灣，你隨時可能因為認識中共

不夠，而被沒收這些自由民主的人

權價值。」

中華民國前駐法大使呂慶龍：

「今天我們在臺灣，我們能夠享受

安定的生活，我們有自由開放的環

境，我們可以去探討任何議題，那

接下來，我們就像影片裡面所揭櫫

的價值，就是我們不應該沉默。」

他希望這部電影能被全世界看到。

前 微 軟 資 深 顧 問 Michael 

Herman 說：「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

影片，特別是對媒體業來說，對新

聞自由世界的民主，和媒體揭露暴

政並傳播正義和真相的力量等等。」

李雲翔導演把中共迫害人權的

議題，透過電影的藝術形式，彰顯

道德勇氣的可貴。留給觀眾反思，

在真相與謊言之間，選擇哪一邊？

前立委尤美女律師說，她相信

在電影裡面真相的揭露，讓每一個

人去看到中共的本質，尤其在最近

我們也看了《時代革命》在臺灣的上

映，還有烏克蘭的事件，「只有發

出聲音，大家不再保持沉默，才能

夠讓惡人不敢為所欲為。」

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榮譽教

授彭光輝說：「這個社會不怕壞人

有多壞，可是最怕的是善良的人沉

默。」這部電影裡面發揮出正義，

還有生命跟生存的價值，這是讓人

非常深深感動的地方。他也呼籲：

「大家一起來為自由

與人權努力！」◇

2022年 3月號

  掃描連結官網

【大紀元訊】（白珍馨／綜合整

理）神韻藝術團是全球頂級中國古

典舞與傳統音樂藝術團。 2006 年

成立於美國紐約，通過中國古典

舞、民族民間舞、舞劇、交響樂伴

奏、樂器獨奏和美聲獨唱，復興與

弘揚中國五千年正統神傳文化。今

年有七個藝術團正在世界各國巡迴

演出中。 

當大幕拉開時，現場的驚歎

聲此起彼伏，演出過程中更是掌聲

不斷。很多觀眾表示神韻不僅僅是

一場視覺盛宴，更是一場心靈的洗

禮，並帶來美好、和平與希望。

男爵夫人讚神韻分享傳統價值

3 月 6 日，英國上議院議員、

芬利男爵夫人 Baroness Finlay of 

Llandaff 帶著孫女在倫敦觀賞了

神韻演出後說：「這是一場精采絕

倫的演出！」「我覺得《秀春梅》中

展示的扇子舞美不勝收，舞蹈令人

驚豔。男子舞中展現的那些翻騰等

高難度肢體動作，在視覺上令人驚

歎。」她說：「我的孫女喜歡美猴王

孫悟空的節目。」「3D 天幕是一個

非常精妙的設計，舞蹈家從天幕中

跳入和跳出銜接完美，配合得天衣

無縫。」

芬利男爵夫人尤為讚歎神韻通

過祥和的方式分享傳統價值，這會

給民眾帶來希望，「如果我們能理

解並尊重他人，我們就走在通往和

平的道路上。」

芬利男爵夫人是英國醫學會倫

理委員會的成員、卡迪夫醫學院的

醫學教授，也是屢獲殊榮的國際兒

童項目學生慈善項目的贊助人。

戲服設計師：服飾美得驚人

Constance Tippett 和芭蕾舞

者女兒 Radha Pappas 一家祖孫三

代，3 月 6 日在美國鳳凰城觀賞神

韻演出後，Tippett 驚歎的說：「精

妙絕倫、繽紛亮麗，服飾美得驚

人，我是一名戲服設計師，所以我

真的歎為觀止。我真的好想去觸摸

一下他們的服飾，我想知道是什麼

材質，我的天啊！真的太美了。」

「一切都是那麼的美好，帶來滿滿

的希望！ 」

觀眾驚歎身心被淨化

香 農． 奧 唐 奈（Shannon O 

Donnell）是美國鳳凰城一位知名

畫家。她說：「我一開始坐在那裡

觀賞演出的時候，腦中還在思考目

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這一切，但漸

漸的自己的思想被舞臺上美好的一

切淨化更新了，完全忘記了那些塵

世中的紛擾。」她相信很多觀眾都

會有身心被淨化的感受，因為演出

呈現的普世價值是人們都能理解

的。「人們應該來觀賞神韻，親自

體驗。」

3 月 12 日，經營加油站及零售

店的企業家 Gabriel Cuda 和太太觀

看了神韻在紐約林肯中心大衛寇克

劇院的演出後說：「我不是一個容

易被感動的人，但我真的震驚於神

韻之美，我真的被震撼到了，還有

現場交響樂團，以及演出的一切。」

他說看神韻就像去古老中國旅遊了

一趟，學到了很多他從未了解過的

中國文化。

他很高興的發現，所有的神

韻舞蹈演員和音樂人都是法輪大法

學員，是修煉人。他明白了他們是

「用心在演」。

Cuda 說：「我感受到了強大的

能量，來自於背景天幕、來自於在

其中穿梭自如的藝術家們。非常美

妙，我全心的沉浸其中。」「我感

到如此放鬆，這對我來說可能是一

件最重要的事情。」

神韻展現美好與希望 震撼各國觀眾

得獎電影《沉默呼聲》彰顯道德勇氣的可貴

《沉默呼聲》劇照。（《沉默呼聲》製作團隊提供）

電影片段：「在一個沒有真相，沒有正義的社會裡，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包括你自己。」

【明慧之窗】（記者沈容綜合報

導 ) 靈隱寺是杭州著名的寺廟，寺

裡至今還有濟公的祠堂，而這座美

麗的寺院座落在飛來峰和北高峰之

間。據說濟公是降龍羅漢轉世，在

人間揚善除惡，濟世救人，留下一

段段神奇的故事，濟公搶親的故事

就是其一。

有一天，濟公掐指一算，得知

一座奇異的山峰即將在中午時分，

飛到靈隱寺前面的村莊來，如果山

峰落下，將會壓死很多無辜的百

姓。濟公擔心村裡人的安危，他挨

家挨戶的大聲叫道：「大家趕快搬家

呀！中午就會有一座山峰落下來，

不搬家就會被那山峰壓死！」村民

們一看是濟公，知道他平時瘋瘋癲

癲，老說些瘋話，大家從來都不把

他當回事，也就不相信他。

這時，正好有一家人正在迎娶

媳婦，新郎新娘正在拜天地，來恭

賀的人絡繹不絕，十分熱鬧。濟公

見狀，把新娘往肩上一扛，然後撒

腿往外跑。此舉驚動了全村的人不

分男女老少全都追了出來。

濟公扛著新娘一直往前跑，

直到他認為安全了，這才停了下

來，氣呼呼的人們終於追上了他，

這時，頃刻間，天昏地暗，一聲巨

響，一座山峰不偏不倚壓在他們的

村莊上面。眾人驚魂甫定，再回頭

看看濟公，這時才明白原來他不是

為了搶新娘子，而是為了救大家

的性命啊！人們見這座山峰是飛來

的，就取名叫「飛來峰」。

故事也好、傳說也罷，世間往

往重複著同樣的輪迴——惡人總是

強詞奪理先告狀，救人的卻又往往

不被理解。當有一天，您看到法輪

功學員採取各種方式讓您知道「法

輪大法好」，及講述這場迫害的真

相時，希望您也能試著想起濟公救

人的故事吧！

因為法輪功是修煉「真、善、

忍」的佛家大法，這些修煉人有的

甚至冒著危險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

了您好，為您生命的未來著想，使

您免遭欺世謊言的毒害。因為無論

是誰，一旦被謊言所矇蔽而反對佛

法，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

您對法輪大法所生起的良心善念，

上天也將因您的明

白和支持，為您留

住幸福平安的未

來。（限於篇幅，

內容有精簡）◇

濟公搶親救人的啟示

3 月 2 日，神韻環球藝術團在巴黎國際會議中心的演出，全場爆滿。（章樂／大紀元） 

 濟公搶親的故事

（神韻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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