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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7‧08‧09
魏裕峰 老師 +886-937888888
『給別人什麼，以後別人就
會還給我們什麼！』這句話你可

刻！
我為什麼會有以上的感觸

重病的人他一定知道自己的

呢！因為曾經有幾位學員這樣的

肉體終究有一天會撐不住的，經

在社會上我們可以看的到合

問過我，『假如重病的人在我們

由調整能夠延長他的生命，好讓

夥經營的企業中，有些合夥人遊

調整的過程中往生了，這樣有沒

他可以多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

手好閒坐享清福，其他合夥人就

有問題？』

情，以了了他的心願。同時也可

以靜下心來思考一下嗎？因為...

無怨無悔的賺錢供他享用一生。

『你做得很好，沒有問題

很多重病的人到了最後，一

成，任其他家人為他心甘情願服

什麼？在此，我希望讓大家明白

發病起來會有許多的劇痛無助驚

侍他終老一生。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慌恐懼，造成身心靈上的不平

目前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一般

『誰無怨無悔的關懷陪伴我

靜。在一些宗教上的觀點，這樣

都是形同陌路，又為什麼偏偏一

們走到生命的終點，下次有機會

的話會影響到這個人下輩子投胎

個因緣，有人願意為對方付出一

的話，我們也會關懷陪伴他走到

轉世的層次。 我們經驗裡常常可

切，一生無怨無悔。

生命的終點。』

以看到病患在我們一段時間的調

也有些人其貌不揚無才無能

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會無怨無

整下，臨終時都能夠很安詳的走

又無德甚至怪脾氣，卻有人願意

悔的犧牲奉獻來陪伴著他的伴侶

完人生的道路。這是長生學可以

嫁他、娶她與之偕老，不離不棄

走完人生最後的道路。這肯定就

做到的！

的侍奉對方一生。

是『因果』。

也有不少重病的人經常被調

除此原因之外還有：

整，在死亡以後身體不會變僵

當一個人在臨終前，你在幫

硬，這是很好的一個現象。(為什

他調整就是在他的心中種下了一

麼？這在課堂才說明。)(我最近

每個人都不願意他的人生是

顆「愛」的種子，這個「因」會

在加拿大多倫多上課5月20日有

孤單的，總是希望有人陪伴著。

使他再來時成為一個有愛心的

義工Ada見證分享調整其往生父

尤其是在生命走到最後的那一

人。因為幫人調整就是一種關懷

親

缺，但就有人願意愛他照顧他陪
伴他，使他安然度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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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longevitology@gmail.com
changsenxue@yahoo.com.tw

fb搜尋:[長生學總會 Longevitology]

在翁德勇師兄介紹下我和太太參加萬隆
市的長生學初中級班課程。三年前我心臟曾
手術裝支架，在第一天開完穴道魏老師要我
們靜坐十五分鐘後，便感到胸口呼吸很順
暢，且也開始對長生學很有信心。
朋友知道我學了長生學，便要我幫她姪
女剛出生的不足月小寶寶做調整，這小寶寶
是三胞胎之一，其他兩個狀況較好，但叫
JOJO的 小 寶 寶 才8 70g， 我 便 約 了 幾 位 師 兄 師
姐一起去醫院調整，每次從玻璃箱外幫寶寶
調整二十至三十分鐘，連續調了十多天，滿

月 時 小 寶 寶 的 體 重 已 經 有1840g， 到 出 院 前
已 有2300g。 真 的 非 常 高 興 ， 用 這 雙 手 救 了
一個小生命，感謝長生學。
另有一件奇妙的事，我的藍芽耳機不小
心浸入水裡三分鐘左右，發現後把耳機弄
乾，吹風，再充電都沒有反應，晚上睡覺前
突然想起不如用長生學調整試試看；調完後
我就去睡了，隔天早上試著開機，果然耳機
又有了生命。
感謝魏老師的指導，長生學使我對人生
充滿信心和愛心，讓我可以自助助人。

2015.03.09

2015.05.08

102

義工蘇何蜜師姐慶生

2015.04.03 馬來西亞霹靂州
2015.03.22
2015.04.12 馬來西亞沙巴義工
2015.04.17 嘉義初級班開課狀況
實兆遠中級班開課狀況
台北初級班開課狀況
到臺灣彰化秀水站參訪交流

花蓮 9/14.15.16

9/21.22.23

嘉義 7/03.04.05

我有偏頭痛大約三
十年了，每天要吃止痛
藥，不可以吃燥熱的食
物，天氣熱就整個頭會
痛到無法形容，和長生
學結緣後我的情況便有
了改善，家人幫我調整
C7和 整 個 頭 部 三 次 後 便
再也沒吃止痛藥了，長
生學的調整效果讓我心
中有說不出的歡喜，不
可思議！
有一次在我工作餐
館的打氧氣機壞了，水
箱裡的一隻螃蟹翻身動
不了。我便把雙手對著
水箱裡的螃蟹做調整，
過了大約十分鐘螃蟹忽
然有氣泡又動了起來，
終於把牠調活了，只可
惜兩天後被客人選中變
成了餐中物。
長生學真神奇，學
了一生受用無窮，有病
醫病；沒病保健。讓每
一個人都活得自信和健
康，謝謝老師和義工們
的付出，長生學萬歲！

台南 7/06.07.08
台中 7/07.08.09
彰化 7/13.14.15
高雄 8/10.11.12

新加坡 黃碧蕾
+65-90018340
我本身很容易暈
車，每隔幾個月都得到
馬來西亞金馬崙辦事，
這是我最害怕的，上山
時還好，因為有停站休
息，但是下山是一路到
山下。每當這時我都是
從山上嘔吐到山下，非
常辛苦也對跟我同車的
人感到不好意思。學了
長生學，我試著調整
C7、C6和 整 個 頭 部 ， 在
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我
已抵達山下沒暈眩。這
可是我最興奮的，我終
於可以在沒有負擔的情
形下旅遊了，坐車、坐
飛機都不怕會嘔吐了。
自從接觸長生學到
現在，我的身體也越來
越健康，這一整年都沒
有生病，沒請過病假，
偶爾身體不適調一調就
恢復了。
能夠認識並善用長
生學是一種福報！在此
要感謝長生學和魏老師
無私的愛和師兄師姐們
的恩惠及教導。

+95 9795293315‧09508 2285
+95-9795293315‧095082285
林國祥 012-6105199‧陳國財 019-7121163
田師兄 013-8115365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馬六甲興安會館

901243

木中 木中中華公學校

彭季勤 019-7703211‧彭俊美019-7643718‧陳坤成 017-6601398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鄭師兄 012-8726571
昔加末昔華小學
莊漢忠 019-9622120‧余清泉 019-9185391
楊師兄 013-8839839‧陳師兄 016-8239809
斯里阿曼 斯里阿曼民事中心
王保蓮
012-6651311 甘福娣 012-3665803
直涼 中元福利會禮堂
程師兄 012-8019998
根地咬 根地咬富豪酒店
曾師姐 019-8136996
蕉賴 蕉賴社區中心
梁師姐+61 425 210 813
陳師姐 012-8106920
吧巴 吧巴福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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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曼德勒

肩膀酸痛：C7，患部

暈車良藥

0919-951685
0988-389571

9/23 .24.25 9/26.27.28 山打根 詳細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偏頭痛：C7，整個頭部
腰痛：C7，腰部(患部)

交通建議：245 264 310 656 657 701 793 9103 藍17 藍33
在新北市議會下車或搭捷運板南線在江子翠站下車

台北 9/15.16.17
9/18.19.20
7/05 .06.07 7/08.09.10
緬甸東枝
緬甸卑謬
7/12 .13.14 7/15.16.17
馬來西亞馬六甲
7/17 .18.19 7/20.21.22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
7/21 .22.23 7/24.25.26
新 加 坡
馬來西亞柔佛州 7/25 .26.27 7/28.29.30
7/31.8/01.02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
7/26 .27.28 7/29.30.31
馬來西亞彭亨州
馬來西亞砂巴州 7/28 .29.30
馬來西亞吉隆坡 8/02 .03.04 8/05.06.07
馬來西亞砂巴州
8/10.11.12
馬來西亞砂巴州 8/07 .08.09
10/01.02.03
8/09 .10.11 8/12.13.14
澳洲雪梨
馬來西亞砂巴州 9/30.10/01.02
10/03.04.05
8/14 .15.16 8/17.18.19

對本會所舉辦之研習活動，如有問題

+6281 131 11163

9/11.12.13

+65-98536221

可電洽總會詢問

2015.03.22 馬來西亞
2015.03.22 馬來西亞第三屆幹部會議
全國義工大會暨15周年晚宴
印尼 SINDUNATA SAMBUDHI

新竹 9/04.05.06

南投 7/01.02.03

台灣總會：（０６）２１５１０８８

2015.04.21

香港
852-54087379
台中初級班開課狀況
緬甸
95-95082285
印尼
62-87876105857
紐西蘭
649-6290084
澳洲
+61-425-210-813
+61-415-987-759
台中初級班開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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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 fb長生學總會
06763107568
Longevitology 社團
德國
內有經驗交流與見證分享
新竹地區為 015227790909
歲人瑞

台中 8/15.16.17

新加坡 白寶秋

魏老師：０９３７８８８８８８

2015.03.23 馬來西亞檳威州高淵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5.03.06 嘉義初級班開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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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02.03 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151號4樓(景新里民活動中心) 交通：捷運新店線景美站3號出口步行5分鐘 02-25181685‧0919-951685‧0988-389571
南投市千秋活動中心(南投市千秋路222號) 0935-348315‧0911-316675‧0937-585337
7/08.09.10
明和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嘉義縣大林鎮明和里甘蔗崙72號)
7/10.11.12
何順福常務監事0933-439266‧曾安銅里長兼理事長0932-712555‧05-2774678、0937619181蘇振生
0921-221767‧06-2151088
台南市林森路二段252號(大學里活動中心)
0928-999690‧0937-718219‧0937-205566
7/13.14.15 台中市豐原區西安里西安街72-2號(西安里社區活動中心2樓)瑞穗國小旁
彰化市華陽市場4F活動中心(彰化市旭光路上） 0921-336261‧0937-585337
7/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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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001330‧04-23872633‧0912-076906‧0937-205566
7/20.21.22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319巷41號(田心公園活動中心)
03-5553969‧0926-162976
新竹縣竹北市仁和街1號 (竹仁國小禮堂)
8/17.18.19
花蓮縣吉安鄉慈惠一街30號(勝安社區活動中心)位於七腳川溪《荳蘭橋》北側慈惠堂牌樓往西100公尺處） 03-8528101‧0937-977977
8/22.23.24
板橋區新北市議會(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66號)
02-25181685

台北 6/28.29.30

(任何國家均可)

的！』我會馬上這樣回答他。為

內

台南郵局許可證

以讓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一些家庭裡有些人坐享其

又有人從小疾病纏身又殘

國

與愛。

9/28 .29.30
7/11.12.13.14.15

緬 甸 仰 光 7/16.17.18.19.20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
8/01.02.03.04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
8/06.07.08.09
印 尼 萬 隆

8/28.29.30.31.9/01
8/22.23.24.25.26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95 9795293315‧09508 2285

斗湖 斗湖金都酒店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95 9795293315‧09508 2285

美里 美里福州公會 報名時間及地點請電話洽詢
古晉 古晉英迪學院 報名時間及地點請電話洽詢

楊師姐:013-8333881‧陳師兄:019-8851085

湛師兄:016-8866793‧沈師兄:017-2221682‧蔡師兄:016-8666969 ‧詹師姐:010-9822835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62 816 627283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62 811 371955

必需事先報名：請電話洽詢

+852 5408 7379

印 尼 泗 水
香

港

9/14.15.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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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孫逸堃 +65 8421 59 2 3

2015.03.23

2015.04.24

一年半前有一天在路上我的左眼出
現飛蚊小物體且有許多斑點。起初以為
是眼鏡髒了擦乾淨後再戴，但這些物體
仍然存在。我把眼鏡取下來將右眼蓋住
發現是我的左眼視線有些飛蚊黑點。心
裡想應該沒什麼希望會消失！
到了第三天不幸的是我的另一隻眼
睛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一雙眼睛視力
高雄初級班開課狀況
都受影響心裡覺得很害怕。後來去看眼
科醫生。醫生說那是青光眼的症狀。之
後請教的幾個醫生也證實，原因是眼睛
老化，且會逐漸失明，開刀也沒用。接
下來的幾個月我遭受惡夢的折磨，擔心
若真的完全失明會給身邊的人造成負
擔。恐懼下我開始失去食慾，腰圍從三
十三吋掉到三十吋，體重也從六十五公
斤掉到五十公斤。
新竹中級班開課狀況
很幸運。老天讓我認識了長生學的

義工，她是一位七十四歲的老太太，她
帶我到阿裕尼調整站做調整。並跟我保
證長生學與宗教無關不必誦經，也不會
使 用 任 何 藥 物 ， 也 不 須 負 擔 費 用(因 為
所有的眼科醫生已確診青光眼沒辦法醫
治)。 這 可 能 是 命 中 注 定 的 ， 我 便 開 始
到調整站接受調整。到調整時，師兄一
手 放C7一 手 放 在 我 眼 睛 。 我 已 經 失 眠 好
幾個月了，那天晚上卻睡得很好。為了
說服自己，我開始到各調整站接受不同
義工的調整。師兄師姐的善心、關懷、
愛護及笑容感動了我，並給我安慰、鼓
勵和信心說我的眼睛一定會治好的。
經過四十次的調整後，我的左眼完
全恢復，那些飛蚊小黑點消失了，右眼
也有很大的改進，在定期檢查時醫生證
實我的眼睛視線有巨大的進步，而且不
用再回醫院復診了，真是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