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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台南 魏裕峰 老師 +886-937888888

國

內

在許多沒有接觸長生學的人，剛一聽到長生學的時候心裡難免產生疑問，長生學真的有這麼神
在許多沒有接
麼神
郵資已付

奇有用嗎？以下的一些例子就是直接證明長生學有祂特別神奇的地方。
奇有用嗎？以

香 港

台南郵局許可證

老師2月剛剛在中國上課時，親自接觸了我們長生學中國廣東省其中的一個調整站長文麗明醫
老師2月剛剛

無法投遞請退回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一個人沒有被調整前的檢測，跟長生學調整完了以後的檢測，可以看到很明
顯的改善。還有當一個人還沒有學長生學時的檢測，與剛剛第一天上課開完穴道的人做檢測，馬上

由以下的顯微攝影照片提供給大家當佐證：

因為身體健康狀況由血液細胞裡面的紅血球、白血球免疫細胞..等等活動情形就可以分辨的出
圖片 1
（圖片）2-1
（圖片）2-2
圖片 3
來。因此經由這台儀器驗證之下，長生學的學習或調整具有顯著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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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瑞欣病患在2015年

羅麗瓊女士在還沒有被調整前的檢測(圖2-1 )，

楊紅梅義工在幫別

前往黑龍江省佳木斯

與調整一段時間後的檢測(圖2-2 )。

人調整前與調整後

學習長生學前後時的

的血液檢測(圖3)。

血液顯微攝影照片。
tw.longevitology@gmail.com
changsenxue@yahoo.com.tw

fb搜尋:[長生學總會 Longevitology]

女孩一時沒注意路面高低不平跌了一跤，

的萬能工具嗎？馬上要她坐原地，然後一

膝蓋處鮮血直流，其父母心慌不知如何是

手放C7一手放於患部，約二十分鐘後果然

印尼 萬隆 葉君英
+085353693988
經朋友介紹，我初次認識了長生學，並

四天後嘴巴已基本恢復原位，右眼也能閉上

報名參加了萬隆第二期初中級研習班。上了

了。再進一步了解，這位大姊也患有糖尿

六天課，在老師的教導下學到了長生學的基

病，幾年來靠吃醫生開的藥物，血糖依舊降

礎知識，真是受益匪淺。開了穴道後，我並

不下來。於是我在C3胰臟部位給她調整。真

沒有感到太大的反應，只是覺得精神比以前

是意想不到她的血糖現在已恢復了正常值，

好得多，也不容易疲倦了。我的肝功能不

我真為她高興，也為自己真真實實的幫助了

好，也有膽石。學習結束後，我每天晚上在

她人解除病痛，特感到欣慰。這可是真實的

家 靜 坐 半 個 到 一 個 小 時 ， 自 我 調 整 C7、

故事啊！

C3肝部和膽部兩個部位。隔了一個星期，我

每星期天我都會到調整站當義工。在那

發現排泄物中有很多黑色沙粒般的東西，原

樣的場合，我們會面對各種病患。他們經過

來是多年隱藏在膽內的結石終於排出來了。

調整以後，有的病痛減輕了，有的改善多了

2016.02.01

高雄 5/23.24.25

確診為類風濕性關節
炎，遍尋名醫、神醫，

台北 5/24.25.26

就算上大陸我都去，但

彰化 7/11.12.13

結果都未能如願，病情
亦 反 覆 ，2012年 病 情 又
開始轉差，手肘發炎腫
引至變形，無法自由屈

宜蘭

伸，身體不斷消瘦體重

美國拉斯維加斯
柬埔寨金邊
美國波士頓
美國奧斯汀
美國佛羅里達
馬來西亞砂拉越卅
英國倫敦
英國威爾斯
法國里耳
緬甸仰光
緬甸卑謬
緬甸東枝
緬甸曼德勒
新 加 坡

倦。醫生開藥亦一次比
一次加重，有抗癌藥、
類固醇、止痛藥和胃
藥。但我都不想吃怕帶
來很多副作用。
幸好上天對我不
薄 ， 在2014年 得 一 位 長
生學的師姐介紹，我到
了調整站，經過十多次
的調整，身體有明顯的
改善。醫院的職業治療

14年 的 第 十 一 屆 初 中 級
長生學開班我立即和我
先生一同報名學習長生

香 港

7/18.19.20
上課地點：宜蘭市中山路一段399號(宜蘭縣議會多媒體室)
報名時間地點請先電話洽詢

4/16.17.18 4/19.20.21

加拿大多倫多

睡不安、日間整天疲

我半年來都沒進步。在

0935-704159‧0910-547890
雲林縣斗南鎮大成路43號(文武聖廟)
0935-348315‧0937-585337‧0939-198905
南投縣草屯鎮加老里活動中心(加老東路68號嘉長宮)
4/15.16.17
苗栗縣頭份市田寮里13鄰134號(永貞宮活動中心)永貞路旁 037-266127‧0932-659969‧0926-162976
4/22.23.24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319巷41號( 田心公園活動中心)
04-23872633‧0920-001330‧0912-076906‧0937-205566
4/23.24.25 台南市林森路二段252號(大學里活動中心)
0921-221767‧06-215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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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31.6/01
5/09.10.11
台北市議會B1(台北市仁愛路四段507號B1) 0988-389571‧0919-951685‧02-25181685
0921-33626 1‧0926-42179 8‧0937-58533 7
彰化市華陽市場4樓活動中心(旭光路上)
5/27.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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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28.29.30.31

美國洛杉磯

只 剩78磅 ， 面 色 啡 黃 、

師亦感不可思議，因為

4/15.16.17

加拿大溫哥華 4/05.06.07 4/08.09.10

對本會所舉辦之研習活動，如有問題

好，我心想不是隨時隨地攜帶可自救救人

台南 5/02.03.04

引至行動不便，經醫生

可電洽總會詢問

前年全家去溪頭郊遊踏青，有一個小

香港
852-54087379
2016.02.20
緬甸
95-95082285
台中服務處義工南台灣二日遊
印尼
62-87876105857
紐西蘭
649-6290084
澳洲
+61-425-210-813
+61-415-987-759
馬來西亞
016-5244889
016-5241368
英國
1223362978
其他國家請電話洽詢總會
奧地利
印尼雅加達初級班開課狀況
06763107568
德國
015227790909

台中 4/16.17.18

的多個關節開始腫痛，

台灣總會：（０６）２１５１０８８

調整站與開課會場，幫助許多人做檢測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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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老師：０９３７８８８８８８

綜合以上的照片都出現相同的情況，也就是說，1:還沒有學習長生學之前。2:還沒有被調整之
⊙在此感恩長生學中國廣東的調整站長 文麗明 醫師，把她個人的儀器搬到

苗栗 4/15.16.17

後身體起了變化，手腳

(任何國家均可)

就會有顯著的進步。

南投 4/08.09.10

在2001年 生 了 小 孩

什麼是「血液細胞CT儀」它是一台可以從一小滴血，透過顯微鏡放大400倍，從血液裡面去觀
是「血
察各種血球活動的情況。

雲林 4/08.09.10

+852-66881909

台 南 字 第 512 號
雜
誌

師，這次她也到會場來當義工。同時她也把這台「血液細胞CT儀」帶來會場幫大家做檢測。
師，這次她也

何 淑 珍

4/21.22.23 4/24.25.26
4/30.5/01.02
4/24.25.26 4/27.28.29

4/27.28.29
5/07.09.10 5/11.12.13
5/15.16

5/17.18.19

5/23.25.26 5/27.28.29
6/01.02.03 6/04.05.06
6/04.05

6/11.12

6/06.07.08 6/09.10
6/15.16.17 6/18.19
7/05.06.07 7/08.09.10

0933-989907陳主任
0963-263920黃師姐

CLASS LOCATION:7891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Canada, V6X 1J7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事宜 Mr. David Yih 604-431-8297 ‧ Ms. Helen Chiang 604-620-9698
626-2715825‧626-3533037 ‧626-2970766
261 Junipero Serra Dr.San Gabriel CA 91776
也煩請老師在2016年1至3月季刊,多倫多初中班是4月21至26日
647-2477563
(無間斷,跟以前曾說23日休息不同) 報名訂於2月21日，親身到調整站報名。
702-5968189
SAH ARA LIBRA RY 9600 W. Sahar a Ave, Las Vegas NV 89117
012525522‧017898688‧011814793
金邊 端華學校分校大禮堂
112 Cummings Park Dr, Woburn, MA 01801 Mr. Fong:617-5454688‧Ms. Lin 978-501-0608
Asian American Resource Center. 8401 Cameron Rd. Austin TX 78754.
512-974-1700
550 N Brevard Ave, Cocoa Beach, FL 32931 Cocoa Beach Public Library
Martha Hung 321-338-7799
湛師兄：0168866793‧蔡師兄：0168666969
古晉英迪學院
+44-7775622266‧+44-7984406734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44-7956772344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33-679918424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0979-5293315‧0950-82285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0979-5293315‧0950-82285‧0951-21833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0979-5293315‧0950-82285‧0979-5678336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0979-5293315‧0950-82285
請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90124326
請於6/10前先電話洽詢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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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12.13 7/14.15.16

加拿大多倫多 7/05.06.07
請電話洽詢多倫多各調整站
4/16.17.18.19.20
7/08.09.10
美國紐約
N.Y.Hospital Queens 56-45 Main Street Flushing,NY
7/18.19.20 7/21.22.23
馬來西亞沙巴卅

5/01.02.04.05.06

647-2477563
Nancy Huang 718-631-8015‧David Chen 718-428-4678

上課地點：丹南中華小學禮堂 報名方式請電話洽詢
7/26.27.28 7/29.30.31
5/01.02.03.04
馬來西亞沙巴卅
上課地點：亞庇德教會紫瑞閣禮堂 報名方式請電話洽詢
美國舊金山

5/05.06.07.08
6/24.25.26.27.28

44825-B Industrial Drive, Fremont CA 94538 before 3/31/2016

黃錦明：0198623100‧黃文榮：0198049278
陳師姐：0198627351‧鄒師兄：0168304643

StanleyWoo:(510)400-9588‧Butterfly:(925) 820-0500‧Sophy:(408)504-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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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耀 棠

+852-96636228
我本人前列腺癌擴散到胸椎和尾椎，癌指標

後，感到一股氣流從頭頂進入全身，個人即時充

復診，癌指標下跌到0.4；五月底再復診，癌指標

已是72，正常人只是4。醫生要馬上做電療和打針

滿了力量，很順利的完成了整個課程，現在只要

下跌到0.1，我好開心。

來控制。住院期間得知長生學即將開課訊息我太

調整站開放我都會與太太一起去實習，做義工。

我八十三歲了還可以做義工，幫自己也幫他

太即去幫我報名，出院時剛好開課，本還擔心身

不論是在家中或搭車都會練功，每日用二至三小

人身體回復健康。多謝長生學、魏老師、會長、

體太虛不能完成課程。幸運的是經過老師開穴

時的時間幫自己調整C7、C2和前列腺，今年二月

各位師兄、師姐對我細心的照顧和幫忙，我肝硬

症狀與調整部位：

有一位大姊中風了，臉部麻木，口眼歪

甚至痊癒了。看到患者帶著苦臉而來，面帶

斜，右眼不能閉合，喝水會從嘴角不知覺得

肝病－－C7、C3肝臟部位
喜悅回家，沒當過義工的朋友怎麼會體會到

流 出 來 。 我 每 天 花 一 個 小 時 替 她 調 整C7、

膽石－－C7、C3膽臟部位
我們內心的激動呢！

C4頭部、面部、心臟部位。奇蹟出現了，第

在此，我要衷心感謝魏老師無私的教導
中風－－C7、C4頭部、面部、心臟部位

糖尿病－－C7、C3、C2、胰臟、腎臟部位

2016.02.29 印尼棉蘭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6.02.21 廣東江門初中級班學員與老師合影

2016.02.21 廣東江門 初中級班工作之義工與老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