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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总爱不言不语，不经意间又悄悄溜走，农历壬寅年也不知不觉

地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来到了清明时节（二十四节气的第五

个）。 

犹记得2020年3月18日当政府宣布全国实行行动管制令的时候，很

多华人都非常关注是否可以像往年一样到祖先坟前去扫墓，结果因

为疫情节节攀升，政府只好下令严禁清明节扫墓。这还是华人下南

洋以来头一次被疫情牵制而被迫严禁扫墓，除了无奈，也别无他

法，但心中默默地向先人祈祷希望疫情快快过去，明年再补上。 

很快的2021年农历辛丑年又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来到了清

明时节，正当大家非常期盼可以去扫墓的时候，疫情又直线上升，

不减反增，政府也只好再下令严禁清明节扫墓，人们的希望又再一

次落空，还是得向疫情投降。心中又再默默向先人秉明现实情况，

并祈求谅解。 

幸好2022年4月5日清明节政府不再严禁扫墓，大家也稍微松了一

口气。但是这并不代表疫情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式了，相反的，它依

然无处不在，所以大家还是得时时提高警惕，小心防范，口罩不离

口，保持人身距离，常洗手，消毒不可少也不要嫌麻烦，尽量避开

拥挤的时段去扫墓以减少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千万别因为一时疏忽

而让自己暴露在风险中，所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小心驶得万

年船。让我们互相勉励，成为一个高智慧的扫墓者吧。最后，祝大

家安全扫墓，战胜病毒。 

 

资讯委员会编辑小组 

资讯委员会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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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智慧華果 (二)  作者：蔡良安老师 

以下節錄一月份三期修道院的師兄師姐部份心得與各位分享： 

壹‧師兄心得 

這次修道院老師在課堂上講『病態的自我和自我的極限』時曾預告

說：「你們回去可能會夢到」，果然被老師說中了！真實發生在我

身上，今天清晨04:15-04:35這段時間，夢到我出國旅遊坐在10幾

人座的小巴士上，我在車上抓狂罵三字經，因為發現太太沒有幫我

準備行李，隻身的我身上只帶台幣600元及一支手機，於是拿起手

機準備打給我太太要責備她；結果手機無法打通，我問車上的人有

誰的手機可以借給我？結果沒有人肯借，下車後我拿100元去換10

個銅幣預備打電話罵人，卻發現台灣區碼我竟然忘了。後來旁邊有

一位婦女知道告訴我，我拿起電話（公共電話），那個電話很奇

怪，用石頭雕刻的裡面有數字，按鍵數字後面三個字不太清楚，剛

好有一位小男孩幫我按，電話打通之後準備要責罵太太，結果我卻

發不出聲來說話，依電話旁哭泣，感覺好像我太太有聽見我在哭

泣，而後我放下電話，巴士跟人群都不見了，我看出去整片都是空

白，接著就清醒過來。我自省是否平時在家嗓門大、自認是家中經

濟支柱工作很辛苦，而太太幫我處理家中大小事都視為理所當然，

絲毫沒有感恩之心。心想這也是病態自我其中的一種情況吧！此次

上完課聽老師講“三摩地”，這樣艱深的課程雖無法聽懂理解，但

是反思日常生活中眼、耳、鼻、舌、身、意六識要在醒來的世界修

正，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了解，自我習性也會慢慢修正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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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解析 

夢境中狂罵三字經的行徑，就是這位師兄往昔的習氣，經過無數

劫來，靈魂尚未昇華部份，同時夢境中也讓他體悟太太的無助而

哭泣，這是諸佛如來示現，讓這位師兄對於太太的付出而起大悲

心。這位師兄在修道院已經有十年的時間，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改

變，非常替他高興。 

 

貳‧師姐心得 

我不知道這樣的狀態是否算靈魂的覺醒，在今年4月某个晚上睡覺

時，突然很清楚的感覺到“我”從身體慢慢的浮出來，然後移到

旁邊快速的旋轉轉圈圈（肉體沒感覺，浮出來的我則感覺像是氣

或光體）。另外一次，我在夢境中一直跑，很熟悉的感覺怎麼又

是這個地方，旁邊浮出像雲又像泡沫般，緊接著到了一間很古老

的小廟，真的很小間，心想這次一定要看清楚這間廟的名字，一

直跑、飛，跳下去轉頭一看是「地藏廟」…我好像進入了時空隧

道，一直穿越，耳邊轟轟的感覺…，我很清楚的看到了宇宙銀

河、星雲，我看到了金黃的佛眼，是佛頭，然後是一個頭包白布

留著二撇小鬍子的修行人（一個接一個的畫面，周圍黑暗而中間

的影像非常清晰。），醒來整個人無比清醒，知道我真的是該做

些什麼。我和大家一樣期待著參加修道院課程，明白學習的過程

能提升身心靈的成長，另一方面我也期待藉由成長，能加強我一

向欠缺的自信心與勇氣，祈望能做更多的事。還想跟老師分享一

個我自身的經驗：今年爸爸往生了。有一天他躺在床上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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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湧出一個很堅定的感覺〔爸爸，我們一定還會再見面的〕，

過了一陣子，又一次同樣的感覺，這次爸爸沒睡，坐著，我跟爸

爸說了一些話，其實，在那段時間我常常會跟爸爸說話，因為他

老人家總會看到一些我們看不到的玄奇畫面，西醫說是退化妄

想，巴金森氏症的藥吃多也吃久了，我則認為或許也有可能某些

因素而看到了另一層我們平常無法接觸到的空間，也有可能是宗

教因果關係，總之，這些困擾著爸爸，所以我總認為安撫心靈更

重要，老師，您知道嗎？有幾次我在爸爸巴金森氏症發作時，看

著他強烈抖動不停的身子，好不捨，後來我發現，若能以輕柔軟

語引導爸爸緩慢呼吸吐納，竟能改善緩和，甚而也能就此睡著，

我親證到放鬆的能量，如此神奇…在爸爸身上，我真的領受到很

多不同的東西。 

 

老師解析 

這位師姐有特殊的因緣。地藏廟是地藏王菩薩在地獄中救渡亡魂

的訊息，而進入銀河系的虛空，所見的金光佛眼及佛頭，這些都

是諸佛如來示現給這位師姐，這位師姐無數劫以來就已經在修

行，頭包白布及二撇小鬍子的修行人就是她前幾世的自己，這位

師姐用心跟其父親對話，他的父親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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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師姐心得 

我的朋友是位非常仁慈的急診室醫生，我生病時很關心我，夢境

裡他在路邊搭起的簡陋棚子下，揮汗如雨非常辛苦重複的在堆什

麼？靠近一看原來他堆疊著一罐罐像是豆腐乳的罐頭，他用手示

意要我繼續往前走，接著我開著車經過蜿蜒如太魯閣般的峽谷，

前面是過去很照顧我先生的老闆，他指揮我把車開上一個往上延

伸的梯子，我遲疑一秒心裡想“我可以嗎？”接著把車子開上

去，往上升後眼前感覺很亮就醒了。我想：醫生是無量光聖潔的

靈魂，他不忍娑婆眾生病苦，願意委身在充滿哀號痛苦地環境投

身做個大醫王，日復一日持續著救渡眾生的工作。人生的考驗猶

如崎嶇嚴峻的山路，往上走需要豐厚的資糧，過去栽培先生的老

闆，代表著默默支持我的同修，我的先生是我修上去最好的後

盾。遲疑是策勵我要努力向上的警醒，不該再遲疑了！我會努力

修持普賢行願，以八支行法為方法，持戒、精修、煉體、制氣、

煉識、攝心、禪定、三摩地，我不忘初衷努力精進，直至成佛再

入娑婆！感恩老師無私的分享！在功法修習上觀察到，每當只要

是身體往前擺動，例如；神龍擺尾、敬天撫地、蝙蝠式暖身往前

推的動作及跑步功一小段後，兩耳就會出現“鬨鬨鬨”的聲音，

已觀察將近半年餘，不知是因何緣故？因緣很特別，每當我遇到

有什麼困惑瓶頸時，我需要研讀的經文，就會巧妙地因某些緣份

出現在我的生活裡，半年前看了《楞嚴經》，名相上比較艱澀，

彷彿是在上哲學思想，讓我了解三度空間多維度的思維，幫助我

跳脫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最近在視頻聽已故曾仕強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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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了解萬事萬物道法自然，是老祖宗非常深奥的學問，

有機會很希望能聽老師分享這兩部經典。日前朋友才說有一套

《華嚴經》要跟我結緣，這次老師說了很多《華嚴經》，會再花

時間研讀。這些巧合非常奇妙！感恩諸佛菩薩及老師的成就，我

會努力！ 

 

老師解析 

夢境中『往上延伸的梯子』就是往虛空藏的天梯，而這位師姐修

煉上有遲疑時，上升後見到很亮的感覺就醒來，這是功果尚未所

致，此生就是一個很大的機緣。在媽祖修煉玄微密法時，媽祖兩

位上師分別為觀世音菩薩及赤腳大仙，大仙在夢境中示現跟觀世

音菩薩說，媽祖每做一件善事，功力就會增加，每做一份惡事，

功力就會減低。 

這幾年來，修道院將近500多位的師兄師姐及其他教練無怨無悔

地幫助無數病苦的人，而這些病苦的人正是成就各位佛果的地

基，也是各位的地基，透過幫助他們而起大悲，生菩提心，尤其

「台南希望園區文教中心」即將要動工及成立，無論將來能夠幫

助多少的癌友，都要稟持無相布施，這才是真菩薩。放下所有世

間恩恩怨怨，人就自在；放下所有所行善事，才能生出菩提心。

放下就是放過自己，所有世間一切也不過是示現給我們歷劫，明

白了就解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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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功法委员 

第十式 ：踝柔涌泉 
 

 

這動作以自然呼吸方式，將大腿帶小腿拉起腳趾往身體後方，踝

關節順勢往外旋轉。比較容易看到不自然的旋轉是，壓住腳趾

頭，蹂動湧泉的位置及腳踝往內旋轉。 

 

踝柔湧泉主要是氣功跑步前的腳踝運動，人

在跑步中腿部的水平與垂直力量，及不同地

面上活動的壓力、拉力都在這小小的踝關節

上，所以踝關節的鍛鍊是不能忽略的。人體

督脈之重要性在於循行時，能貫通入腦及連

通心臟，此兩部位係修煉功友們須先調伏的

重點。所以動氣功在由頭到腳底活絡督脈即

將完成時，腳底的鬆弛度也就顯得格外重

要。因督脈屬陽的內氣由腦戶穴入腦後，才

有能力使內氣遍滿全身，並調和十二經脈。

「陽維維絡諸陽脈」重點活絡足三陽經絡；

陰維維絡在諸陰，表現於活絡足三陰經絡，

雖然懷柔湧泉這功法看起來非常簡單，可實

際上隱藏著非比尋常的脈絡學問呢！要使身體健康也就必須如實

漸進式的活絡督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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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顺嘉助理总监 

活出今天的精彩 

    因为它不会重来 

痛心的年代  
2014、2015年，我相继失去了两位至亲，家翁和父亲
往生了。在我还来不及舔好伤痛的心，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夫婿的姐姐在体检时发现有脑肿瘤，我陪着
她到台湾某个慈善机构寻求治疗方案，经过檢验与资
绚后，她决定采取自然疗法，以食材作为治疗方法。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正当我以为可以放下心头大石的时候，远在澳大利亚
的三哥却传来了罹癌的消息。心急如焚的我，与姐妹
们就立马飞往柏斯探望罹患血癌的三哥。我见到三哥
的那天，他刚完成了第二次化疗。我以为我会见到的
是一个身体虚弱的三哥，但出乎意料的，我见到的是一个与常人无异的三
哥，一个化疗过后还能陪我们到处逛逛的血癌患者，我当时就懵了!经过了
解，原来三哥已经在练返老还童气功。我当时就想，我也要学习这个返老还
童气功，回到大马希望可以帮到夫婿的姐姐。第二天一早，早早就蹲在路边
等也是居住在柏斯的姐姐和姐夫来载我们去练功场开始学习功法。在柏斯的
几天，虽然因为开始练功而腰酸背痛，但是我都没放弃抓紧时间学习。 

瓶颈  

回到大马，很兴奋地和夫婿分享这个意外的惊喜，但:"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夫婿分析这其中的
难题是:我们住在大山脚，当時槟
卅唯一练功场在北海，如果要到
北海去练功，就得早上四点多驾
约40分钟的车程到北海练功场去
练功。而夫婿过后还得赶回去上
班，实有不妥。经过商议，只能
在星期天才到北海练功场练功。
还记得由于在柏斯只学了动功，
靜功还是由北海的教练黄镜玲师
姐教我们的，还把瑜伽垫借给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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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不负有心人 
不久后，我收到了好消息，大山脚绍佳娜休闲公园于2016年6月开练功场
了。第一任负责人是黄成美师兄，我当時是练功场工委秘书。我从未想过要
带功，学功法的目的是想把功法分享给有肿瘤的姑姑。但是由于当时练功场
新，没教练与助教，我也开始参与带功。非常感谢当时不辞劳苦、常常來大
山脚協助我们的已故丘锦祥師兄，赖天赐師兄，北海练功场的教练和助教
们。当然更要感恩老公的支持、鼓励与配合，让我有更大的空间修炼返老还
童！开始练功几个月后，2016年9月5日我参加了在双溪大年举办的基础班，
虽然当时脚受伤了，行动不便，还是不愿意放弃机会，抓紧时间去上课，因
为亲眼见到了三哥的见证，想多了解这个神奇的功法。 
2017年6月18日第一任负责人满期的时候，我就当了第二任负责人。也当起
了槟卅善种子的提货点的负责人。 

缘分  

我第二次去柏斯探望三哥的时候，正巧碰上大马师兄师姐和教练们 *自费*到
柏斯练功场办活动，这深深的感动了我。我也要向他/她们看齐，为苍生付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绝望的人找回希望，这是我们的缘
分。 

成长  

回来后，我与老公一起在2017年完成
了三堂课： 7月8日上了教练养成班。
同一年9月10日上觉醒班，11月10日上
进阶班。短短的一年内我们就一起上
完了所有的课程。2018年3月10日我们
被提升为教练，同年5月27日我被委任
为第二届中央理事，2019年1月1日被
委任为助理总监，2021年6月1日被委
任为第三届中央理事。 
我之所以愿意扛起责任担任这些职务，除了见证各位师兄师姐们的善心和无
我、无私、无明，也心疼督导、副督导两位资深的长辈，为了协会，为了帮
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常常拖着两个重重的行李，上下月台，东奔西跑，南
下北上，从不喊累。相比之下，我们就没有资格说个“不"字。更何况我也曾
经试过很多其它的方法以为可以帮助自己变得更健康，可是因为种种原因，
最后都不了了之。我一向有鼻敏感、偏头痛的问题，而且只要吃了煎炸的食
物就会喉咙痛。还曾经试过因为鼻子敏感而导致鼻子严重阻塞到呼吸困难而
入院用药疏通。练返老还童气功后，这些问题都不知不觉的不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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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走来，最考验心志的经验应该是槟
城海峡码头Straits Quay练功场开场的那
段时期。我得四点多开车到新练功场，教
功/练功后就得找个比较干净的厕所梳洗
(很多时候是借用练功场附近的TESCO's 
公厕)，然后再开车回去北海上班，所以
车上都准备了轻便的换洗衣物和梳洗的用
具。 
 

难忘的感动事件  

2020年北二区办了两场为希望园区筹款的活动。第一场是2月中由槟城四个
练功场联办的新春慈善及义卖晚宴。虽然练功场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大家却
非常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朝着同一个目标出发，结果好评如潮，也筹得一
笔可观的款项，大家不禁喜极而泣。 
第二场是3月中联合了霹雳四个练功场在怡宝举办的义卖会，就在全国封锁
防疫前几天，坚持把活动妥善完成，感恩木珍师姐借出厂房作为义卖会场
地，师兄师姐们提早一天到现场淮备，包括包裹蔬菜，场地安排等，第二天
一早又亲身莅临协助义卖。为了当时疫情刚开始， 人心惶惶，主办方为
此，除了不断喷消毒喷雾，也为各位师兄师姐准备了灭病毒的随身佩戴的消
毒片。而副督导也交代我为在场工作的师兄师姐提供维生素C锭片，提高大
家的免疫力。看到大家无私无我的付出，除了感动，也非常感恩大家的团队
合作精神。 
 

展望  
希望疫情快快过去，练功场可以重开，疫
情前北二最后一批教练养成班的助教们，
可以继续修炼与成长，提升为教练，大家
可以一起开更多的练功场，做到到处都有
练功场，师兄师姐们只需走路就可以到达
练功场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一起
来修炼返老还童气功！ 
最后，愿以以下这句话与大家共勉之: 
Make Everyday The Best Day of Your 
Life, As Life Doesn't Replay. 
活出今天的精彩，因为它不会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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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慕娇助理总监 

你去顾大众， 

           菩萨会顾你孩子 

马新一家亲  
人生中的一切机遇，冥冥中自有安排。一位不认识的癌
友，让我和返老还童结缘。也让两位老人家(督导和副督
导)把返老还童的种子从新加坡种在了马来西亚最北端的
吉打州。吉打州的一位癌友让督导和副督导来到了这
里。就这样2011年9月中的一个早上马宝玉师姐和我开始
学习返老还童气功(我是马师姐的邻居)。因为我早上七
点还得载送孩子去上学，所以下午才学静功。犹记得我
当时是用简单的图画把静功的每一招每一式给记下来。
两天后，督导和副督导就启程回新加坡去了。在载送他
们去巴士车站的途中，我一直抓紧时间问个不停，问到
督导上巴士之前还在问。临上巴士时督导只丢下一句话；“从明天开始，你
们就开始练功吧”。这句话有如五雷轰顶，我当时很沮丧，因为孩子还小，
要负责载送上学，自己也是要忙业务，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
当我沉淀下来的时候，脑海里一直浮现督导和副督导两位慈祥和蔼可亲素未
谋面的长辈 ，大老远从新加坡乘搭巴士长途跋涉历时十八个小时一路颠颠
簸簸到吉打州来教我们功法，不为什么，就只怀着一颗菩萨的心，想要帮助
癌友，我只能说打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换着是我，也未必做得到。而且答应
了又失信，我过意不去。君子一言即出，驷马难追。既然答应了，不做100
分，也要做到50分。我和马宝玉师姐商议后,决定早上我们就在我家院子练
动功，晚上才练静功。 

自投罗网  
一个月后，督导和副督导再次来到亚罗士打加强我们的功法。督导说我们早

上练动功就得50分，晚上练静功又得50分，加起来就刚刚好100分，我们听

了很高兴。岂料督导接着说如果早上练完动功就马上接着练静功，会得到

500分，也就是五倍的功

效，这么简单的数学让我

们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回

去后我们就每天早上练动

功和静功。 



 

第 14 页 

 

督导还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找个适
当的地方开练功场，好让更多人可
以来一起练功。也许是上天的感
召，我和马宝玉师姐决定在亚罗士
打和日得拉(Jitra)开练功场，马师
姐负责亚罗士打练功场，我就负责
日得拉练功场。因为亚罗士打去日
得拉大概40公里，我每天早上四点
多就必须出发，也很感动我的两个四岁和五岁
的女儿都在假日时陪我一起去练功。练完功回
到家吃了早餐得补眠到十一点过后才出门忙业务。每天和时间作战，每天都
觉得24个小时不够用。所以每当练功场有师姐向我反应时间不够用，我完
全可以明白她们的感受，并以同理心辅导并勉励。 

感动的瞬间  

练功半年后，全马第一届基础班在亚罗士打举办，我是工委，我当时还不是
教练，参与的功友有整六十多位，我至今还收藏着参与功友的名单。因为没
想到反应这么热烈，这一路走来的辛苦都值得了。为了要印证返老还童在帮
助癌友的真实性，2012年12月我自掏腰包的带了8位癌友及一位家属到台湾
上CAM癌友课程，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太多的癌友，所以这一趟收获满
满。除了可以看到返老还童气功ITC的整个理念，还亲身去体验和了解整个
架构。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癌友分享她化疗整百次还活着，因为加入返老还

童气功大家庭让她从绝望中看到希望，让她
有信心活下去继续抗癌，也保全了一个完整
的家，甚至有机会看着儿女长大成人，我马
上告诉自己无论多辛苦，这条路必须走下
去，和癌友们比起来，这些苦算得了什么，
不值一提。但是要继续走下去就得提升自己
的能力，必须更深一层的了解返老还童气
功，所以就报名参加了新加坡的基础班和教
练养成班，过后还到台湾参加觉醒班，因为
当时大马返老还童气功协会还未成立。我也
有幸在2014年11月1日被提升为教练，2015年7
月1日被委任为助理总监,2015年6月11日被委
任为第一届中央理事,2021年6月1日被委任为
第三届中央理事。 

 

与副督导曾宪珍，马宝玉教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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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 

所谓孤掌难鸣，我和马宝玉师姐就分
工合作，她负责辅导癌友，我负责培
训带功团队、助教、教练和寻找练功
场负责人。他/她们就每半年或几个
月一次团训功友。在团训中也传达练
功场守则:不是非,不批评，不比较，因为他/她们都是志功，是发心的菩萨，
应该要感恩。在开发新练功场的时候，有时候也蛮吃力，寻找对的负责人是
一项挑战。有时候为了培训负责人、助教和教练，凌晨四点多就载着马宝玉
师姐驾车出门，几乎有点疯狂。感恩后来陈瑞富教练充当司机。陈师兄是亲
眼目睹太太练功后身体状况完全改善才加入了返老还童大家庭，后来还当了
教练。他曾经问我和马师姐:你们两个女生半夜三点驾车出门练功，你们的
老公没有怨言吗？感恩老公虽然没有练功,却从来没有阻止我去练功。也感
恩练功场师兄师姐都很愿意配合,互相扶持，互相成就。大家都觉得练功除
了可以帮助自己健康，也可以帮助别人健康，所以就继续配合。我也尽量不
给他/她们压力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如果我放下 很可能很多人也会跟着放
下，我就不会对他/她们太过要求。毕竟这不是在做生意,不可用利益得失来
衡量。最重要自己练了,自己健康。 

蜕变  

在大学时期，我曾受过三年的军训，可想而知，我的要求很高及追求完美，
态度严谨,连不相识的人都会感到压迫，孩子们也很压力。加入返老还童气
功大家庭后，看了很多生老病死，很多无常。也从蔡良安老师的课程中觉

悟，学会放下，学习用感恩的心看待身边的人。人生只
是到这个人世间走一个过程而已，做人简单就好。我和
家人的关系反而变好了，孩子们给我的回报是让我放心
的成绩,还凭优良成绩入读大学,让我释怀。我不禁想起有
人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 你去顾大众，菩萨会顾你孩子，
希望大家共勉之。 

展望  

如今北一区共有13个练功场希望返老还童气功可以早日

发展到更多的公园和住宅区，方便大家练功。尤其是年

级大的老菩萨，不会驾车，出门不便，如果住家附近走

路的距离就有练功场,就可以去练功，学会功法，从中受

惠。 

气功基础班教练团队与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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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事，做就对了! 

 

2015年12月12日，大马第27个练功场正式成立了，那

就是山打根练功场。这个练功场的由来还蛮戏剧性

的。且让我缓缓道来。 

话说，2015年3月初，一位居住在山打根的台湾媳妇回乡的时

候接触到台湾返老还童气功，觉得对人们的身心灵健康有很

大的帮助，就邀请了一位台湾返老还童气功教练到山打根教

功，3月16号这位台湾教练就开始在山打根教功。由于事务繁

忙，两个星期后这位教练就回去台湾了。回去台湾之前就把

基本功法教给一班要练功的师兄师姐。过后这班师兄师姐就

上网摸摸索索练功。我是在五月份加入返老还童大家庭。8、

9个月后，一位新加坡返老还童气功教练回山打根探亲，因缘

巧合下听到山打根有一班人在摸摸索索自己练功，就去看个

究竟，发现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这位教练回新加坡后就马

上联络当时的大马返老还童气功协会主席Dato'刘访云，刘主席立马安排督导和副督导

到山打根正式教功。不久,督导要求我们把带功团队成立起来，并找出一位负责人，我

就担起了山打根练功场第一位负责人。 

无法抵挡的缘分  

我一直都很喜欢气功，从三十多岁开始就开始练气功。一年多后,气功老师往生了,大家

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气功老师，就暂时停止练气功。两三年后又接触了另外一种气

功，练了几年后 ，因为搬迁，距离太远不是很方便，只好放弃。一两年后又接触了调

养生息的功法，也成了调理员。由于过程比较难掌握，慢慢地人数也越来越少，最后

也不了了之。接下来朋友又邀我去练别的气功。几个月后，谭金玉师姐邀我去练返老

还童气功，我起初拒绝了她，但她一直强调，返老还童气功功效蛮快地，她像打不死

的小强，不达目的不死心,后来我拗不过她，心想:我这一路走来，也练了很多种气功，

更何况我所经历过的气功不是傍晚就是晚上才练功，她一直邀我去看看的这个返老还

童气功是在早上一大早就开始练功，不然就随她去看看吧,也可知道是否有像她所说的

那么神奇。她一直强调功效蛮快，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另外，也可让她以后不再烦

我。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练返老还童气功,练了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一种我在其

它功法不曾体验过的感觉。它还结合了上古瑜伽和宝瓶气功，又有跑步，又有狮子吼

收工。相比其它我曾经练过的功法，这个返老还童气功比较全面，不会单调,也不用从

头到尾一直坐着。回家后，梳洗完毕吃了早餐就去上班,也不会累,精神很好，上班途中

还去买了垫瑜伽垫的塑料席。打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练返老还童气功，至到今

天。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感恩我的贵人---谭金玉师姐耐心地邀请我去练返老还童

气功的师姐,感恩有您。 

曾广慧助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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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迪生"  

自从当上了练功场负责人后，我成了协会的"爱迪生"---问题儿童。时常拨电话联络督

导请教关于管理练功场的问题。三不五时就电话联络协会秘书处的肯名师兄，因为当

时还未有助理总监和总监，只好向他求助。有时候一拨电话长达三个小时，不耻下

问，问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肯罢休。甚至还曾经邀请肯名师兄上线参与我们练功场的

干部会议。因为不懂就要问，不会就要

学，所以肯名师兄成了我在大海中漂浮的

救生圈，很多行政上的问题我都向他询问

并求证。而且我是练功场第一任负责人，

必需严正视听，跟紧严守协会的规则和系

统，以免做了错的示范，我更不想"上梁不

正下梁歪" ，从来不会以自己的想法或者

自己的意见来处理练功场的事务。而是事

事通过协会系统来解决问题。 

学中做，做中学  

因为想更深一层地了解返老还童气功，所以在2016年5月9日报名参加了觉醒班, 

接着12日参加基础班，大家一定纳闷怎么先上觉醒班才上基础班,因为这一年课程安排

有点变动，而我们东马要到吉隆坡上课还得请假、飞机票这些额外的开支，所以老师

特别通融并声明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感恩。然后7月9日参加教练养成班 ,7月11日进阶

班。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就一口气上完了所有课程,总算暂时可以让我这个返老还童

气功的问题儿童找到了很多我想要知道的答案，实在太好了，感恩返老还童气功的系

统。也因为这个系统，我有幸在2016年9月1日被提升为教练,2018年3月1日被委任为助

理总监,2018年5月7日被委任为第二届中央理事，2021年6月1日被委任为第三届中央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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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人助己  

我之所以愿意扛起这些责任，因为在这之前我也曾经在其它慈善团体长达十年 。可是

当我来到返老还童气功这个大家庭，它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它可以营造一个道场，

一个身、心、灵健康的道场。我即可以帮助自己身心灵健康，也可以帮助别人身心灵

健康，为大家服务，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利益。而且也可以当桥梁把讯息和所面对

的问题传达给中央。也减少了它们步上我这个"爱迪生"(问题儿童)的后尘，事事都烦可

敏。 

管理心得  

沙巴三个练功场距离都很远，管理上都不一样。过去当山打根练功场负责人两年学习

到很多，所以接着管理三个练功场就比较有心得，功友问题，带功团队的问题都曾经

历。我还在学习如何管理及处理练功场的问题。 

心愿  

最后我希望可以再继续帮助更多的人，尤其是癌友，也希望每个练功场会有更多发心

的菩萨愿意挺身而出当教练,那么就可以开发更多练功场。我以过来人的经验想和大家

共勉励的一句座右铭: 

对的事，做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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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亿远 助理总监 

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 

2016年7、8月间，29Q诗巫兴化垦场公园练功场庆祝

百日筑基，太太被邀请同欢共庆，我也一同出席晚

宴。席间主持人告诉大家29Q兴化公园练功场每天早

上都有师兄师姐在练返老还童气功，欢迎大家来了

解、看看。当场有很多见证，包括了令人折服的刘道

宪教练的见证。 还有蔡师姐，罹患末期癌症，耐心地

一点一滴每天练返老还童气功后，还开了美容院，而

且不只一家，是好几家哦！  

心动但是没有行动，没想过要去练功。反倒是女儿开始每天早上陪着太太一

起去练功了，一个月后，女儿要出国深造了，剩下太太每天大清早一个人出

门去练功，车程大约半小时。她一直跟我说返老还童气功真的和其他气功很

不一样，不信的话可以去试试看，后来经不起她的一再解说,只好陪她一起

去练功。就这样我开始在29Q诗巫兴化垦场公园练功场练功，正式加入了返

老还童这个大家庭。也在练功场，遇到很多朋友，练功后流了很多汗，感觉

还蛮好的。 

有志者，事竟成  

我在兴化公园练功场练功三个月后，有

一天早上,忽然被朋友推出去，等我清醒

时才知道要做示范,，就这样胡里胡涂地

开始做示范员。 

过后在兴化公园练功场办团训时，督导

告诉我们协会有意在古田公园开新的练

功场，督导要求有意愿去新场带功的师

兄师姐出来帮忙,总共找了整十位住在邻

近的师兄师姐,我刚好也住在附近,在推选负责人时,我莫名其妙的就被师兄师

姐们推选为43Q古田公园练功场第一任负责人,大家都是刚认识不久的功友,

还很陌生，对练功场的运做一知半解，真是压力重重.。还好获得所有带功

团友的大力支持与合作，43Q古田公园练功场的功友每天都在成长中,很快

就达到百位功友。 

5 Nov 2016 第一天到古田练功场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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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英校生，幸好太太是华校生。太太也有带功，把带功口诀用手机录音

起来，重复聆听，终于将口诀背起来。师姐也将口诀用英文拼音字放超大打

印出来后，放在地上，方便带功师兄姐随时参考。 

2016年12月9日古田练功场正式成立，当上练功场负责人，责任重大，责任

心使然，我要担得好，不然就破坏了返老还童气功这么好的功法和人们的信

任。每当我邀请朋友来练功，他/她们就会问我返老还童气功和其它的功法

有什么不同？或者说练了返老还童气功身体健康有什么不一样吗？我都会回

答: “你来练一个星期，然后你来告诉我有什么不同，你来练一个月然后你来

告诉我身体健康有没有不一样”。过后，练功场的功友就越来越多了，因为

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会有少少的毛病，只要他/她们来练功，跟着老师的

方法去做，慢慢地练，身体毛病就

会改善，不然等到身体出大毛病的

时候才来找解决方法就事倍功半

了。当他/她们的身体毛病改善后，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便秘问题也可以

因为练了返老还童气功就每天上大

号两次，他/她们自己就会邀请身边

的亲戚朋友来练功。当有异族如伊

班族来练功，我就用英语教功，方

便沟通。 

            成长  

为了把练功场管理得好，我就要

求自己要进修，所以我就在2017

年7月6日和几位师兄姐一起参加

了在古晋举办的基础班,接着在8

号参加了教练养成班，9月参加

了觉醒班，11月参加了进阶班。

一年内上完了所有的相关课程，

上老师的课程后也听懂了大概五

成到六成。 

 
督导进行静功团训 

2周年庆练功场工委合影 



 

第 21 页 

 

接着我在2018年3月1日被提升为教练。还记得2018年在古晋举办基础班的时
候，我去当志工，突然督导把我拉到一边说话，我当时害怕地以为自己犯了
什么错，原来督导征求我的同意，说要我帮忙管理3个练功场。坦白的说，
如果是换在我上老师课之前，我应该是不会答应，可是上完蔡良安老师的所
有课程之后，对返老还童气功和协会有深一层的了解，也有了信心，我说如
果督导相信我，我就试试。督导说不用怕，有什么就打电话给督导。这是一
剂强心针，也是一颗定心丸，感恩督导当我们的后盾。就这样，我在2019年
1月1日被委任为助理总监。其实我之所以有信心接下这个重担，很大的因素
也是因为在兴化练功场练功的时候有很好的培训。我们在古田练功场也传承
了这种做法。2019年年中被委任为第二届中央理事会委员,2021年6月1日被
委任为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委
员。 

当泗里街湖滨公园练功场准备
成立时，带功的师兄姐星期六
或星期日老远从泗里街来到诗
巫集训几次后,开始带功，有时
候星期天大清早四点诗巫的几
位师兄姐驱车前往50公里以外
的泗里街省湖滨公园练功场帮
忙或培训带功团。过后经过督
导认可，泗里街练功场就正式
成立了。 

兴化练功场、古田练功场和泗里街练功场互相帮助，互相协调，关系融洽密
切。大家都很合作，团队精神也很强。因为距离很远，我们常常以电话联络
以解决问题，不能解决的就打电话给总监或督导和副督导，以寻求协助。 

心路历程  

这一路走来，我亲身体验了英文谚语里说的: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realise you don't know. 

学而后知不足，你知道的越多，你发现你不知道的越多，愿与大家共勉之。 

Believe in God, Believe in the teacher and system, Believe in ourselves.  

相信上帝，相信老师和系统，相信我们自己。 

三个练功场联合团训 



 

第 22 页 

 

张春妹助理总监 

姐姐妹妹站起来 

无语问苍天  

每天翻开报章天灾人祸此起彼落，尤其是车祸的新闻更

是数不胜数，没想到这事也发生在我儿子身上。2015年

12月27日这一天，车祸夺走了我那18岁儿子的生命 ，

我也开始成为医生同学的常客。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我?"儿子往生后剩下我一个人

在家(夫婿在吉隆坡上班)，我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对着

墙壁无语问苍天。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大喊大叫、发

脾气。每晚辗转无法入眠，只好去找我的一位医生同学

希望可以帮我解决问题。这位心理医生也耐心地开导我，叫我去做些开心的

事。我说每当我看到电视上有关残缺弱势群体的报导，我就有一股冲动想要

去帮助他/她们，因为自己那位已经往生的儿子就是个残缺人士。他有长短

脚，所以不管他去哪里我都得陪着他。医生也鼓励我踏出第一步，但是我却

毫无头绪，不知道该怎样去做。我只会按时去见心理医生倾诉我心中的苦，

长达八个月。 
 

屋漏偏逢连夜雨  

当我还沉浸在丧儿的痛苦中的时候，我姐姐

(顺清师姐)来电告知，妹妹(细桃师姐)罹癌

了。我们姐妹一向感情甚笃，有朋友介绍她去

练返老还童气功，姐姐希望我可以一起陪着妹

妹去练气功。一个星期后，我就一大早起来，

驾车45分钟到马中练功场陪妹妹练功，虽然路

途遥远，路况也不是很好，又很暗，但是我不

想让妹妹感到孤单，所以虽然自己因为忧郁症

长期失眠导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还是愿意

每个星期去一次，后来两次、三次、四次，慢

慢地增加。 

坦白说，在这种情况下练功，我根本没把带功

师兄师姐的口诀听进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闭

气，每次只是躲在角落，练完就回家。 

 

三姐妹一起到斗湖为癌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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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练完动功后，我们没练静功，三姐妹在一起谈天。有一位师姐过来

了解，知道了我有丧子之痛，一直未能释怀。她分析也许孩子的离去是他本

身的业障，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帮他消除的。再说，也许当你越过这道

坎，你可以以你个人的经历去帮助其它也经历伤痛的人 ，以你的历练去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鼓励我们好好练功，把爱带给大家。程师姐的这一番话

点醒了我。我就在复诊的时候兴奋地和医生分享我想去当返老还童义工，去

帮助癌友和需要帮助的师兄师姐。医生非常赞同，因为这正是我一直想要去

做而又不知道怎样去做的一件让我开心的好事。 
 

赶鸭子上架  

三个月后，刘道宪总监就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回去古晋17哩开练功场，我很

愿意。因为那边有很多需要帮助的老人家，再加上我是幼儿园的校董，很多

家长都认识我。但问题是我根本没带过功，难免有压力。但为了可以完成我

想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心愿，只好赶鸭子上架，一面学，一面做。每当马中练

功场有调功我就去马中，把17哩练功场暂时丢下，师兄师姐们拿着口诀看着

读，就这样练功。也非常感激程师姐有时候会抽空过来17哩练功场帮忙。感

恩有您。2017年4月8日我就当上了17哩练功场负责人并坚持每天练功。 渐

渐地，我的失眠问题获得改善，忧郁症也好转了，我不再把自己关在房间对

着墙壁问为什么，不再哭闹，不再动不动就发脾气。更神奇的是，我其中一

根手指有弹弓手(严重的时候连拿锅铲都会掉)，经刘总监一再劝导要坚持练

功，不要打针，不要动手术，结果慢慢地真的好了。 
 

与其说我认真练返老还童气功是想帮

人，倒不如说是返老还童气功帮了

我。而且我们三姐妹的关系也因为加

入了返老还童大家庭而更加密切，甚

至还感召了我的妹夫也愿意当教练一

起帮助更多人。这样一来，我们这个

家庭就总共有四位教练了，非常感

恩。 

 

顺清师姐，已故刘总监，程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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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也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病人，我已经学会放下，我

不再躲在角落，而是站出来，主动和师兄师姐沟通，带功、教功、调功，帮

助癌友，成为癌友的最佳听众，听他们倾诉，给他们关怀,他们开心，我们自

己也开心。自己学会放下后，人也开朗了，简直是360度的转变。 
 

学如逆水行舟 , 不进则退 
既然我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就决心勇往直前，报名参加2017年的基础

班、教练养成班、觉醒班和进阶班。经历了这种种的磨练和蜕变，信心也慢

慢的增强，所以当我在2018年3月被委任为教练，2019年1月被委任为助理总

监的时候，我欣然接受这份挑战，因为我知道职位只是方便我们做事的一项

安排，更何况不管面对什么问题，刘总监总会是我们的后盾，让我安心。最

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在我管辖之下的三个

练功场附近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45Q古晋十七哩练功场》，《56Q西连

湖滨公园练功场》和《57Q斯里阿曼综合体育场练功场》。 

 

最后，希望大家好好练功，助人助己。 

与姐姐顺清师姐到45Q 17哩练功场辅导癌友
后一起早餐 

一班开心的志工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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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0日，下午2PM– 4PM，马来西亚返老还童气功协会主办了今

年第一场的线上课程，《与老师有约》，由返老还童气功创办人蔡良安老师

亲自分享。课程收到非常热烈的反应，报名人数超过1000位，来自马来西

亚，新加坡和澳洲各地区练功场的师兄师姐上线参与。 

课程于下午2点正开始，由马来西亚协会郭观华主席进行开场欢迎词，接着

新加坡叶承德主席和澳洲符素连主席与大家问候。蔡老师强调许久没有和大

家见面，非常想念大家，同时也因这次的疫情无法外出，反而让他拥有更多

的时间放在希望园区的建设上。 

蔡老师与大家分享希望园区的建设，当中的过程以及台湾各地的志工们的努

力成果。幻灯片播放着一张张园区的风景相片，让大家看到都非常的期待。  

蔡老师也分享了希望园区的各样设备，也指出非常欢迎大家到希望园区去当

志工，去感受希望园区这片宝地的灵气。一张又一张的相片加上蔡老师的诠

释，使得在线的每一位师兄师姐都迫不及待的要报名参加了。 

课程最后老师公开了问答环节，为对于功法或任何相关问题的师兄师姐进行

解答，提问非常的踊跃。大家都从蔡老师的分享中受惠良多。 

课程于下午4点正在一片欢声笑语和期待中结束，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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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预告 
（教练） 

*课程报名将通过个别群组发出，请洽询练功场负责人。 

（教练，助教，准助教&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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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刊新单元 - 介绍篇 ” 
饮食知识 

民以食为天！ 

除了每天坚持的练功之外，相伩大家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就

是吃吃喝喝了，对吗？ 

气功的修炼 - 是为了改善气血循环，细胞的排毒，改善消化

排泄系统及睡眠。而吃吃喝喝又为了什么呢？ 
 

《Discovery 探索频道》: 

人的一生以78岁为例的话， 一生总共要吃掉60吨食物 

这些食品就为了给细胞提供充足全面的营养！ 

~人体有60兆细胞，细胞总共有 274种 ~  

要有健康的身体，必须要有健康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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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饮食观念与知识 

• 干净健康食材的选择 

• 不破坏食材营养的烹饪方式 
 

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与学习的！ 

经新一届的资讯委员会的商讨后，决定从2022年开始发表的

季刋开始，将加入一个新的单元：< 健康饮食 > 
 

< 健康饮食 > 的内容将包含以下领域 ： 

• 正確的饮食观念 

• 正確的饮食知识 

• 各种食材的认识 

• 正確的烹调方式 

• 健康食谱 

• 不同疾病的饮食 
 

希望通过这个单元的推广， 
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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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品介绍 <呷佰二> 

一包全方位的 

呷佰二 

就是您完整一餐 

呷佰二，完整的细胞营养提供了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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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品介绍 <呷佰二> 
除了基本营养素，呷佰二更提供了以下重要营养素 :  

• 八大醣体 

现在的饮食，这八种必需醣质营养素常常被遗失掉，大量证

据显示日益增加的现代疾病都是因为醣质营养素在食物中被

流失或不足所导致的。研究显示如果身患有自体免疫疾病或

退化性疾病，醣质营养素特别是这8种必需营养素会帮助我

们身体呈现无比的能力去修复、痊愈、再生、调节及保护自

已。 
 

• β 1-3, 1-6 酵母葡聚多醣体 

分子结构最独特的β-1,3/1,6，侧链有6~8颗单醣，菇蕈类

仅有一颗：唯有6颗单醣侧链才能有效启动人体免疫机制。 
 

唯一能启动嗜中性白血球的多醣体能有效启动其辨识协同扑

杀癌细胞及对抗所有细菌、病毒的能力。 
 

酵母葡聚多醣体的β-1,6其独特的结构，经人体临床证实，

提升免疫力效果最佳。与抗生素合并使用，能加强疗效，为

单独使用抗生素的10~20倍。并减少产生抗药性的机率。 
 

 IGY免疫球蛋黄体 

可调节及控制身体的防御系统，对免疫功能的调整有很大的

作用他们在免疫、肝的疾病、血液制造、组织修复、细胞的

成长以及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 
 

对免疫力低的人，IGY可增加自然杀手细胞的毒杀性，对过

敏性的患者（免疫力过强者）IGY可降低肥大细胞的破坏，

减少组织胺的分泌，达到预防过敏的目标。 
 

健康的身体，源自于健康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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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练功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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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练功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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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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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