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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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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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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善心人士

你先別去做手術，讓我先幫你治 大約一個半月的時候，那天

治！”岳母半信半疑，也不好打 晚 上 我 調 整 岳 母 的C7、 及 左 腳

擊我的情緒，就開始讓我試。 跟，調整到大約15分鐘左右時，

從那天開始，我每天開始幫 我左手掌心忽然感到從她的腳跟
我 是 一 個 有 三 個 小 孩 的 父

岳母調整。因為她除了骨刺之 有一股寒氣往外流，方向是從裡
親，50歲，自己本身有高血壓、

外，還有甲狀腺病、心臟病等毛 往外、從上往下的。從腳跟出來
腎功能不好的長期毛病。2014年

病，所以我首先用右手調整她 的寒氣一直往外排了超過一小
9月，在一位學佛師姐的推薦下，

C7穴道，左手掌隔空對著她心臟 時！最後，出來的氣開始變暖
參加了魏裕峰老師在澳洲悉尼的

位置調整20分鐘後，再把右手放 了，我才停止調整。停止調整之
長生學初級班的學習。經過一個

到她的C4穴道，雙手相對直接調 後，岳母告訴我，她剛才也覺得
星期的初級班學習後，我開始為

整心臟，再雙手相對調整她的甲 自己的腳後跟就像“冰箱的冷雪
自己調整，感覺是蠻舒服的，每

狀腺。但每天調整的重點還是她 櫃打開了門一樣，不停的往外冒
當自己有喉嚨痛、牙痛或者碰撞

的左腳底骨刺，因為骨刺剛好長 冷 氣 ， 冷 氣 走 完 現 在 太 舒 服
傷痛時，我一手調整C7穴道另一

在腳跟底下，走路十分困難。每 了！”她當場下地走路，非常輕
手調整傷痛處，都能很快止痛！

次做完，她當場就能自然下地走 鬆。之後的幾天，我又幫她繼續
最讓我感到神奇的是我用長

路，完全沒有疼痛感。當然，第 調整，她說左腳跟已經好了！後
生學的方法治癒我岳母的左後跟

二天早上下地走路，疼痛感又會 來一直就再也沒看過醫生，現在
骨刺。

回來。一個星期後，有了明顯好 二年了，沒有痛過。
在2014年10月底，我61歲的

轉，我岳母決定不去做手術了。 長生學真的不可思議，神奇
岳母告訴我，說她左腳後跟底長

我就每天繼續幫她調整，約30天 偉大！正因為這樣，我自己也捐
了一個骨刺需要去做手術，醫生

之後，她居然發現自己頭頂明顯 款超過了一千多澳元來贊助長生
說如果不做手術的話她就會越來

多出許多新頭髮！她原先有比較 學推廣，我會繼續努力，同時向
越嚴重、最後沒辦法走路！而

嚴重的掉髮現象，這一個月來天 親朋好友大力推薦和宣傳長生
且，醫生說即使做了手術，以後

天調整她頭頂C7位置,可能氣血循 學，為發揚光大長生學出一份力
也要定期吃藥打針，否則骨刺會

環改善了, 新頭髮也開始長了。 量。
復發。我就對我岳母說：“媽，

澳洲 雪梨 周威廉

+61- 4 0 6 0 5 9 5 9 9

2016.10.20 中國天津初中級班學
員每天晨間6點30分必需到教室靜坐

2016.11.25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波德
申高級班服務之義工與林老師合影2016.09.06 香港初級班開課狀況2016.09.06 香港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11.11 馬來西亞馬六甲義工共修後與林老師合影

2016.11.262016.11.26
馬來西亞雪隆旺沙瑪珠調整站落成，調
整站是義工林光華師兄所奉獻的店屋

未 學 長 生 當我參加了長生學六天的課 梢、一手樹根，連續調整了三

學 前 ， 我 的 左 程開了穴道後，感覺我的胃病好 天，每次大約10分鐘，但是沒看

腹 部 經 常 疼 像又發作了。原本以為是每天趕 到任何進展，樹葉反而掉光了，

痛 ， 感 覺 像 胃 著上課提早用餐的緣故，於是就 心想調整失敗了。誰知道過了

痛，又有一點像抽筋。後來經過 經常自己做調整，也不知道是從 一、二個星期後，我驚奇的發

內科醫師的驗血和檢查，証實是 何時開始，我的胃竟然沒再疼痛 現，原來已經乾枯的樹，又長出

胃腸的病菌所引起。醫師開了藥 過。長生學真棒，我的胃疾居然 了茂盛的新葉和新芽，長生學真

讓我服用，雖然緩和了一陣子， 不藥而癒。 的能創造奇蹟！

但過沒多久又再復發。後來我改 我還有一個不錯的經驗。我 非常感謝魏老師的教導，長

看中醫，中醫師診斷是胃酸過多 種的檸檬樹雖然天天澆水，可是 生學不但簡單易學，而且能夠自

引起的，雖然病情有改善，但也 久不生長，而且感覺要枯萎了。 救救人，我覺得這是我一生最大

維持不久又再發作。 我試著用長生學調整，一手樹 的福報！

印尼 泗水 DENNY SANTOSO

+62-82336386468

我學習長生學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我的母親和身心靈

殘缺的人，讓他們能夠在長生學的調整下恢復健康。

在沒有學習長生學之前，我的身體很容易疲倦，而影響我

的呼吸系統，我的身體排汗也不正常，胸部也時常感到酸痛。

學得長生學之後，我的這些現象都獲得了改善。在學習長生學

之前我的體重是52公斤，現在，我降到了47.7公斤，這是因為

學了長生學後身體得到了良好的代謝才有的成果。

在學習初中級班的期間，有一天家裡的燈突然熄滅，為了

證明長生學能調整東西和動物等等的功能，我就試著調整熄滅

的燈。當時，我先生說我瘋了，那裡用手就能把熄滅的燈點

亮！果然，我用了15分鐘 把燈點亮，但不久又熄了。隔天，

我用了30分鐘調整，想不到真的又亮了，使我先生啞口無言。

長生學真的是無所不能，太神奇了！

在2014年11月8日，我突然頭痛，全身 然後，我靜靜的坐著大概休息了5分

無力，手腳沒有反應，說話口齒不清。後來 鐘，突然吐了很多東西，吐完後我又能夠說

妻子和蘇師姐幫我調整心臟、C4、C7、C6穴 話了，這時護士覺得很奇怪就叫我抬腳，結

道，還有整個頭部，並同時送我去了醫院。 果我的腳也能抬起來了，這個時候我要求回

醫院幫我做了CT掃瞄，發現我的腦部有血管 家，覺得全身已經好了！但是醫生讓我必須

栓塞，必須注射，如果再發現有出血現象就 住院幾天觀察看看，5天後醫生終於允許我

必須住進加護病房。因為注射會有一定的副 回家了。

作用，所以我的家人沒有同意。然後大家繼 那是一次很奇特的經歷，讓我覺得長

續為我調整，幾乎全身都做了調整，大約花 生學在危急時刻，特別能夠發揮他急救的功

了一個小時。 能，實在是一門了不起的功夫。

季 刊 ／ 講 義  助 印 者 芳 名 2 0 1 6 / 0 9 / 0 1～2 0 1 6 / 1 1 / 3 0
以後之捐助者當於下季刊出

100元 陳麗存          200元 陳麗朱‧陳怡先          220元 范水泉

500元 吳淨园‧莊武豹‧吳清和‧李米蕉‧盧美嬌‧吳姝燕‧林灑華‧朱凌萪‧謝周阿霞‧馮鹿鳴‧陳玉英             

600元 蔡淑瓊‧羅明正‧陳秀遠‧呂秉鍵

1,000元 劉克難‧林萱桓‧莊涵宇‧許明吉 林枝美‧張淑芹‧李坤妹          2,000元 彭菊英‧傅延雄        

人民幣20,100  張紅         新幣220  章雪霞          加幣1,000  許復華
我是印尼泗水第三期初中級班的學員。在

2015年11月時，我前往香港見了我的姪女，當

時，她感覺腹部不舒服，結果檢查後醫師說是腹部裏面有瘤。

醫師為了慎重起見，安排姪女在2016年3月又做了一次更詳盡

的檢查，如果確定有瘤，就準備在2016年6月進行手術切除。

當時我想，這是機會來了，姪女也同意我為她調整。我把手放

在C3、C2和腹部，調整約30分鐘後，姪女告訴我說，她腹部有

流水的感覺，同時也感覺到熱。隔天我見到她時，她告訴我肚

子舒服多了，我也鼓勵她繼續到調整站去調整。因此，她一直

持續調整到隔年2016年3月，再去檢查時，醫師已找不到腹部

的瘤了。最後醫師確定腫瘤已經消失，也不用動手術了，長生

學真是神奇!

2016.11.12 台中中級班義工合影

2016.11.12 台中中級班開課狀況2016.11.12 台中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11.10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芙蓉義工共修

2016.11.12 馬來西亞拉美士義工共修

2016.11.12 馬來西亞柔佛州
拉美士調整站義工共修暨五周年慶

2016.11.25 馬來西亞
森美蘭州波德申高級班結業
2016.11.25 馬來西亞
森美蘭州波德申高級班結業

2016.11.22 新加坡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11.22
新加坡初中級班結業後義工與老師合影

印尼 泗水 KOO IRWAN HERMAWAN
+62-81-1330532

2016.10.18美國波士頓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6.10.19
美國拉斯維加斯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6.10.19
美國拉斯維加斯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6.10.24 美國拉斯維加斯
高級班結業後學員與老師合影
2016.10.24 美國拉斯維加斯
高級班結業後學員與老師合影

2016.11.03 印尼占碑初級班開課狀況2016.11.03 印尼占碑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11.08 印尼錫江初級班開課狀況2016.11.08 印尼錫江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11.12 印尼錫江
每天調整結束後的共修回答問題
201.11.12 印尼錫江
每天調整結束後的共修回答問題

原先，我是抱著好奇的心參加長生學 的事。原來，他注意到我老公禿頭的地方長

的課程的，六天的課程，不知不覺的就過去 出了新髮，還說學了長生學後的我變得有精

了。 神了，整個人容光煥發。原先，我不以為

課程結束後，我的老公成了我調整的 意，過了一個月後，還真的是耶！我老公的

目標。他患有糖尿病，頭上長了很多小瘡， 頭髮真的長出來了，新的頭髮還比原來的舊

頭髮也光禿不均，皮膚也有過敏的問題。我 髮長得更粗更黑，而且一根白髮也沒有。

每天都會為他調整一至二次，除了調整全部 更神奇的是我雙手和頸部的老人斑也

的穴道外，也加強調整他的胰臟、脾臟和肝 淡化了許多，我乾澀的眼睛也不需要再點

腎，以及他的頭部，每次大概調整一個半到 「人造淚」眼藥水了，太好了！

兩個小時。很快的，兩個月過去了。之前拒 我內心真的很感激長生學、感謝魏老

絕參加長生學的姑母，突然向我問起長生學 師，和默默付出的師兄師姐們，感謝你們！

印尼 泗水 顏璟璟

+62-817-9378715

2016.11.20 馬來西亞柔佛州十周年慶

2016.11.16 馬來西亞
柔佛州新山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6.11.16 馬來西亞
柔佛州新山中級班開課狀況 印尼 泗水 林新貴 085231614158

印尼 泗水 Linda wati +62-81347971589

澳洲 雪梨 魏學峰

+61- 4 1 4 8 8 3 1 3 8

我是雪梨第六期初中級班結業的學員，從開始

學習長生學到現在，已經有三年多了。在這期間有過一些調整

和改善別人健康的經驗，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右腳跟長了骨刺，差不多已經有十來年了。有

一天晚上，就在我幫內人調整的同時，我突然感到我的右腳跟

好像有東西不停地在跳動，感覺有些刺刺的，像似用梅花針針

灸一樣。大概持續了二個星期，之後，我發現右腳的骨刺不見

了，以前刮風下雨常有的那種疼痛，現在也沒有了。從我自身

的經驗，我認為長生學可以誏骨刺完全消退。

另外，雷姐是一家中式按摩店的老闆，患有輕微腰間盤

突出。我調整C7、C3和患部，每次大約調整三十分鐘，兩週

後，雷姐表示輕鬆很多，走路幾乎完全沒有疼痛。這也證明

了，長生學對腰間盤突出有很大的疏緩作用。

我的媽媽有腦血管硬化、頭暈、心緒不寧的問題。我一

有時間就會為她調整C7、C6、C4和整個頭部，每次大概三十分

鐘，長期下來，她的這些症狀也明顯得到好轉。

長生學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套萬能的保健功夫，實在是

太珍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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