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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疹好了

台灣 新北 李意婷
+886-933-013713

5 10‧11‧12

能接觸長生學，是一個非

己又到長生學台北總會被調

整半小時，輪流調整這幾個部

常巧妙的機緣，因為姪兒深受

整，才下了要上初、中級班的

位，約一個月後，小女兒的耳

異位性皮膚炎所苦，中西醫治

決定。

朵濕疹即好了大半。另外，在

台南郵局許可證
台 南 字 第 512 號
雜
誌

療都不順利，有一天我用手機

本人月經前後常頭痛頭

永和調整站，幫一位年輕女孩

上網幫姪兒找是否有什麼另類

暈，還有脹氣、蕁麻疹的問

調整，她手痛時，我同時一手

療法可以幫助他，很奇妙的，

題。初級班三天上完課，自己

調整手肘關節，一手調整手

我點開手機左上方的「↓」圖

在家靜坐時即感覺到有氣旋帶

掌；她腳痛時，我用雙手包覆

示，居然有長生學的資訊自己

著身體輕微晃動，好似輕微地

她的膝蓋。她原本的疼痛處，

下載到我的手機。因為我自己

震的感覺，手指也有跳動感。

在調整後疼痛感逐漸消失，她

沒有聽過，身旁也沒有人接觸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宇宙能

也能感受到我的手會發熱。有

過長生學，壓根不可能去搜尋

量，覺得真是太神奇了!

一次她腰痛，因為她一定要使

小女兒兩邊耳朵長期濕

用靠背座椅，於是我就隔著鐵

驅使，我到國家圖書館查閱所

疹，會龜裂、出水，無法根

椅幫她調整腰部，我半信半疑

有與長生學相關的碩士論文、

治。我常趁女兒快要入睡時，

的聽從永和調整站站長陳師兄

文章等，展開長生學的研究之

幫 她 調 整 C5、 C3、 肺 部 (肺 主

的指導，幫她隔椅調整，居然

旅，並將心中所有問題詢問魏

皮 毛 )、 腎 臟 (排 毒 )、 肝 臟 (解

我的手指還是一樣會有跳動

老師，得到滿意的解答後，自

毒)、 脾 臟(消 除 脾 濕)， 每 天 調

感，真是神奇！陳師兄說:「宇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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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台中 黎晴驊
+886-982-576269
一般我只在睡覺時將雙手

幫你調一調，於是我把左手放

會一直打嗝，一個小時都不停

放在腹部，沒有特別感覺，但

在3號，右手放在氣管（我認為

止，現在用這種方式調整，很

是以前常常因生孩子開刀，腸

打嗝是胃部問題）調3分鐘沒反

快就能緩和打嗝症狀了，真好

沾黏打噴嚏會痛的情況有減輕

應，他還是在打嗝，我把手的

用。

痛感。

部 位 換 到 氣 管 和5號 穴 道 ，3分

有一次我們家養的貓誤食

鐘後打嗝頻率慢慢延長，再調

塑膠地毯，地毯將腸子塞住

一分鐘就停止了。

了，他無法排泄，奄奄一息，

有天晚上我先生洗完澡後進房
間時一直打嗝，我跟他說，我

以前這種情況不理他，他

內

tw.longevitology@gmail.com
changsenxue@yahoo.com.tw

fb搜尋:[長生學總會 Longevitology]

我帶牠去開刀取出異物，接連

台灣 台北 蔡翠瑤

嘉義 10/02.03.04

10/09.10.11

台中 10/05.06.07

10/12.13.14

高雄 10/05.06.07

10/12.13.14

以，我的健康狀況一直

桃園 10/09.10.11

10/16.17.18

越來越差，因此，我對

彰化 10/09.10.11

10/16.17.18

於教授健康的教學節目

新竹 10/16.17.18

10/23.24.25

或講座都很有興趣，也

台南 10/19.20.21

10/26.27.28

去學了別的能量課程，

雲林 11/06.07.08

11/13.14.15

但是學了長生學之後，

11/06.07.08

11/13.14.15

11/06.07.08

11/13.14.15

+886-918-788698
由於眼疾做了很多
治療，吃了很多藥，所

才對能量有了明確且不
一樣的感受。
開完穴後，手上散
發出的能量感覺持續不
間斷，不像靈氣療法，

會試著幫同事調理，發
現對頭痛的舒緩效果很
好，我自己五十肩的問
題在做完調理之後，也
都獲得紓解，更奇妙的
是我的貓咪身上有很多
條狀腫塊和肌肉硬化，
醫生檢查不出什麼問
題，也無法治癒，經我

+C3+腎 臟+肝 臟 。 就 這 樣 連 續3個 星

否如此，果真如此好

在學習長生學初、中級班後，我時常做功課，並自我調整。每個

期以後血壓就正常了，至今也沒有再

了！連晚上由於眼睛問

星期也會參加我們社區舉辦的練習會，社區朋友不適時去幫忙調整。一

服用高血壓的藥物，血壓依然很正常

題而不敢騎車的問題都

年後（2009年10月）驗血報告指出：Creatining 1.6、GFR 44，均有

維持在：高120、低80的數值。

好了，接著便又試了我

明顯進步。我生活上沒有任何改變，我深信這是練習長生學給我的幫

真的是很感恩長生學，有機會學

助。2009年11月我去了洛杉磯參加了高級班的學習。現在我已79歲，

習到長生學大家應該好好珍惜。再次

看見妹妹的身體一
天天的健康復原，便問
她是吃了哪種藥？結果
妹妹說是學習長生學後
身體才開始好轉。所以
我也跟著學習了長生
學，來體驗它是否真的

對本會所舉辦之研習活動，如有問題

過率功能（GFR）偏低在36上下。

+886-988-216835

可電洽總會詢問

後回家，便自己試試是

學（也是拉斯維加斯林老師第一次來講學）初、中級班研習會。這時候

台 灣 南 投 曾 麵

台灣總會：（０６）２１５１０８８

生學以後自己每天調整C7+後腦+心臟

我在2008年10月很幸運的有機會參加我們社區舉辦的第一次長生

報名及上課地點：「朴子老人會館」(嘉義縣朴子市文明路100號) （05）2393419‧0935 - 386299 蔡主任
（05）2774678‧0937 - 619181 蘇師兄
報名時間：104年12月13日星期日上午9時～12時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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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班課程採事先報名，不接受任何現場報名，欲參加高級班的學員請注意相關規定
報名日期：104年12月26日 (週六)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

澳洲雪梨
馬來西亞砂巴州
澳洲墨爾本
美國紐約
美國紐澤西
澳洲阿德雷特
馬來西亞沙巴州
馬來西亞沙巴州
美國舊金山
美國拉斯維加斯
印尼雅加達
新 加 坡
澳洲伯斯
緬甸皎脈
緬甸景東
緬甸曼德勒
馬來西亞吉打州
緬甸仰光
馬來西亞雪隆州
柬埔寨金邊

9/28.29.30 10/01.02.03 必需事先報名 請電話洽詢
梁師姐+61 425 210 813
9/30.10/01.02 10/03.04.05 斗湖金都酒店
陳師姐 012-8106920
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May:+61 448 990 289‧Sherry:+61 422 299 618
10/04.06.07 10/08.09.10
New York Hospital Queens 56-45 Main Street Flushing, NY
Nancy 718-631-8015‧Frank 347-408-4188‧David 718-428-4678
10/04.05
10/07.08.09 ELKS Lodge 375 Old Post Rd, Edison, NJ 08817"
William:(732)910-1855‧Simon:(732)763-1867‧郭師兄 (917)607-5703
蔡師姐+61 452 382 407‧裴師兄+614 1253 8862
10/10.11.12 10/13.14.15 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納閩 廣惠肇會館
蔡師姐：0128380200‧蔡師姐：0128382960
10/12.13.14 10/15.16.17
亞庇德教會
陳師姐：0198627351‧李師兄：0168319145
10/11.12.13 10/14.15.16 430 Darryl Dr. Campbell, CA 95008
Linda:(408)910-4608‧Butterfly:(925)820-0500‧Sophy:(408)504-5396
SAHARA
LIBRARY
9600
W.
Sahara
Ave, Las Vegas NV 89117
702-5968189‧702-2869728
10/18.19.20 10/21.22.23
11/07.08.09 11/10.11.12 報名人數額滿為止2015年9月10日開始報名 Eddy 08179374199‧Lenny 0816805424
10/22.23.24 10/25.26.27
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總機+65-90124326
11/04.05.06 11/07.08.09 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劉師姐+61-416135828‧俞師姐+61-437780011
皎脈高級養老院(布郎和平區皎脈市) 麻推吉 09403760720‧09256364349‧09797353256
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陳師姐+95 95082285‧楊師姐+95 9458031954
11/14.15.16 11/17.18.19
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95 9795293315‧09508 2285
11/21.22.23 11/24.25.26 吉南巴東色海(威北平安村馬華小學禮堂) 彭鈞河 0174058289‧吳政材 0194117786‧鄭美玥 0194454688
+95 9795293315‧09508 2285
12/05.06.07 12/08.09.10 上課地點請電話洽詢
八打靈 育才國民型華文小學
吳笑麗 0123027671‧王金玲 0122190823‧李梅英 0123869332
12/05.06.07 12/08.09.10 金邊端華學校分校大禮堂 012525522 黃小姐‧017898688‧011814793 黃先生柬語報名
12/11.12.13 12/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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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07.08 12/09.10.11
上課地點及報名方式請電話洽詢 蔡師姐+61 452 382 407‧裴師兄+614 1253 8862
澳洲阿德雷特 12/12.13.14
10/12.13.14.15.16
12/15.16.17
7891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Canada, V6X 1J7 報名方式請先電話洽詢
加拿大溫哥華
易老師 David Yih 604-431-8297‧江老師 Helen Chiang 604-620-9698
10/17.18.19.20.21
12/13.14.15
12/16.17.18
(Pre-registration required before 9/30/2015)
美國洛杉磯
626-2715825‧626-3533037‧626-2970766
12/22.23.24
12/25.26.27
10/28.29.30.31.11/01
馬來西亞柔佛州
王仕隆 0127133792 ‧溫柔甄 0127975681
新山建集華小禮堂
11/27.28.29.3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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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神奇！
我本人有飛蚊症，
上課時聽講師說，調整

的失眠症狀，也改善了
2015.07.03嘉義
2015.08.12
2015.08.03 馬來西亞砂拉越
許多。更奇妙的是原本

美里高級班開課狀況

07-2382688日
0939-196538

報名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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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工作的時候也

慢性腎臟病，腎的肌酸指數（Creatining）偏高在1.85左右，腎絲球濾

702-897689

高血壓好了

2016
高雄
1/04.05.06.07.08

出能量時會頭暈。

此症狀效果很快，開穴

美國 忻元增

嘉義 12/27.28.29.30

所以不像量子觸療在送

常為：高180、低105，經過學習了長

幸運

2015.06.17

0937-205566
0937-718219‧0985-180183

到呼吸法來送出能量，

的我，患有1、高血壓。2、慢性B型肝炎，而且是帶原者，無抗體。3、

2015.06.20 美國舊金山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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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地點：台中市北屯區天津路四段平安里活動中心(天津調整站)天津路與楊柳西路交叉口(慈善寺後方)

的，而且不需要特別用

香港
852-54087379
緬甸
95-95082285
印尼
62-87876105857
紐西蘭
649-6290084
澳洲
+61-425-210-813
+61-415-987-759
馬來西亞
台北初級班開課狀況
花蓮高級班開課狀況
016-5244889
016-5241368
台灣 花蓮 李東隆
英國
1223362978
+886-987379363 其他國家請電話洽詢總會
奧地利
我自己有十多年的高血壓了，吃
06763107568
藥也有6年的時間。這期間血壓數值經
德國
015227790909

2015.08.19 高雄初中級班結業學員與義工合影

龍德村活動中心(嘉義縣水上鄉龍德村53-6號) 0912755898 陳水茂村長‧0978758956 林翁彩蘭班長‧(05)2774678‧0937619181 蘇振生
台中市大里區瑞和街36號(瑞和宮2樓會議室)瑞城國小旁 0937-205566‧0937-718219‧0932-630961
07-2382688日‧0939-19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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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蘆竹區錦興里光明路二段143巷巷內(錦興村社區活動中心) 0919-389149 林師姐‧0928-038906 王師兄
彰化縣鹿港鎮保聖宮后頂厝社區發展協會(鹿港鎮鹿興路91號) 0937-287369‧0937-585337‧0939-198905
苗栗市長春街42巷45號(中苗里活動中心)鐵路高架下 0932-659969‧0912-392593‧0926-162976
0921-221767‧06-2151088
台南市林森路二段252號(大學里活動中心)
北港鎮建國國中禮堂(明道館)北港鎮大同路468號 0910-547890‧0919-001699
台中市東區旱溪街48號(財團法人台中樂成宮右廂房地下室) 0937-205566‧0937-718219‧0972-349039‧04-22129338
臺北市議會地下一樓(臺北市仁愛路四段507號B1樓) 02-25181685‧0919-951685‧0988-389571
彰化縣田尾打簾活動中心(田尾鄉打廉村民生路一段245號) 0928-654589‧0910-941478‧0937-585337

上課地點：台中市東區仁和路362號（台中總工會）勞工服務中心
11/16.17.18 11/23.24.25
台中 12/21.22.23.24.25 報名時間：12月13日下午13：00～16：00

學完後能量斷斷續續

魏老師：０９３７８８８８８８

2015.08.19
高雄初中級班結業典禮—高雄義工盛大歡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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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免費有效

(任何國家均可)

有關長生學的資料。好奇心的

前一陣子天氣開始變冷，

76

初級班開課狀況

中國長春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5.08.15 中國長春中級班
結業學員及義工與老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