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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正式进入地方性流行病阶段的后疫情时代，全马的

练功场也迎来了重新开放的曙光。在长时间的松懈和停顿练功的

情况后，希望各功友能腾出时间，重新的由心出发，新的开始，

为自己的健康打下更好的未来。 

    当然在练功的同时别忘记防疫。防疫三步骤：一、勤洗手，

手触碰脸部前先用肥皂洗干净，二、不共享食物和食不言，避免

口水交流以及 ，三、在室内保持人身距离。 

    我们很开心地看到癌友们努力的参与练功，提升身体的循环

系统及免疫系统，让身体在练功后产生自体免疫来防止细胞癌

化。许多的癌友在练功后身体免疫成功提升，身体更加健康。因

此癌友也开始向教练之路走去，除了自己练功外也不忘教导其他

癌友功法，分享心得，促进好的循环，放大正能量。季刊这一期

也特别访问了两位ITC 癌友教练的故事，希望借助她们的故事启

发更多师兄师姐，让大家深刻体会到返老还童气功功法在癌友的

抗癌路上的曙光，更让绝望的人看到希望！ 

   最后，祝祷各功友安康。 

 

资讯委员会编辑小组 

资讯委员会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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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善與惡  

作者：蔡良安老师 

維基百科：四正勤，也稱四意斷、四正斷、四正勝（巴利文: 

sammappadhāna; 梵文: samyak-pradhāna , samya-

kprahāṇa），在三十七菩提分法中，其為四種正確修行方法的努

力實踐。也就是精進策勵的意思，指以精進不懈的努力去修行，斷

除懈怠等障礙。 

 

四正勤包括四種正確的修行方法： 

「已生惡令永斷」：對已生之惡，使永除斷。又謂五蓋等煩惱心，

離五種善根故，一心勤精進，方便斷除，不令更生。 

「未生惡令不生」： 對未生之惡，使更不生。又謂五蓋等煩惱惡

法，今雖未生，後若生時，能遮五種善根故，一心勤精進，方便遮

止，不令再生。 

「已生善令增長」： 對已生之善使增長。又謂五種善根已生，為令

增長故，一心勤精進，方便修習，令不退失。 

「未生善令得生」： 對未生之善使生。又謂五種善根雖未生，為令

生故，一心勤精進，方便修習，令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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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31卷>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正斷。何等為四？一者斷斷，二者

律儀斷，三者隨護斷，四者修斷。云何為斷斷？謂比丘已起惡不

善法斷，生欲、方便、精勤、心攝受，是為斷斷。云何律儀斷？

未起惡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是名律儀斷。云

何隨護斷？未起善法令起，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是名隨護

斷。云何修斷？已起善法增益修習，生欲、方便、精勤、攝受，

是名修斷。」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斷斷及律儀，隨護與修習，如此四正

斷，諸佛之所說。」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白話譯解： 

如是經教，結集者的我們都同樣的聽過佛陀如是說：有一個時

候，佛陀住在於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 

  

那時，世尊告訴諸比丘們說：「有四種正斷。那四種呢？第一為

斷斷，第二為律儀斷，第三為隨護斷，第四為修斷。 

什麼叫做「斷斷」呢？所謂比丘，已起之惡不善之法，令其斷

滅，而生欲（欲斷，增上欲），而方便精勤，而攝受於心，就名

叫做「斷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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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律儀斷」呢？未起的惡不善之法，令其不起，而生增

上之欲，而方便精勤攝受，就名叫做「律儀斷」。 

什麼叫做「隨護斷」呢？未生起的善法，令其生起，而生增上之

欲，而方便精勤攝受，就名叫做「隨護斷」。 

什麼叫做「修斷」呢？已生起的善法，令其增益修習，而生增上

欲，而方便精勤攝受，就名叫做「修斷」。 

  

那時，世尊，即說偈而說： 

「斷斷及律儀 隨護與修習 如此四正斷 諸佛之所說」 

佛說此經後，諸比丘們，聽佛所說，歡喜奉行！ 

  

上述是有關佛陀所說的四正斷，問題何謂善與惡？所謂善法是否

來自自身的執念？ 

前陣子有很大的議題，就是立委罷免與補選案。對於被罷免者而

言，投同意罷免票者就是對其惡法，投不同意者即是對其善法。 

  

在佛陀的時代，沒有像現在社會多元化及複雜的民選制度，因此

我們生活在現今社會上，難以分辨何謂善與惡，也因此會陷入自

身的執著而不自知。有關善與惡，在社會上每天有不同黨派的媒

體相互攻防，而產生二元對立，社會也因此紛紛擾擾，爭端不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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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辨出善與惡？ 

每一個靈魂來到人世間，有不同的選擇與必須要經過的歷程，就

如同佛陀所說的，我們來自無明，而且要經過無數歷劫後才能解

脫。 

 

因此一個靈魂選擇的道路，如果是一條坎坷的路，他就必須要經

過這樣的路程，最後從這當中領悟，才能走上智慧解脫之路，所

以這樣坎坷的路，對於這樣的靈魂即是善法。然而，對於一般人

而言，就會不解為何他要選擇如此困難、坎坷、無盡深淵的道

路？ 

 

對於一位犯罪的人，他選擇錯誤的道路，無論是否被法律制裁，

最後依然無法逃脫出上天的審判及內心的煎熬。因此一個無明業

障重的人，必須在所選擇錯誤的道路中付出代價，而如果沒有經

歷過這錯誤的道路，其靈魂也不會覺醒，所以這樣錯誤的道路，

對其靈魂而言，也是善法。但是對於一般人而言，這是十惡不赦

之人，所犯的罪就是惡法。以上天的角度而言，所犯的罪惡，其

將再一次進入無盡輪迴的惡道之中，最後才得以解脫。因此，人

世間及上天的懲罰都是在幫助這些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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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許多明星的婚姻遇見問題，對於這些離異的夫妻而言，從靈

魂的角度來說，夫妻也都是透過這樣的過程來學習。所以婚姻出現

問題，用上天的角度來說，這些問題的發生，即是善法。沒有經過

婚姻的挫折，這些靈魂是無法解脫。然而，有些靈魂不用經過這樣

辛苦的過程，最主要是智慧提升，靈魂昇華了。 

  

佛陀也說，十二因緣，人會根據其無明狀態來歷劫，所以才說四聖

諦。四種神聖的諦，即1.苦聖諦、2.苦集聖諦、3.苦滅聖諦 4.苦滅

道跡聖諦，簡稱為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是釋迦牟尼佛之基本

教法，是歷史上部派佛教和現代佛教各宗派共同的基本教義。 

  

佛陀認為「苦諦」是生活中當然有苦有樂，但使人難以忍受的是諸

行無常。生、老、病是眾生所必經的過程。佛陀總結出人生的八大

痛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 

  

「集諦」集者集起之義，集起苦因，又稱苦集諦。集是有關苦的原

因。人的苦難來自永恆的生存欲，因為生死流轉永無寧日，終日擔

憂。之所以有這種種痛苦，是因為有產生痛苦的根源，主要是貪、

嗔、癡三毒，這就是「集諦」。造成苦的原因，粗分「貪」、

「嗔」、「癡」三毒，從廣則有「十使」。推至最後，眾生的本心

為「無明」所障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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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諦」要想去除痛苦，就要消滅產生痛苦的原因

「貪、嗔、癡」，這就是「滅諦」。佛陀還列舉了這些痛苦，其

中包括內六處、外六處、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

愛、六尋、六伺，並提出了相應的止息。這些痛苦的止息也稱為

涅槃，即明集諦理，斷盡煩惱業，則得解脫。 
 

「道諦」又稱為苦滅道聖諦，是說如何破解苦集，使苦不再積

聚，乃至於滅壞的修行方法。必須要去修八正道，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這就是「道諦」。 
 

「人的苦難來自永恆的生存欲，因為生死流轉永無寧日」，靈魂

經過輪迴轉世時，也會帶來智慧及業障。智慧即是表現在光明部

分，而業障即是表現在黑暗、挫折、痛苦的道路，因此業障的發

生即是靈魂自覺最佳的時機，如果錯過機會，這些無明的業障將

會再一次出現，直到靈魂走上解脫的道路為止。因此當無明業障

出現時，對於這個靈魂而言，就是開悟最佳的時機，而這些無明

業障居然是靈魂開悟所需要的善法。明白上述的道理，我們就不

會隨意對他人所選擇的道路，評論是與非或者善與惡。 
 

我們這一生也是經歷過許多的挫折及遇見諸多的問題，而這些問

題背後，即是尚未有般若智慧部分，也是靈魂要學習的地方，而

每一個靈魂此生要歷劫的方式也不同。真正的智者，明白此一道

理，自然就不會陷入自身執念，同時也不會評論他人所選擇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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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看到大家一起整理希望園區五甲多的農地，讓癌友有個舒適

的練功環境，同時也提供大家來此當志工及自我修煉、精進的地

方，雖然辛苦，然而大家用歡喜的心來奉獻，現在希望園區的農地

已經煥然一新了。 
 

有位師姐問我，這幾年進入返老還童後，除了身體健康、氣脈有些

變化外，如何讓靈性也有一些增長。我回答這位師姐：「妳看一般

人陷入夫妻問題、公婆問題、孩子問題、政治問題等，是否看清楚

他們一直在這問題的渦旋中打轉？」師姐回答到：「很清楚。」。

那就表示師姐的智慧已經提升，同時自身有此覺性，不容易再掉入

無明的深淵之中了。 
 

新的一年，園區也即將要進入啟用階段，很慶幸地，文教中心工程

進入尾聲時才遇到物料上漲，如果晚一年開工，建設成本將會增加

20%-30%。 
 

張盈泉會長今年再捐贈基金會600多萬，一共捐款有2000多萬；負

責文教中心水電工程的老闆也捐給基金會300萬。這段時間，我們

積極、謹慎地使用每一分錢，也謝謝大家出錢出力，就是為了未來

能幫助更多的癌友，讓更多生病的朋友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氣! 
 

<道德經>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

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夫唯不爭，故無尤。 

重點提示： 不與人爭端是與非、善與惡、幾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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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功法委员 

第十一式 ：身心平衡 
                              作者：功法委員會 

 

 

 

 

 

 

 

 

 

 

 

 

 

 

 

 

 

獨立步 

獨立步，腳抬起來。基本上就類似"金雞獨立"的姿勢，或者類似

瑜珈的樹式。 

 

單腳站立時對腳產生更多刺激，腳上有六條重要的經絡通過，通

過腳的調節，每一根經絡對應的臟腑和它循行的部位也就相應的

得到了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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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功法委员 
 

 

 

 

所謂的意到氣到，做"身心平衡"，為了支撐身體不倒，我們的注

意力就得集中到腳部。注意力集中到哪裡，那麼氣血就往哪裡

走。注意力集中在腳部，就可以把氣血引到腳部，引血下行、引

氣歸元，從而打通人體腿部經絡，使它們的功能得到快速恢復及

增強。 

 

過程中需要用到臀部的肌肉用力，除了能使臀部肌肉緊實外，臀

部肌肉與下腹部肌肉在一縮一收的過程中能夠有效促進肛門周圍

的血液循環，能夠有效改善痔瘡。 

 

平衡感 

耳朵與小腦是負責人體平衡的器官 

耳朵：是除負責聽覺外，平衡覺也是耳朵重要的功能之一。 

小腦：有平衡中樞之稱。與大腦皮質共同控制肌肉的運動，調節

姿勢與身體的平衡。 

而一般人平衡時最為依賴的器官為視覺，佔所有平衡的百分之七

十，也就是說，如果看到環境突然動了一下，我們身體就會立即

跟著反應。所以很多時候，練身心平衡時看到旁邊的師兄姐站不

穩在搖晃時，我們也會受到影響跟著搖晃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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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功法委员 
 

 

 

 

65歲以上高齡者約75%有白內障問題。瞳孔對光線調節能力降

低，眼睛對黑暗適應時間加長。所以在練功時如果環境暗黑，比

較容易站不穩對老年人是很正常的，初學者或是肢體有障礙，平

衡感反應比較慢的就要特別注意，可以先單手扶著牆壁、樹木、

桿架…等練習，同時注意站立點地面盡量在草地上，周圍沒有硬

物，以避免萬一跌倒時能將危險減到最低；或者就不要做獨立步

的動作以確保安全。 

後腳向後（打直）抖動 

同時藉由後腳打直經由持續輕微的抖動刺激經絡。使人體增強、

恢復平衡感，可改善小腦萎縮。 

雙手抱膝轉腳踝 

中醫養生學有「動其稍節，工於腳踝」之說，腳踝就好比氣血運

行的一個關隘，要想氣血能通暢地在體內循環，最好能常常轉動

腳踝，刺激腳踝部的穴位，給氣血運行推波助瀾。 

 

本式的轉腳踝左三圈、右三圈、壓提、壓提的動作；讓腳踝變柔

軟，使全身關節放鬆，讓身體自由活動。除了為接下來的拉河車

（氣功跑步）做準備外同時刺激穴道、暢通經絡，人就會神清氣

爽，健康狀況就能夠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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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功法委员 
 

 

練功注意事項 

1. 身體要放鬆。一部分師兄姐初練時會苦惱於站不穩而緊繃，

透過每日持續的練習自然會漸入佳境。越是放鬆越能站穩。 

2. 要自然呼吸。身心平衡就不要想胸式呼吸或腹式呼吸了，自

然、順暢就好。 

3. 脊椎挺直。當口訣來到"雙手抱膝轉腳踝"時，身體維持挺

直，先以腳就身。而避免不自覺的上半身先往下彎再抬起

腳，就可以保持最佳姿勢，避免彎腰駝背同時調整姿勢。至

於腳要抬多高，自然舒適就好，如果一定要有個基準，就是

大腿抬起來後與地面平行。 

4. 腳踝轉圈時，不宜過快，部分師兄師姐會因擔心站不穩而快

速轉圈或點到為止或是只轉腳尖，那就失去轉動腳踝對身體

的功效了，是比較可惜的。第十式比較偏向後腳踝的轉動，

此式則是全腳踝運動。 

5. 因為我們的師兄姐或因年紀偏大，或因練功火侯不足，在練

身心平衡時要盡量避免閉著眼睛練，以保安全。 

6. 如前述有體況或年長的長者以及孕婦，要視自身體況或不做

獨立步或縮短獨立步時間或藉由外物支撐身體平衡，安全第

一切勿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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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教练黄镜玲 

重建生命的色彩 

心酸历程，噩梦的开始  

2014年6月~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当医生告

知我确诊乳癌第二期时，顿时让我跌入人生的

低谷，心中的悲痛无奈，沮丧无助，恐慌忧虑

笼罩着我，当时的我不知生命何去何从? 

我于2013年10月退休，原以为退休后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悠闲

自在的生活，岂知老天却和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面对一场惨酷的

病痛，我一时无法接受，对生命完全失去信心。经过一番的煎熬与

沉淀，我唯有接受事实和勇敢地去面对挑战。我接受了医生为我治

疗，动手术，化疗和电疗，熬过这一段人生的挫折和艰辛的日子。

感恩有亲戚朋友的陪伴，关怀和鼓励，让我平安顺利地度过了这些

疗程。 

 

与返老还童气功结缘  

在我开始第一次进行化疗时，一位远亲带了一位玻璃市返老还童气

功的功友淑芬师姐来探望我，从她口中知道了返老还童气功， 但

因为当时槟城州还没有返老还童气功的练功场，我只好望门兴叹! 

 

13P北海罗宾纳生态公园练功场  



 

第 16 页 

 

人生的一切机缘，冥冥中自有安排 ，因为罹癌让我和返老还童气功

结缘。2014年10月，在我做完第二次化疗后，因缘成熟，远在新

加坡的胡景荣督导和曾宪珍副督导(那时他们是总监和副总监)出席

返老还童气功吉打兰卡威练功场3周年庆，在淑芬师姐的穿针引线

下顺道到北海来主办一场说明会，当时督导和副督导也有到我家来

探望我，给我关怀和鼓励，让我看到希望的曙光，我和远亲林坤城

师兄便邀了一些亲朋戚友出席了当晚的说明会。 

隔天5.30am，我们便聚集在一个有盖亭子，督导和副督导就开始

示范和教导功法，第三天他们就回新加坡，把练功场交给我们了！

就这样我和几位功友毅然挑起带功的担子，并成立了北海美宝园练

功场。我们几位拿着笔记稿互相讨论切磋背口诀，强记练功招式，

把带功团组成。我们边学边练，互相鼓励和配合，大家都很开心。 

重建生命的色彩  

当时的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努力学好返老还童气功，恢复身体的

健康。我一面带功一面学习，耐心加上毅力，持续不断。除非下大

雨练功场不适合练功，我从来都不无故缺席，也不曾想过放弃，即

使在做化疗时，身体比较疲惫和虚弱，我也坚持练功和带功。每次

练完功，心存喜悦，精神充沛。经过一段时间，配合食用一些返老

还童气功协会的营养辅助品，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体力，健康也慢慢

好转，更增加我对返老还童气功的认同和信心。 

这期间，吉打州的赖慕娇师姐和马宝玉师姐，还有已故丘锦祥师兄

常到我们的练功场来指导和交流，吉隆坡的Alex 师兄等资深的前辈

也来给我们团训，为我们加强功法，让我们觉得走在返老还童气功

这条道路上并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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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参加课程，提升学习的进展  

2015年6月，我才有机会参加首次在北马吉打州双溪大年主办的气

功基础班。上了蔡良安老师的课程，开始深一层去了解返老还童气

功的作用和原理，心中满怀感恩和欢喜。同年的6月 ，又参加了教

练养成班，再次提升了自己的功法。8月，有机会参加台湾CAM辅

助疗法课程，觉得非常幸运也受惠不少。 

2016年5月，我参加了进阶班，过后陆续的参加了癌友关怀交流

会，癌友气功班，心灵之旅等课程。通过癌友的分享练功后身体健

康改善的事件，让我心中无限感动和喜悦。参加了这些课程后，不

但增加了我的抗癌知识，也让我知道只有通过身心灵的修炼和提

升，才能拥有真正的健康，成功抗癌。 

 

改变和生命的重建  

在心境沉淀的时刻，我反省自己，找出罹癌因素。我察觉自己长期

生活在严谨的工作环境，在高度的压力下，因为要求过高，追求完

美，身体因此负荷不了而病倒了。 

我慢慢改变自己，学习放下，放松心境，放慢脚步，不论是待人处

事或是日常作息，都重新调整。我带着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癌

症，注重规律起居饮食和运动，同时提高生活素质，找回健康和自

尊，为自己增值，原来癌症并不是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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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由助教提升为教练，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有成就感。

我开始积极参与协会的活动，参加修道院课程，当基础班的志工，

并成为第一位ITC癌友教练和委员，因为我不希望癌友像我初时罹癌

那样无助、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甚至绝望；相反的我希望通过我

的分享、关怀及辅导，能让癌友重拾信心, 积极抗癌，并让他／她们

知道有我们的陪伴，他／她们

抗癌路上不孤单。我就秉持着

这份初心，把爱传出去，让更

多的人受惠。自己也越活越开

心，因为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

老话庚古不变。 

 

未来展望  

我要肩负起返老还童气功的使命，做好一个教练的本份，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让绝望的人恢复身心灵的健康，远离疾病的威胁。 

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新冠肺炎疫情早日结束，并且有机会到台湾的

希望园区去参观，开拓自己的视野，去体验那自然养生且简单淳朴

的生活， 往后可以过着恬淡平静的日子。我希望生命结束的那一

天，能无悔、无挂碍的走向回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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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师兄师姐共勉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食物，最好

的疗效是时间。 

生命诚可贵，人生无彩排，好好珍惜每一天，以喜悦和感恩的心活

在当下，让人生无遗憾，让生命更精彩！ 

 

感言 

我要感谢蔡良安老师研发了返老还童气功，让绝望的人找回希望，

也感谢胡锦荣督导和副督导不辞劳苦到处奔波推广功法，还有和我

一路走来的师兄师姐，也因为大家的互相扶持，秉持相同的理念，

帮助别人，回馈社会，大家互相成就，感恩返老还童气功和爱我的

每一个人。 

 

黄镜玲师姐 撰写 

13P北海罗宾纳生态公园练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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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坚持, 总会有 

45岁的你在忙着什么？ 

2015年4月份45岁的我被确诊患上第二期淋巴

癌，位置于鼻腔后段靠近脑部，医生提议必须

马上接受化疗。一次机缘下认识到来自古晋的第四期淋巴癌患者--

刘师兄，得知他通过练返老还童气功战胜了病魔，这激发了我要以

练气功来恢复健康。通过转介绍认识了当时的副主席AlexLim(现今

的顾问)、Tiffany教练(现今的中区总监)、天佐师兄、伟棋师兄及燕

莉师姐，在他们热心的鼓励、教导与照顾之下，我面对病魔的勇气

陪增，更每天积极的练功。 

听话照做  

2015年5月份第一次进行化疗，化疗过程中种种的副作用使到我无

法招架，甚至一度想放弃。庆幸过程中有许多功友的鼓励和支持，

让我继续勇敢面对。 

经过一个月的勤奋练功（甚至在住院期间也在病房内练功）和配合

食用协会的营养辅助品，虽然医生用的抗癌药物一次比一次重，但

是我却感觉一次比一次轻松，抗癌药物对身体所产生的副作用已经

减少，甚至不再有。战胜病魔后的我，持续积极练功，因为我相信

持续、坚持总会有蓝天。 

 

ITC教练潘保儜 
24B莎亚南哥打哥文宁湖边公园   

蓝天 



 

第 21 页 

 

 

缘来无法挡  

有缘在KGSAAS练功场练功，是我的福分，每一位师兄师姐都很有

爱心，每天练功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面对着一个个

真诚敞开心扉的师兄师姐，了解了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自己的人

生观也开始改变，不再执着，学会放下。更奇妙的是我想从被保

护、被教、被照顾转换成去保护、去教、去照顾需要我帮助的人。

所以我就毅然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2015年11月15到16日的基础

班。学后然知不足，只好继续武装军备，接着上觉醒班、教练养成

班及进阶班。2018年2月1日，我有幸被委任为莎亚南哥打哥文宁

湖滨公园练功场第三任负责人。一个月后我被提升为教练。 

【因】【果】  

上了老师的课程后终于明白为何自己会罹癌，只因过往工作、家庭

压力，动不动就对家人发脾气，饮食不当，生活习惯也不妥，毫无

运动，又爱钻牛角尖执拗，心情起伏跌宕。这一路走来，感恩身边

出现很多贵人。罹癌后，我反而感恩老天，因为我认识接触了返老

还童气功后，我的人生起了360度的改变。身体里充满了正能量，

开始学会换位思考，和家人的关系也变的更融洽，孩子也比从前乖

巧听话了。另一方面我也不再日夜操劳，只工作半天，让自己有更

多时间陪伴家人和当返老还童义工，只要有被需要，我会义不容辞

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癌友，真心诚意的分享我的抗癌心路历程，以

资鼓励，并以同理心伸出援手，给于协助，所以我选择了成为协会

第二位ITC癌友教练，因为我非常认同协会的使命，也深感协会会

歌很符合我后半生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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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种种，有如昨日死；现在种种，有如今日生。  

从前自卑、固执、没有自信的我总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如人，认识了

返老还童气功后我重生了，因为返老还童气功原理和理念就是一门

独一无二的善知识，只要大家好好把握珍惜机缘，秉持不忘初心，

受益的不单只是自己，身边的人也将受益。付出越多，得益也越

多，当然也得量力而为。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以必须先修

自己的心，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不断求进步，就能做得更好

和帮助更多的癌友。 

期望  

最后我期望返老还童气功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受益。也希望

大马早日成立希望园区，让更多癌友受益。 

 

潘保儜师姐口诉，资讯委员会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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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均衡，全方位的早餐 ”  

饮食知识 

每天早上练功后，约八点，在辰时时段内 (早上7点～9点)；身体

的十二经络正值胃经。这时補充营养丰富的早餐十分重要，我们

的身体正可以十分有效的摄取食物的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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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的早餐吃了什么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传统早餐有以下几种 ： 

这些早餐的营养成份如何呢？ 

 

我们似乎摄取了过多的碳水而且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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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么才是营养均衡，全方位的早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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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每日热量需求为 2,000 kcal的人士， 

这一份早餐已经摄取了以下的主要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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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年，于2022年5月22日分布
在马来西亚各区的255位教练、助
教、练功场负责人及准助教准时的
以线上（ZOOM)方式聚首，共赴一
年一度的"2022全国会员大会教练助
教年会"。 

 

全天的会议从早上10点开始直至下
午4点，分上下两场进行： 

1.会员大会 / 年会 

2.台湾前执行长陈汉清分享会 

 

今年的年会除了教练助教之外，特别邀请了练功场负责人及准助
教参与，因为这次的年会有特别的事项必须向全体干部公布及说
明 ! 

 

会议重点： 

1. 练功场重开  

- 经过802天的居家练功，练功场将于5月29日同步重开。 

- 公布及说明了"练功场重开的<防疫 SOP>" 

 (正式文告已于2022年5月24日发佈)。 
 

<防疫 SOP>的设立是由于练功场內的师兄师姐多属年长者，慢性
疾病患者，癌症患者，属于新冠高危险群。中央理事经商讨后，
议决协会所设立的防疫规定或许比政府行政单位严格，但旨在侭
最大努力减少新冠病毒在练功场传播的可能性，让功友们安全
的，放心的，到练功场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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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布2022年线上线下课程  

3. 2021年全国问卷简报  

    - 01-31/Oct’2021 进行 

    - 共收 2,280 份问卷回复 

4. 希望园区最终捐款报告 

    - 全国上下一心为台湾希望园区 

      统筹共达 : 

      (税前) RM1,667,313;    

      (税后) RM1,561,516 

    - 筹得11间宿舍命名 

5.  预告了<贫困癌友辅助品赞助>计划 

     - 希望通过大家的力量，协助在返老还童大家庭里贫困的癌 

       友，在练功的同时服用协会的辅助品; 从而达到能够提升治 

       愈率或痊愈的目标。这也包括了练功, 健康饮食, 补助品运用 

       和验血报告的追踪。 

     - 所赞助辅助品包括呷伯二、呷抗力、褐藻、呷呼顺及鱼鳞 

       胶原蛋白并配合癌友验血报告 

     - 第一年的目标：赞助贫困癌友为期一年，人数 10 - 15 人; 

       筹款总金额 : RM400,000 / 年 

6. 公布全国练功场组织运作架构 

 

除了以上议题外，正式会议前，也特别安排了已故刘道宪总监的在

线追思送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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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的部分，非常难得的是由台湾前执行长陈汉清分享！ 

分享的内容包括： 

A. 有关台湾返老还童希望园区 

1. 为什么要建设希望园区 ? 

2. 展望希望园区 

3. 希望园区的功能与目的：   

I. 我们的使命： 

 帮忙人类恢复身心灵的健康，远离疾病的威胁 

II. 我们的愿景： 

 建立各国希望园区，推广正確的饮食及观念 

III. 我们的核心价值： 

 让癌症朋友能够免于恐惧，有尊严，有希望的活着，        
面对未来 

III. 每年节省课程场地租金 

IV. 培养善种子 

V. 复制无国界 

4. 希望园区的花费与收入来源 

B. 其他内容还包括: 有关事业部及其他等等 

 

在陈汉清师兄的精彩分享后，2022年的年会于4点完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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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预告 

*课程报名将通过个别群组发出，请洽询练功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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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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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友的营养摄取 
从加入返老还童成为ITC教练，到自己开设健康饮食餐厅，再后来通过 
ISSA (International Sports Sciences Association)的培训计划，成
为营养教练; 锦程教练接触及辅导了许多来练功，到餐厅用餐，或参与他
创办的癌友营养计划的癌友；锦程教练累积了许多针对癌友营养方面，
辅导的经验。 
这一期的季刋特别邀请了他与大家分享他的辅导心得 ! 
非常感恩！ 
~~~~~~~~~~~~~~~~~~~~~~~~~~~~~~~~~~~~~~~~~~~~~~~~~~~~~~ 

70% 的癌友营养不良Cancer Patient Is Malnourished 

20% 的癌友死于营养不良Cancer Death Due to Malnutrition 
 

“营养不良” 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通常我们会联想到第三世界的小
孩，也许因为家里经济问题而没有条件足够的补充营养。又或是非洲的
人们，基本上因为地理环境没有足够的食物。但是，一项统计指出，有 
95%的马来西亚人在“抗癌饮食指南”里是不达标的 (The Star, 2019)。
另外，2015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多个国家的癌友当中，有 70% 属于中
度或重度的营养不良。当中包括拉丁美洲国家、韩国、澳洲等等先进国
家也无可幸免。而每一年，全球罹癌过世的癌友当中，竟然有 ⅕ 的真正
死因是营养不良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而不是肿瘤本身。 
 

"Malnutrition" sounds very far from us. We would normally relate to chil-

dren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ho might not be financially capable to 
get sufficient nutrients. Or people in Africa, who do not have enough 
food due to geographical reasons. However, statistics show that 95% of 
Malaysians are not following the "anti-cancer diet" (The Star, 2019). On 
the other hand, a study in 2015 found that 70% of cancer patients are 
moderately or severely malnourished in several countries. They include 
Latin America, Korea as well as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Furthermore, ⅕ of the global cancer deaths every year 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ue to malnutrition, but not the tumor itself. 
 

我们都知道，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蔡老师也常常叮咛我们，
练功后要摄取高营养的食物。老师甚至还设计了“呷佰二”全谷类及蔬
菜营养代餐，希望方便癌友容易摄取到多样化的均衡营养。但是往往当
我们辅导癌友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早餐就主要以高热量单一食品填饱                 
肚子而已。比如说面包、饼干、粥，面食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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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品介绍 <呷佰二> 
We all know that breakfa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l in a day. Master 
Tsai has always reminded us to consume highly nutritious food after 
QiGong practice. He also designed "Jia Ba Zie'' cereal and vegetable 
meal replacement, hoping that cancer patients can easily consume bal-
anced nutrition in a sachet. But most often than not, we found that most 
of their breakfast is filled with high calorie monotonous food. For in-
stance, bread, biscuits, porridge, noodles, just to fill up their stomach. 
 
癌友的食欲除了会被肿瘤本身影响，还会被治疗的副作用及后遗症所影
响。比方说一些与进食或消化道有关的癌症，会导致进食困难及消化困
难。这些反应会进而导致食欲降低。较常见的为鼻咽癌、舌头癌、食道
癌、胃癌、肠癌、肝癌、胆癌等等都受影响。而化疗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
导致反胃、呕吐及腹泻。这种药物会破坏我们口腔、食道及胃部的黏膜细
胞。没有了这个保护层，食物对这些部位来说，便等于是过度的刺激而导
致反感及排斥。而一些情况如果电疗的部位靠近咽喉，则会导致咽喉严重
灼伤。这时候，连吞口水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Other than the tumor itself, a cancer patient's appetite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side effects and after effects of cancer treatments. For instance, can-
cer related to food intake and digestion pathway will cause difficulties in 
eating and digesting. These will in turn lead to reduced appetite. Some of 
the commonly affected ones include nasopharyngeal cancer, tongue can-
cer, esophageal cancer, stomach cancer, colon cancer, liver cancer, 
gallbladder cancer etc. On the other hand, nausea, vomit and diarrhoea 
are the most common side effects of chemotherapy. These drugs dam-
age the mucosa lining in the oral cavity, esophagus as well as the stom-
ach. Without this protective lining, food intake becomes an irritation to 
these parts and lead to repulsion or aversion. In certain cases, the the ra-
diotherapy is performed very close to the throat, the throat can be se-
verely burned. Even swallowing the saliva can be suffering in that case. 
 

为什么体重下降是多数癌友的必经之路呢？ 
基本上就是营养不良的结果。治疗过程中，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进行修
复。但是这时候他们吃的食物分量，却可能只是平时的一半。 
因为没有食欲，所以他们往往只会为了吃饱而吃。不自觉的以 
高热量、高淀粉食物为主。反而忽略了身体修复所需的蛋白质、 
好油脂、维生素及矿物质。进而加剧了营养不良的情况， 
而导致体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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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品介绍 <呷佰二> 

Why is weight loss a must for most cancer patients? 
It is essentially a result of malnutrit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 body 
needs a huge amount of nutrients for repair and recovery. However, the 
amount of food that they are taking is probably only half as compared to 
what they normally take. Due to the lack of appetite, they tend to eat just 
for the sake of overcoming hunger. They tend to focus on high calories 
and starchy food for that purpose. Protein, good fats, vitamins and miner-
als that the body also need for cell repair and recovery are easily neglect-
ed. Hence, their malnutrition will be worsened and lead to weight loss. 
 
癌友不能吃糖吗？ 
说到这里，很多癌友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是不是不能吃糖呢？是不是不能
吃饭呢？是不是不能吃面呢？我能吃饼干吗？我能吃甜品吗？早餐不吃面
包吃什么？？？ 
 
Cancer patients can't take sugar? 
Many patients might have a direct response to the above: Is sugar a No? 
Should rice be avoided? Should noodles be avoided? Can I take bis-
cuits? What about desserts? What else to take for breakfast other than 
bread??? 
 
糖会降低免疫力 
首先，糖/精致糖，根本就不是原型食品。如果曾上过蔡老师的课也许记得
老师常强调，修炼气功是为了让身体回到“原始状态”。其实选择食物的
时候也一样。只有原型食物对我们的益处最大，伤害最低。 
 
糖是从甘蔗/甜菜里提炼而成的。自然介里没有精致糖独立的存在。所以直
接吃糖，而不是吃甘蔗或甜菜，身体自然会出现不好的反应。这样因为葡
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过快，而容易导致糖尿病、高胆固醇、新血管疾病、
炎症反应, 包括癌症。 
 
2019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当我们在短时间内摄取 75g 的糖分 (相当于一
杯黄糖珍珠奶茶) ，免疫力会“休眠”5小时。换句话说，即使你注射了
疫苗加强针，也会失效 5小时。同样的，我们的抗癌免疫力也会停止扑    
杀癌细胞5小时，而让它肆无忌惮增长。所以统计指出，糖尿病患患上新
冠肺炎的  机率、重症的机率及死亡的机率，都比一般人高出 2-3 倍。 
              糖尿病也增加了罹患各种癌症的风险，以及癌症复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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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品介绍 <呷佰二> 
Sugar will decrease immunity 
First of all, sugar/ refined sugar is not even a wholefood. You might re-
member that practising QiGong is to get our body back to the "primordial 
state". Master Tsai always emphasizes that, if you've attended his clas-
ses before. It is actually the same when it comes to choosing food. Only 
wholefoods are the most beneficial to us, also the least harmful. 
 

Sugar is processed and extracted from sugar cane/ sugar beet. There's 
no existence of refined sugar alone in nature. Thus, consuming sugar di-
rectly instead of sugar cane and sugar beet will cause unwanted effects 
in our body. As glucose enters the blood too rapidly, it can easily lead to 
diabetes, high cholesterol,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flammation, includ-
ing cancer.  
 

A study in 2019 shows that, if we consume 75g of sugar (equivalent to 1 
cup brown sugar bobba milk tea)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our immunity 
will "hibernate" for 5 hours. In other words, even though you've injected 
vaccine booster shots, it will lose its effects for 5 hours. Likewise, our im-
munity will halt in exterminating cancer cells for 5 cells, and allow it to 
grow freely. As a result, the chances of a diabetic patient contracting 
covid-19 virus, chances of getting severe conditions, and chances of 
death are 2-3 times higher than a normal person. Diabetes has also been 
known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various types of cancers, as well as the risk 
of cancer spread or relapse. 
 
可能你曾听说过一些医生说糖喂食癌细胞是不正确的，癌友不需要忌糖！
可是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过多的糖分会导致身体发炎，慢性发炎就是许多癌症的前因。而且持续
发炎会助长癌细胞增长，导致癌症转移、复发，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粥粉面饭这些高淀粉食物是不是通通不能吃呢？其实我们，包括癌友的
身体还是需要这些食物提供的能量的。但是当我们没有意识到需要控制分
量的时候，就很容易只以这些食物填饱了肚子。那肚子就没有了位子把其
他重要的营养塞进去了。 
 

You might have heard that some doctors claim it's incorrect that cancer 
cells are fed on sugar, and cancer patients should not need to  
avoid sugar! Well, that's just part of the whole story.  
Excessive sugar causes inflammation, and chronic I 
nflammation is the precursor of many different cancers.  
In addition, t's undeniable that ongoing inflammation  
promotes cancer growth and causes cancer spread  
and re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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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品介绍 <呷佰二> 
So, starchy food like rice, porridge and noodles should all be avoided? 
Actually, all of us, including cancer patients, still need these food to 
provide us with energy. However, if we did not realize the need to con-
trol the intake amount, we tend to fill up our stomach just with them. 
We might end up with no extra space in the stomach for the other nec-
essary nutrients.   
 
营养要均衡，淀粉类食物不该超过我们每一餐的 ¼ ，其余的 ¾ 则由蛋
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好油脂来补充。这样才能确保身体各机能（包
括免疫系统）发挥各自的作用，预防癌症形成。治疗中的癌友才能够把
副作用降到最低，顺利完成治疗。治疗完毕的癌友也才能够从后遗症里
恢复，预防癌干细胞转移或复发。今天就从检视自己的早餐开始吧，别
再因为吃淀粉过多，而导致营养不良了。 
 
Balanced nutrients, starchy food should not exceed ¼ of every meal, 
and the rest of it should be protein, vitamins, minerals and good fats. 
That will ensure every mechanism in our body (including the immune 
system) to maximize its efficiency and prevent cancer formation. As for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treatments, it will minimize their side ef-
fects and ensure the treatments to be completed smoothly. For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treatments, a speedy recovery from the after ef-
fects is ensured, in order to prevent cancer stem cells from spreading 
and relapsing. Let's start by examining your breakfast today, don't get 
yourself malnourished by overeating starchy food. 
 
大马的边境就快开放啦！大家出门旅行，也要记得练功，督促自己的均
衡营养哦。身为返老还童的一分子，鼓励亲朋戚友练功强身之余，我们
也有使命 “推广正确的饮食及观念”喔。旅行期间大家搜寻美食的同
时，也可鼓励旅游们把美食营养调配均衡。接下来的季刊我们再继续分
享出门旅行时的均衡饮食小贴士吧。 
 
The Malaysian borders are opening! Remember to practice qigong and 
a balanced diet, even when you're travelling. Being part of the Infinite 
QiGong, we all bear the mission of "Spreading the Knowledge of Good 
Diet Practice", apart from encouraging our friends and family  
to practice QiGong for a better well-being. While searching  
for delicacies, it's worth encouraging your travel  
companions to balance up the nutrients. We shall share  
more tips on getting a balanced diet while traveling in  
the next qu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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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品介绍 <呷佰二> FAQ: 有机黄糖可以吃吗？ Is organic brown sugar safe? 

有机黄糖跟一般白糖只有最多1%的分别。虽然由有机蔗糖原料提炼
而成，无经化学加工，它对身体的伤害始终是一样的。最近市面上
许多产品标榜使用黄糖制作，看似健康。然而，不管你的甜品、咖
啡、奶茶、饼干用的是白糖还是有机黄糖、蜜糖、糖蜜、果糖等
等，都务必切记控制摄取份量喔。 
 
Organic brown sugar is no more than 1% different from white sug-
ar. Although it's been extracted from organic sugar cane, without 
any chemical processes, it's harm to our body remains unchanged. 
There are many recent products that may "look healthier" because 
brown sugar is used instead. Despite,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 des-
sert, coffee, milk tea or cookies are made of white sugar or organic 
brown sugar, honey, molasses, fructose etc, controlling the intake 
amount is still the key. 

 

 

 

    黄锦程  JC Wong 

 - 工程博士(Monash, Australia) 

 -  马来西亚返老还童气功协会ITC教练 

 -  ISSA 营养教练 

  -  健康饮食餐厅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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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胶原蛋白”足够吗？ 

什么是㬵原蛋白? 
人类身体內部大約含有500万种类的蛋白质，其中約30%~40%是
胶原蛋白。一般在人体中有連接细胞，支撐组织等功用。 
 

人类的基本原素中： 

体重的  

  65% 是水 

  16% 是蛋白质 

  14% 是脂肪 

  5% 是鈣質的无机质 

由此可知胶原蛋白的含量很多。 

一般来说，体重50公斤的人中，就有3公斤的胶原蛋白。 

 

人体各组织胶原蛋白的比重： 

㬵原蛋白的流失 
外界的刺激 ：如紫外线、空气污染、饮食不当、烟酒、过度疲倦、压力

等；产生自由基攻击体内各处胶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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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胶原蛋白”足够吗？ 

㬵原蛋白的流失与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技术下降，从而衰老。 
 

 

鱼鳞㬵原蛋白的功效 
1. 加速体内胶原蛋白合成，达到补充胶原蛋白的效果。身体里面

还有很多结缔组织（肌腱、韧带等等）都需要胶原蛋白的补
充。 

2. 抑制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3. 增加皮肤保水度、表皮增生 

4. 降低 I 型胶原蛋白的流失 

5. 专业水解技术，肠胃道更容易消化吸收 

6. 萃取自海洋鱼麟胶原蛋白，无传染病 

专业水解萃取技术，鱼鳞胶原蛋白为胜肽型胶原蛋白，
平均分子量3,000~5,000最容易在肠道消化吸收。 



 

第 53 页 

 



 

第 54 页 

 

各地练功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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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cebook.com/groups/IQA.Malaysia/ 

www.infiniteqigo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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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委员会季刊编辑组 

罗燕莉  成玉湘   沈肯名 

陈国华   黄连枝   岑春菊   黄笑葵 

对于我们季刊的内容或整体有任何意见吗？ 

欢迎您提供任何宝贵意见，请将意见电邮至 

：infiniteqigong@gmail.com 或  

WhatsApp 至秘书处  011-6283 4532 



 

第 5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