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6年01、02、03月份

77

機會來了！機會來了！
最近遇到幾位義工問我一個相同的問題，
就是「當我們正在幫患者調整到一半的時候，

魏 裕 峰

+886937888888

話，往生天堂的機會就大。
親人或長期被他們調整的病人，在往生的時候

都明白肉體總有一天會消失。也都希望在走到

都能夠走的很安詳，甚至死亡了以後肉體也沒

盡頭的時候都能夠：

有僵硬，有些大體火化了以後還燒出舍利子或

1:沒有痛苦的走、有尊嚴的走。
3:走的時候能夠有自己信仰的神來接。
二十多年來，比較資深義工的經驗都能體
會到，經常被調整的人，生命最後的階段，通

無法投遞請退回

舍利花出來！
有些宗教人士會在人往生了以後，經常有
一大群的信徒為他助唸佛經或聖經。像這樣有
意義的參與雖然重要也有功德，但畢竟是一個
人已經在往生之後了才為他做的。

常並沒有像相同疾病的人會有種種痛苦的症狀

想一想！假如一個人在往生之前我們就能

出現。因為在長生學的調整之下也能夠好吃、

夠透過長生學的調整與陪伴。讓他的壽命得到

好睡、好拉、好行動、甚至生活上可以自理，

延長、又能完成一些願望、同時減輕他的痛

活得有尊嚴。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被調整的

苦、讓他能夠放下一切，自然就能很安詳的

人，就有好的精神與體力能夠去完成他未了的

走。像這樣的意義是很大的！

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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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父母親在的時候多盡一點孝心來孝

並且在被調整當中感覺到被「愛與關

順他們，總比他們往生後才舉辦大型追思法會

懷」，尤其當一個即將往生的人感受到人間是

來的重要。我們都明白一個道理「生前奉上一

有愛有溫暖的，這是何等的重要，就像德雷莎

滴水，勝過死後一盆血！」。

tw.longevitology@gmail.com
changsenxue@yahoo.com.tw

fb搜尋:[長生學總會 Longevitology]

2015.10.09

只是有時爬樓梯時，腿會酸痛無

高雄服務處於科工館南館重陽節義診

高雄服務處於高雄光之塔重陽節義診

力。因女兒視力差不方便而陪著
她一起參加長生學。能量我原本

飛蚊症獲得改善

不相信，但初級班上課第一天開
穴完走回坐位時嚇了一跳，雙手

台灣 台北市 康景昕 +886-958-911823

覺得好熱好熱，這是我的手嗎？

我 是 在2014年3月 份 參 加 永 和 地 區 初 、 中 級

真是覺得不可置信。

班。上課後才對長生學有初步的認識，但並不十分

平日在家看電視時我便把手

瞭解到長生學的功效，僅知道可以透過開穴和調

放在膝蓋上，沒想到膝蓋疼痛一

整，可以減緩身體的不適與症狀的減輕。

日比一日減輕。雖然我年紀大，

2014年3月27日 ， 隨 永 和 站 陳 站 長 伉 儷 一 同

靜坐練功後心跳有顯著
的改善，精神和思緒也
清晰很多。
學完後到調整站跟
師兄師姐們學習，回家
後也幫父母做調整，雙
親也都有明顯的感受。
母親為多重病症，有一
次我帶母親到調整站請
義工們幫忙調整，當時

3/04.05.06

台南 2/17.18.19

2/24.25.26

雲林 2/19.20.21

2/26.27.28

台中 3/01.02.03

3/08.09.10

南投 3/03.04.05

3/10.11.12

新竹 3/04.05.06

3/11.12.13

高雄 3/07.08.09

3/14.15.16

嘉義 3/18.19.20

3/25.26.27 (必須中級班結業二個月以上並經過實習 請上課學員預先報名)

彰化 3/21.22.23

3/28.29.30

嘉義

她因腹部開刀處內部化
高雄

膿無法排出而疼痛不
已，若膿水再不排出隔

台北

天就將準備開刀，經義
工 們 幫 忙 調 整C7、C4、

台南

一年的面癱調好了
香 港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和平路51號(永榮社區活動中心)馬賽國小旁 0933-989787 陳師兄‧0963-263920 陳師姐
0921-221767‧06-2151088
台南市林森路二段252號(大學里活動中心)
斗六市南聖路301號(南聖宮)
0912-352057‧0922-005107‧0910-547890
0937-718219‧0934-329319‧0937-205566
台中市梧棲區中央路二段238之1號(福德里社區活動中心)
0912-345217‧0937-585337‧0939-198905
南投市千秋活動中心(南投市千秋路222號)
03-5326335‧0926-162976
新竹市東明街138巷1號(光復里集會所)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101號3樓(田西里活動中心)(自強路跟青年路交接口)
07-2382688日‧0939-196538
昇平社區活動中心(嘉義縣竹崎鄉昇平村6鄰93號) 0934-005023 邱淑真 村長‧05-2774678‧0937 – 619181 蘇師兄
彰化縣和美鎮月眉活動中心(彰化鎮和美鎮和厝路一段276號) 0912-345217‧0937-585337‧0939-198905

宜蘭 2/26.27.28

台中

彰化

12/21.22.23.24.25
12/27.28.29.30
1/04.05.06.07.08
1/09.10.11.12.13
1/17.18.19.20.21
1/27.28.29.30.31

上課地點：台中市東區仁和路362號（台中總工會）勞工服務中心
0937-205566
報名時間：12月13日下午13：00～16：00
0937-718219‧ 0985-180183
報名地點：台中市北區天津路四段平安里活動中心(天津調整站)
天津路與楊柳西路交叉口(慈善寺後方)
報名及上課地點：「朴子老人會館」(嘉義縣朴子市文明路100號)
報名時間：104年12月13日星期日上午9時～12時 05-2393419‧0935-386299 蔡主任

05-2774678‧0937-619181 蘇師兄

上課及報名地點: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101號3樓 (田西里活動中心)(自強路跟青年路交接口)
報名時間：104年12月26日（週六）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
07-2382688日
高級班課程皆為預先報名，不接受任何現場報名。
0939-196538
上課地點：台北市議會【台北市仁愛路四段507號B1】地下室一樓
02-25181685
報名時間：2015/11/16～2015/12/15
報名地點：於台北區所屬各調整站開放時間，請備妥相關報名資料。
上課及報名地點：台南市林森路二段252號 【大學里活動中心】
0921-221767
報名時間：1/4～1/8 晚上7：30～8：30
06-2151088
上課地點：國際獅子會300C3區社會服務館【彰化縣秀水鄉平安二街2號4樓大會議室】
報名時間地點(一):105年1月17日 早上09：00～12：00
0937-585337
彰化市工校路南郭國小中庭（從工校路進入）
0939-198905
報名時間地點(二):105年1月17日 下午14：00～16：00
南投市千秋活動中心（千秋路222號）
0935-348315

陳 麗 萍

+852-90177231
哥哥的丈母娘在去
年中離世，安息會後翌
日哥哥起床後右邊面頰
突然扭曲，就連嘴角也
被牽歪了，急忙到醫院
診治，醫生證實不是中
風，是因感染濾過性病
毒而引起面癱，吃過特
效藥並做過多次的物理
治療卻無甚進步，年底
又再試做面部針灸但仍
未恢復面部感覺，為此
哥哥頗為失落。

今 年 （2015） 三 月
間，好友帶我參加了長
生學初、中級班課程，

對本會所舉辦之研習活動，如有問題

2015.10.04

常常較快，學習長生學

可電洽總會詢問

+886-928490408
我已經當阿祖了，身體硬朗

香港
852-54087379
緬甸
95-95082285
印尼
62-87876105857
紐西蘭
649-6290084
澳洲
+61-425-210-813
+61-415-987-759
馬來西亞
016-5244889
016-5241368
英國
1223362978
其他國家請電話洽詢總會
奧地利
06763107568
德國
015227790909

夜顛倒的素食者，心跳

台灣總會：（０６）２１５１０８８

台灣 台北 賴玉霞

我是個生活忙碌日

魏老師：０９３７８８８８８８

膝蓋疼痛
一日一日的好起來

總會 魏老師
+886-937-888888
張老師
+886-6-2151088
傳真+886-6-2155919
台北
+886-2-25181685
+886-988-389571
+886-919-951685
桃園
+886-3-3348229
新竹‧苗栗
+886-3-5553969
+886-926-162976
台中
+886-4-25825566
+886-937-205566
彰化‧南投
+886-4-7585337
雲林
+886-910-547890
嘉義
+886-5-2393419
台南
+886-6-2151088
麻豆
886-6-5723733
高雄
+886-7-2382688
(夜)886-7-2262470
屏東
+886-920-331016
台東
+886-89-851286
美國
花蓮
626-5728588
+886-3-8528101
加拿大
宜蘭
604-2665639
+886-918-608305
604-4318297
澎湖
新加坡
+886-6-9272058
65-90124326
日本
042-9426420

+886-913131989

(任何國家均可)

2:臨走之前能夠完成心頭的願。

台南郵局許可證

很多義工也曾經告訴我，他們經常調整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因為每一位重病的人

內

郵資已付

所以在這些的情況下，人就比較能夠放下

影響？」

6 01‧02‧03

台灣 新北 莊然印
國

修女曾經為那些臨終的病人所做過的一樣！
一切的走，容貌自然就安祥和藹，像這樣的

我的回答是說「功德無量，非常好！」

免了開刀之苦

老 師

這位患者剛好走掉了。這樣的話對我們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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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金邊
汶
萊
印尼雅加達
馬來西亞登嘉樓州
印 尼 棉 蘭
馬來西亞柔佛州
馬來西亞砂勞越州
香
港
印 尼 萬 隆
印 尼 泗 水
加拿大溫哥華

12/22.23.24
1/12.13.14
2/01.02.03
2/20.21.22
2/28.29.3/01
2/28.29.3/01
3/04.05.06
3/13.14.15
3/22.23.24
3/29.30.31
4 /05.06.07

12/25.26.27 金邊端華學校分校大禮堂
012525522 黃小姐‧017898688‧011814793黃先生柬語報名
詹師姐:+673-8828856
1/15.16.17 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美霞+62 8161886356‧碗珠+62 816915793‧+62 81310160660‧DrJulia +62-08161127636
必須預先報名 請電話洽詢
2/04.05.06
莊源輝 0129696000‧張小菱 0129087411
甘馬挽 甘馬挽華社禮堂
2/23.24.25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A Ho 08126591393‧A Ho 085103755536‧Elisa+62-8153015252
黃德安 0127179635‧李汶芳 0127375111
3/02.03.04 居鑾 居鑾德教會
楊師姐:013-8333881‧陳師兄:019-8851085
美里福州公會
3/02.03.04
+852-54087379
必須預先報名 請一個月前電話洽詢
3/07.08.09 必須預先報名 請一個月前電話洽詢
+62-816627283
+62-811371955
3/16.17.18 必須預先報名 請一個月前電話洽詢
3/25.26.27

7891 Cambie Road, Richmond,Mr.BC,
V6XHelen1J7Chiang 604-620-9698
David Canada,
Yih 604-808-6876‧Ms.

(必須中級班結業二個月以上並經過實習 請上課學員預先報名)

4/01.02.03

9012432

4/08.09.10請電話洽詢報名時間（必須調整站實習30次以上）
3/05.06.07.08
馬來西亞吉打州 3/07.08.09.10.12 吉打州 雙溪大年 雙溪大年老街場華小
陳海發 0143023516‧ 蘇美清 0124729406
新 加 坡

必須中級班結業
二個月才可參加高級班報名

收取任學費、報名費，凡活動之開支均由學員自由樂捐分擔。

得到魏老師的教導和開
穴我漸有所體會，長生
學藉著人體導引宇宙能

"相信"長生學

量，增強身體的氣，改

我

善新陳代謝讓身體免疫

I believe

功能增強以改善身體。

台灣新竹 張萬富
0939-525798

我利用復活節四天

長生學能鎖住青春，延年益壽，調

今年夏天有一次午睡起床時，左腳

假期連續替哥哥調整

整體質維持健康。幫人調整是高級快

腳掌麻痛，站立非常不適。趕快一手放

中，距山下還有很長的路途要走，且無任何交通工

C7、C5和 患 部 ， 他 的 身

樂，是靈魂的快樂。那是付出奉獻，讓

C7、一 手 放 在 腳 掌 ， 約 半 小 時 ， 疼 痛 麻

具可以利用，陳站長伉儷，立即選擇一較開闊的空

體有很大的反應，四天

他人因為您的存在而快樂。有心有願心

都消失了。這自我調整的效果立即奏

地，大家席地而坐，開始幫我調整眼部的不適，在

下來他的嘴角已回復原

清靜，是練功及調整時必須做到的，有

效，絕無虛假。

當時的情形下，也等於在第一時間內，由兩位有經

位。繼而每個星期天再

德才有得。

驗的長生學義工為我調整。

幫他調整，兩個月過去

攀登汐止五指山，與友走內山的途中，突然發現右
眼有飛蚊症的現象，十分明顯。因為當時身在山

說起來還真不可思議，在調整不到二十分
鐘，我的飛蚊症狀立刻獲得改善，也沒有繼續惡

欣然再見哥哥的俏臉。

2015.10.03
高雄服務處 於金獅湖保 安宮重陽節 義診

2015.10.18 桃園中級班結業義工合影

四月起我常到長生

2015.10.16 台灣苗栗初級班開課

記得9年前一次車禍，傷及手腕和頸

和 長 生 學 結 緣21年 了 ， 也 是 我 的 終

椎，當時全靠師兄師姐的調整，醫生說

身志業，與太太、師姐一起去調整站或

至少要3個月才能康復。沒想到透過長生

醫院幫人調理身體，長生學是我們共同

學的調整，一個半月後就能夠打網球，

討論的話題。

康復神速！

2015.10.09 桃園初級班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