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第 2 页 

 

目录 

点击主题文字可以直接跳到该页面 



 

第 3 页 

 

 转眼的时间又是新的一年，仿佛还刚刚在忙着迎来2023年，

就已经开始在筹备农历新年，这一晃就已经是过了2月份了！  

时间不但没有在我们的岁月里停留，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啊！  

这一期的季刊，因为某些技术上的问题，导致一拖再拖迟迟无法

出版，终于一鼓作气的在这天面市了！  

 雨水是二十四个节气当中立春后的第一个节气。决定以这个节

气来当做这期的主题，其实也还蛮贴切的。世上万物都需要水分

来滋养方可生存。生命需要水分，植物更是不可缺少水分。迎来

多雨的日子这意味着更多的生命将会被滋养，更多的新事态将会

被催生成长！ 

 雨后的植物将会更茁壮的成长，生命将会更加的活跃因为得到

了滋养。练功场因为疫情关闭了许久时间，我们相信现在是开始

迎来绚丽彩虹的时刻了！  

 正为此协会各个单位都积极的配合区域，希望可以借助举办更

多的活动鼓励更多的师兄师姐回到练功场练功，而我们也看到了

正面的回馈，积极的反应。 

 雨天来了，彩虹还远吗 ！ 

 

 

资讯委员会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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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只是一個旅程，亦是一場夢  

作者：蔡良安老师 

 因疫情關係，讓希望園區文教中心有更充裕時間來建設，目前

整體建築外觀已經完成，同時所有工程亦將會陸續完成，最後剩下

中庭造景及室內裝修完工（大部分木作已經在工廠完成），現在就

等通過消防檢查及申請使用執照。 

 這次疫情期的衝擊，各位可以感受到隨時有面臨死亡的恐懼，想

想罹患癌症的朋友，更是時時刻刻有面臨死亡的心理壓力，尤其在

漫長的治療過程中，心中的苦更是難以形容。 

 當有天我們死亡，當下靈魂馬上離開肉身，才明白此生一切，

只是一個旅程，靈魂法身並未死亡。此時靈魂會在人間徘徊一段時

間，尤其心中對於親人的不捨，有時會透過夢境與靈性較高的親人

傳遞訊息。如果靈魂一直有罣礙，便無法往生投胎、善道，前往天

堂、佛國淨土，我們稱之為「遊魂」。 

 然而，對於生前貪、嗔、痴所犯下無量身、口、意惡業的靈魂，

在虛空中馬上會顯現出墜入地獄、惡鬼、畜生道的漩涡後被吸入三

惡道之中。修持善業及廣發菩提心者，則會進入三善道（天道、阿

修羅道、人道），有些智慧與慈悲心具足者，就會進入如太陽一樣

的無量光世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佛國淨土」。 

佛陀明白此一真理，因此三轉法輪，說法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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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轉法輪： 

初轉法輪是釋迦牟尼佛在證道成佛之後的第一階段說法，又稱阿含

期，主要的內容為二乘解脫道的修證，以現觀蘊、處、界無常而斷

我見與我執的法門，即聲聞、緣覺所修的解脫道，總名二乘菩提，

以弘演出離三界生死之解脫道為主，所度部眾為聲聞部；聲聞所證

果位共有四果，也就是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及四

果阿羅漢；而阿羅漢在捨壽滅盡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之後就可以

入無餘涅槃，不受後有-永遠不再於三界中受生出現，永離三界生死

的輪迴。精進而且慧力好的人，若是因緣具足時，只要一世就可以

完成解脫果的修證。這個階段主要是講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

緣、三十七道品等。主要的代表經典為《四阿含經》，也就是《長

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及《增一阿含經》。 

 

二轉法輪： 

二轉法輪是佛的第二轉法輪階段，此階段則宣說般若，又稱般若

期，主要談般若空性。此階段最具有代表性的經典就是《心經》，

在此經中講到空性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

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

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

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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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法輪： 

第三轉法輪佛所講述內容是如來藏的如來法身「諸佛同一法身」。 

一切種智是宣說第八識如來藏所含藏的一切種子，若離開第八識如

來藏所含藏一切種子的親證，則無法成就諸地果證及成佛。此階段

所講述的為如來藏中所含藏一切種子的功能差別更深細之智慧，也

就是道種智和成佛的一切種智。佛陀三轉法輪主要是讓活著的人能

夠明白而獲得最後的解脫。 

 目前佛道的法會中有超度亡魂的法會，這在佛陀時代並沒有這樣

的超度法會。聖嚴法師也說，佛陀是超度活人，沒有超度亡魂。有

些大乘超度亡靈的經典，這是佛陀涅槃後，五百至一千年間後人所

立經典，並非完全佛陀所說。 

 然而，超度亡魂有沒有效果？聖嚴法師說：「如果七分，有一分

效果，其餘六分都是參與超度法會的所獲得。」事實上，靈魂離開

肉身時，此時祂可以看到及聽見，如果能夠在誦經時，將祂所罣礙

的事跟亡靈說，並請祂放心，此時亡靈如果能放下，就有幫助。最

有效的就是在臨終前，將所有罣礙、怨恨都能一一化解，同時放

下，這樣就能夠安詳的離開人間往生善道。 

 有些癌友透過身心靈的提升，有很大機會可以延年益壽，有些癌

友則是將會面臨死亡。因此，如何讓癌友能夠放下心裡的罣礙，對

於能否康復有非常重要的關鍵，因此未來文教中心啟用，會在癌友

氣功班上課時，特別加強相關身、心、靈修煉的法門；同時也會透

過四天的癌友心靈課程，幫助癌友重新對生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而能夠如陽光般，燦爛地活在當下並全力抗癌，同時也不再害怕死

亡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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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善業及宗教都將會有傳承及人事的問題，返老還童亦是如

此。如何能夠讓這一善業不要因為人的因素而導致中斷？極權國家

會因為一個領導人的錯誤思維，而發動戰爭導致生靈塗炭，最終使

國家走入衰敗及滅亡。一個善團體，也會因為集權少數人時，如果

其思維錯誤，將會導致善業中斷，因此在希望園區啟用前，特別連

續召開所有幹部會議，並建立集體領導的系統，同時也健全中央委

員會的功能。 

 現在相關委員會隸屬於中央委員會，各委員會如下：推廣委員

會、關懷委員會、公關委員會、醫療委員會、覺行委員會、志工委

員會、財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資訊委員會及功法委員會，設主

任委員一名及委員數名，未來卸任督導、總監、助理總監及副助理

總監依照其專長可以成為主任委員或委員。 

 目前三位執行長、卸任督導、主任委員都是中央委員會成員，

來決定返老還童的方向及政策。目前組織方向已經確定，再經過幾

年時間，返老還童組織將會更加成熟，讓此一善業能夠持續，一切

盡人事，聽天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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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隨時要有離開人世的準備，此生來此共同完成此一善業，

也是前世種下善因所致。雖然，返老還童希望園區一年可以幫助六

千至七千位癌友，上共有十四天課程，勸大家莫計量自己做過多少

善業，這是上天給我們機會發菩提心幫助他人，同時也讓自己的靈

魂昇華，這才是真正自覺覺人、自度度人的菩薩道。 

 今年七月十七日在高雄召開第一場新書讀書會，鑑於讀書會的帶

領者肩負輔導學員的重責，因此讀書會的帶領者必須是修道院的成

員。讀書委員會主委由林淑梅師姐擔任，並設多位委員，輔導各區

的讀書會。屆時歡迎師兄姐們踴躍參加道德經、金剛經讀書會，有

關各位在世間遇見的問題，都可以在此讀書會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智

慧。 

 人的思維，如果不能以「道」為宗，則容易陷入我執，陷入自我

迷失而不自知；人如果不能以「道」為宗，則會陷入自我迷失在茫

茫大海之中，不斷地陷入無明及輪迴而不自知。組織的思維，如果

不能以「道」為宗，則組織會迷失方向，所有擬定的策略都將難以

實踐，同時也會產生諸多的衝突。天道有天道的法則，人若能依天

道法則思維行事，人的智慧就會開啟。人的靈魂也有靈魂法則，若

能明白靈魂法則，人便能自覺，同時靈魂能依天道法則行事，智慧

自然而生，最後能達到超凡入聖，究竟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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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功跑步，拉河车  
                                 作者：功法委員會 

 「元神和元氣」是指人在生命開端那一刻就有的神和

氣，它有一股很強大的無形力量。元神和元氣一直伴著人走

完生命的全程。很多疾病都源於元氣的衰弱，元氣耗弱則人

的精神將萎靡不振，男女性功能不調，腸胃功能衰退，氣血

循環系統不彰，以及由氣虛、血虛引起的內臟下垂、子宮下

垂等，這些問題都是慢性的，甚至可能伴隨人一輩子，但只

要重新啟動元氣和元神，任何毛病都能很快自癒。 

 要激發元氣和元神，就要到它們所在的

地方去喚醒它們，這個地方就是"丹田”。

人身丹田部分有頭部"泥丸”的上丹田，返

老還童氣功跑步吸氣時發出"訛”音的中丹

田及"獅子吼”聚氣的下丹田。拉河車氣功

跑步是一個返老還童、起死回生的運動方

法，跑步的時候為什麼要把意念集中在眉

心輪上呢？人的意念其實就是"神”，屬於

“心神”。而所產生的"口津”就是神藥。

有云︰「音聲不止神不清，思慮不止心不

寧，心不安寧神亦不得安寧。」，所謂"心神不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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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我們忙於應付身邊的工作和生活，心神都是散亂

的，元氣、元神就在這種散亂的狀態中不斷耗散。氣功跑步

時意守眉心輪，其用意就在聚氣於此，把心神收攏，每天不

斷的活絡它（古代道家修煉開光點眼”眉間常放白毫光”的

地方），讓它回到丹田的位置，因為這裡才是它的故鄉，如

此元氣、元神在沒有耗散的狀態下才能激發出來。有人也許

會說：「我無法集中意念」，總是胡思亂想！當我們每天在

跑步時專注自己呼吸、提肛及瞪眼的時候，意念自然就慢慢

集中了。所以，要儘量以放鬆專注的態度進行即可，就在這

一呼一吸之間，身體的元氣會慢慢升起，充溢到筋骨、肌

肉、經絡和五臟六腑之中。  

 "樹枯根先竭，人老腳先衰”中醫認為腳底是人身之根，

足部為足三陰經（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

經）之起點，又是足三陽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

經，足陽明–胃經）的終點。經絡穴位意謂溝通人體表裡內

外，又有調節十二經脈、氣血陰陽的作用。腳部有效的鍛鍊

能補腎益腦，腳心一熱，腎水就能得到補充。腎水充盈，脊

椎活絡，則可生髓，對大腦很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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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湧泉穴為腎經起始穴。腎中真陽是人身生命之本（屬先

天之本），不可不養。由於現代的人過多食用冰涼飲食、

又過於勞累消耗、晚睡等，不知不覺中損傷了腎中真陽，

導致高血壓、頭暈、頭痛、痔瘡、咽喉炎、心肌炎、糖尿

病、失眠症等的主要原因。如果全身血液循環不佳，就會

發生內臟失調的現象，出現諸如頭痛、食欲不振等徵兆。

除了積極改變飲食並利用氣功跑步的方式，活絡與刺激腳

心、湧泉穴可以補腎陽，清陰火，內臟功能得以增強，盡

快恢復精力，使心火下降，腎水上升。心腎相交，則水火

既濟，從而使身體免疫力處於良好的狀態。但氣功跑步有

別於一般慢跑或長跑，其原因在於︰心屬火，屬相火；火

過旺則傷真陽氣，補五臟之氣，莫先於補腎氣，補氣在勿

動心，心動則肝旺，火旺則水乾，真耗損，水乾則地損，

經常長時間的長跑會導致體形"黑、乾、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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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讓全身放輕鬆，雙手以輕鬆、自然擺動的方式進

行，雙腳慢慢往前走一段距離後再慢慢跑起來，然後像踏

水車一樣一左一右，一吸一哈有節奏持續運轉，右腳提起

時吸氣，右腳踏地時哈氣同時提肛並瞪眼，修煉口訣「覆

覆連連步步週，機關撥轉水東流，萬丈深潭應見底，甘泉

湧起南山頭... 」每天只要20~30分鐘，全身血液循環就會

得到改善，此法還可以使腿肚和膝蓋內側的肌肉得到伸

展，徹底消除腿部疲勞。冬天怕冷的人經過一段時間的鍛

練，就會感到全身溫暖，有助於改善睡眠，還有利於消除

便秘。腳掌心是保持人體平衡的重要部位，絕大部分身體

健康的人都具有結實的腳掌心。再者背部之所以彎曲，是

由於支持內臟重量的脊椎兩側的肌肉變得衰弱，只有刺激

脊椎兩側的肌肉，才能使背部挺拔起來。又膀胱經通過脊

椎兩側的肌肉與腳後跟相連結，刺激腳後跟可以糾正駝背

的姿勢。氣功跑步有利於調節血壓，使人精神飽滿，與行

走相比，運動量較大，可使呼吸系統、循環系統得到鍛

鍊，腰部肌肉和腿部肌肉也得到增強，全身各項功能都可

有所改善，如此能讓人返老還童，起死回生的跑步功法，

甚是殊勝，尤其春天練功「昇陽固脫」；夏天練功「暑熱

可袪」；秋天練功「肺潤腸濡」；冬天練功「丹田溫

灼」，真是一年四季皆宜，祈望有緣之人能持續修煉並發

揚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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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Happy Me 兔           

2023年癸卯年练功场贺岁创意短试频大赛 

此项史无前例的比赛经资讯委员会精密策划， 

并于2022年11月20日以线上方式向各练功场工委进行推介说明会。

制作视频时限长达27天(21/11/2022---18/12/2022),  

并于21/12/2022上载至YouTube 以方便各练功场功友用10天的时

间施展亲朋好友牌为自己练功场的视频拉票及投票。过后是进入评

审团14天的评审期，最后于2023年1月15日公布成绩。 

入选佳作将正式上载至协会网站及面子书。主办单位将选出3份特优

作品及5份优秀作品。优胜作品除了获得鼓励奖状以及季刊专业报

道，同时也将刊登在协会的官网和社交媒体。荣获第一奖的作品所

属的练功场将会获得由主席送出务必让人惊喜连连的神秘特别奖。 

主办此比赛的宗旨为: 

 鼓励练功场集体创作 

 加强练功场内的联系与交流 

 传送贺岁祝福至全国 

 推广返老还童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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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作品可以歌舞、戏剧、影片、相片等方式，唯

需以“欢乐农历新年”或“练功场”为主。这项比赛

公开于全国练功场，也包括了汶来及澳洲。视频长度

为10秒到90秒为准。经资讯委员会审核后不违反协会

原则之作品将上载至协会YouTube 平台。各练功场可

将YouTube 连结并向外推广以获取更多的like。 

同时，资讯委员会将推举入选作品，再交由协会干部

组成的评委会投票评分。为了公平起见，资讯委员会

将综合YouTube 获like数量高者及评委会投票结果，

以决定排名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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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这项比赛经过层层评审， 

终于各花有主。比赛成绩如下： 

优等奖 Excellent Award 与各分类奖项得主。 

71B TMN DAMAI UTAMA 

KINRARA  

蒲种金銮镇金都花园 01 

最长观看时间奖  

Longest Viewing Time Award 

最高留言数奖  

Highest Added Comment Award 

68W TMN BKT MALURI 

KEPONG 

甲洞武吉马鲁里花园 

最多订阅数奖  

Highest Subscriber Gained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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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等奖  

Excellent Award 

64P STRAITS QUAY PENANG  

槟城海峡码头01 

优等奖 Excellent Award 

25W BUKIT JALIL R PARK 

吉隆玻武吉加里尔公园 02 

优等奖 Excell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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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等奖  

Excellent Award 

34P SAUJANA BM  

大山脚绍佳娜花园 01 

最多新观众奖 Highest New Viewer 

Award 

优等奖 Excellent Award 

07B D’PUNCAK BKT JELU-

TONG 

武吉日落洞顶峰01 

最高点赞数奖 Highest LIKE Award 

最高分享数奖 Highest SHARE 

Award 

优等奖 Excell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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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优奖   

Most Distinctive Award 

26Q MA ZHONG KUCHING  

古晋马中友谊公园 02 

特优奖 Most Distinctive Award 

58J TMN TASIK Y B PAHAT 

峇株巴辖莲花池  

最高回头客奖 Highest Returning 

Viewer Award 

特优奖 Most Distinctive Award 

40W TTDI PARK KL 

吉隆玻TTDI 公园 

最多观看数奖 Highest Viewer 

Number Award 

特优奖 Most Distinctiv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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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观看视

颁奖典礼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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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干部春节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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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资讯~2023年珀斯中华新年文化节 

 《澳大利亚气功协会》的十

三位会员们于农历新年正月初

八（2023/01/29）为了配合由

西澳历史悠久的中华会馆所主

办的中华新年文化节，浩浩荡

荡的参加了路上游行及气功示

范活动。 

 今年的文化节估计吸引了两

万人前往热闹的北桥区观看底

蕴深厚、丰富的娱乐活动：舞

狮舞龙、五光十色的多元文化

音乐会、以及灯笼展等文化节

目。并通过各类摊位，艺术和

手功坊，竞技比赛、武术及气

功表演等与来访者共乐。 

 很难得的是有不少观众都对

我们的气功示范深感兴趣，向

我们索取了协会的传单后，已

经陆续的联系上了练功场负责

人要前来练功。 

 我们希望籍此类似的活动，

向澳大利亚的民众们介绍并推

广返老还童气功，帮助人类恢

复身心灵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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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恭喜！18位新晋教练 

 因为疫情，练功场停办了两年又两个多月，教练的審核
晉升工作也无法展开；许多已经完成了相关课程，符合条
件的助教也因此等待了许久，一直不能正式晋升为教练！ 

 所以当练功场于2022年5月29日正式重开后，胡景荣督
导及曾宪珍副督导就很快的筹备审核安排。终于在2022年
10月份内，飞东马、在西马从北至南走一遍，完成了所有
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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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 黄丽娟 23B 翁月蓉 24B 谢镕徵 41B 张艳红 

41B 曾钰凌 41Br 洪赵琴 50Q 卓美蓉 50Q 吴小莲 

50Q 李翠丽 55B 蔡丽春 55B 谭秀玲 55B 颜克生 56Q 邱惠思 

57Q 李祥禾 57Q 沈丽瑛 61W 李彩萍 64P 王志成 64P 黄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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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升助理总监与总监 

  

北二区总监  

34P 王顺嘉 

北二区助理总监

34P 丘义强 

北二区助理总监

53A 纪木珍 

东区助理总监  

49Br 陈慧琴 

东区助理总监 

38Q 张顺清 

东区助理总监 

26Q 邓伝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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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点 

经过了几次线上视讯课程的举办后，台湾返老还童气功协会推出

了“课程学习点”的概念来推广线上课程。 

成立课程学习点的目的是:- 

1) 确保达到学习效果 

2) 节省人力、物力、时间 

3) 增加讲师分享意愿和方便性 

4) 提供学习平台培训人才 

5) 建立资安安全模式 

6) 节省频道租借费用 

7) 建立课程直播与预录模式 

8) 跨国界使用、交流 
 

身为返老还童大家庭的一份子，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泰国
的师兄师姐也因此受益；能够通过跨界视讯方式上课学习！能够
参与的师兄师姐人数也大大的增加！ 

欲参与课程学习点的课程，只须通过练功场平台发布的报名 
Google Link 链接报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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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点 

你吃对了吗？ 
主讲：罗庆徵博士 
 

2022年12月21日（三）14:30-16:00 

参加资格： 

所有师兄师姐（癌友可由一位家属陪同） 

 

马来西亚及澳洲共开设17个学习点共447个
学员参加 

教练回训 
主讲：蔡良安 老师 
 

2022年12月31日（六）09:00-12:30 

参加资格： 

教练，助教 

 

马来西亚及澳洲共开设16个学习点共129个
学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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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点 

乳癌精准医疗，活著就有希望 
主讲：俞志诚 医师 
 

2023年1月7日（日）14:00-16:30 

参加资格： 

ITC 教练/助教、癌友及一位陪同家属 

 

马来西亚及澳洲共开设15个学习点共136个
学员参加 

心转病自愈， 
五維一心的健康逆齡奇跡 
主讲：蔡松彥 医师 
 

2023年2月12日（日）09:00-11:30 

参加资格： 

所有师兄师姐，癌友及一位家属陪同 

马来西亚及澳洲共开设17个学习点共207个
学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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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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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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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教练助教回训班 

 11-12 FEB 2023 , 2天1夜由中区举办的 《2023年中区

教练助教回训》圆满成功的在Hotel Bangi Resort 举行。

这次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台湾功法主委兼中央常务委员

陈汉清师兄“从台湾远道而来，亲自为大家分享。  

 

 51位 教练（当中包括东南亚顾问林征苍，中区总监陈慧

君，督导胡景荣，副督导曾宪珍，3 位中区的助理总监林春

娣，郑添兴，黄天佐，北二区总监王顺嘉，助理总监丘义

强，纪木珍），7 位助教，38位准助教，一共96位一起参

与学习和分享。非常感谢北二区的总监和助理总监抽空出席

协助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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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天1夜的回训过的非常的充实，从动功到静功的每一式

解释和分享，加上分享者汉清师兄的幽默和风趣的分享方

式，让学习的气氛升温，认真的学习氛围还增添了许多的欢

乐和笑声。 

 这次的相聚让中区的教练、助教和准助教们加深了彼此

的认识和交流，同时也更加强了中区练功场与练功场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 

 2天的分享学习在一首由中区总监陈慧君师姐带领中区练

功场负责人和中区工委们，为大家献上的 ”听我说谢谢您

“ 手语带动，在温馨和感人的氛围中画上逗号，因为这只是

我们的开始，接下来的路我们愿意一起走，修炼返老还童功

的同时，我们愿意一起互相成就，奉献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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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无负担，让好菌留下不要走！ 

什么是益生菌？ 
益生菌(Probiotics)是存活在我们消化系统和泌尿生殖系

统内的各种有益菌。 
 

益生菌与人体的关系 

1. 整肠作用 
2. 促进消化吸收 
3. 可控制胆固醇 
4. 降低肠道癌病变机率 
5. 强化免疫系统 
6. 抗氧化、抗老化 
7. 改善乳糖不耐症的代谢障碍 

为什么需要补充益生菌？ 

随着年龄的推移，饮食和生活习惯以及生活压力的改变，现代人
共生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在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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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害无负担，让好菌留下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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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无负担，让好菌留下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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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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