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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台湾法轮功学员的盛大排
字活动都引人瞩目，今年是法轮功
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洪传大法 27 周
年，11 月 16 日有约 6,500 名来自
台湾及世界各地的部份法轮功学
员，齐聚在台湾中正纪念堂的自由
广场排出壮观图像“法轮大法洪传
世界”。

法轮功深受不同种族、 
不同肤色的各族裔人士
喜爱

20 年来都担任图像设计的吴清
祥表示，今年排字图形的中心是世
界地图，上面有法轮功指导修炼原
则“真善忍”；最上面的 10 道光芒
代表法轮大法佛光普照，整个图像
是“法轮大法洪传世界”，代表全
世界五大洲 114 个国家及地区都有
人修炼法轮功，有超过一亿人身心
受益，法轮功深受不同种族、不同
肤色的各族裔人士喜爱。

吴清祥说，法轮功学员每年在
台湾法会召开前夕举行大型排字，
都吸引很多人来看，可以说是台湾
每年最盛大的排字，也是最有美感
的图形，让看过的人会感动。他
表示，有看过的民众网络留言说 ：

“好盛大、好壮观、好殊胜！”，还
有人说 ：“很感动、好伟大！”也有
人说 ：“我也希望能参加！”

对对于今年排字难度，他说，
法轮功排字希望图形能够表现美
感、艺术感，所以排字是用隶书字
形，隶书是蚕头燕尾很艺术的字
体，呈现浑厚、厚重、稳重、沉稳
感，但不像印刷体左右横竖都一样
宽容易排。另外，世界地图很复
杂，要怎么去表现全世界的陆地跟
海洋，这不是很规则就有难度，

“而且有海外来的学员，台湾学员
则来自全岛，在没有预演下要整体
协调一致，要有修炼基础才能互相
配合。”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
春梅说，每年台湾大型排字对法轮
功洪传起到很大的作用，今年海外
学员来自欧美、亚太地区的国家，
还有远从俄罗斯来了 10 几个人，
他们来台湾参加法会，也都想参与
排字都会协助安排，其实大家都同
修一部法（《转法轮》）就是同修，
他们来台交流大家也都很高兴，也
是很欢迎。

黄春梅表示，中正纪念堂以往
是陆客常来的地方，今年则日本

团、韩国团较多，自由行欧美游客
也蛮多的。看到现场学员在准备排
字先期工作，他们会来询问到底
这里在做什么，“有 2 个欧美人很
好奇的问，我们拿排字简图给他
们看，两人很高兴的说图形太漂 
亮了。”

她说，法轮功在自由广场排字
散发正的能量，其实跟不自由的
大陆来讲形成很强烈的对比，也让
游客有缘看到排字了解到法轮功 
真相。

法轮大法普传全球  
造福人类的奇迹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
朱婉琪律师说，1992 年李洪志大师
在中共无神论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大
陆，将“真、善、忍”佛家修炼原
则从中国东北长春传出后，并洪传
海外 114 个国家及地区，使上亿的
海内外民众脱胎换骨、身心受益，
近代史上出现了这部普传全球、利
国利民的高德大法，堪称近代人类
史上造福人类的一个奇迹。

朱婉琪表示，法轮大法在中国
传出时，立刻受到广大中国人的欢
迎，盛赞法轮大法的纯正高尚，对
广大民众的身心健康具有奇效，对
中国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
法轮功却遭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妒
忌，利用假恶斗本质的中共，以及
其极权机器对广大的修炼民众进行
灭绝性的镇压，历经 20 年的残酷
迫害至今未歇。中共镇压法轮功
的倒行逆施，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及谴责，也促使人们来了解 
法轮功。

她说，各国政府及国际人权团
体已经认识到法轮功，是一个在俗
世中修炼普世价值的团体，也是国
际社会中最了解中共邪恶本质、在
世上最强而有力揭露中共迫害真
相、呼唤人们良知觉醒的团体之
一。她表示，台湾是中国大陆以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华人社会，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带给人民光
明及希望”，她呼吁世人在乱世中
保持自己的最大善念，谨记“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

参与盛大排字  
以身为法轮功学员为荣

桃园法轮功学员、网拍业者周
先生说，他在今年 3 月开始修炼法
轮功，10 几年的烟瘾瞬间戒掉了，
他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修炼
后有许多深刻的感受，我觉得法轮

大法很好。”周先生这次在朋友邀
约下，首次参加法轮功学员排字活
动，即使赶不上报名时间，但他仍
站在场边，与排字学员们一起参与
活动，“天气很热，看到这么多学
员坐在太阳下，我真的很感动，也
想为大法付出。”

对于这次排字活动，法轮功学
员林先生表示，他从小与母亲一
起修炼法轮功，这次在现场看到
排字主题“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让他感到相当的光荣。他说，法
轮功以真善忍为标准，指导学员
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如今洪传到
全世界，“我很替这些支持法轮功
的人们高兴，也以身为法轮功学员 
为荣。”

林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盛大
排字，让许多经过的民众有机会认
识法轮功，同时思考为什么会有这
么多人修炼。他表示，这次参加活
动有许多青壮年法轮功学员，而且
许多学员的言行都符合真善忍，他
以自己的母亲为例说，不管其他人
如何欺负她、羞辱她，她都可以用
体谅与包容的胸襟替他人着想，对
他人予以无私的帮助，且不会计较
得失，“我非常的佩服她，这也是
我应该得达到的境界。”

世新大学广电系大学一年级的
黄同学说，她参加过很多次的排字
活动，虽然每次排字的场面都相当
的盛大，但都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平静，另外，每次跟这么多的同
修坐在一起，也会有种既熟悉又温
暖的感觉，“我只要抬头看天空，
会觉得这个世界，在此时此刻怎么
变得这么美好。”

法轮功洪传全球，已被无数的
人们知晓并获得各界的支持，黄同
学表示，她很替知道法轮功真相的
人们开心，而这次排字时，她也看
见许多民众站在场边拍照，将法轮
功学员排字的景象记录下来，“很
开心他们能见证这么洪大的一刻，
现在情势在变，我们要更努力，让
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的真相。”

大陆人士 ：佩服法轮功学
员捍卫真善忍信仰的精神

第二次来台旅游的大陆人士刘
先生说，他接触过很多法轮功学
员，直观中觉得他们的精神状态，
与不修炼法轮功的人不一样，“他
们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是一群
非常平和善良的人，很有礼貌，做
事有分寸，很真诚，很干净。”他
说他接触过也跟法轮功学员聊过，
“我非常佩服他们捍卫信仰的精

神，也为他们受到的迫害感到很难
过，信仰自由是人天生的一部分，
但在中国大陆却被中共剥夺了。”

“（一些）大陆老百姓因为中共
的恶意宣传，使得他们对法轮功学
员有成见”，刘先生表示，可是问
他们为何有成见，又说不出具体原
因，他们就是觉得（中共）政府说
不好，可能就不好，其实这都是中
共宣传对老百姓的影响。他说，中
国人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是知
道的，但是因为看不到讯息，具体
有多惨烈却不清楚，因为他们只能
看到中共要给他们看到的，外面的
讯息是无法了解的。

刘先生以自己为例说，刚听到
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事，
他也半信半疑，但是他翻墙看了很
多报导，尤其连西方主流媒体都
报过了，“我就相信这件事是存在
的，如果不是真的话，中共能接受
西方主流媒体的报导吗？中共做了
丑陋的事，外界指责它时，它是心
虚、默认、不反驳，那也就代表活
摘是存在的。”

刘先生说，他特地看了现场的
真相展版，其中一个展版是法轮功
学员拿着真善忍的横幅在北京天安
门被武警抓捕的画面，对比此刻在
台湾自由广场几千位法轮功学员
自由的炼功活动，反差实在太大
了。他说，首次看到这么盛大的法
轮功学员活动，他用手机拍下这
珍贵的画面，希望有机会可以让
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在海外洪传的 
事实。

他同时也感慨，在大陆因为中
共的封锁，一般老百姓可能无法得
知真相，但是在自由的台湾，获取
讯息如此容易，对于那些选择听信
中共谣言宣传却不去寻找真相的台
湾民众，他感到非常痛心。

在台湾的香港留学生陈同学
说，他这次来看法轮功学员的排字
活动，是因为在七月份时，他在香
港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体认到
香港现在的情况，跟法轮功学员的
情况有点类似。

陈同学说，在台湾看到法轮功
学员盛大的排字活动，感受到台湾
这边的信仰与自由，这与香港与中
国完全不同。另外，法轮功学员以
和平理性的诉求，向中共争取信仰
自由与正常的修炼环境，“但我们
从反送中运动可以看见，中共这 20
年来并没有改变。”他说，“我觉得
法轮功学员非常的厉害，他们在这
二十年来，不断遭到中共残酷的迫
害，但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退步，这
是值得香港人参考的精神。”◎

台湾6500法轮功学员排字展殊胜
大法洪传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