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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有胃疾和頻尿現象，晚上大約每兩小時就必須起來

上廁所，嚴重影響我的睡眠品質。在我開完穴後的第二天，夜

尿的次數就減少了，真的太神奇。

有一次，我的外婆不小心被魚刺卡到喉嚨，當時我非常緊

張，試了很多方法都無法將卡到喉嚨的魚刺弄開。本來想要到

醫院請醫生將魚刺取出的，但外婆靈機一動，打電話給了一對

學過長生學的義工夫婦來家裡幫忙。結果，那對張姓夫婦來到

家裡幫外婆調整了3～40分鐘，外婆吞口水時，喉嚨已經沒有

被刺卡到的感覺了，在喝了一杯溫開水後，喉嚨已恢復正常。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是長生學，只覺得她們夫婦的氣功好

厲害喔！後來才知道那是長生學，我說我也想學，沒想到如今

如願以償，不但自己的健康有了改善，還可以伸手幫助身邊的

家人和朋友，真的很開心！

我在20多歲時，不知何故身體出現了白

斑，中、西醫都看過，但都沒有太大成效。西

醫方面開的是類固醇的藥，吃了一段時間，發

現身體狀況並不好，因此沒再繼續吃下去。

    後來，因同事許益源的關係，認識了長

生學，相繼學習了初中級班。經過老師的指

導、開穴，以及自己不斷的做功課，除了我的

白斑有明顯的改善外，身體與精神方面也感覺

比以往輕鬆自在。目前，我正在努力的調整我

的白斑症狀，希望能改善的更快。

事情發生在上課的第一天。在初級班上課前的一

個星期，我似乎有些莫名其妙的心悸感覺，右眼上方

像似顏面神經出了問題，不時的會產生抽蓄，弄得我

很不舒服。就在魏裕峰老師第一天幫我開穴回家後的

那個晚上，我心想，就照著魏老師所教的方式來試試

看吧！我一手c7、一手放在抽蓄的部位，不知不覺我

睡著了。神奇的事發生了，隔天早上起來後，我感覺

右眼的抽蓄停了。但我內心還是不敢確定，直到下午

還是沒有動靜，我就跟我女兒說，我女兒說我是心理

作用。等到了晚上要上第二天課程時，真的完全平靜

了，我還興奮的上台做了見證。

我從小就有富貴手，常會起水泡，不能碰，龜裂

的時候痛得要命。在調整的那段期間，本來正常的手

又突然長出了水泡，之前是時好時壞。我先生告訴我

說：「這次不要擦藥，也不要用針去戳水泡。」說也

奇怪，這次我任由他發展，水泡長了約一個星期，不

痛不癢，而且又自然的消了，手的皮膚感覺也比以前

細緻，這都是老天賜給我的宇宙能量所帶來的功效，

感謝長生學！

台灣 南投 黃佳慧 +886-980-209314

台灣 台南 張瑛芳 +886-928-371458

台灣 台中 林品樞 +886-961-193046

開運了，乾眼症，再見！ 下或冷氣房裡，眼睛都會難過得 晚上也比較容易入眠。

誠如：人又善願，天必從 必須看醫生點眼藥水，尋求坊間 現在，我自己每天都會一手

之；人有善念，天必佑之。都會 中醫所開的顧眼藥丸，或晚上熱 c7、一手眼睛，然後再調整我的

遇到善因緣的指引，而去遇到對 敷，但都沒有效果。 肝臟。目前眼睛不舒服已大大改

的人，對的事，就如同我接受長 因緣際會之下，讓我遇到了 善，眼睛也不再酸澀、不再畏

生學的因緣一樣。 長生學，學了長生學之後，發現 光，更不用熱敷，真是開運出運

我的眼睛乾澀，困擾了兩年 當我做功課靜坐之後，我的眼睛 了。感恩，願長生學永遠傳承，

多，每逢天氣變化，在大太陽底 會更亮、更舒服和看得更清楚， 造福人群！

      3年前，師兄余金順告 心動了，決定去報名長生學。 狗狗痊癒了，更對長生學充滿了

訴我路陽調整站那有開班教"長 有一天，家裡養的小狗狗不 信心。

生學"。"長生學"不但對自己的身 舒服，坐立不安，不吃不喝又嘔 學"長生學"除了可以自己當

體好亦能幫助別人。當時的我聽 吐，一直伸懶腰，每走幾步就重 "醫生"以外，也能因為幫助別人

了仍然心存疑慮，下不了決心。 覆這個動作。看了獸醫，吃了 調整時調節自己的身體。我本身

有一次我出門旅遊，團裡有 藥，情況仍沒有改善。正當我焦 患有"富貴手"，常會癢到極點也

位小妹妹不舒服暈倒了，正當大 慮不安時，忽然想起老師說動物 有裂紋，經過我每次去幫別人調

家焦急的時候，碰巧團裡有位高 也可以進行調整，所以我就決定 氣，我的手在不自覺中慢慢復原

級班長生學的師姐，她幫這位小 試 試 看 ， 在C7和 腹 部 調 了20分 了。很幸運認識到及接觸到長生

妹妹調氣。半小時後，那位可愛 鐘，當天就調了3次。第2天，狗 學，它像是上天給我的一份禮

的小妹妹醒過來了。剎那間，我 狗竟然活蹦亂跳了。好高興看到 物，感激不盡！

在沒認識長生學之前，我每 庇有三個調整站，我都有去調整 正常無需服藥了。

六個月要到醫院報到看醫生做檢 過。六個月之後再到醫院再做檢 我非常感謝長生學。我也要

查，醫生會檢查我的腎臟，然後 查，醫生告訴我，藥物不需吃那 感謝所有替我調整的師兄師姐。

再給我開藥方。在前年（2011） 麼多了。 有時我因工作，身體時而感到累

雖有吃藥，但是我的腎病並沒有 去年七月份，長生學初、中 很睏，腰背有酸累時，我就用長

好轉，我的雙腳也腫了，醫生告 級班在亞庇開課。我報名參加 生學持續調整，狀況就好多了。

訴我，要安排我去洗腎了。那時 了，我覺得長生學對我的健康很 我覺得長生學太不可思議了，很

的我聽了，有如晴天霹靂不知如 有幫助。在我參加長生學初、中 神奇，我也介紹很多朋友來調

何是好，唯有照醫生的安排了。 級班後，徐老師給我開穴道後， 整，尤其是我的家裏成員，我先

後來在一個機緣之下，遇到 我常常在家靜坐，也常到調整站 生，我媽媽，大家都常到長生學

貴人了，這位朋友介紹我去路陽 幫人調整，也和其它師兄師姐互 調整站做義工。謝謝您…長生

調整站做調整。當時我也不懂長 相調整。再到醫院做檢查時，醫 學！

生學是什麼，去到調整站就是讓 生報告令我驚喜萬分。醫生說不

師兄師姐給我做調整就是了，亞 用再吃藥了。我的腎病已痊癒已

 台灣 高雄 劉慈敏 +886-915-587205

馬來西亞 沙巴 亞庇

黃美瓊+60-168373276

2013.05.25 美國波斯頓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3.05.28 美國波斯頓中級班上課學員與老師大合照

2013.05.18 美國紐約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3.05.07 美國洛杉磯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3.05.01 美國拉斯維加斯
中級班結業學員與林老師合影
2013.05.01 美國拉斯維加斯
中級班結業學員與林老師合影

2013.04.24 紐西蘭中級班學員結業合照

2013.04.13 德國卡爾斯魯厄初級班
上課時學員互相練習調整之狀況
2013.04.13 德國卡爾斯魯厄初級班
上課時學員互相練習調整之狀況

2013.03.20 印尼雅加達中級班開課狀況

我是去年2012年3月在樹林區第94期結業的學員。在還沒

有學習長生學之前，我有耳鳴、肩頸痠痛、偏頭痛、胃脹氣、

夜裡頻尿和血液循環不良等症狀，可以說是一身的毛病。雖然

都不是些重大的疾病，但也帶給我生活上許多的困擾和影響。

經常去看中西醫，就是無法根治。

去年三月學了長生學後，也許是每天都有開穴和接受調整

的關係，雖然只是短短的6天，可是，困擾我多年的那些雜七

雜八的症狀，好像完全消失了。尤其是夜裡頻尿和偏頭痛，已

經沒有了。肩頸的痠痛和耳鳴也改善了很多。回想起來，如果

當初沒有參加長生學的課程的話，可能還是一身的毛病。感謝

林老師、魏老師，感恩長生學，讓我找回了健康！

台灣 新北市 謝煥宗

+886-919-576292

台灣 高雄 歐素玲

+886-986-589327

在幾年前就聽過長生學，但是在去 我。但自我學了長生學後，經常針對這些症

年（2012）8月，才在友人的拉喊下才去 狀自我調整，現在，我的消脹氣的藥已經停

學習了長生學的的課程。 了，便秘也改善了。

我本人在2009年發現肺部有一個2公 有一次去參加法會時，遇到一位師姐喉

分的腫瘤，並且擴散到了血液之中，做 嚨很不舒服，原本她想回去不參加法會了，

了8次的化療，至今仍在定期追蹤，雖然 我對她說我可以用長生學幫忙調整看看，結

一切還算正常，但總覺得渾身不舒服。 果才調了三分鐘，她就對我說舒服多了，並

由其是肚子不舒服，必須長期吃消 決定要留下來參加法會。這都是長生學的功

脹氣的藥，還有便祕問題也一直困擾著 德，感恩長生學！

胃脹氣便秘改善了 台灣 彰化 張美華

+886-919-015731

我因為頸椎問題，兩隻手已經痛了差 太膝蓋剛做完手術，我便邀她一起到調整

不多一年的時間，每位醫生對症狀的診斷 站去調整。當我幫她做調整時，我感覺到

也不一樣。還有，我的右手拇指又有板機 自己的手掌好像有一股電流，突然我的板

指，看遍中西醫，做過復健，也都沒有起 機指的姆指很痛，但我還是繼續為她調

色。 整。做完後，鄰居太太告訴我說，調整的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由朋友介紹進入 過程她的膝蓋剛開始有一陣陣的疼痛，後

了長生學，參加了課程的研習，在第三天 來就不痛了。本來我的板機指痛了3個多

開穴後的半夜，我的右手疼痛到讓我醒了 月，約好了醫生要去開刀。結果，突然間

過來，只好起來吃了止痛藥繼續睡。後來 我的手指能彎曲了，太神奇了，我想我不

才知道，這是好轉反應。 用去開刀了。在此，感恩所有長生學的老

學完了中級班後，剛好鄰居的一位太 師、師兄、師姐無私的奉獻，祝福大家！

台灣 南投 林喜美 +886-928-948786

因為我出生於貧窮的家庭，由於生活之艱困，激發了我在

學時代拼命用心的決心，初社會之後，為了盡量不跟「貧窮」

做朋友，為了自己的前途不分晝夜的努力奮鬥，每天睡覺時間

不到4小時，也許時間繃的太緊，退休之後竟放鬆不下來，天

天為「睡眠」所苦，直到最近這兩年，每晚必須靠安眠藥才能

入眠，也尋遍中、西醫均無效。朋友聞知，均勸我不能長期服

用安眠藥，但又無第二法門，不知如何是好？

正當此困惑之際，這突來的機緣，我步入了「長生學」，

初級班期間，我接受了師兄、師姐的調整以及開穴師的開穴，

在家並耐心的尋找時間靜坐。果然，在初級班結業的次日，也

就是第四天晚上睡覺前的靜坐40分鐘，忽然覺得頭頂有一小圈

雲霧繞轉了一下，我倏然醒了過來，覺得從沒有過的睡意，我

就立即上床睡覺。從這一夜開始，我就脫離了安眠藥，令我覺

得「長生學」這肉眼看不到的宇宙能量真是神奇，也讓我覺得

非常安慰與慶幸。

感謝師兄、師姐們不辭辛勞，無私無我、犧牲奉獻的精

神。我也願，能與「長生學」永遠結緣下去！

馬 來 西 亞  沙 巴  亞 庇  

溫彩霞 +60-198406965

我在8年前罹患肝炎，在醫院檢查出是濾過性病毒引起

的，進而變成c型肝炎。C型肝炎病無特效藥，在醫院經過了干

擾素的治療後，卻沒有成功。因此，除了多休息外，也別無他

法。一般的人，肝指數的GPT大約在3~35之間，我的肝指數在

130以上。如果C型肝炎不斷的惡化的話，最後可能導致變成肝

硬化或肝癌，一想到這些事，心情就很凝重。我曾經試過用民

俗療法和健康食品去改善，但都無效。但很奇怪，就在去年

（2012年）10月份學了長生學以後，經過不斷的靜坐練功和調

整，11月再到醫院檢查，我的GPT已降到80多，雖然還是很

高，但已見到了顯著的改善，真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台灣 新北市 柳近高

+8 8 6 - 9 1 0 - 7 1 1 1 5 5

下列乃近來捐助給本會之大德芳名、捐助日期和款數。一來表誠
摯之謝意，二來以昭信實。

一、芳名以「善心人士」稱之者，實因捐助者不願具名。
二、捐助人姓名如有未登錄者，請與本會張老師聯絡，並將於下

期季刊補行刊登。張老師聯絡電話：06-2151088

三、民國102年05月28日以後之捐助者，當於下季刊出。

劃撥帳號代表人
    俗語說：「獨力難成，眾擎易舉。」諸位之愛心，實
乃義工們無盡付出之動力，盼聚沙成塔，以眾生之資源，
為眾生服務。

戶名：魏裕峰　帳號：３１３１４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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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芳
林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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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之捐助者當於下季刊出

100元 劉蕙蘭‧楊家鑫‧洪瓊雯‧黃冠傑‧黃士祿  200元 陳桂香‧孫承福    300元 謝秀蓮‧劉世桃

500元 王月英‧蔡張玉女‧蔡素芳‧田汶立‧朱海雄‧謝秀琴‧謝妙璘‧黃銘棋‧詹維浩‧張惠珠‧謝禎來‧曾鳳蘭‧
       謝禎秋‧陳文群‧范慧英‧劉燮姬‧朱金桂‧劉嘉惠‧范錦霞‧簡素女‧薛練樹‧鍾素珠‧田天志‧許月靜‧田依頻
       ‧林劉圓妹‧善心人士‧趙徐蓉妹‧吳淑娟‧林金瓊‧魯蓉之‧杜黃秀英‧梁靜文‧陳億芳‧林清銓‧鄭妃妙‧
       楊彩霞‧陳美韻‧陳玉娥‧黃美葉

600元 賴玉燕‧鄭秀蓮‧李德修‧謝文智‧張正雄‧廖芳敏

1000元 李瑞琴‧謝采蓉‧詹清美‧周宥沛‧何其慧‧謝秋芳‧韋 春‧陳富美‧賴培賢‧陳錫淇‧王巧‧陳娫妗‧陳昆助‧
       許明吉 林枝美‧陳蔡美麗‧李坤妹‧李輝珍‧施邱秀霞‧黃沁玲‧李嘴娥‧陳吳鶴  

1500元 曾柳真賢     2000元 田得財‧吳迎帆‧陳美英‧黃誠澤     10000元 張正燦

馬幣183 新竹善心人士   新幣214 新加坡愛心双手長生學會     印尼盾100萬 施克仁      美金200 莉倩

英磅50 侯鉅光           港幣100 嚴麗娟

我學了長生學後，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要與大家分享。

記得有一次下了場傾盆大雨，兒子的背包溼透了，手機也

泡了水。這下子好心疼，怎麼辦呢？突然，我想起了魏老師上

課時提過的見證，於是我心想也來試試！一開始手握著手機調

整，慢慢的感覺手機越來越熱，大約一個小時左右，請兒子幫

我開手機看看。哇，居然可以開機了，只是操作會有點卡卡

的，我又繼續握著手機調整約一小時，狀況解除了，已完全恢

復到可以正常操作，好開心喔，真是太神奇了！

台灣 桃園 朱素儇 +886-933-777565

2013.05.05
奧地利維也納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3.05.05
奧地利維也納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3.04.21 英 國 倫 敦 初 級 班
上課時學員練習互相調整之狀況
2013.04.21 英 國 倫 敦 初 級 班
上課時學員練習互相調整之狀況

2013.05.21 日本初級班開課狀況2013.05.21 日本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3.06.01 
加拿大多倫多初級班上課狀況
2013.06.01 
加拿大多倫多初級班上課狀況

步入中年以後，身體開始有退化的現 都無法消除。那天靜坐40分鐘後，硬塊居

象，也有一些頸肩痠痛等小毛病。有一 然消失了，真是太神奇了！不得不相信長

天，同事拿了一張長生學開課的資訊給 生學的功效。

我，說她們全家都在學長生學，覺得對健     有了這麼神奇的經驗，我開始很

康幫助很大，因為上課地點就在下班途 認真練功，現在每天睡前做功課的時間，

中，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去上課，想不到 是我最愉悅的時刻。每當靜下心來，我似

獲得奇蹟般的效果。 乎可以與自己的身體對話，身體的毛病一

    在初級班的第三天，開完最後兩 一浮現（不論原先知道的或不知道的），

個穴道後，我的身體裡面就感覺到一股很 身體痠痛、便秘都有改善，晚上也睡得很

強的氣流，回家繼續靜坐時，那股氣流仍 好。特別的是，有一次靜坐時，我的右手

然很強烈，當我心無雜念進入非常安靜的 一直向後挪動，我才發覺，原來我的右肩

時刻，身體不由自主緩緩向左傾斜，尤其 歪一邊（怪不的我頭痛、背痛、白內障都

肩頸部位有一股溫和的力量在向左拉，心 發生在右邊）。而長生學正在幫助我調整

裡非常驚異。因我長期姿勢不良又缺乏運 到正確姿勢。很慶幸學了長生學及早發現

動，右邊脖子接連肩膀的部位有一團應 問題，否則以後可能會變成脊椎側彎，感

塊，多年來試過按摩、推拿、熱敷等方法 恩之心油然而生。

台灣 南投 陳金笓

+886-49-222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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