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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長生學時，是因為我的丈夫生病連醫生都找不到

原因。那時候我帶他去BEC調整，他在BEC調整三次後，我丈夫

的病變好了，因此他決定學長生學。我第一次被調整的經驗

是我生孩子的時候，因為我身體已經痛得沒感覺，結果我的

孩子出生時，沒有活力皮膚的顏色也變成藍色，在奄奄一息

的時候，我丈夫一看馬上幫兒子調整C7和背部，不久後兒子吐

出濃稠的黏液，開始哭了起來，那時候我決定學習長生學。

在我第四次懷孕時，前三個月我總是沒精神也沒力氣，

因為我的胃不舒服且一直感到想吐，之後我去調整站調整，

這些問題都不見了，自己變得更有精神和力氣。在懷孕第六

週，身體檢查時醫生告訴我，我左邊的子宮有囊腫大約

2.5cm。我丈夫聽完後開始每天幫我調整，早上兩個小時、晚

上兩個小時，調整C7+C2+左邊子宮。

而我自己有空時，也是一手C7、一手左邊子宮做調整，

前三天的調整時會有痛的感覺，第四天起就沒有感覺痛了。

在第八週我回診檢查時，醫生告訴我囊腫已經不見，不過還

有血塊在肚子裡，於是我又繼續調整C7和肚子。第十週再回診

時，醫生說血塊已經不見了，聽到這消息我們非常的高興。

我發現在懷孕時，一直調整C7和肚子，對我的孩子非常

的有幫助，生產時很順利而且寶寶的體重也很正常。

感謝上帝，感謝魏老師教我們長生學，Ongko先生讓我們

有機會學到長生學，長生學對我和我的家幫助非常大。

印尼 泗水 Amelia +62-081 55 200 702

我的右腳拇指有膿腫已經六個月了，是因為指甲插入肉

裡，醫生建議動手術把指甲取出，在吃了一星期的抗生素後腳

趾有好轉，但有一粒米大的膿腫在腳趾上未能痊癒，還會有膿

液流出；喝抗生素藥片時傷口會乾掉，但停藥時膿腫又會復

發，而每天敷藥時會感到疼痛，洗澡時碰到水也會有刺痛感，

讓我最擔憂的是喝太多抗生素對藥品會有依賴性。

自從我參加長生學後，我每天調整C7+C5+腳趾大約30分

鐘，調整一個月後，我的膿腫縮小，傷口也癒合了。而我平常

都會用嫩膚膏，自從我每天靜坐和時常幫別人調整後，我腳部

的皮膚變得滑嫩且無龜裂，從此不用買嫩膚膏，身體也不容易

疲勞變得更有活力了。

我母親已90歲高齡，身體瘦弱、時常便秘，尤其曾經跌倒

時右腳骨折後，身體變得更加虛弱，時常沒有食慾和想嘔吐，

我每天早上幫她調整約一小時的C7+C3+C2、胃部、淋巴及腹腔

左邊，現在大便順暢、嘔吐感減少、食慾也增強了。另外，我

母親兩腳浮腫，還有頭疼痛症狀，我幫她調整C7.C4+心臟和

腳，大約一小時後，浮腫逐漸消失了！

有一次，70歲的鄰居說自己時常頻尿，我連續幫她調整三

天的C3.C2及膀胱大約30分鐘，結果也沒那麼頻尿了！

印尼 泗水 RATIH  RATNASRI  DRH +62081 331 943879

2017.07.07 嘉義初級班開課狀況2017.07.07 嘉義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8.19
台南初級班學員練習互相調整之狀況
2017.08.19
台南初級班學員練習互相調整之狀況

自從我去長生學上課，讓師兄開穴後，我的手掌心變得熱

熱的，上完初、中級班後，我就去調整站學習幫人調整，問被

調整的人有什麼感覺，都稱讚我一次比一次進步，我聽了很高

興，就回家幫我孫子調整，他的眼睛近視200度，我幫孫子調

整C7+患部，一個月後孫子做視力檢查，結果減少了100度，我

聽了很高興。

馬上再找第二個孫子和第三個孫子來做調整，結果第二個

孫子原本400度的近視變成320度，而第三個孫子420度的近視變

成350度，這讓我對長生學越來越有信心了！

台灣 桃園 曾林寶

+886-936709383

第一天開穴的那一刻，肚子忽然咕嚕了幾 平時有鼻子過敏、鼻塞、流鼻水等症狀，自

下，上課時有一陣陣的咕嚕咕嚕的絞痛，當晚在 己調整C7.C5.鼻子.喉嚨和肺部，如今大有改善。

家就瀉肚子，當時估計是自己平時腸胃不好的一 在五月四日那天我體驗到如何急救，在海拔

個好轉反應吧! 3400多米的高山接近山峰的路程中，一位團友身

第二天的開穴也咕嚕了幾下，不過已不再瀉 體不適而暈倒，我太太趕緊一手抱著她，另一手

肚子，如今腸胃問題也有所改善。 為她調心臟，而我則為她調整C7.C6，一會兒她就

在第三天或是第四天時，有位師兄在台上提 醒過來了，之後我太太一直都陪著她和給她調

及他的腰已不再痛，才猛然驚覺自己的腰早上起 整。

身時也沒有痠痛的感覺，以往起床後需要多活 調整站意義深遠，給予病患一個很棒的管

動，痠痛才會慢慢減輕，還有平時有跑步的習 道，然而面對不同問題的病患卻給了學員們一個

慣，隔天起床後的腰部痠痛會加倍，現在已經沒 可以學習長生學和幫助他人的平台，師兄師姐們

有這些問題了。 的關心和指點，更加強了我們的信心。

新加坡 陳福平

+65-98280936

幾年前，聽說一個洗腎的病人病情 節，竟然都發出小葉子。

加重，不能坐立，結果給病人運用氣功 上課最後一天，我問魏老師：「中風病人半

發氣，不但氣色好多了，也能坐立了。 身不遂，不能吞食、口語不清，醫生說沒希望恢

當時就隨口問“是什麼氣功？”幾天後 復。」而魏老師說：「醫生說沒有恢復的機會，

拿到一本〈把愛伸向全世界〉，原來這功夫叫長 不 一 定 。 認 真 做 ， 很 多 人 就 恢 復 起 來 了 ， 加

生學。翻閱後，還真疑惑：開穴的奧秘。 油！」老師的話令我感動，想到病人四天後就要

機緣巧合下，今年（2017）三月，以一種好 復診，當下立刻上門去為他調整。四天後，家人

奇、懷疑的心態報名了長生學。聽了老師的講 都慶幸醫生沒說：「“不用再回來了。”」因為

解，了解長生學是引導宇宙能量，讓身子的氣增 吞嚥情況有進步，在經過四個星期持續的調整，

強，並促進新陳代謝，使疾病得到改善。 病人的吞食量一直在增加，食物也變得多樣化。

聽師兄、師姐們分享調手機、冰箱、小動物 第五個星期，陪伴病人八個多月的餵食插管也拿

的心得，真不可思議。回家看到掉到只剩兩片葉 掉了。印證了魏老師說的：「醫生說沒有恢復的

子和一枚小辣椒的辣椒樹，將把雙手靠近根部的 機會，不一定。」這句話

花盆旁調整幾分鐘，第二天早上枝幹上的每個小 感恩長生學！感恩魏老師！

新加坡  翁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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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不小心踢到階梯，整個人向前倒下。當時雙手

就擋在前面壓在地上，就感覺手就快斷了！到醫院看診後，

把我的左手包了石膏，吩咐我兩個星期後再復診。

我包著石膏的左手依然很痛。我就開始把自己的右手放

在左手腕疼痛的地方，自己調整。每天調大概兩個小時，那

個疼痛慢慢減輕。兩個星期後的X光顯示骨裂的情況有輕微好

轉，所以就把石膏拆了，用繃帶吊著左手，再過兩個星期改

為用護腕保護患部。

這期間，我每天都不間斷的給自己的左手腕調兩個小

時，就這樣六個星期後，手腕不再疼痛了，但感覺到在手腕

處有個骨頭突出。醫生觀察後建議三個星期後要動手術把突

出的骨頭磨平。因為當時不覺得痛，也不想開刀，所以不以

為然。我覺得長生學已經讓我不需吃止痛藥，讓骨裂的部位

慢慢癒合，或許長生學也可以把這突出的骨頭醫好。

於是我又繼續用長生學調整左手，就在需要復診的前幾

天，我在家裡不小心左手撞到牆壁，頓時感覺左手腕非常疼

痛，那個痛是痛入骨髓，眼淚都流出來。

當時想這次慘了，可能骨頭斷了。我痛坐在地上一陣

子，等我回神過來，沒有那麼痛的時候，發現骨頭突出的地

方已經變平了！當天我沒有立刻去醫院，我繼續每天在患部

調整大概一個小時以上。

幾天後回診時，X光片上顯示沒有突出的小骨塊，而且骨

裂的地方恢復得非常好。醫生也很驚訝，然後確認的說不需

要開刀了！真的非常慶幸自己有機會接觸到長生學。

新加坡 林雅鳳  +65 9459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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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9 英國林肯郡市長及資深議員親臨長生學會場參加開幕
            並邀請林老師魏老師前往市政廳參觀

2017.06.13 中國齊齊哈爾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6.15  中 國 齊 齊 哈 爾
初中級班全體義工與老師合照

2017.06.21
中國山東省濟南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6.21
中國山東省濟南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5 24 美國亞特蘭大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7.06.13 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6.27 美國洛杉磯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6.15 中國齊齊哈爾初中級班結業全體學員.義工與老師合照

2017.07.27 馬來西亞直涼調整站兩周年義工聚餐共修

2017.07.02 新加坡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7.07.10 印尼錫江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8.12 緬甸蒲甘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5.28 英國倫敦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8.11 馬來西亞柔佛州昔加末
     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7.08.01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古晉
     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8.11 馬來西亞昔加末高級班衛生部
次長秘書蒞臨會場致詞，這次林老師前往
馬來西亞授課即是由次長秘書寫的推薦信

2017.08.02 緬甸東枝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7.07.18 印尼棉蘭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7.08.01
馬來西亞文德甲中級班上課狀況

2017.08.02 馬來西亞文德甲初
中級班結業林老師與義工合影

2017.08.07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西連
           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08.08 緬甸仰光高級班開課狀況

季 刊 ／ 講 義  助 印 者 芳 名 2 0 1 7 / 6 / 0 1～ 2 0 1 7 / 8 / 2 5
以後之捐助者當於下季刊出

500元 林灑華‧廖學傑　　  1000元 蔡桂雄 傅郁惠 羅明正‧陳怡先 陳麗朱 陳麗存‧李坤妹‧許明吉 林枝美

2000元 劉素蓉‧呂玉瑞     3000元 陳金連     5000元 林宜長‧鄭秝善

英鎊50 侯鉅光     US300 Wito Wijaya    US 1000 黃紫雯     US30 000  雅加達善心人士 

新幣1320 舍鈺    印尼盾1佰萬 黃紫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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