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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學習長生學的前一年。有一天我蹲著採花時，突然之

間無法起身，即使再怎麼出力也站不起來，只好請人來幫忙把

我扶起來。在那個時候，我的健康出了問題，Hypokalemi血

紅素指數不正常，心跳將近100，血壓偏高160/98，醫生說：

『如果鉀指數超高或超底的話，心臟將會停止跳動』。我聽了

很害怕。經過了一階段的檢查，不是甲狀腺的問題，但就是不

知道鉀從那裡流失掉的。腎臟方面也沒有問題。醫生說幾十萬

人之中，會有一個像我這樣鉀超底的，醫生說我可能是遺傳

的，可我的兄弟姊妹全都沒有這樣的狀況啊！沒有辦法，只有

聽從醫師的話，按時服用增加鉀的藥。在那一年當中，我的鉀

指數最高只有2.8，正常應該是（3.8～5.1）之間。

在長生學林文崇師兄的介紹下，我參加了課程的研習，開

穴後，除了自己靜坐調整外，也接受師姐幫忙調整。在將近一

年的調整後，醫生的報告出來了，我的血壓、心跳正常了，鉀

指數也已經到了正常水平3.9。朋友也覺得我的臉色變得好看

了，聽到我的指數正常也替我高興。

最後，我要感謝把長生學帶來古晉的魏老師和徐老師，因

為有你們，才能夠讓許多的人健康獲得改善，離苦得樂！

印尼 古晉 陳美玲 +60-128813737

我是得了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患者，手指疼痛腫脹，腳沒

力，腳板也腫脹，必需要依靠輪椅行動，十分痛苦。看了中

醫，醫生說我腎臟不好。到醫院照X光，醫生說腎臟沒問題，

雖然醫生開了藥服用後有好ㄧ些，但會引發氣喘。後來，有一

位朋友見我走路一拐一拐的，就告訴我說他母親也是這樣，到

長生學調整站調整了一段時間，現在已經好了。經過他這麼

說，我也去了調整站調整。調整了幾個月後，我感覺身體好多

了，在家做園藝、割草，都不太會喘了，手指也不怎麼疼痛。

後來學了長生學後，我也開始幫助別人調整。在幫助別人調整

的過程中，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舒服。現在，

我每個星期都固定到調整站幫忙調整，一來是能夠助人助己，

二來是答謝老師的教導之恩和所有的義工老師，感謝你們！

 印尼 古晉 胡紹亮 +60-168586259

 印尼 錫江 
Ria Wahyuni Suhuyanli  08510009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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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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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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美國聖荷西中級班
結業後義工與學員聚餐之狀況

2018.06.13 台中西區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6.13 台中西區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6.22 印尼錫江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8.06.23 台北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6.23 台北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6.23 台東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6.23 台東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05 
馬來西亞古晉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05 
馬來西亞古晉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10 台中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7.10 台中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15 
嘉義安和中級班義工與學員合影
2018.07.15 
嘉義安和中級班義工與學員合影

2018.07.21 
馬來西亞賓威北海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21 
馬來西亞賓威北海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24 
英國曼徹斯特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27  馬 來 西 亞 斗 湖
長生學前往癌症關懷協會義診
2018.07.27  馬 來 西 亞 斗 湖
長生學前往癌症關懷協會義診

2018.07.29 
馬來西亞吉打州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29 
馬來西亞吉打州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7.30 高雄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7.30 高雄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8.08  林老師於馬來西亞
率 義 工 拜 訪 烏 魯 地 南 老 人 院
2018.08.08  林老師於馬來西亞
率 義 工 拜 訪 烏 魯 地 南 老 人 院

2018.08.09
中國齊齊哈爾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8.09
中國齊齊哈爾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8.10 馬來西亞柔佛州
烏魯地南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8.08.10 馬來西亞柔佛州
烏魯地南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8.08.12 
馬來西亞馬六甲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8.12 
馬來西亞馬六甲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8.15 中國山東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8.20 台南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8.20 台南初級班開課狀況

真是幸運能學到長生學。我有一盆蘭花很久都

沒長出花來，想說學了長生學就幫它調整做練習，調

了幾次後不見效果，算了！過了幾個月，見到一條氣

根靜靜的發了出來，有希望了。我又開始幫它調整，

不久看到三十多條似花芽的模樣形成，而且又整齊。

接下來的日子，一個個的花芽開始開花，真是開心，

一共三十多朵花成功開出，從未見它如此綻放過。

夏天的時候，加拿大人都會修理屋旁的木檯及

花草。我先生就想磨掉木檯的舊漆，突然間聽到一聲

慘叫。原來一根小木削刺進了他的指甲裡。當時我看

得都腳麻了，還叫我幫忙拔出來。我想，機會來了！

我安慰他說，我幫你調整幾分鐘應該就沒事了，說不

定過幾個小時刺就會慢慢出來的。竟然真的不久，木

削從指甲縫間露了一點出來，我先生就用另一隻手把

木削給拔了出來，長生學真的真的很棒！

加拿大 多倫多 莊美儀

 Jennie Chong 1+416-9176008

我太太是一位癌症患者，雙腳浮腫、疼痛，經 救了我的生命和完美的家庭。

常會抽筋，而且寒氣很重，看了幾年中醫都不見好 我本身有腰椎間盤突出症，壓迫到骨神經，致

轉，對人生失去了信心，對生活也不感興趣。家人 腰腿腳疼痛。不但行走困難，就連上樓梯和翻身都

十分擔心，但又無能為力幫她解除痛苦。 難以完成。尤其晚上更是疼痛的難以入眠，真是苦

有一天，一位好友來電問候，得知她的情況較 不堪言，嚴重的影響到我的工作和生活質量。長時

為嚴重，立即介紹她去學習長生學。經過一段時間 間的使用止痛藥片，再經過三年的針灸、推拿治療

的調整之後，她是病情逐漸好轉，整個人的精神面 均未得到療效。但是經過長生學的師兄師姐們精心

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但重拾對生命的希望，又 調整後，同時也得到了我太太的關心和幫助，每週

對生活有了信心，我們又能聽到她的朗朗笑聲了， 六、日給我調整三個多小時之後，我的腰腿腳痛，

讓我們這個沉悶、悲觀的家庭，又回復到往日溫 慢慢的一天天好轉，由於疼痛好轉，整個人的心情

馨、幸福的熱鬧的氣氛中了。我們衷心的感謝各位 也越來越開朗和喜悅。現在能走、能吃、能睡，由

師兄師姐，尤其多謝朱淑媚師姐，向我們獻出了慈 衷的感謝各位師兄師姐和長生學賜給我們的福恩！

善之心和仁愛之手，用長生學解除了我的痛苦，拯

加拿大 多倫多 王霖敬

 Lam Vuong  +1-416-2939792

女兒一向有賀爾蒙失調的病症，還因此住進

過醫院。完成課程後我們便在她身上實習，初次

幫她調整時，她覺得時間長有些不耐煩，但在我

的堅持下，經幾次後她覺得身體舒服多了，舊病

也有明顯好轉。現在她在外工作不在身邊，每當

探望她時，我要求幫她調理，她都不會拒絕，我

也不用擔心她會因舊病再進醫院了。

最近一次回香港探望已經89歲的姑母，她因

身體出現水腫必須住進醫院，我探望她時，已在

醫院裡住了半個月，令人擔憂。探望期間，我試

用長生學調整她的腿，第一時間她覺得有股暖氣

湧入腳內，十分舒服，本來要蓋兩張被子的腿都

不用了。第二天查看腳上的水腫，明顯消了不

少，我繼續幫她調理，過了兩天原本不願意下床

的她，竟然願意讓我帶她參加院內安排的物理治

療做運動，令我感到十分欣慰，長生學真好！

加拿大 多倫多 李熾虹 +1-416-2279642

就在2018年的春天，因緣際會地在一家義賣

場遇見一位長生學義工，他向我解釋宇宙能量對

於身體的幫助，我毫不猶豫並在報名截止日期將

屆的關鍵時刻，參加了魏老師演講的長生學課

程，於第四天開穴後，覺得身體老是在排放氣體

外，其他並無特殊感覺，等到課程圓滿結束後一

個星期，突然感到原本有關節炎的雙膝蓋，走起

路來覺得沒那麼痛了，好像自己好了一半，於五

月開始當長生學義工至今，我並未對自己的雙膝

蓋做調整，但我的雙膝蓋卻好了九成。我學習宇

宙能量的長生學，替被調整的病人解決痛苦，也

使得自己恢復健康。

在暑假的周末，鄰居的小孩已經發燒到三十

九度半，我就利用宇宙能量的長生學幫這小孩調

整，調整C7、C6、C5還有頭部一個半小時後，體溫

已經降到三十七度，不需要再找家庭醫生看病，

長生學真是好用!

加拿大 多倫多 魏進添 

Chin Tien , Wei  +1-416-3212683

Youtube影片見證分享

胡紹亮師兄見證分享2018年7月7日馬來西亞 砂勞越 古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gVsqLpgEKI

類風濕性關節炎

我是錫江第二屆長生學初中級班學員，而我先生則是

第一屆的學員。自從我先生學了長生學之後，每天都在幫

我們的女兒（6歲）調整，小女患了鼻過敏症，每天早晨起

床總是打噴涕和流鼻水，也因此而經常傷風咳嗽。我先生

每晚都幫小女調c7.c5和喉嚨、鼻子，每次調30-40分鐘，

調了一陣子之後，每天早晨小女流出來的鼻水是濃濃的綠

色，連續流了2-3星期後就好了，小女的傷風咳嗽痊癒了。

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全家對長生學更加的有信心了！

我還有一位小兒子現年3歲，他對牛奶會過敏，每次喝

了牛奶後，臉就會腫起來，全身也發癢，我就改換豆奶給

他喝，但因為他體重過輕，我只好在豆奶中加少許牛奶讓

他喝，但喝了之後過敏症又復發了。此時，我突然想到魏

老師曾經說過：「食物也可以調整」。我就和先生一同把

買回來的牛奶調整10分鐘左右。真想像不到，小兒喝了經

過調整的牛奶後，竟然身體沒有發癢，過後病症就沒再復

發，胃口也變得更好，體重也增加了，長生學真是神奇！

剛開始我對長生學懷有很大的疑問。難道只憑雙

手放在患部就能治好病痛嗎？真有這麼神奇嗎？因

此，我就抱著好奇心報了名。

當老師幫我開了穴道之後，我到大女兒家，見她

咳得很厲害，而且每次咳都會尿失禁，不到半小時就

需要換十多條內褲。於是，我就一手c7，另一手c5，

大約二十分鐘後，再將手換在c5和氣管繼續調整了四

十五分鐘。說也奇怪，她的咳嗽停止了，也不再尿失

禁了，好神奇啊！

還有一次，我自己在調整站幫忙時，突然自己的

頭和雙手抖動的很厲害，有些類似parkinson(巴金森

症)。師兄師姐見狀立即幫我調整c7和後腦，c4和心

臟，還有c3和胃，大概不到一小時，我的頭和手都不

抖了，太奇妙了！

由於這些經歷讓我見證了長生學確實用手就能幫

助別人和自己減輕病痛，實在是一門了不起的功夫。

謝謝魏老師，謝謝翁德勇師兄和所有的義工朋友

們，更謝謝長生學！

印尼 錫江 張瓊笑 089580460767 / 085100019800

症狀與調整部位：

咳嗽：c7+c5+氣管+肺部
失眠：c7+左耳後+後腦

Parkinson(巴金森症)：

c7+後腦；c4+心臟；c6 +頭部

我是一位神經脊椎炎的患者，患病已十多年。每次病一

復發就會視力減退，四肢無力，還會失去平衡，走路不穩，

頭暈、肌肉僵硬等症狀，需要及時送院用藥物治療。每發病

一次我的身體就會更差一些。越來越沒精神，腳也會抽筋。

自從學習了長生學後，經過了半年的調整和靜坐，我的

視力開始變好，身體麻痺的部位變少，越來越有知覺，腳部

肌肉也鬆弛許多，不再那麼容易抽筋。朋友都說我的氣色好

多了，就連醫院的醫生和護士都為我讚喜，真是太好了！現

正我仍然持續的調整和靜坐，希望我的健康能在長生學的幫

助下，更加的健康，也希望長生學能幫助更多的人，感恩！

 馬來西亞 古晉 

楊婉雯 +60-105208366

Youtube影片見證分享

楊婉雯 師姐見證分享2018年7月8日 馬來西亞 砂勞越 古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MeRqQvVJMk

2018.08.24 台中北屯區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8.24 台中北屯區初級班開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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