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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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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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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棲站
林慶章
林雷寶枝
薛明註
陳鈺斛
吳美玲
劉美緣
陳俞成
陳俞宏
曾佩娥
澎湖站
林燦鑫
蔡志旺
張淑女
林秀薇
黃照生
嚴今秀
王修明
賴素美
陳鈺斛
薛明註
劉克難
曾伯福
杜寶華
廖碧蘭

陳文正
王秋雲
舒明華
初淑珍
尤秀華
許郭純香
吳美玲
莊敏雄
陳秋子
賴碧珠
梁志嘉
莊薏璇
張淑芹
林長恩
王秀敏
薛明註
陳鈺斛
廖碧蘭
陳文正
范水泉
洪 銀
盧金桂
林沛茹
柯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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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之捐助者當於下季刊出

500元 蔡欣儒‧許琇華‧廖素伶‧林玉琴‧李麗美‧張陸坤‧林佩蓁‧林咨妏‧馬千惠‧王惠芬‧羅桂容‧王 素‧許璧嬿‧

       黃震寰‧江菊英‧劉家妙‧洪明玉‧林志翰‧邱雅榛‧謝秀敏‧蕭文周‧林灑華‧周思賢‧江金田‧高彩雯‧
       李曉華‧曹季淳‧陳毓龍‧楊寶雲‧黃金螢‧周佳瑛‧傅郁惠‧蔡桂雄‧鄭素貞

550元 王國旺          600元 黃秋綾‧顧超光         800元 高銘鑒 許銘棻

1000元 陳玉柳‧徐佩均‧黃宜蓁‧鍾美雲‧林家溱‧吳正誠‧林金鐓‧鍾珍珠‧黃欣男

2000元 許明吉 林枝美‧李坤妹

新幣10000 梁傳恩      印尼盾1仟萬 郭麗華 

我是由我太太認識長生學的。之前我患了眩

暈，站了很久後感覺像要倒下來，想睡覺頭又覺

得疼。後來，我在泗水參加了第六屆初中級班長

生學的研習會。

第一天開了穴道後，我的頭感覺到很重。回

到家後，我自己調整C7、C6、和整個頭部。我每天

調整兩次，每次一個小時。過了兩天，我的眩暈

治好了，直到現在眩暈也再沒發過了。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早上一起散步時，他

突然昏過去了。我想這是機會來了,我就用急救的

方式幫他調C7、C4和 心臟，然後他就醒來了。原

來他有心臟病，行走時呼吸很沈重。我每天在他

家幫他調整一個小時，十五天之後，他 的病情逐

漸好起來。現在他完全已經恢復健康，可以進行

日常活動了。 最近我得了感冒、咳嗽和頭暈。我

自己調整C7、C5和脖子一個小時。兩天後康復了。

現在我每週兩次去調整站當義工，也常去病

人府上服務。另外每天也靜坐兩次，每次一小

時。自從加入長生學後，我覺得身體更健康了。

特此感謝魏老師感謝長生學，也感謝在調整

站的師兄師姐們。

 印尼 泗水SOEJITNO  +62-8179653955

症狀與調整部位:

頭暈：C7+頭部      咳嗽：C5+喉嚨

學習長生學後的某一天，

我兩歲的小孩不小心撞傷了額

頭，流了很多血。當時我不並

不在家，直到我回家後發現小孩撞傷的傷口

蠻嚴重的。當下，我立刻運用長生學幫他調

整c7+患部，大約20分鐘後，發現傷口已黏

合在一起，不再流血了。更神奇的是隔天早

上發現傷口癒合的沒有留下痕跡。我真沒想

到傷口會復原的那麼快、那麼好，長生學真

是太神奇了！

還有一次在教堂做禮拜時，剛巧遇到一

位教友突發性的呼吸困難，緊急送到休息室

急救，我見狀並詢得他家人的同意立即幫他

做c7和心臟急救，大約10分鐘後醫生來了，

量過血壓一切正常。我仍然繼續的調整，一

直調到那位教友能坐起來後我才離開！

後來我想想，這一切都要歸功於長生學

和魏老師，真的，太感謝了！

印尼 錫江 余國峯 Eddy Sutardjie

+62-8124218596

症狀及調整部位：

糖尿病：調整c7+c2+c3+胰臟、腎臟

傷口：調整c7+患部。

我信仰的宗教告訴我,去幫助需要救濟的人是

一種善行,因此實踐長生學也是行善的工具之一。

我有一位表親經常頭疼而且最近右手臂膀很

難提起來，我為他調整了C7與腦後約30分鐘，接

著,放在後腦的手移到他右手肩膀約30分鐘，最後

再調C5與疼痛部位，隔天我收到讓我感到非常驚訝

的消息。那就是調整的當晚，我表親不斷嘔吐與

撒了相當多的糞便，他注意到嘔吐出來的是臭臭

的膿液，糞便是棕褐色的，但他卻不像剛上吐下

泄完的人那樣軟弱無力，反而身體覺得有精神。

原來當晚排泄出來的是積聚在身體裡的毒素吧!這

是我經由長生學親自實踐出來的效果。

我太太也感受到長生學調整後的效果。好幾

年來在她身體裡有一塊小囊腫，雖然它沒有影響

到日常生活或感到疼痛，但我想試試幫她調整看

看。我為他調整C7與囊腫部位大約30分鐘，她沒感

覺到疼痛或有任何反應，隔天她嚇了一跳，因為

看到囊腫破開了，流出的膿液發出難聞臭味，覺

得腫塊被擠壓般全部流出而且腫塊也消失了。

上述是兩個讓我驚奇的例子，常感謝魏老師

教導我們長生學，事實證明長生學不但能幫助自

己還能幫助別人，學了長生學這門學問，讓我能

多做善事，再一次感謝魏老師。

印尼 TEDDY  WANDIYANTO
+ 6 2 - 8 1  1 4 8 0 8 5 8

2018.08.31澳洲墨爾本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08.31澳洲墨爾本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9.03 香港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09.25  加拿大溫哥華初級班2018.09.25  加拿大溫哥華初級班
阮主任與義工、學員合影

2018.09.28 澳洲雪梨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10.032018.10.03

美國紐約高級班學員與林老師合影

2018.10.06 印尼雅加達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8.10.07 美國紐澤西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10.11 印尼泗水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10.18 印尼占碑中級班開課狀況

2018.11.172018.11.17
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11.24 印尼萬隆初級班開課狀況

我的朋友江惠珍，她是重症肌無力今年5月12日入住江門

五邑中醫院，病情發展到全身無力，不能講，不能吃，呼吸困

難連水都無力吞下，轉入重症監護室搶救，14日家人和同學趕

來醫院以為要為她送行，個個哭的很傷心，我立即連繫梁麗

容，梁麗卿師姐去幫助江惠珍調整，因為重症監護室規定探病

時間三十分鐘。我們進入後立刻調整，C7+後腦，肺，心臟，

喉嚨，肝，腎調整二十分鐘後有痰和血水吐出來，我們幫她順

一順，繼續幫她調整，護士看見這樣問我們做什麼？師姐立即

回答我們在幫病人祈禱，護士後來再沒有問我們。三十分鐘探

病時間很快到了，護士催我們走，我們假裝沒聽到，要爭分奪

秒利用宇宙能量為病人調整。護士再三催促，我們才依依不捨

離開。走出lCU室後，我們覺得病人情況嚴重，立即聯系江門

調整站站長，在周站長的幫助下，18日增加高級班師姐為病人

遠程調整。師姐們很有愛心，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每

晚上調整30分鐘，我們每天不間斷利用探病時間為江惠珍調

整。並祈禱她接受宇宙能量，早日脫離重症監護室，每天調整

結束後我們帶著沈重的心情離開醫院，24日病情有所好轉，

28日頭腦清醒了，29日拔掉呼吸機，可以自己呼吸，30日拔了

胃管可以自己吃粥，可以講話，6月4日出院，她的同學感動到

哭。在重症監護室漫長的十六天能出來，醫生說這簡直就是無

法解釋的奇跡，我們很激動，心情是用言語無法表達出來的。

感謝魏老師，感謝李海丹老師，感恩長生學!！！！

 印尼 錫江 
Benny Hermawan
+62-818249876

我是藉由父母認識長生學的，之前很難相信長生學替

代治病方案的，但經由父母的學習及實踐長生學，我親眼

看到並感受到效果，現在父母很少去看醫生，且服藥次數

也逐漸減少了。

為了回報師兄師姐的愛心幫助也想進一步了解長生

學，並把愛心傳下去。我參加了第五屆長生學的初、中級

班，結業後我去調整站當義工。

之前，我剛換了新工作，通常前三個月的表現至關重

要。因我由大公司換到小公司，不是所有顧客都願意跟著

我去小公司。有一大顧客正跟我議價，他正考慮中。三個

月前的一個晚上，我把合同調整一小時，停一會兒，再調

整一小時。第二天我又調了45分鐘，結果那天上午那位顧

客來電話說他要匯款了，我獲得合同金額甚至超過了我三

個月的目標。我深信如果我們是認真及誠懇的，宇宙的能

量是會支持我們的。

在 此 向 長 生 學 與 魏 老 師 表 示 由 衷 的 感 謝 ， 也 感 謝

Ongko夫婦的指導與支持。

症狀與調整部位:撞傷流血：c7+患部

                急救：c7+心臟

我很慶幸能學得長生學。我有一對雙

胞胎男孩，在他們年齡達到16個月時，弟

弟已學會走路，而哥哥還在地上趴著不敢

站起來走。我就每天早晚幫他調c7+臀部

+膝蓋，每天調30分鐘左右，調了一個星期

之後，哥哥就學站立並起步，不久之後反

而走的比弟弟快的多，長生學真神奇！

有一天在辦公室裡有一位同事突然覺

得左胸膛痛，我就立即幫他調c4+心臟，大

約15分鐘過後同事就覺得好多了，他真不

相信長生學竟然有這麼神奇。過後，有許

多的同事和鄰居一有病痛就來找我幫他們

調整，感恩長生學讓我有機會幫助身邊的

人，幫他們減輕病痛！

印尼 錫江 Sugianto +62-82189951144

症狀及調整部位：

小孩學走路：c7+臀部+膝蓋

胸膛痛：c4+心臟

我是印尼錫江第一屆的學員，在沒有學習長生學之

前，我有九年睡眠不好的毛病。晚上只要聽到一點聲音，

醒來後就不能繼續入眠，一直到天亮都是這樣。整晚也會

一直想上洗手間，真的很難受。另外，我還患有痔瘡，清

晨排便，只要稍微用力就容易流血，弄得我只要一上廁所

就會覺得恐慌。但自從學了長生學後，經過自己每天早晚

的靜坐和到調整站幫別的患者調整後，不知不覺，我身上

的這些毛病都好了。如今，睡眠品質得到改善，也不再擔

心排便時會流血了！

我想這一切都是因為學了長生學，真的很感激魏老師

的教導，和為長生學付出的師兄師姐們，感謝你們！

印尼 錫江 Shirley Kosasih   +62-81342798388

症狀與調整： 失眠、睡眠不足：左耳後和後腦
頻尿：c2+膀胱
痔瘡：c7+c3+患部

2018.10.06 台中大里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11.04 台中東區中級班開課狀況

因為工作的關係，肩膀有疼痛的感覺。經由太太的鼓勵

參加了長生學初中級班研習，上課期間經過開穴師開穴後，

頭部有溫熱和刺刺的感覺。

初中級班結業後，我和太太都會到調整站去學習。也會

請義工老師幫我調整肩膀疼痛的部位，被調整後感覺非常舒

服，疼痛也減少很多，繼續調整後，肩膀就沒有再疼痛了！

有一天我到菜園時，左手被從未見過的綠毛毛蟲刺傷手

背，手背腫脹疼痛，人有點頭暈的感覺。回家後，因為學了

長生學，馬上就用右手輕輕地放在左手上做調整，直到手部

患處流出很多汗水，手背疼痛的感覺才慢慢減輕下來，手就

變得比較舒服，但手背還是腫得很嚴重。當時剛好新港在開

長生學初中級班的課程，我太太就載我到新港課場，請蘇主

任幫忙調整手背腫脹的部位。大約調了40到50分鐘後，腫脹消

了不少，也不會疼痛了。隔天再由太太幫我調整後，只剩一

點點腫，再經過上課會場的義工老師調整後，便恢復正常，

感恩長生學讓我有機會幫助別人，以及幫助自己和家人！

台灣 嘉義 呂寶居

+886-912-970382

2018.10.15 高雄初級班開課狀況2018.10.15 高雄初級班開課狀況

2018.11.12 新加坡高級班開課狀況2018.11.12 新加坡高級班開課狀況

 中國 江門 李小紅   18922035112

在2017年6月份我參加了長生學的課程。因內 從 2017年6月份到9月份，我不斷的調整，雖

人多年來患上了糖尿病，在左腳大拇指邊有個傷 然傷口沒有完全恢復，但已有了很顯著的改善，傷

口，2017年1月份，因為傷口發炎住院治療了10 口不再發炎。

天。當時，病況尚未完全恢復，由於接近春節，所 10月份傷口開始縮小，到了11月，整個傷口已

以請求醫師准許暫時出院回家。回家過年傷口仍有 癒合了90%，到了12月，傷口幾乎已完全癒合，洗

輕微發炎現象，正月期間找了不少醫生，內科、外 澡沾到水也沒關係了！到了這個時候，我心中的重

科、手術科等，也使用了各種抗炎藥和營養品，傷 擔總算放了下來。真的，這全要感謝魏老師和長生

口依然沒有癒合。 學，感恩！

自從我學了長生學後，就開始幫我太太調整胰

臟、脾臟和c3穴位，隔天開始血糖有所降低。因

此，我就每天為內人調整，並增加傷口的部位。醫

生建議的藥物也繼續使用，也照常注射胰島素。

台灣 嘉義 陳怡君

+886-928685158不藥而癒
話說10年前，當時我34歲，正懷著小兒子。但卻在8個

月的某次產檢時，當時血壓已超過230，三小時後就緊急生

下了小兒子。原因是我患了急性重度妊娠毒血症。而我出

院時，記得醫生告訴我：「你往後的身體狀況會很不

好」。這就是毒血症的後遺症，雖然以妊娠毒血症而言，

我算是幸運的例子，但高血壓、甲狀腺疾病、貧血、糖尿

病…卻也一一找上我，大小感冒更是沒間斷過。

所幸，在同事的介紹下認識了長生學，我也不避諱的

說，我會學習長生學不為別人，就是為我自己，只有把我

自己顧好，我的家人才不用擔心我的身體。所以，在上完

初、中級班課程後，我一直不停的幫自己調整。沒想到咳

嗽、頭痛、經痛等症狀，以及好幾次的感冒，都在自己的

持續的調整下獲得改善，最後竟然也都不藥而癒！

真的，我是由衷的感激長生學！如果當初沒學得長生

學，可能現在還在承受妊娠毒血症所帶來的後遺症之苦，

真的，非常感謝長生學！

印尼 泗水 ERLINA KAMADJAJA  62+81357569688印尼 泗水 ERLINA KAMADJAJA  62+81357569688

症狀與調整部位 :頭疼：C7, C5後 腦  

                 囊腫：C7.囊腫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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