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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

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

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

大法，以“真善忍”为指

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

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在

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

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

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

准，也起着不可估量的正面

作用。

一、概述

开始学炼法轮功，也就

是开始修炼了。“修炼”二

字，同时包括两方面内容：

修——修炼心性，炼——炼

功。

1、学法

那么既然要修心，就

要有相应的法理作为指导。

法轮大法的最主要著作《转

法轮》里，包含了从修炼入

门到修炼圆满所需的一切法

理。学炼者只要不断的、反

复的通读《转法轮》，就会

逐渐领悟到修炼所需的许许

多多的高深内涵。

法轮功学员通常把对法

轮大法著作的学习称作“学

法”。

学法时需要注意的两点

是，1、《转法轮》这本书

需要通读，而不能只挑局部

内容读，或者不按成书的顺

序读；2、学法时不能抱着

任何有求之心，只要静下心

来反复通读，就会“无所求

而自得”。

很多学炼者都体会到，

在通读中，读前面章节时自

己心中产生的问题，往往在

读后面的章节时就得到了解

答；通读第一遍时产生的问

题，往往在通读第二遍时得

到了解答。再读还会有新的

想问的问题，那么继续通读

又会得到解答。有这样一个

规律。

2、炼功

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

功法，因此需要炼功。法轮

大法有五套功法，李洪志老

师所著的《法轮大法大圆满

法》这本书里，有对法轮大

法功法特点的讲解、五套功

法的动作图解和动作机理；

还包含了四个附录：1、对

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

2、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

规定；3、法轮大法辅导员

标准；4、法轮大法修炼者

须知。

二、如何入门

效果最好的入门方法

是，马上静下心来通读一遍

《转法轮》，或者参加法轮

功学员举办的“九天录像

班”，按顺序静心观看一遍

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听

一遍讲法录音也能收到同样

的效果），每天观看录像讲

法后，学炼一套法轮功功

法。

《转法轮》包含“论

语”和九讲内容；讲法录像

/录音也是九讲。

世界各地（特别是大

城市）通常都有法轮功学员

义务服务的炼功点。你可以

从法轮大法网站找到离自己

最近的炼功点，询问是否有

“九天录像班”可以参加。

录像班通常每天放一讲李洪

志老师的讲法录像，然后由

学员教功。参加一个九天

班，全套讲法都听过一遍，

五套功法一步学到位，就可

以开始修炼了，效果非常

好。

没有条件参加九天班

的，可以自己通读《转法

轮》，然后到炼功点学习功

法动作。参加炼功点的集体

炼功有许多好处，一是学炼

动作快，二是有人帮助纠正

动作；三是大家一起炼容易

克服惰性、坚持下去，效果

好。

周围暂时没有炼功点

的，可以通过观看李洪志老

师亲自教功的教功录像带自

学。五套功法按顺序学下

来，每天炼功时就能跟着法

轮大法的炼功音乐炼功了。

请初学者注意：法轮大

法的任何活动都是由法轮功

学员义务提供的，都是免费

的。包括录像班、教功、修

炼心得交流会（通常称“法

会”）等等，为了保持修炼

的纯正，一律不允许收费。

如果收费，就不是真的法轮

功学员办的。请大家注意识

别。

寻 找 炼 功 点 ， 寻 找

炼功音乐、教功录像、师

父讲法录像、更多大法书

籍，请访问：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

购买法轮功书籍：天

梯书店 tiantibooks.org，

tel:1-201-897-8788

寻找法轮功学员的修

炼心得体会和其它文章，请

访问：明慧网（minghui.

org）。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李洪志师

父的六十华诞之际，许多西

方法轮功学员发自内心地感

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吉斯拉是一位瑞典籍、

现在居住在丹麦的西人学

员。她说：“五月十三日是

我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一九九九年当我修炼了法轮

功以后，我的生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我非

常高兴师父教给我宇宙大

法，我知道了真、善、忍宇

宙特性，我可以按照真、

善、忍的原则去生活。同

时，我的身体也受益很多。

以前我因为肾病所导致的多

种并发症，几乎成了残疾

人。可是当我炼法轮功两、

三个月后，我却完全痊愈

了，并且能够上了大学。这

是在以前不可想象的事！”

吉斯拉说，“身体的

受益还不是我最大的收获，

当时我看了法轮功的书决定

修炼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治

病，只是被大法真善忍的法

理所吸引。真、善、忍是世

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世界因

此会变得和平，人类会因此

变得善良，这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在这里庆祝世界法轮

大法日和师父的六十岁生

日，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我

法轮功入门简介

西方人发自内心的感恩

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

长春，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

法轮功介绍给社会。同年，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

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充分

肯定了法轮功的功理功法和

功效，并将其接纳为直属功

派，并为其普及传授给予了

许多具体的支持。

从1992年5月13日至

1994年12月21日，李洪志先

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

会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

班讲法传功五十四期，每期

约十天每堂课用一个半小时

左右讲法，半个小时教功，

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

所到之处，均受到学功者的

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李洪

志先生无论到何处办班，都

坚持最低的收费标准。他经

常讲：既然普度众生，就不

能增加炼功人的负担。

实践证明，法轮功的功

效奇特，已产生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李洪志先生不知疲

倦的奔走于各地，实实在在

的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凡学

过法轮功的人都能体悟到，

法轮功不愧为修炼大法，其

起点很高，给予很多，有很

多至传真宝都无私的奉献给

学功者，那是其它任何功派

都不能做到的。

1993年12月11日至12月

20日李洪志先生再次率弟子

以博览会组委会成员身份参

加于北京三元桥的国际展览

中心举行的北京93年东方健

康博览会，李洪志先生于12

月15日、12月17日和12月20

日作三场报告，博览会后获

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進

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

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

号。

1993年4月，李洪志先

生著作《中国法轮功》由军

事谊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1993年12月《中国法轮

功(修订本)》由军事谊文出

版社出版发行。 1994年9

月，李洪志先生亲自演示法

轮功，教功录像带由北京电

视艺术中心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1994年12月，李洪志

先生主要著作《转法轮》由

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下属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5年3月13日，李洪

志先生赴法国巴黎传授功

法，与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

等使馆官员進行了小范围会

面，并应邀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法兰西共和国使馆文化

处举行了一场讲法报告会。

法轮功正式走向海外。1995

年3月13日至3月19日，第一

个海外法轮功学习班在法

国巴黎举办；4月14日至20

日，第二个海外法轮功学习

班在瑞典哥德堡举办。至

此，李洪志先生用面授班的

形式亲自传法传功的两年时

间正式结束。 

李洪志师父传法传功情况简介

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出版的《转法轮》封面

最珍贵的节日，我买了鲜花

和蛋糕来庆祝这个节日。”

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

凯•茹百珂（Kay Rubacek）

表示：“即使用一天的时

间，我也说不完法轮功带给

我的益处。”“我今天能站

在这里讲话，还生了一对健

康的儿女，是法轮大法给了

我这一切，如果没有法轮大

法，我无法想象我会拥有这

一切。我深深地感谢法轮大

法，感谢师父。”她曾患严

重的背痛和颈痛，不得不辞

去工作，四处就医。走投无

路之际，一九九八年八月，

她遇到了法轮功。亲身体

验着法轮功的神奇，二零零

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二

时，茹百珂和另外三十五名

西人法轮功学员走上了天安

门广场打出 “真善忍”横

幅，告诉中国的人们：法轮

大法好！

法国法轮功学员克里

斯代勒女士说：“作为西方

人，我寻找生活的意义，

宇宙的真理，我用多种方式

寻找它。我想得到内心的

自由。当我开始炼法轮功的

时候，我就觉得这正是我要

找的。我没法解释，就象一

幅拼图，你只是其中的一小

块，那里正好有你的位置。

法轮功带给我的是无穷尽

的。我知道，师父教导的

真、善、忍是真实的。能修

大法这是天大的幸运。”

德国的蕾娜特•丽格•施

托蒂柯是一名记者，她在柏

林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欢

度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

日时说：“一九九八年师父

到法兰克福时我就见到过师

父，并有幸和师父握手。那

时候大家都问，‘你见到师

父的话会说什么？’我说：

‘我就想说谢谢。师父会知

道我所有想说的话。就是发

自内心的谢，为我自己，也

为所有的人。’” 

图：吉斯拉在接受新唐人电
视台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