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天去同事家玩，大約下午3點左右我該 大約又做了10分鐘，同事的媽媽哭著說：是你們

回去的時候，同事的媽媽突然臉色蒼白，嘴唇 救了我的命，沒有你們今天也許就過不去了，

和手不停地顫抖從凳子上要滑下來，正好我媽 謝謝你們，一邊說一邊哭，說著說著就自己坐

媽扶住沒有摔倒，同事和媽媽把同事的媽媽扶 起來了，我媽媽還是繼續幫她調整，老人家不

躺在沙發上，我和媽媽第一反應就是用長生學 僅配合我們做長生學還說你們就是醫生，救人

急救，一手C7、一手心臟，這是我和媽媽學習長 的醫生。從開始做到做好，老人家哭了5次，被

生學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當時同事媽媽全身 我和媽媽救她感動的，從發病到好大約30分鐘，

發抖嘴也不停的抖，手冰冷一句話也說不出 在這30分鐘前後的變化讓我的眼睛也濕潤了，用

來，躺下以後我和媽媽就開始做長生學，我手 長生學我和媽媽救了老人家的命，媽媽說：長

放在心臟上有5分鐘左右她可以說話了，告訴我 生學我們一家人一輩子都要做下去的，學習長

們：我好多了，謝謝我們，就是感覺冷，我媽 生學真好！感恩魏老師讓每個學習長生學的人

媽繼續調整，我就幫她順氣大約又做了10分鐘， 都能伸出雙手幫助別人！讓世界每個人都知道

嘴還是抖的厲害，我就用手放在嘴抖的地方， 長生學都學習長生學！感恩宇宙能量！

公元2019年01、02、03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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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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926-162976
台中
+886-4-25825566
+886-937-205566
彰化‧南投
+886-4-7585337
雲林
+886-910-547890
嘉義
+886-937-61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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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

宜蘭
+886-963-263920
澎湖
+886-6-9272058

其他國家請電話洽詢總會

美國
626-5728588
加拿大
604-6209698
604-4318297
416 9309128
新加坡
65-90124326
日本
042-9426420

852-54087379
緬甸
95-95082285
印尼
62-87876105857
紐西蘭
649-6290084
澳洲

馬來西亞
016-5244889
016-5241368
英國
1223362978
奧地利
06763107568
德國
015227790909

-

香港

+61-415981759
+61-416294221

tw.longevitology@gmail.com

changsenxue@yahoo.com.tw

fb搜尋:[長生學總會 Longevitology]

馬上將手放到頭上，半小時後下車就感

覺輕鬆很多。然後回家告訴林老師，林

老師馬上就幫我調整頭部，之後也沒有
自從老師幫我上課開穴之後，自 看醫生，就一切正常。

己有空就靜坐。我本身還算健康，只是 有時耳朵會很癢，必須用棉花棒
每年花粉季節會嚴重花粉過敏，嚴重時 一直捎，才覺得舒服。後來學了長生
一整個星期都不能躺著睡。一躺下去就 學，我就會用手輕輕放在耳朵上十分鐘
會有一股氣沖上來，一直咳嗽，所以必 就不癢了。
須坐著睡。但是學了長生學後，這種現 有一次在後花園澆花的時候，被
象就沒有了。 蚊子叮咬，又癢又腫，立刻用手放在患

有一天在上車時，不小心頭部撞 處，十分鐘後就好了。反正那裡有問
到車門，擦傷流血，當時覺得頭昏眼 題，手就放哪裡，馬上就有成效。
花，眼冒金星，我擔心會腦震盪，自己 最初來學長生學的時候，自己在

想真的有這麼神奇嗎？後來學了長生

學，使我受益良多，長生學真好，真

棒，在這裡我衷心感謝林老師，感謝師

兄，師姐。

獻上一首感恩長生學的詩

“

”

心中有著長生譜，老師教來自

有神，只要伸出你雙手，慈悲救人可回

春。

美國 Ho Yan Tse

6 4 6 - 2 5 0 - 6 5 1 4

以前我從未聽說過

長生學這個名稱，經駱思

樺師姐引導下，抱著半信

半疑的態度參加了廣東湛

江第八屆初中級長生學研

習班學習。
我患網球肘四、五

年了，夜裡常常被痛醒，
嚴重影響了我的日常生
活。中、西醫不斷治療，

病痛反覆發作，時好時

壞，左手根本不能提東

西，醫生建議用小針刀法

治療，由於時間不允許而

推遲了。我很幸運遇到了
長生學，開穴的第三天，
左手開始疼痛，痛的手都
舉不起來，如果沒有學過
長生學，我肯定要去治療

用藥，我深記魏老師說過

這是好轉的反應，懂得這

是長生學的能量進入患病

部位，是清除病根垃圾的

過程，我繼續堅持練功和
自調，一星期左右疼痛才
慢慢消失，現在五個月時
間過去了，我的手沒有疼
痛，而且還可以提東西

了。如果不是自己親身體

會，真不相信長生學這麼

神奇。很感恩魏老師！感

恩長生學！

中國 湛江 吳雪梅

+86-13360123059

我沒與長生學結緣之前，經常生氣、發火、事後

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錯，但總是控制不了自己，而且每

晚睡覺總是躺在床上三、四個小時後才能入睡。雙手

長期冰涼，2016年12月份曾花大手筆請專家會診，結

論是：中度焦慮症、失眠。需要長期服藥治療。

2017年8月23日晚上聽魏老師講課、開穴後。當

晚雙手熱了，當晚躺在床上，一手C7，一手左耳後

骨，不知不覺就睡到天亮。現在也不容易生氣、發火

了。連我身邊的人也說我變了，而且氣血好多了，年

輕好看了。

8月23日晚上，我妹妹來我家說要去住院，說脖

子動不了，左側手、腳都痛。我想機會來了，我說我

剛聽魏老師講了課，開穴了，讓我試一試。馬上要求

他和我一起靜坐，三分鐘後我就一手C7，一手C5加脖

子。調整了二十分鐘後我說動動試試。他起身轉動了

脖子說：“長生學太神奇了，就一會功夫就不那麼

痛，輕鬆了許多了”。那瞬間我也激動得無法用語言

來表達。從此我幾乎每天都幫有需要的人調整兩小時

以上。

大愛無邊，慈悲救人的長生學。我自學了長生學

後，工作、生活習慣上有了很大的變化，之前每天不

是打麻將就是夜總會，都是過著紙醉金迷的日子。現

在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之外只做有意義的事。我要

努力傳承長生學，把長生學學好，用好。

神奇的長生學真真正正改變了我! 神奇的長生學

給我們帶來健康!

中國 湛江 巫舜武　13316382288

我在長生學當義工
已有兩年多了，平時身
體沒有什麼毛病。今年
五月在做身體例行檢查
時，醫生發現子宮頸裡
長了一個2公分的息肉。
兩個月後醫生發現息肉
有些異常的變化，就安
排做了子宮的掃瞄。

自從發現了子宮息
肉後，我就每天很勤奮
的在家靜坐和自我做調
整，我不斷的調整我的
C3、C2和子宮的部位，也
同時要求自己每周至少
要去關懷站(調整中心)一
天。關懷站的師兄師姐
們也會很熱心的在我做
義工一個小時後，幫我
做調整。

到了8月到醫院做掃
描時，醫生很疑惑的再
掃描螢幕上東找西找，
就是找不到之前掃描報
告裡記錄的息肉。醫生
很是不解，又安排了我
做另一種掃描，結果還
是找不到！！最後醫生
只能判斷子宮無異常，
待日後再觀察。

很感謝長生學幫助
我的身體不藥而癒，長
生學真神奇啊！感謝魏
老師把長生學帶來新加
坡，給予我們希望。現
在關懷站已是我第二個
家了，希望我能一直健
康，能夠貢獻更多。

新加坡 黃瑞玉

+65-97152716

山東 棗庄 劉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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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
高級班

開課狀況

2018.10.14
嘉義觸口中級班義工與學員合影
2018.10.14
嘉義觸口中級班義工與學員合影

2018.10.13 長生學高雄服務處重陽節
第一場義診活動於十全國小之盛況

2018.10.14 長生學高雄服務處重陽節
第二場義診活動於科工館南館之盛況

2018.10.20 長生學高雄服務處重陽節
第三場義診活動於三民高中之盛況

2018.10.28 中國北京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8.09.09 台北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9.09 台北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11.10-11 台北義工培訓 林老師及阮主任與義工合影2018.11.10-11 台北義工培訓 林老師及阮主任與義工合影

01‧0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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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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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課 地 點   /　 聯 絡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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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雲林

彰化

台北

台南

新竹

12/24.25.26.27.28

01/03.04.05.06

01/08.09.10.11.12

01/16.17.18.19.20

01/20.21.22.23.24

01/24.25.26.27.28

上課地點：台中市東區仁和路362號 台中市總工會勞工服務中心二樓禮堂
報名時間：12月16日(星期日)下午13：00～16：00
報名地點：台中市北屯區天津路四段平安里活動中心(天津調整站)天津路與柳陽西街交叉口 慈善寺後方

報名、上課地點：斗南鎮大成路43號(文武聖廟)
上課時間：1/03.04.05為19：00～22：00、1/6為14：00～17：30
報名時間：107年12/16(日)14：00～16：00

上課地點:國際獅子會300C3區社會服務館 (彰化縣秀水鄕平安二街2號4樓大會議廳)
報名時間:107年12月23日 上午09:00～12:00
報名地點:彰化:彰化市南郭國小中庭 *南校街大門進
          南投:南投市三和三興活動中心 彰南路992號 南投家商對面

上課地點：台北市議會（台北市仁愛路四段507號B1)
報名時間：107/11/1至107/12/31
報名地點：台北各調整站

上課及報名地點：台南市林森路二段252號(大學里活動中心)
報名時間：1/07.08.09.10.11   晚上19：30～20：30(東寧調整站)

報名及上課地點: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281號(東平里活動中心）
報名時間:108/01/13(週日) 上午09:00～12:00

0937-205566
0937-718219‧0985-180183

0910547890
0935704159

彰化0937-585337‧0939-198905
南投0911-316675‧0935-348315

02-25181685‧0927-797675
0988-389571‧0919-951685

0921-221767
06-2151088

03-5553969
0926-16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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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

高雄

台中

台北

嘉義

台南

2/22.23.24

2/25.26.27

2/26.27.28

3/02.03.04

3/15.16.17

3/18.19.20

3/01.02.03

3/04.05.06

3/05.06.07

3/05.06.07

3/22.23.24

3/25.26.27

斗六市南聖路301號(南聖宮) 

(嘉義市南屏宮3樓講堂)嘉義市林森東路171號(法院斜對面)

台南市林森路二段252號(大學里活動中心)

0912-352057‧0910-54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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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清水區鎮北街9號(清水市場4樓) 0934-329319‧0985-180183‧0937-718219‧0937-205566

台北市議會(台北市仁愛路四段507號B1）02-25181685‧0927-797675‧0988-389571‧0919-951685

0937 - 619181 蘇師兄‧0937 - 653163 陳師兄

0921-221767‧06-2151088

馬來西亞彭亨州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

馬來西亞登嘉樓州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

香 港

馬來西亞雪隆州

新 加 坡

印 尼 棉 蘭

印 尼 泗 水

美國拉斯維加斯

2/22.23.24

3/01.02.03

3/07.08.09

3/08.09.10

3/10.11.12

3/17.18.19

3/18.19.20

3/24.25.26

4/07.08.09

2/25.26.27

3/04.05.06

3/10.11.12

3/11.12.13

3/13.14.15

3/20.21.22

3/21.22.23

3/27.28.29

4/02.03.04

4/10.11.12

楊玉蓮 017-9036883‧盧燕妮 013-7700418‧曹愛蓮 019-9166518

許師兄 0128772531‧庄師兄 0138342771

張秋荷 019-9362932‧林燈杰 016-9306818‧海南會館 09-6221336

黃聿慧 012-6062899‧陳秀莉 016-9296525‧林振發 010-7818948

90124326

A Ho 陳昭和 08126591393

+62-317345135 Dessy Santi‧+62-811371955

關丹中菁華小

民都魯特殊兒童中心

瓜拉登嘉樓 海南會館三樓

楊師姐 0138333881‧陳師兄 0198851085美里紅新月會會議室

+852 5408 7379請於2018年12月先申領報名預約證  1月20日辦理報名手續。詳情請留意12月初之通告

瓜拉冷岳 丹絨士拔國民型華文小學

報名時間1月20日上午8點金門會館 74 Keng Lee Road 219248 Novena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702-5968189SAHARA LIBRARY  9600 W. Sahara Ave, Las Vegas  NV 89117

3/30.31.4/01

馬來西亞彭亨州

美國佛羅里達州

3/01.02.03.04.05

4/22.23.24.25.26

文德甲德教會紫亨閣 報名方式請電話洽詢 邱小玲012-9553211‧賴雪萍 019-9655612‧顏高仁 019-9550578

Cocoa Beach Public Library 550 North Brevard Ave, Cocoa Beach, FL 32931 Martha 321-338-7799‧Grace  407-779-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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