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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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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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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體從小就很不好，晚上準時躺下，但不見得可以

馬上入睡，而就算睡著也睡不好，每天早上起床都會莫名的

跟媽媽發脾氣，讓我和媽媽一直處於不開心的狀態下。但自

我從媽媽讓我學了長生學後，我發覺自己和媽媽一起調整身

體後，晚上的睡眠慢慢的改善了，不會有睡不好的感覺，反

而超好睡的。還有我臉上的痘痘，讓我一直很頭痛，因為會

癢又加上我有過敏體質，所以讓我很不舒服。因此，媽媽叫

我用長生學來調整看看，第一次十分鐘，我癢的感覺有減

輕。接下來的日子，晚上洗完澡我就自己調整，結果臉上的

痘痘一顆接著一顆消掉，令人不可思議！

還有一次我在學校，有一位同學頭痛，我用了一個下課

的時間幫他調整，她告訴我說，她的頭比剛才好多了。長生

學真是管用，不但改變了我的體質，也讓我幫助了同學，真

不錯！

青 春 痘 調 整 好 了
 台灣 台中 湯瑩婕  +886-931-659449

我的先生因頸椎開刀無法下床，經朋友用長生學調整

後，腳居然能夠立即及抬起，一旁的女兒，見此狀後驚訝萬

分，立即鼓勵我與她一起前去學習長生學。就這樣，我和女

兒一起在去年（2012年）參加了在南投國姓鄉舉辦的長生學

初中級班課程。

我在學習長生學之前，雙腿和頭經常會疼痛，也常常會

拉肚子。但是在我一直不斷的做功課後，這些症狀都改善

了。

十年前，我的心臟因瓣膜鈣化而開刀換了人工心臟，常

常會喘不過氣來。現在不一樣了，由於天天靜坐的關係，我

已沒有從前那麼喘了，明顯改善很多。而且，我也常幫我先

生調整，現在他的身體也改善很多，這都要感謝長生學。

台灣 南投 李劉燕珠 +886-49-2642564

我香港一個契女（乾女兒）現住在北京，他先生是一位律

師現在北京工作， 她的母親三星期前往北京探她，腳膝蓋很

痛，不能行動，見過醫生也是很痛，我2012年10月知道後，提

議試用電腦的電話來幫她調整，她將電話放在患部上，調整了

三個晚上，每次一小時，現腳己不痛及可以行走，她老人家很

高興，現繼續每晚幫她調整，謝謝長生學及老師的教導。

紐西蘭 徐鎮鈿 +64-96256148

2013.02.25 高雄初級班開狀況2013.02.25 高雄初級班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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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 鄒稚庭‧陳秀蓮‧壽貴生            300元 黃鳳蘭‧黃秀美‧鄧金蘭‧陳寶玉‧曾勝豐‧善心人士  

500元 林月慧‧李慧娟‧葉銘熠‧陳宗良‧陳秀芳‧林鳳珠‧扶雪梅‧吳淑華‧楊振宇‧林素雲‧曾裕隆‧葉思妙‧洪啟仁
       ‧李新香‧王秀碧‧張益昌‧張湘昀‧陳秀琴‧劉秀月‧陳劉惠英‧陳金笓‧王瓊姚‧邱指華‧黃啟芳‧張明樹‧
        張家楙‧陳月勤‧傅月珠‧張弘志‧葉祐美‧洪孟芬‧鍾秀珠‧鄭朝陽‧林川義‧陳辰村‧許秀蓉‧吳美蘭‧
        陳玉珠‧陳淑美‧鄭景榮‧陳漢銘‧陳炎松  陳淑珍‧莊何美齡  莊雅琴 莊雅珍‧黃湘淳‧葉少儀‧陳淑美‧
        昌金葉‧周姝伶‧林宇溱‧洪伊君‧官玉萍‧陳慧苓‧林呈機‧謝進聰‧陳瓊娟‧賴碧丹‧吳國恩‧張俊羿‧
        楊秀美‧許 滿‧游彩彙‧林文鋒‧萬海波‧連進德‧侯亞男‧林楊麗雲‧蔡瑤瓊‧吳朔譓‧戴秀鳳‧廖珮娟‧
        黃邱淑女‧曹呈舟‧楊郁麟‧陳慧苓‧張美惠‧盧黃冊‧大溪調整站‧林淑萍‧陳金來‧謝阿笑‧莊瑞瑛‧黃珮慈
       ‧張桂香‧許楊愛‧江淑佳‧陳俊吉‧郭美珠‧饒瑞成‧饒黃滿妹‧饒蘭香‧徐仁壽‧李現鈴‧梁秀美‧高正雄‧
       ‧賴彥志‧林恭本‧陳秀卿‧邱黃桂香‧邱黃里花‧黃月娥‧莊龍風‧張秋辰‧曾美菊‧童翠玲‧林美淑‧楊長春‧
       梁喜美‧江陳寶玉‧徐幼玉‧蘇王鳳珠‧黃美玲‧吳麗芬‧楊信君‧劉靜芳‧簡靖湘‧林麗玲‧陳睿紘‧郭貴珠‧
       葉斯宇‧張雲臺‧羅桂英‧游紹璿‧杜王春金‧黃王寶玉‧周瑞安‧潘秀蓁‧林秋惠‧朱傳申‧陳毓菁‧蘇政良‧
       張明松‧劉英欽‧易麗珠‧張芝草‧鍾蘭英‧蘇照惠‧陳泳蓁‧施淑娟‧黃榮東‧林桂金‧黃馥端‧顏秀美‧阮淑滿
       ‧顏清吉‧胡茂霖‧許玫凰‧黃榮豐‧黃美智‧方家楹‧董義雄‧王金信‧陳玲儀‧柯美玲‧陳曼茵‧許福仁‧
       陳俊良‧薛明發‧林美人‧林家上‧吳苑芩‧林玉英‧蔡青珍‧張瑛芳‧吳秀娥‧林淑惠‧許鳳珍‧周芳瑤‧王志榮
       ‧邱郁容‧柯博文‧莊  展‧黃振亞‧林吉慶‧善心人士‧林惠醇‧張士杰‧黃淑泠‧陳振瑋‧黃春信‧陳竹蘭‧
       徐志雄

600元 陳秀絨‧鄒紹銓‧林品樞‧鄭英慧‧黃俊榮‧林秀玉‧鄧春蓮‧吳燕華‧鄭佩伶‧鄧雄輝  陳寶貝‧陳道欽‧黎長興
       ‧吳明珠‧陳雅芬‧林政民‧張瑜瑩‧黃顯鈔‧楊麗蓮‧莊富雄  鄭美津‧

700元 林灑華‧宋李浣雲          800元 善心人士              1200元 許彩容‧王淑珠

1000元 李春生‧許議夫‧黃雪玉‧陳妙俞‧王玉鳳‧陳雅鈴‧許進明‧陳齊章  黃銘惠‧陳清澤‧花阡瑜‧林陳雪‧
       李采錞‧翁仁溥‧呂萬貴‧張  鞍‧賴芃蓁‧饒家琳‧連秋玉‧郭牡丹‧林清培‧黃素卿‧曾慶吉  江呂鳳嬌‧
       張家溱‧蔡界壽‧廖素貞‧廖素玉‧善心人士‧陳 成‧蔡勝傳‧陳珀琦‧林志昌  洪美華‧林榮昌‧陳鄉民  林鶯蘭
       ‧吳秀蘭‧王玉珠‧毛清鳳‧柏雪蓓‧黃慧珍‧鄭忠榮‧陳培榮‧黃招華‧葉世昌‧張培英‧蘇暐晴‧洪英修‧
       曾珮瑗‧莊雅媚‧侯甯英‧李枝福  鄭秀環‧張漢瑞  江秀官‧徐秀芳‧楊靜文‧林源欣‧許明吉 林枝美‧李坤妹 

1500元 曾柳真賢       2000元 陳秀華‧黃三春‧林千筠‧陳泰安‧馮來好‧蔡致彤       3000元 趙以章

新幣400元 新加坡愛心雙手長生學學會

在機緣安排下有幸成為長生 有4年的甲狀腺囊腫，在期間吃 或許是上天我特別疼愛，讓

學學員，未學習前，每日因腰痠 中藥近1年，雖有控制囊腫再腫 我更堅信宇宙能量偉大，平時遇

手腳發麻而無法入睡，差不多困 大，但停藥後還是一樣。心想， 同事朋友身體不適時幫他們調

擾了我20年，歷經無數次的針 最壞的打算就是去開刀，因西醫 整，也常有立即療效。

灸、拔罐、復健均無法根除。於 說沒有可有效治療的藥，只有開 現在每天下班後，只要有空

中級班結業後調整C7+患部，僅 刀一途，如今調整也差不多4個 都會到八德調整站幫人調理，在

短短6天就覺得睡覺特別安穩， 月了由原來雞蛋大的囊腫已縮至 站長朱師兄帶領下，眾師兄及師

這才發現我原有的腰痠腳發麻症 鴿 子 蛋 大 小 了 ， 調 整C7、C5、 姐們將調整站營造成一個充滿祥

狀全消失了，也才體驗到睡覺原 C2+患部，相信再不久囊腫就離 和與愛的環境，讓身心靈無限提

來是那麼舒服的事。緊接著調整 我遠去了。 升，感恩大家的付出。

 台灣 桃園 林惠詞

 +886-922-478609

上中級班的第二天早上，在路上被一名高中生騎腳踏車撞

上我的左小腿，當下就痛、腫、瘀青，到課堂上時，我想到我

正在學長生學，於是一手放於C7，一手覆蓋痛處，兩手輪流調

換調整，一個半小時後竟然不痛了，瘀青、腫都消了。                                                                                

另外，有一天我和長生學的同學，兩人幫另一位常咳嗽、

身體虛弱的同學調理。同學幫她調整頭部，我幫她調C3和C2，

她脊椎下陷，受到臀部的擠壓，脊椎下陷處變成一條溝，我們

調了半小時就各自回家，過了一個禮拜，下課時又幫她調，我

問她有沒有去看過整脊醫師，她說沒有，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

了，她下陷的脊椎竟然浮出來了，接近正常人，這件事讓我對

長生學更添加了信心。

還有一位同學是肩膀扭到，頸不能轉，我說我來試試，我

兩手一伸，用C7和痛處幫她調整，因為那時是在等待幫人助念

的空檔，只有十幾分鐘的時間，等助念完了她發現她的頸能轉

了，她說好神奇喔！

雖是小小的表現，但對我們卻是莫大的鼓勵，但願我將來

能有一雙妙手，可以讓人回春！

當我聽說長生學能改善疑難 2、 胃 病 及 胃 酸 過 多 的 症 頂有劇痛，整個頭部都不自然，

雜症及幫助健康時，我只抱著疑 狀，也帶給我多年的痛苦，就是 經過多位耳、鼻、喉專科醫生證

惑的態度，但經過初、中級學習 每粒胃藥六/七元（HK），都吃 實，屬於鼻敏感症狀，在一次練

及開穴後。我每天早晚練功及調 過不少。但就是無法徹底根治， 功時，突感覺有流出異物。因自

整，這一年多來，我身體確實改 不過想起老師教導，一手C7一手 然反應的關係，竟把血管焊接的

善了很多，以下是我親身經歷的 患部，這樣調整只數分鐘後，胃 結焦物吸入，直吞落肚，此後

三件事。 酸過多的刺激痛苦就會緩和減 左、右睡不再塞，臥睡不再痛，

1、本人雙腿雙膝關節，經 退。 從此我鼻子的問題全然改善。

多位骨科醫生證實，屬於勞損、 3、鼻子的問題，也是20多  長生學對我來說只有說不

退化、磨蝕，已有十多年都靠止 年症狀了，尤其是大血管，發生 完的好處並無壞事。

痛藥來維持日常動作，甚至專科 兩次爆裂，兩次都利用焊接方法

醫生建議，接受更換人造關節， 治療，但此後，鼻血管焊接處經

才可制止外翻及繼續變形。學習 常有結焦物，無法清除即變得鼻

長生學之後，不但每天不再服用 塞，甚至晚上側睡左邊塞左邊，

止痛藥，連行走樓梯都較自然。 側睡右邊塞右邊，臥睡眉宇至頭

香 港  盧 錫 英

+852-93766184

雙膝所用穴道：C7+患部+腎

胃部所用穴道：C7+患部+C3

鼻敏感      ：C7+C5+患部2013.01.08 高雄高級班開課狀況2013.01.08 高雄高級班開課狀況

我認識長生學是一位中 顯的進步。這次學校考試有很

醫師介紹，當第一天老師幫 大的進步，連老師都稱讚他。

我開穴後，雙膝蓋舊患就痛 (亦在選科，選擇他喜歡的化學

起來，再加上肝臟部份亦有 和地理)

疼痛。回家途中，就開始做 我的丈夫有嚴重的打鼾症

功課，雙手放在膝蓋；睡前 狀已經十多年，耳朵重聽，調

自我整，先調C7，另一手放 整 C7+C5+C4+鼻 子 +喉 嚨 ；

肝臟的部位，20分鐘後就將 C7+C5+C4+耳朵+腎臟，調整三

C7的 手 放 在 C3位 置 上 再 調 至四天後，打鼾聲音差不多聽

20分鐘，持續幾天後疼就減 不到；我們談話時也用普通音

少，眼白的黃漸漸退。 量就可以溝通了。

我有一個發展遲緩的兒 我希望可以用長生學幫助

子，開穴後每天在他睡覺後 更多需要的人，亦多謝老師開

幫 他 調 整 C7、 C6和 整 個 頭 設調整站讓我們有學習的好地

部，過一至兩星期，他的理 方。

解和情緒及表達能力都有明

香港 賴英上 +852-97887750

馬來西亞

吉打州

日得拉非力

義工為林老師

慶生

馬來西亞

吉打州

日得拉非力

義工為林老師

慶生

2013.02.24 馬來西亞總會長及總會理事長就職2013.02.24 馬來西亞總會長及總會理事長就職

2013.02.23
林老師在馬來西亞柔佛州北干那那與義工放天燈
祈求所有患者平安健康

2013.02.23
林老師在馬來西亞柔佛州北干那那與義工放天燈
祈求所有患者平安健康

2012.12.14 
馬來西亞芙蓉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2.12.14 
馬來西亞芙蓉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3.02.23 晚間在
馬來西亞柔佛州北干那那共修會
2013.02.23 晚間在
馬來西亞柔佛州北干那那共修會

森美蘭州芙蓉8周年及感恩謝師宴森美蘭州芙蓉8周年及感恩謝師宴

馬來西亞吉打州日得拉非力
成立的新調整站調整狀況
馬來西亞吉打州日得拉非力
成立的新調整站調整狀況

2013.02.22 
馬來西亞雪隆區雙溪比力開站共修
2013.02.22 
馬來西亞雪隆區雙溪比力開站共修

2013.02.25 
馬來西亞亞庇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3.02.25 
馬來西亞亞庇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2.11.23 馬來西亞沙巴州拿篤
在德教會開課狀況
2012.11.23 馬來西亞沙巴州拿篤
在德教會開課狀況

2012.12.01 馬來西亞砂巴州丹南
開 課 時 學 員 練 習 調 整 之 狀 況
2012.12.01 馬來西亞砂巴州丹南
開 課 時 學 員 練 習 調 整 之 狀 況

2013.01.22 緬甸曼德勒初級班開課狀2013.01.22 緬甸曼德勒初級班開課狀

2013.01.18 緬甸仰光中級班開課狀況2013.01.18 緬甸仰光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3.02.19
馬來西亞古達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3.02.19
馬來西亞古達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2.11.07 汶萊首都首次開課之狀況2012.11.07 汶萊首都首次開課之狀況

2012.12.13 馬來西亞
柔佛州永平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2.12.13 馬來西亞
柔佛州永平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3.02.23 馬來西亞柔佛州巴株峇轄共修2013.02.23 馬來西亞柔佛州巴株峇轄共修

時間過得非常快，從開始學長生學至 來，女兒的病情改善了很多。譬如如她的

今也快五年了，能夠與長生學結緣是因為 癲癇發作次數減少了，過動的症狀也慢慢

女兒的病因，從她小時候在醫院檢查報告 穩定下來，起初她有過動症，想讓她在椅

中，醫生便叫我們要有心理準備。她的頭 子上坐五分鐘都很難，師兄師姐就一直跟

腦發育不全，可能會智能不足！當時我和 著她，她走到哪裡，師兄師姐就跟著她走

太太聽完報告後，都感到很無奈和痛心， 到哪裡，就在那裡幫她調整，有時就幫她

心裡很不平衡，怎麼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 隔空調整。

上，但是再多的埋怨和怨恨也於事無補。 當我在2007年11月上完初、中級班後

女兒在兩歲半開始癲癇發作後，我們 就加入義工隊伍，接觸病患看他們的病

就帶她四處求醫，中、西醫、土醫和神 因，有些聽都沒聽過、也沒看過；有的病

醫，但是病情很難控制，有時一天會發作 情比我女兒更嚴重，女兒的病這條路雖不

很多次，病發時她整個人會失去知覺倒在 易走，但感恩有長生學老師、師兄、師姐

地上，手、腳抽筋。也因為這個病因導致 相伴相隨，讓我不會孤軍作戰，相信這也

她不能說話、本身不能自理、手腳不靈 是上天給我的考驗。

活、腰和背是彎的、走路不能平衡、每次 學了長生學後與人結善緣，當為病患

走幾步路就會跌倒。 調整時，以愛心、無我、放下及感恩的

在一個機緣巧合下，2007年女兒的三 心，無怨無悔、盡心做好自己的本份；並

舅在桑佛洲上完初、中級班後，得知新加 盡量累積正面和善的能量，希望未來的歲

坡有長生學調整，他親自出來新加坡帶我 月改變命運的趨勢，在此感恩長生學和魏

們去調整站，一星期調整兩次，幾個月下 老師無量的愛。

林尤財 新加坡 +65-90124326 / 98202430

我的後頸部有一顆十元硬幣大小的脂肪瘤，一位做醫生的朋友說：「暫時沒有影

響，等再大一點後再來切除。」但是，自從我學了長生學後，非但後頸的瘤沒有長大，

還呈現萎縮現象。於是我每天一手c7、一手患部自我調整。差不多為時半年之久，現在

我後頸部的瘤已萎縮成一小點，有時候不仔細摸還摸不出來，長生學真是奧妙極了！

台灣 台南 葉世昌 +886-928-79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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