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很高興認識了長生學。我女兒今年6歲，醫生說她發育

遲緩，不會走路，不會說話，可能只能簡單的叫爸爸媽媽。

我是去年學習長生學的，學習後，一直持續的在幫女兒

調整，重點是放在她的整個頭部，另外，我也會調整她的

C3、肝、腎、胃等部位。去年，我女兒seizure（癲癇）發

作，我幫她調整頭部和C7、C6，她恢復的很快。她總共發作過

三次，現在已經完全沒再發作了。每當她有什麼不舒服時，

我就會立即幫她調整相應的穴道，不久她就覺得好了。

我本身也受益長生學。每當我情緒不好時，就會靜坐讓

自己的心靜下來，讓自己的身與心得到平衡。我也有便秘的

情況，當我便秘時，我會一手C3、一手腹部作調整，很快就

能夠排除便秘的問題。由於長期的做長生學，經年的頭痛也

很少發生。我覺得學了長生學後，我和女兒都將受用一生！

英國 Wencai Mai 0795720038

受用一生的長生學受用一生的長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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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6  台中初級班上課狀況

2016.08.24  印尼泗水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13  彰化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20  台中中級班結業後義工合影

2016.07.18  台中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17 嘉義水上新住民
服務處中級班與學員合影
2016.07.17 嘉義水上新住民
服務處中級班與學員合影

2016.06.15  法國里耳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30  台北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16桃園中級班
結業後義工與老師合影

2016.07.14  
桃園服務處頒發義工證義工宣誓

2016.07.23  桃園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23  桃園地區聯誼餐會

2016.08.01  高雄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08.16  菲律賓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08.13  中國廣州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07  緬甸卑繆初級班開課狀況2016.07.07  緬甸卑繆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06.24  中國無錫初級班開課狀況2016.06.24  中國無錫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06  
馬來西亞彭亨州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07.06  
馬來西亞彭亨州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06.29  
馬來西亞怡保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06.29  
馬來西亞怡保中級班開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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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季刊補行刊登。張老師聯絡電話：06-2151088

三、民國105年0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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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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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下，有機會幫助一

位師姐調整心臟的問題，我一手C7、一手

心臟，然後也幫他調整了後腦。他說身體

血脈在流通時皮膚會感到很癢，但調了之

後就很舒服。幫他調整時，我感覺手像時

鐘滴答滴答的響，當我的手離開她的身體

後，她說仍然感覺得到能量還在流動。其

實，並不是每個患者的反應都一樣的。

2015年有位師姐說腰椎痛，而且時

常發作，當我幫他調整時，他的部位更是

痛上加痛，但不久痛消除了就感到異常的

舒服。神奇的是，幫他調整後，我自己的

腰椎疼痛也好了許多，感謝長生學！

有一天，先生剛回到家，他說不小心

被蜜蜂叮到，怕明天會腫得很嚴重，我幫

先生調了10分鐘患部，結果被叮到的地方

只有一點紅，完全沒有腫，長生學真的不

可思議。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參加長生學，因為

現在的文明病太多，能夠幫助到別人減輕

病痛是我的榮幸。我也要感謝我尊敬的魏

裕峰老師，如果沒有創辦長生學就沒有今

天的我，感恩老師的教導，老師功德無

量，讓我有機會種下這大福田！

因為爸爸生病，讓我認識了長生學，爸爸是因為醫

生給錯藥導致腦血管膨脹而流血。開始時，爸爸每個月

會抽筋兩到三次，每當他抽筋，我們一定要帶他到急診

室去求醫，到了急診室還要等好幾個小時才有醫生幫他

打針，情況才能穩定下來。爸爸的左眼也因為腦血管的

損傷而導致全盲，走路時，總是往左邊亂撞。過後，我

帶爸爸一起去學長生學，也經過師兄師姐們很有耐心及

愛心的幫爸爸調整，現在爸爸三四個月才會抽筋一次，

左眼也看的到了，我們也不用再去急診室了，我們幫他

調幾分鐘抽筋就停止了。長生學的老師們、師兄師姐

們，非常感恩你們救了我的爸爸！

東馬來西亞 蘇渱珺

+ 6 1 - 1 9 8 6 0 2 0 8 8

長生學救了我的爸爸長生學救了我的爸爸長生學救了我的爸爸
東馬來西亞 蔡明穎  0195303288

新加坡  陳俞君  65-90018080

經我的好朋友鄭秀美的介紹 了兩個月後，她去醫院做檢查， 後，我們每天都有人去她家幫她

當報告出來時醫生說有穩定了， 調整，一個星期大概調整五天，， 我 報 了 2015年 七 月 份 的 第
比上次的報告還好。後來她和我 晚上我舅舅又不停地幫她調整，14期長生學初中級班課程，還沒

之前幫她調的時候，她的肺很會舅舅，也去上2015年11月份的有學長生學時，我的手和手指時
吸，還有時常都會咳嗽和吐痰出第15期長生學。常會麻痹，手指有時連筆都不能
來。前後我們幫她調整了三個月

拿很痛，有時手指還會腫，看了 當她開了第一次的穴道就有
，現在她也比較少吐痰，她的肺

醫生，醫生說要開刀。 當上課第 很多的反應。第二天她去調整站
都有感覺到比較鬆。

一次開穴後，我就感覺到身體很 魏老師幫她調整時他感覺到有一
12月18號他去醫院檢查醫生熱。隔天我去當義工，在練功時 股氣，過後他咳了一塊很濃的痰

說她有穩定比較好點。本來她一手掌覺得很燙，身體也覺得很熱 出來。不過很不幸的，她學了三
天要吃兩粒類固醇藥，但是現在，在幫人調整時，手指也覺得有 天就被細菌感染進了醫院！氧氣
醫生減少成一粒了，希望她會慢針在刺，還有我的手也越來越痛 只剩下30哦！但是很神奇，醫生
慢好起來。希望長生學宇宙的能了，但是過了一陣子就不痛了。 說氧氣到30的人應該是昏迷不醒
量能帶給她希望給她奇跡出現！我每天靜坐時都會用左手握著右

！ 不過她還很清醒，還能吃東西
 在此我要感謝，鄭秀美師手腕自我調整，當我去當義工幫

。是不是很神奇，是因為她開了
姐，蔡美情師姐，白寶玉師姐，人調的時候，我的手都會麻和痛

穴位跟學了長生學的緣故。
林振經師兄還有來她家的師兄師，幾個月時間，我的手不知不覺

那天我們去醫院幫她調時護
姐們。每天不停的用你們的愛心中慢慢好了。也不用開刀了！所

士來檢查她的氧氣數字只能升到
雙手幫我舅母調整真的非常感謝以幫人調整也能調到自己。

70就停了，我們看到了就一直幫 和感恩！謝謝你們。我舅母的病是肺硬化，左右
她順順，很奇怪的數字就慢慢跳 在此感謝魏老師把這奇妙的邊只剩下30％功能！要依靠儀器
到98過關了。之後她精神很好還 宇宙能量傳授給我們，學了一生

來呼吸，我請教了師兄師姐，他
會跟我們開玩笑。以前她肺感染 受用無窮，有病醫病沒病保健讓

們叫我先從C7開始調整全身所有
進醫院，最少要一個星期多到兩 每個人都生活得健康。謝謝魏老

的穴道然後再加強肺部一個小時
個星期才能出院。這次她三天就 師，師兄師姐，將愛心雙手伸出

。我和兩位師姐，第一次去幫她
可以出院回家。 真的感謝宇宙的 來，這就是長生學的愛心雙手。

調整時，她的反應，覺得有氣從
能量，感謝師兄師姐們來幫她調

肺到頭上去。一個星期我們去幫
。讓她可以早日康復。出院回家  

她調三天一次大概兩個小時，調

手麻痹和痛：C7.C5,手腕

肺硬化：C7.全身的穴道，再加強肺

我是一位乳癌患者，在乳癌開刀後第一天就接受朋友用長

生學來幫我調整，當時我就感到非常的舒服，傷口不痛，左邊

的淋巴腺雖已割除，但左手能活動自如，而醫生所描述的現象

並沒有發生，我連一粒止痛藥都沒服用，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長生學神奇的功效。接下來的幾個月，因朋友工作的關係不能

為我調整，我就到新加坡所有的調整站去接受調整，一切非常

的好，身體也漸漸康復，之後我也上了長生學的課程。

我母親現年八十九歲，在兩年前她患病入院，經醫生診

斷，她患了膽結石，又受到細菌感染，腎臟功能也很差。她年

歲已高，醫生不建議為她開刀，並告訴我們要有心理準備。這

時候，躺在病床的她是昏迷的，臉色蒼白，氣若游絲。身旁尿

袋中的尿色是咖啡色的，一看就知道病情嚴重，情況不樂觀。

經商議後，我們決定以長生學來替她調整，一天調六到七個小

時。兩天後，她甦醒過來，臉色也有了血色，尿袋中的尿色也

變淺了。總而言之，就是大有起色，在經過數日的調整，她已

康復出院。

我慶幸學會了長生學，我每天都靜坐或自我調整，希望能

夠有個健康的身體，能繼續為病患服務！

我的膝關節問題已經八 雙腿已有輕鬆的感覺，精神

很好，我在調整站持續調整年多了，雙腿已經變成了O
一個多月。型。多年的疼痛，尤其在下

9月份我參加了茂明長生樓 梯 時 會 更 難 受 ， 膝 蓋 積

水，走路關節經常會響。醫 學初中級班的課程，每一天

的開穴，我都有著不同的感生做了D R檢查診斷，說是腔
覺，第三天開穴後，哇，不骨退化，說六十五歲以後就
得了！我的下身雙膝下面全不能出門了，我不甘心，我
部腫了，腫到鞋子都穿不下花 了 很 多 時 間 和 金 錢 去 治
了，大小便明顯增多，很能療，聽說哪個醫院有專家能
吃東西，超開胃的！治療，我就去，或是哪個私

回到廣州後，每天堅持人 醫 生 好 我 也 去 。 這 幾 年

做功課，自己在家調整C7、來 ， 我 到 處 醫 治 ， 時 好 時

壞，心裡很急！甚至，走起 C3、 C2、 患 部 、 肝 臟 、 腎
路來突然膝關節會卡住，無 臟，我也每天抽空到調整站
法行走，必須要用手搓揉一 幫別人調整。奇蹟終於出現
段時間順回原位，才可繼續 了，突然有一天，我發現下
行走，如果不行，就要馬上 樓膝關節已經不痛，還能蹲
坐車回家。這種痛苦，只有 下來，我已經有十年沒有蹲
當事人才能體會。 過了，當時我感動得哭了出

2015年的七月下旬，在 來！現在我的雙膝走路已經

一個機緣下，透過了我的二 沒有從前那些疼痛的感覺，

嫂關慕玲，知道了位於廣州 其他症狀也慢慢好轉起來，

的長生學調整站，說是讓我 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喜悅！

去試試看！我第一次去調整 我非常感恩關慕玲師姐

讓我有機會接觸到長生學，時，義工幫我調整C7、C3、
我也十分感恩魏老師的大愛患部、肝臟、腎臟，當時我
與慈悲，感恩所有的師兄、就有了很大的反應，眼睛流
師姐，感恩你們！眼淚，身體發熱出汗，調完

乳癌開刀、膽結石
新加坡 盛燕 Sheng Yen  +65-91001600

中國 廣州 孔淑蘭 +86-13688897684

我的膽固醇很高，自從學了長生學之後，我每天一定會調

整我的肝臟、心臟和4號穴道30分鐘。就這樣不知不覺的調整

了一段時間後，當我再去做檢查時，我的膽固醇指數竟然回到

了標準水平，這樣的結果，真讓我興奮不已。

我的胃腸也比較差，每次飯後都要跑廁所。正是因為這

樣，平時我也會調整我的腹部和3號穴道，每次也調整30分鐘

左右，經過一段時間後，我餐後跑廁所的現象也減少了。我覺

得，這都是我用長生學調整所產生的效果。

還有一次，大約在一年前，我的眼睛突然模糊看不清，心

裡感覺怕怕的。醫生告訴我說沒辦法醫治，看看是否能自然復

元。有了之前調整的經驗，我每天調整我的後腦、眼睛和7號

穴道，我一直持續不間斷的調整了2個月，我的眼睛忽然好了

起來。長生學真是太好用了，在此特別要感謝魏老師的教導，

謝謝魏老師，謝謝長生學！

英國 黃添鴻 0797038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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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 到叮

膽固醇指數恢復正常

將雙手伸出來～長生學的愛心雙手

膝蓋關節的康復膝蓋關節的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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