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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裡有一隻老狗，心臟壓力大，跳動的很快，喘氣的聲音

也大聲。因喘氣的聲音很大聲，在寧靜的夜裡顯得特別清楚，也感

覺得到老狗心臟的壓迫感。因此，我用長生學幫狗狗做了一會兒調

整，幾分鐘後，心臟的跳動就緩和了，也不喘了。之後，我經常幫

牠做調整，一直到現在都很好。狗狗的身上也摸得出有塊腫瘤，我

在幫牠做心臟時也順便調整了腫瘤，而且在做腫瘤調整時，隱約感

覺得到能量的串動，漸漸的腫瘤變小了，幾個星期後腫瘤便消失

了。好難想像這樣的事，但確實這是長生學所發揮出的力量！

經由朋友介紹上了長生學初中級班的課程，感覺非常的

好。中級班結束後的某一天早晨，起床後頭腦昏沉，頭痛欲

裂。於是，我趕緊靜坐，才坐沒多久，就感覺頭部似有一股能

量(氣)往下移動。就在那能量的感覺過後一瞬間，我的頭便不痛

了，昏沉的感覺也消失了，頓時舒爽多了，太不可思議，太不

可思議了！

我的女兒，自幼體弱多病。幼稚園開始，就經常偏頭痛，

而且會一直痛到吐，始終找不出原因。現在已經小學六年級，

隨著年齡的增長，症狀有了緩和，雖不像幼時那樣頻繁，但每

個月總還是會有一兩次。自從我學了長生學後，密集的為她調

整了一個多月，調整時，我會為她調整整個頭部，特別加強c7、

c6的穴道。可能是這樣的關係，她發現自己的記憶力增強了，

變聰明了。以往，上數學課時常常在理解上會卡卡的，現在一

下子就能融會貫通。並且都能記得住不再忘記，這在從前是不

可能的，現在學業也提升了許多。我想這些都與長生學調整有

關係，長生學太好了！

我非常幸運能夠學得長生學，竟然靠著一雙手就能改善身

體的健康，尤其對藥物過敏的我來說，更是莫大的福氣。我經

常和別人分享我學長生學所得到的好處，真要謝謝魏老師、林

老師和所有的義工們，你們真是功德無量啊！

 兩年前，在公司跌倒傷到膝蓋後，做了一年

多的復健，也看了中西醫，但都沒有改善，尤其

上下樓梯非常吃力。

後來，經過慈濟的師兄師姐介紹和鼓勵，才在2017年5月份

時參加了長生學的學習。學完長生學後，經過不斷的調整，另

外，也在網路上看了許多魏老師所分享的見證，更增添了我的

信心。大約兩個月的時間，我的腳傷竟有了不可思議的改善，

走路的速度增快了，也更穩健了！

另外，在情緒上我是個容易緊張的人，平時雜念也很多，

總愛東想西想。但從魏老師教導的靜坐上我改變了不少。魏老

師說：【靜坐有雜念是正常的，負面的情緒可以藉由雜念釋放

出來，身體的許多問題也可能因此而獲得改善】。這讓我了解

到，其實許多的病相是來自於心的。

很感恩魏老師與林老師能以菩薩般的心教導大家學得長生

學，讓大家都能因此而獲得身心靈的健康！

台灣 高雄 吳彩蕎

+886-929-320355

台灣 台南 鄭瑞雨

+886-927-773938

2018.03.04 香港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3.04 香港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3.05 高雄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3.08   香港課程因學員爆滿
另外增加之晚上初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8.03.20 新加坡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3.20 新加坡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3.21   台南中級班
學員練習互相調整之狀況
2018.03.21   台南中級班
學員練習互相調整之狀況

2018.03.26 澳洲伯斯中級班學員與義工合影2018.03.26 澳洲伯斯中級班學員與義工合影

2018.03.28 台中東勢區中級班開課狀況2018.03.28 台中東勢區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8.03.31      美國休士頓
中級班學員義工與老師合影
2018.03.31      美國休士頓
中級班學員義工與老師合影

2018.04.13 美國拉斯維加斯
中級班學員義工與老師合影
2018.04.13 美國拉斯維加斯
中級班學員義工與老師合影

2018.04.18 中國湛江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4.18 中國湛江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4.19   美國亞特蘭大
中級班學員義工與老師合影

2018.04.26 北京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4.26 北京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4.26 美國紐約中級班
學員義工與老師合影

2018.04.30台中西屯區中級班開課狀況2018.04.30台中西屯區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8.05.03      美國波士頓
中級班學員義工與老師合影

2018.05.09 
美國佛羅里達州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5.09 
美國佛羅里達州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5.17 加拿大多倫多高級班開課狀況2018.05.17 加拿大多倫多高級班開課狀況

2018.03.18 台北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5.06 
嘉義朴子中級班義工與學員合影
2018.05.06 
嘉義朴子中級班義工與學員合影

2018.05.18 嘉義水上初級班上課情況

2018.05.20 台中服務處義工日月潭一日遊2018.05.20 台中服務處義工日月潭一日遊

2018.03.25
高雄服務處年度第二場慈善義診活動
2018.03.25
高雄服務處年度第二場慈善義診活動

2018.05.21 高雄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5.20 
加拿大多倫多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5.20 
加拿大多倫多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5.28 美國北加州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5.28 美國北加州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7年3月，Sam 師兄和 Alice 師姐介紹長生學給我，因為

去年2016年12月我因心肌顫重而中風，我時常感覺心慌，脈搏跳

動不正常，呼吸短缺，這影響了我每天的作息。

到長生學調整站接受了幾次調整後感覺很舒服，所以我報名

參加了2017年5月1日至6日的初中級研習班。 之後我一有空就調整 

C7 和 C4，感覺情況改善了許多，我的心跳被調整近正常水平，現

在每分鐘跳 76 至 88次。在接受長生學調整前，我是依賴吃藥來

控制我的心跳，一停止吃藥，我的脈搏跳得非常不規律，最低是

每分鐘 30次，最高是每分鐘180次。

我真的很喜歡長生學調整，它不但能幫助自己，也能幫助別

人。 我幫一位患有淋巴癌的女病患調整，調整七，六，五，四，

三，二穴道，經過十次調整後，在她頸部、腋下和腹股溝的淋巴

腫瘤明顯縮小，幫人調整也讓我自己藉慈悲心來積福去除業障。

上完課，我回到古晉去實習，也因此認識了許多師兄師姐，

如果我沒學長生學，我就沒有機會認識這麼多不同國籍的人， 這

環境把大家都連接起來了。

我由衷的感謝 Alice ， Sam和所有的師兄師姐，當然也沒忘

記我們的維奇老師和小玲老師，他們以無限的愛心，關懷來教導

並指引我們，他們是我們的好導師 ，謝謝你們， 我真的很感恩和

很幸運能參加長生學課程。 

的狀況，學習長生學後，我每晚 的疼痛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到現2017年6月21日參加了濟南
都會調整自己的左耳後。現在， 在，我仍然持續的不斷調整，整的初中級班課程。本來，我和先
我的睡眠品質改善了，甚至還經 個腿和腳比以前感覺更有力了！生都不信的，但在一次泰國旅遊
常會睡過頭！ 我還是一位做過心臟支架和途中，我先生頸椎痛，我妹妹說

另外，我的膝蓋和腳跟疼痛 三高的患者，其實，我在調整時可 以 幫 忙 用 長 生 學 調 整 ， 就 這
了很多年，走路時間長了或站久 幾乎每個穴道都調整，現在我的樣，調整了一會兒後，頸椎真的
了 都 會 不 舒 服 。 用 過 很 多 種 治 胸悶現象沒有了，三高也降下來不痛了。這才讓我們夫妻兩決定
療，都不見效果，我就用長生學 了，血壓目前是90/70很正常了，參加了6月份的初中級班學習長生
試著調整，也請我的先生幫我調 這都是長生學解除了我的病痛，學的。
整腳跟和腎臟。一段時間後，我 長生學給我的福報太大了！我本身是長期處於睡眠不佳

我 是 在 應調整方法，當天回家後就依照 就把流鼻血症狀改善，鼻子恢復

2013年 8月 中 老師教導方法調整，即一手C7， 正常不流血了，要感恩長生學教

旬開始莫名其 一 手 患 部 ， 然 後 再 把C7手 移 到 導老師及鳳山調整站邵站長各位

妙 的 流 鼻 血 C5，患部的手不動繼續調整約一 學長同仁(重點特別提要，如果患

的，平均1～3天一定會流一次。 小時，幾天下來，調整時都沒有 者本身有患肝臟病、腎臟病一定

這段期間曾經看過各個診所、中 出現流鼻血的症狀，在運用長生 要加強C3+患處調整)。

醫、吃青草藥偏方，也到過醫院 學調整期間也停止塗藥膏，流鼻 結語：感恩長生學、各位長

檢 查 ， 但 都 找 不 出 流 鼻 血 的 原 血的次數也減少，在時間上也拉 官、開穴師教導老師、先進、鳳

因。都認為是鼻子過敏，鼻膜乾 長一個月、半個月才流一次，終 山調整站邵站長各位學長同仁，

燥症，而朝著這方面醫治，開藥 於到7月起都沒有流鼻血了，為了 協助調整讓我鼻子流血的病症接

塗藥了事，病症絲毫沒有改善。 慎重起見，現在每天都還在繼續 近4年多的時光(看過全國各大中

幸好在2017年4月間，經由一 調整中。流鼻血症狀經過了3年 西醫都沒有改善，不評論)我靠著

位善心人士拿著一份74期長生學 8個月折磨都沒有改善病症，自認 長生學的調整功能在兩個半月的

季刊給我，我才認識長生學，並 識長生學後，運用在長生學所學 時間就改善鼻子恢復正常不流血

在四月開課時開始上初級班，第 的 調 整 方 法 ， 白 天 在 家 自 己 調 了(我不敢大意，每天還繼續調整

一天上課全神貫注聆聽老師解說 整，晚上到鳳山調整站實習幫人 中)。我願長生學能夠再給我機會

各種病症調整要訣，上完第一天 調整，在實習期間受到鳳山調整 使我再精進上高級班課程，將在

課程後經開穴師開了C7、C6穴道 站邵站長教導及各位學長同仁協 長生學所學的調整功能來幫助更

後我在請教張執行秘書，流鼻血 助調整，終於在兩個半月時間， 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將長生學運用在動物的 C5、 C3、 C2穴 道 ， 也 是30分

救治上，成果顯著。 鐘。接著做每一穴道與對應的

某一天的午後，我的一位 腑臟位置，連續做了3小時。

獸醫朋友來電求救，因為一隻 小狗的生命跡象開始有了明顯

小狗意外車禍。我即刻趕往獸 轉變：體溫與血壓回升，瞳孔

醫院，見到小狗時，牠虛弱的 反應轉好，呼吸漸漸有力，血

躺在診療台上，那一隻體型極 尿血便吐血減少，我知道牠已

小體重大約2～3公斤的小狗， 漸漸脫離險境…。

當時牠已呈現體溫和血壓下 在小狗住院期間，我每天

降，瞳孔放大，呼吸微弱，大 前去探望，用長生學幫助牠，

小便失禁，血尿血便吐血的狀 並向牠的主人介紹長生學，三

況，情況極不樂觀，我判斷這 周後小狗出院時生命跡象穩

車禍意外，已造成牠嚴重的內 定，已能自主步行。最令我難

出血，獸醫朋友告訴我，牠的 忘的是牠臨別時屢屢回首，吟

年齡約一歲多。我想起了長生 吟低鳴，像在向老友道別…。

學老師曾教導的運用在越單純 感謝長生學的幫助，讓我

的生物體上，效果越好。於 深刻的感受到，這有情人間的

是，我從急救的C7、C4穴道開 無私大愛。

始著手，約30分鐘。再做C6、

中國天津 吳鳳蘭

高雄 黃照生 0987-297658

高雄 曾士娟

0968-86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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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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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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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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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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4
107.05.04

107.05.08
107.05.14

10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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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心
薛明註
丁謝玉蘋
曾佩娥
蔡志旺
游富棨
何   嬌
張佑吉
張隆翔
張益誌
張益慈
林淑卿
梧棲站
杜黃秀英
吳佳純
陳   妗
巫佳霖
陳麗卿
陳秀芳
蘇明傳
澎湖站
劉克難
范謝秀蘭
張春美
張寶兮
呂仁翔
林宜長

鄭秝善
林政毅
梁志嘉
賴碧珠
陳俞宏
陳俞成
薛明註
吳如珍
舒明華
陳啟明
陳柏宏
范水泉
王修明
郭泳昊
黃大山
高崇凱
薛明註
賴碧珠
梁志嘉
黃金能
陳淑華
曾佩娥
馮漢章
蔡淑惠
張淑女
陳奕婷

3,000
2,000

10,000
1,000
2,000
1,000

500
1,000

500
500
500
500

1,460
500
500

1,000
500
500

2,000
1,000
3,000
1,000
1,000
1,000

600
1,000
5,000

5,000
2,244
1,000
1,000

500
500

2,000
600

1,000
600
500
220

1,000
500
500
100

2,000
1,000
1,000
1,000

500
1,200

1,000
500

季 刊 ／ 講 義  助 印 者 芳 名 2 0 1 8 / 0 3 / 0 1～2 0 1 8 / 0 5 / 3 1
以後之捐助者當於下季刊出

500元 

550 600

吳其芳‧陳書玉‧王再生‧朱幸勝  陳麗朱‧陳華蓁‧鄭淑英‧梁錦  ‧釋光融‧林秋月‧劉榮枝‧無名氏     

元  鄭秝善      元 林育如

1000元  陳信溢‧羅明正‧黃明寶‧許明吉  林枝美‧李坤妹                   30000元  黎勝堅

港幣5000 香港善心人士        印尼盾1仟萬  郭麗華         印尼盾2仟萬  印尼萬隆

US1000  黎冠輝  黎陳琪      US10000  雅加達善心人士‧泗水長生學學會全體理監事      US50000  雅加達鄧鈞兆

加幣200 江美檸 韓子安        加幣300  范一珊        加幣1000  謝鎮濤‧楊家桂‧李宏光       加幣2000  李潔香 

澳洲 伯斯 傅春枝+61-434-993022

台灣 高雄 洪慧敏 +886-921-2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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