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 54 页 

 

  

 

 

 

 

 

 

 

 

  

 

 

 

 

 

 

 

 

 

 

 

 

 



第 2 / 54 页 

 

 

• 目录 ~ 2

• 资讯委员会有话说 ~ 3 
编辑

• 玄德之机~ 4 - 11老师的话

• 第五式左右开弓 ~ 12~ 15本期看招

身心灵修炼~16 - 26

本期大咖锺金华&何慧贞 ~27 -31

园区动态~32-33

专题报道

• 无私奉献的志工~ 34 -36

• ZOOM 在线课程 ~ 37 - 41
协会

• 现身说法 游玉英 ~ 42 ~47ITC关怀

• 产品系列 ~ 健康益 48 - 49

• 事业部产品QR - 50
事业部

• 练功场通讯录 ~ 51 - 53

• 宣传海报~54
联系我们

点击主题文字可以直接跳到该页面 

 

 

 

 

 

 

 

 

  

 

   

    

 

 

 

 

  

 

  

 

 

  

 



第 3 / 54 页 

 

资讯委员会有话说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新的一年！2021 年来得比往年委屈，

没有大型狂欢派对或倒数庆祝，反而当时针搭正 12 点，大家的

心情好像比较踏实了一点。想着送去了多灾多难的 2020 年，希

望 2021 年可以雨过天晴，冬去春来。 

所谓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只要心念一转，逆境也能

成机遇。当疫情开始肆虐，练功场无法操作，课程无法进行时，

我们转；这是大家学习和提升的最好时机，所以我们开始了线上

课程。 

路再不转，我们再转，不可以练功因位不可多人群聚，我们就建

议组成小组，分开地区分散各地练功。路再不转，我们再转，不

可以办活动，师兄师姐热诚难提，人心散乱，我们再转，我们创

新办线上活动，如交接仪式，周年庆典，烹饪比赛等等。 

我们相信，没有永远的直路，也不会有转不完的弯路，即便是转

弯，也是前进；只要心里转个弯，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天地。 

发生了许多在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反而变成了我们学习和成长

的最佳题材，最好的课本。 

与其期待未来的明天，会变回过去的昨天，不如我们好好的过好

现在当下的今天吧！  

记得，一切发生的，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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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之机 
作者：蔡良安老师 
 

『道德经』是老子处于乱世时所著作，本书深藏着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目前世界局势处于

混乱的局面，台湾更面临在这混乱局势中最危险的地

区，稍一不慎，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有缘者期望

将本书多多分享给周边的朋友即从事政治的人物，期

望能帮助台湾能导正社会风气。人民有道，则能享有

福禄寿，治国者有道，则能让百姓安居乐业避开人祸。 

  

道德经 第六十五 玄德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

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

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

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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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cus of this chapter / 重点提示 

When people can’t return to a pure mind, a country 

will be difficult to govern. 

当人们不能回到纯朴的思惟时，该国就很难治理。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

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Ancient grandmasters motivated people to come 

back to a pure life, and they didn’t teach people to 

gain the untrue knowledge; otherwise, it will be hard 

for a country to lead its people. If a country has 

dishonest people to govern the state it is like 

welcoming a robber into our home. It will not be a 

good thing for a country. 

古代大师鼓励人们回归单纯的心灵;他们不教人们获

得虚伪的知识;否则，该国很难管理这些的人，如果一

个国家有不诚实的人来管理国家，这就像是邀请一个

强盗进入我们的家。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不会是一件好

事。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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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

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As the above mentioned, the sages tell people how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ways a country is governed. 

 If there are not scheming people, how do people 

distinguish what real talent is? Without disasters, 

how do people cherish what they have? Without 

obstacles, how do people solve our problems and 

increase wisdom? Without wars, how do people love 

peace? Without sickness, how do people know that 

health is precious? 

Through the above ways, human intelligence can 

gradually grow. It is the incredible place of Tao, yet it 

is a natural law. It has far-reaching impact on human. 

如上所述，圣人告诉人们如何区分一个国家治理的不

同方式。 

如果没有那些诡计多端的人，人们如何区分真正的人

才？没有灾难，人们如何珍惜他们所拥有的？没有障

碍，人们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并增加智慧？没有战争，

老师的话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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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热爱和平？没有生病，人们怎么知道健康是

宝贵的？ 

通过以上方式，人类智能可以逐渐增长。这是「道」

不可思议的地方，但它是一个自然规律。它对人类有

着深远的影响。 

In conclusion / 结论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politicians can’t show bad 

ideas and behavior; otherwise, people will follow suit. 

In the era of democracy and information, people can 

adequately express their views. Also, if politicians do 

not understand these reasons, a country will be 

difficult to govern. 

In the early days of democracy, for elections, some 

politicians have put forward many policies that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n the end, this led to a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country. When will a country go on the right track and 

develop steadily? When people are tired of lies, the 

state naturally returns to normal. We have to spend a 

long time to experience these processes.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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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不能表现出不好的想法和行为;

否则，人们会效仿。在民主和信息时代，人们可以充

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如果政治不了解这些原因，

这个国家将难以治理。 

在民主初期，为了选举，一些政治家提出了许多不利

于国家未来发展的政策。最终，这导致该国逐渐弱化。

国家何时走上正轨并稳步发展？当人们厌倦谎言时，

国家自然恢复正常。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来体验这些

过程。 

 For the practitioner / 对于修行者 

When practitioners deal with anything, they must not 

have evil motives and thoughts. Practitioners always 

take Tao as their central idea. 

Practitioner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everything has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When things are in the 

positive direction, other negative trend is about to 

come. 

When things are still positive, they will turn harmful 

over time. Just as a country is already robust, over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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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e nation will be pride and arrogant, and 

people will lose their sense of crisis, and then the 

country will slowly decline. Their souls will sublimate 

after people experience suffering and frustration. It is 

the laws of Tao and is an incredible thing. 

当修行者处理任何事情时，他们绝不能有邪恶的动机

和想法。  

修行者总是以「道」为中心思想。修行者应该明白，

一切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当事情朝着积极的方向

发展时，其他消极趋势即将到来。当事情仍然是正面

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变得有害。正如一个

国家已经很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渐渐就

会傲慢，人们会失去危机感，然后国家会慢慢衰落下

去。人们经历痛苦和挫折后，他们的灵魂会升华。这

是「道」的规律，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Awakening your consciousness / 觉悟 

How people eliminate the incorrect thinking in the 

heart is very important in life.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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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rest of lives, we must make every effort to 

adjust our past wrong thinking and stubborn 

personality. It is essential to souls. If not knowing 

how to change it, we can try to discuss and correct 

those wrong ideas according to each chapter of the 

book.  Please, the best way is to have people who 

have understood the truth guide us. 

  

人们如何消除心中不正确的想法在人生中非常重要。

在余生中，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调整过去的错误思想

和固执的个性。这对灵魂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不知道如何调整，我们可以尝试根据本书的每一

章节来讨论并修正那些错误的想法。请最好的方法是

让懂得真相的人引导我们。 

 ---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灾地变，是天道循环一

部分，看似无情，然而，冥冥之中，却媲佑善良的人。

台湾人民拥有中华道统的文化传承者，台湾所有的寺

庙及仪轨均隐藏着天道的思惟，因此台湾人民从小受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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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庙宇文化的影响而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从善

不落人后，因此台湾人民受到天地之间的媲佑。 

台湾经过 30 年的民主政治，台湾人民热衷于政治，

治国者更忽略了国家长期的发展，导致经济渐渐的下

滑，国力慢慢的衰退，甚至未来将进入不可测的战争

局势。然而危机就是转机，治国者心有人民就会有转

机。如果治国者心只有党及个人利益，则国家将会陷

入危机之中。 

台湾这 30 年来不成熟的民主政治带来的经济下滑及

社会不安，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就如同一个人要经

过许许多多的挫折及考验后才会成长及成熟，一个国

家也是如此。30 年了，台湾的人民已经更有智慧来

判断一个国家如何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台湾将会转

危为安，再度的崛起，各位不用担心。这也是本章节

的重点，所以才称之为『玄德』。 

  

 

老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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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式 :  

左右开弓, 拍打淋巴。 

 

返老还童功法第五式左右开弓，拍打淋巴，须转腰甩

手眼睛顺势看手指，因为转动身躯时，左右手要稍微

用力由前腹往左右后方带，旋转 180 度，安全起见，

头部顺势转动。再用手背虎口的合谷穴拍打腋下的淋

巴系统，也就是属于手少阴心经的位置「极泉穴」；

合谷穴属手阳明大肠经位置。双手禀于天气，双脚着

地禀于地气。 

 

人体是一个上下站立的机体，我们与动物不同，牠们

更多地禀于地气，因此是横着长的，只有人才是上下

的。我们禀地气，但也禀天气，如要成为健康的人，

就必需把天气与地气协调起来，这个协调的工作，就

本期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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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使地气上升，使天气下降，上下气机通畅了，百

病也很快就会好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认为的

四关穴（左右手的合谷穴与两脚的太冲穴）就显得非

常重要。「关」是门户，是关卡，是一个通行的地方；

也就是气之关，是气的门户。「四」，四肢，居于人体

的四个侧位：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正位是

上下左右。上者，头顶天，上

焦心肺，通天气；下者，中下

焦，通地气；左者，肝、胆少

阳左升，右者，肺、胃、大肠

阳明右降）。 

本功法左右开弓气压中丹田

后（意到气到），左右拍打时

直接刺激了手背虎口合谷穴

与极泉穴，降浊天气；双脚五

指抓地，脚跟不要离地，身体

本期看招 



第 14 / 54 页 

 

转向后方时，间接刺激脚背上的太冲穴，清升地气；

同时转动活络胸椎与腰椎，为下一式「天地交会」做

准备，此时四关穴东西两路可通，也活络了手阳明大

肠经，足阳明胃经，但需注意拍打时不要过度用力。 

每个人的真阳能量有限，但是常常不知节省这有限的

能量，反而肆意消耗；由于虚耗过度，因此会导致真

阳亏虚于下，虚火亢盛于上的现象。表面上看生命旺

盛，依然能努力工作，自由地生活。殊不知阳虚于下，

则大病将至。 人体肝属木，木气再没有适当调养，

则肝胆就不能协调神志。肝木得养就是代表「阳气」

上升状态。如果阳气不能自然上升，也就是说春之不

春，如何能夏旺秋收冬藏？ 

心、肝、肾是与人体精神情绪意志关系密切的脏器，

当然直接影响大脑（元神所在）！提升人体阳气，则

元神得养。少阴者，心肾也，肾为先天之本。心肾阳

气充足就不会有中丹田忧郁之毛病。合谷之气在阳，

本期看招 本期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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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禀天气自然下降；太冲之气在阴，禀地气自然上升。

这也是天地阴阳，自然之道。合于自然则长全，天地

已经给了我们人体长寿的物质基础，如果善加利用本

功法锻炼，岂不是可以健康地呼吸于天地之间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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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身心灵修炼 

 

作者：东南亚执行顧问 Alex Lim 林征蒼 

 

返老还童修练功法看似简单，易学，易懂，实际上却

是非常的不简单，它是一套内外兼修，博大精深，完

整的身心灵修炼功法（不是一般的气功）。 

基本上分为基础功法，中，上乘修法。它包含了河图

洛书的阴阳之说，道家修炼成道的法门，瑜伽功法，

大乘佛教修炼法等。 

 

"返老还童修炼功法乃是依照"道"而设计，自然能帮

助人类身心灵的健康，它不是宗教，也不会有人要你

信教，只是单纯的将这几千年来可以帮助人类恢复身

心灵健康的方法告诉大家，这当中的精髓，就请各位

慢慢的参悟，未来的修练境界就看各位的因缘和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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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返老还童修练之基础功法是以河洛，道家、瑜伽功法

之精髓为主要的修法，其主要目标是以恢复健康并疏

通经脉为主，并配合心智的基础修练。人到中年之后

身体开始老化、虚弱、病痛也开始产生，致使气脉不

通，神智不明，心神不足，透过持续不断地锻炼，身

体强健后，才能有更长的时间来参悟，参道。 
 

（一）河图洛书 

当中记载着体内每个时辰的阴阳之气与天地之间相

互对应的情形，至今已有 6500 年，举凡太极、八卦、

易经、六甲、九星、风水等中华文明皆以此而演化而

成。 

 

（二）道家修炼 

则有"练津化精，炼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

合虚入道的修炼方法。返老还童修练功法则取其中精

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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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三）瑜珈功法 

分为体位法和呼吸法，体位法主要用来调整筋骨，呼

吸法则含有七轮，拙火，中脉等修法。 

 

（四）瑜珈八支分法是為 8 種修煉方法 

1. Yama 持戒 

2. Niyama 道行 

3. Asana 体位 

4. Pranayama 制气 

5. Pratyahara 敛识 

6. Dharana 摄念 

7. Dhyana 禅那 

8. Samadhi 三摩地 

 

返老还童基础修练功法主要分为（一）动气功和（二）

静气功 

（一）动气功分为暖身十二式，气功跑步，收功。 

（i）暖身 12 式：要点：轻、柔、缓、慢、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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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在练 12 式的每一招式时，身体要极度放松，动作要

轻柔缓慢，在练的过程中，意念要集中，专注。哈气

时缓慢均长，吸气时要适中，（不可过重过满，七分

满即可，要练喉轮拉动气，气由涌泉穴至达喉轮），

压气时要引导气至中丹田或下丹田。 

 

（ii）气功跑步 - 要点 

1. 左右吸哈时，手脚呼吸必须配合顺畅。（左脚踏

地时吸气，右脚踏地时哈气，左吸右哈）。 

2. 右脚踏地时哈气，同时提肛并瞪眼。 

3. 吸气时，喉轮必须拉动心轮，同时发无声的儿音。 

4. 哈气时，要松，自然。 

5. 口吸口哈要练到如自然呼吸一样。 

6. 跑起来时，脚步要轻盈，脚步落地无声，有如行

云流水，身轻如燕，不气喘，不脸红。 

 

返老还童修练功法有基础及中上乘的气功跑步修炼

方法，最上乘的是以修"摩尼宝光"为主轴。一般人修

练的是基础功法（我们目前每天在练的气功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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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便可以产生安神入眠，解决失眠及忧郁等精神的问题。

中上乘的修法乃是提供给修道院的教练们修道用，以

修炼"觉知之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为主要

修法，同时必须配合心性与灵性的修持。有梯次性的

逐步开启"觉知之眼"，因大多数人的自我意识及我执

强烈，心识使用过度，至使"觉知之眼"难於开启。 

 

收功：要点 

➢ 发三种声音：嗯！啊！嗡！（Um, AH, Hung） 

➢ 这三种声音是宇宙的原始声音。 

➢ 宇宙是由太初开始而后形成“有为的万象宇宙星

辰”，所有宇宙分为物质（肉眼所见），反物质（肉

眼无法所见），而这两股能量都潜藏在我们的身体

内，因此，肉体又称为“道体”，道体来自宇宙，

宇宙所有一切现象都存于道体之中。 

➢ 当我们在练收功时，以宇宙原始的声音发音，配合

专注，心神合一时，道体中的细胞、原子、中子、

电子、质子、粒子会和宇宙中的音、波、电、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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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生互动，进而形成波动，产生道体和宇宙的连接对

应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静气功：要点 

➢ 修炼宝瓶气功为主，以腹部呼吸法，瑜伽体位法，

配合呼吸与意念觉知的练习，为未来修拙火定，入

中脉等，中上乘功法，奠定基础。 

➢ 在锻炼的过程，需左右两边均衡伸展，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逐步的松开身体各个关节，开展经络，

让脊椎柔软，具有韧性，并强化腹部及身体各处肌

肉群。 

➢ 加上提肛，压气和“行功”，慢慢拉开老化萎缩的

经络，让松弛的会阴穴恢复弹性，“行功”时，旺

热下丹田的炉火，进而打开尾闾关，使坎水逆流，

达至炼精化气的境界。  

 

人到中年之后,因身体经络硬化,致使气脉不通,气血

不足,重要的关窍也都已经阻塞不通。因此，要先行修

炼基础功法来移筋换骨，打通奇经八脉和十二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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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身体反转，改善虚弱的病体，为长期修行打下良好

的基础。 

但是，修炼要有所成就，身体的重要关窍要能全部打

开，则至少需 10 到 20 年的时间，同时还需配合“心

性”的修炼，长期不断的熏陶心性，明瞭修行目的与

方向和正确的修法，还要不断的广发菩提心，济世救

人，累积德本，已成为修行的资粮，未来因缘具足的

话，再依次第的修炼中上乘功法，才会有机会开启“中

脉”，见“摩尼宝光”，达致“三摩地”的境界。 

 

此时，菩提心液流入身体一切轮脉，气脉，细胞，意

识就会慢慢觉醒，“我执”则会慢慢消失，意识不再

进入“二元对立性”，智慧（觉知之眼）就会依次第

的产生，人就会走向灵魂要走的道路。  

 

古有名言：“以入世的精神造就志业;用出世的思想对

待功业”。 

佛说：“世人修行要行八正道”。 

1. 正见：对修法要有正确的见解，不要迷信要有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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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思维：生起正当的意识和观念，破除一切的邪念。

（起心动念时，都是至善利他的思维）。 

3. 正语：纯正善良的语言。（不妄语，不谩骂，不诽

谤，不抹黑，不恶语）。 

4. 正业：正当的行为举止，正当的职业，志业，工作

及活动。 

5. 正命：行正道，做人处事要光明磊落，负责任，有

始有终。 

6. 正精进：正确的修行，持续不断的自我修正，自我

改进，精益求精，最终达致身性，心性，灵性的完

善。 

7. 正念：正面的思维和心态，对功法的修炼，要正面

积极，对功法的认知，要正面正确，对返老还童的

志业，要时刻生起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8. 正定：对真理有坚定不移的定见，对返老还童修炼

功法要有深信不疑的定力。 

圣经约翰福音 1：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

同在，万物是藉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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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祂造的；生命在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译： 

宇宙创始之前，上帝已经存在，上帝就是“道”，宇

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是来自於“道”，生命就是“灵

魂”，灵魂来自於“道”，因此人类灵魂和宇宙同属于

“道”。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观妙章：“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

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译：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有既空，既空

既有，玄妙幽微，深不可测。 

因为，形而上道与形而下万有名器的关系，是有无相

生，绵绵不断的。因此，在形而下的情况下，需要体

认形而上的“道”，必须从“常无”的境界中去体认

它的道体。但是，如果透彻精辟，又需要在“常有”

之中，领悟及体会它的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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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无”之间本是互为因果，是同体同源，有

如一呼一吸之自然玄妙。 

 

从圣经和老子所说的，印证了万法归宗，世间一切之

法，最终还是回归到宇宙的“道”。法无优劣之分，

选择适合自己修行方法，既为良法。佛陀入深林六年，

修习“四禅八定”之后，最终才能离三界（欲界，色

界，无色界）入更高的“三摩地”境界。这些定境是

越往高处越殊胜，内心只处於极度宁静，微妙和殊胜

的状态。 

 

人这一世所追求的无非就是达到身性，心性和灵性的

健康与人格真善美的完善，以求达到福慧双修的境界。 

 

达摩祖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

果，今生做者是。” 

返老还童修炼功法是一套完整的身心灵修炼功法，身

心灵经过长期的锻炼和修炼后，有为肉身，气脉，意

识从“太极”入“无极”的宇宙，回归宇宙初始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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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累世因缘，今世有此机缘修炼返老还童功法，

内心要充满感激感恩，更要发扬 

 

“四无精神”(无我，无私，无求，无为)，造福人类，

回归身心灵的健康，远离疾病的威胁，让更多病苦绝

望的众生，看到希望。 

因此，我们要知福，惜福，更要造福，却莫轻言断了

此生难得的法缘。 

 

最后，借由佛说的话与大家同修共进，法喜圆满。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

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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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老还童的神雕侠侣 III 

锺金华总监&何慧贞助理总监   

 

本期大咖这次来到了南马，为大家介

绍南马的这对神雕侠侣，锺金华总监和

何慧贞助理总监。 

返老还童气功南马区发展的主要推手。 

 

与气功结缘 

2013 年，因为锺金华总监的父亲罹患肺癌，妹妹经过友人介

绍说新加坡有神奇的气功，对癌症患者非常好，当时因为时间太

早，需要早上 4 点从新山驱车到新加坡学习，所以就没有和家人

一起过去。后来听说新加坡教练愿意过来新山教导气功，他们因

为“赏脸”才去，因为担心人家从老远过来，万一没有人就不好

意思，其实在他们的心中是多么的不愿意。 

 

“还记得当时去新山默迪卡独立公园练功的时候，第一天还

迟到了，看到老远从新加坡来的五位教练们已经在等他们了，觉

得非常的不好意思以及惭愧。”助理总监何慧贞补充说到。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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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他们俩被教练们的认真和热诚所感动，不敢再迟到，

每天乖乖的去练功，后来顺其自然就被推荐到新加坡上老师的基

础班，然后顺理成章的成为助教、教练。  

 

南马的第一个练功场 

  当时马来西亚返老还童气功协会还未正式成立，在同一时期，

他们也有听说胡景荣督导和曾宪珍副督导也同时开始在北马开

设练功场。根据时间的推移，南马第一个练功场（05J TAMAN 

MERDEKA, JOHOR BAHRU 新山默迪卡独立公园）正式成立是

在 2013 年 2 月 1 日，后期协会成立后才依据练功场成立的时

间，配上州属代码为每一个练功场附上的一个号码。气功在南马

迅速的流行和阔散开来，因为功法的效应，以及师兄师姐们的口

耳相传，当时练功场开了一个接一个。从 2013 至 2015 年，在

柔佛新山区就已经开设了 5 个练功场。 

 

顺其自然，一切道法自然 

从来没有想过要帮人，或是要修炼什

么的，本来只是想要当做是一种的运

动，让自己可以动动一下。但这一路

走来，从过程中慢慢的看到和感受到

这个功法原来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觉得自己的能力还可以做得更多，就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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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到处宣传返老还童气功，见人就分享。 

“我们当时去到一个公园，然后就到处问人家要不要来一起练气

功！” 慧贞助理总监补充到说。  

 一切的发生也是糊里糊涂的，胸口挂着“勇”就一直往前冲，

看到癌友就叫来练功，也不清楚到底要如何正确的辅导他们，只

是单纯得相信功法可以帮到他们而已。心情也曾经会因为某功友

的拒绝或离群而难过，也非常在意大家的反应。 

 但是经过了这些年来，通过上老师的修道院，慢慢得开悟，开

始对生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领悟了许多哲理，对人事物也不

会强求，也不在意。 

 

“此生有缘在这个岗位，非常的荣幸和珍惜这个机缘，过去的经

历都是我们必修的功课！”  

 

一向来都不强求，做事都是顺应自然法则的总监和助理总监，没

有想过要开多少个练功场，只是单纯的相信有人想学，他们就教，

也是因为当年受到教导他们的教练的热心与启蒙，他们现在也做

着一样的回馈。 

  

感谢老师的修道院 

“凡是善的志业，肯定会有很多挑战，而这些挑战也是我们必须

经过历练，是上天给我们的考验，无需强求，一切顺其自然。我

们必须要先练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才可以继续的接受考验！”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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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总监非常的相信团队的力量，他们的影响力除了柔佛新山，

2018 和 2019 年更是扩展到更远的地方，如峇株巴辖，麻坡，

居銮和马六甲。同时也培养了新一批的新力军助教和准助教，期

待他们的成长。 

 

坚持做对的事情，对的人自动会出现 

 2019 年 12 月 1 日，南区举办的这

场公益路跑活动，两位真正的领悟到

这句话威力，在开始策划该活动的时

候，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是对的事

情，就去做。而在过程中，一个又一个

“对的人”就出现了，进而协助他们完

成了这次得使命。 

当时该活动成功吸引了超过 1000 位

参与者，场面非常的热闹，活动成功举

办。也因此南区的团队力量再一次的

被团结起来。  

 

送给师兄师姐们的一句话 

 两位很有默契的一起说 “坚持”! 要真正让我们看清、让我们

学会一件事情，一个人，一个生命，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唯有“坚

持”才可以等到最后，方可以看到结果。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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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练功场

柔佛 05J TAMAN MERDEKA, JOHOR BAHRU 新山默迪卡独立公园

柔佛 08J PELANGI INDAH, JOHOR BAHRU 新山开屏山庄

柔佛 09J TAMAN PERLING, JOHOR BAHRU 新山柏霖公园

柔佛 11J MUTIARA RINI, JOHOR BAHRU 新山丽宁镇城市公园

柔佛 17J ADDA HEIGHTS, JOHOR BAHRU 新山艺达园公园

柔佛 31J CAHAYA KULAI 古来阳光广场

柔佛 42J SERI ALAM MASAI 吗晒至达城

柔佛 54J TANJUNG EMAS, MUAR 麻坡黄金海岸

柔佛 58J TMN REKREASI TASIK Y, BATU PAHAT 峇株巴辖莲花池

柔佛 65J TAMAN RECREASI BUKIT BAKRI MUAR 麻坡巴口休闲公园

马六甲 66M MELAKA STADIUM TUN FATIMAH 马六甲敦法娣玛体育馆

马六甲 67M KUALA SUNGAI BARU MELAKA 马六甲瓜拉双溪巴鲁

柔佛 73J TAMAN TASIK MPK KLUANG 居銮湖滨公园

 锺总监和慧贞助理总监非常希望各位师兄师姐可以照顾好自己，

持续坚持练功，只有拥有健康得身体，才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学习和修炼自己。 

 

后记 

一位样貌似慈父的总监，和一位幽默且充满内涵的助理总监，一对开心

的夫妻！绝对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祝福这一对神雕侠侣，希望未来的路可以更加的丰盛，平安快乐！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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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希望园区~最新進展报告  

 

 

 

 

 

 

 

 

 

 

 

  

专题报道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聯接涵管 

2020 年 11 月 9 日  

綁鋼筋 

2020 年 11 月 9 日  

灌漿 

2020 年 9 月 2 日  

鉴界后 GPS 定位 

2020 年 9 月 2 日  

水保工程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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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2020 年 12 月 31 日: B 区 5 栋住宿 - 柱头灌漿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行政大楼 - 水泥鋪底完成 



第 34 / 54 页 

 

协会 

 
 

每每协会，各区域，各工委, 各练功场举办的各类活动，

各种课程，甚至协会里的一些工作，大家应该都会感觉到

背后有一批人员负责组织及操作！他们是谁呢？ 

由于返老还童气功协会是一个善团体，秉持着"帮助人类

恢复身、心、灵健康，远离疾病的威胁"的使命；免费教功，

不收学员学费，致力于推广返老还童修炼功法。协会日常

运作所需经费只来源于事业部的部分盈馀。在工作人员的

聘用方面则以最低限度为原则，以进行协会的基本作业。

所以，协会，各区域，各工委, 各练功场举办的各类活动，

各种课程，甚至协会里的一些工作，都必须仰赖无私奉献

的志工了。而目前这个团队正在逐渐状大！ 

在返老还童的这个大家庭里，除了成为志工教练外，只要

您愿意付出及服务大家，您都有机会成为志工！ 

 

 

 
 

 

本季有关协会的介绍 

无私奉献的志工 

志工 

是将付出、服务人群当作志向, 出钱又出力, 有责任心、

使命感, 不计较时间、代价、体力的付出, 能克服艰难, 

完成任务, 并且做得满心欢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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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立志，希望以一己之力，服务人群？ 

你是否有特殊才能，希望有所发挥与奉献？ 

如果准备好了，马上行动起来吧！ 

加入返老还童志工团队！ 
 

志工可以在返老还童组织内担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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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协会 

 

 

如果您有此意愿或欲咨询详情，可以直接联系相关工

委，总监或可以通过秘书处接洽！ 

 

秘书处 ： 018-918 1078 

          secretary.iqa@gmail.com 

 

 

 

 

 

 

 

 

 

 

 

  

臥虎藏龍 

mailto:secretary.iq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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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 北二 中区 南区 东区 外国

1 《为何需要返老还童气功协会？》 26-Jul-2020 212 17 29 74 21 69 2

2 《教练/助教/负责人的文治武功》 09-Aug-2020 220 20 40 72 16 67 5

3 《验血报告的知识与追踪方式 I》 16-Aug-2020 122 8 17 51 6 29 11

4 《验血报告的知识与追踪方式 II》 23-Aug-2020 128 8 16 47 8 34 15

5 《教练的天职与修炼》 06-Sep-2020 141 14 17 57 9 43 1

6 《癌友主要营养素摄取量的追踪 I》 20-Sep-2020 139 12 17 55 7 33 15

7 《癌友主要营养素摄取量的追踪 II》 04-Oct-2020 127 8 16 49 5 34 15

8 《修道院复习班 I》 11-Oct-2020 132 9 5 36 3 19 60

9 《修道院复习班 II》 25-Oct-2020 126 7 6 37 1 17 58

10 《抗癌辅助品的运用 I 》 08-Nov-2020 116 8 16 55 6 30 1

11 《抗癌辅助品的运用 II》 22-Nov-2020 141 9 16 57 9 32 18

12 《抗癌辅助品的运用 III》 06-Dec-2020 130 9 15 54 3 32 17

总人次 1734 129 210 644 94 439 218

日期1课程名字序号
签到人

数
区域签到

协会 

 

2020 年的所有的线上课程完美总结 

由 7 月到 12 月一共 12 堂课，7 个主题，协会在这段期间，提

供了一个学习和提升的机会，让大家可以提升和增值。所有课程

的总上课人次高达 1734 人次。非常感谢所有参与课程分享的

教练们， 以及所有来上课学习的你们！  

2020 年度线上课程总上课人次 - 1734 人次 

 

 

 

 

 

 

 

2021 年新季度线上课程 

过去半年举办课程的期间，常听到一些师兄师姐埋怨，他们没有

机会上课，因为去年的课程一般最低要求是准助教。2021 年的

线上课将为大家带来好消息，将会有指定课程是公开给癌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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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公开所有师兄师姐报名。 

因为之前刚开始举办线上课程的时候，缺乏经验，课程部也限制

课程内容和类型，限制参与课程者为教练助教或指定群众为主。 

累计了以往的经验，我们对线上课程的程序和流程，更能够掌握，

也因为纳入了第一批的线上课程志工，为协助处理线上课程所需

要的一些技术问题，我们有信心能够让每一个参加课程的师兄师

姐可以安心的上课学习，满载而归。 

 

 

  

 

 

 

  

 

 

 

线上不只可以上课，还可以玩很多花样 

疫情关系，行动管制令下，大家都不出门，见面的时间和机会固

然是少了。为了可以让练功场的师兄师姐或者工委当中，可以有



第 39 / 54 页 

 

机会保持联系，可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心，协会将线上会议系统

ZOOM 公开让区域和练功场征用，以举办线上活动。由秘书处

提供技术上的支援，练功场自筹工委策划，举办线上活动。 

自 2020 年 10 月由中区练功场开始试跑，一共举办了 4 次不同

类型得线上活动，如【练功场负责人交接仪式】，【周年庆】，【生

日会】，等。 以下为曾经举办过的活动；您可以通过链接观看该

活动录影。 

1. 18 Oct 2020 

40W TTDI 练功场 

4 周年庆暨负责人交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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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2. 21 Nov 2020  

42B Puchong Wawasan 四周年庆 

 

 

 

 

 

 

 

 

 

3. 28 Nov 2020  

25W Bkt Jalil & 74W Tmn Desa 负责人交接仪式暨周年庆 

 

 

 

 

 

 

 

 

 

4. 27 Dec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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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41B，51B，52B& 71B，四场联办，线上健康美食大比拼。 

 

 

 

 

 

 

 

 

 

 

 

 

 

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区域和练功场举办线上活动，

有兴趣的练功场可以和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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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助理总监 编号 练功场华文名 练功时间 Account 现任负责人 Phone

玻璃市 胡景荣 10R 加央珍珠园 5:45am 10R TAMAN MUTIARA, KANGAR 谭新昌 +60(1)25679699

玻璃市 胡景荣 22R 加央爪夷芭静安宫 5:30am 22R JEJAWI, KANGAR 许连娥 +60(1)24939219

玻璃市 胡景荣 32R 亚娄新路 5:20am 32R PAUH PERLIS 林协留 +60(1)89663137

吉打 胡景荣 01K 兰卡威中华学校 5:30am 01K SJKC CHUNG HWA, LANGKAWI 伍坚安 +60(1)24801926

吉打 赖慕娇 02K 亚罗士打广场 5:30am 02K ALOR SETAR MALL 陈丽君 +60(1)25339172

吉打 赖慕娇 04K 樟伦育民华小 5:00am 04K SJKC YIT MIN, CHANGLUN 苏玲花 +60(1)64466179

吉打 胡景荣 14K 兰卡威老鹰广场 5:30am 14K DATARAN LANG, LANGKAWI 石良福 +60(1)24470406

吉打 赖慕娇 16K 亚罗士打跑马场 5:30am 16K TAMAN GOLF, ALOR SETAR 郭群坤 +60(1)25559882

吉打 赖慕娇 18K 甲板南明小学 5:00am 18K SJKC LAM MIN, KERPAN 周金风 +60(1)24778740

吉打 赖慕娇 28K 日得拉K.H.U 5:45am 28K KOLEJ HEIGHTS UTARA, JITRA 黄锦鸾 +60(1)94748497

吉打 赖慕娇 30K 亚罗士打万群园 5:45am 30K TMN SAGA A.SETAR 李碧莲 +60(1)128905968

吉打 赖慕娇 46K 亚罗士打蔗芭路 5:45am 46K PEREMBA, ALOR SETAR 王链茵 +60(1)25121355

吉打 赖慕娇 69K 亚罗士打十字港 5:45am 69K SIMPANG JAYA ALOR SETAR 陈瑞富 +60(1)24949371

槟城 王顺嘉 13P 北海美宝园 5:30am 13P TAMAN MERBAU, BUTTERWORTH 白樹政 +60(1)25551789

槟城 王顺嘉 34P 大山脚绍佳娜花园 5:30am 34P SAUJANA PERMAI, BUKIT MERTAJAM 丘义强 +60(1)24940079

槟城 王顺嘉 37P 槟城新港 5:30am 37P SG ARA PENANG 张彩霞 +60(1)25366407

槟城 王顺嘉 64P 槟城海峡码头 5:30am 64P STRAITS QUAY PENANG 黄丽根 +60(1)24140883

霹雳 胡景荣 35A 怡保马球公园 5:45am 35A POLO GROUND, IPOH 谢美萍 +60(1)120325940

霹雳 胡景荣 53A 怡宝翠林生态公园 5:45am 53A BOTANI ECO PARK, IPOH 张咏崴 +60(1)25162322

霹雳 胡景荣 59A 江沙河畔公园 5:30am 59A TMN REKREASI, KUALA KANGSAR 黄连枝 +60(1)75702111

霹雳 胡景荣 70A 霹雳体育馆 5:30am 70A STADIUM PERAK 孙慧群 +60(1)65319520

吉隆坡 郑添兴 25W 吉隆坡武吉加里尔公园 6:00am 25W BUKIT JALIL RECREATION PARK, KUALA LUMPUR郭玉梅 +60(1)23682203

吉隆坡 黄天佐 40W 吉隆坡 TTDI 公园 6:00am 40W TTDI PARK, KUALA LUMPUR 陈秀秀 +60(1)22636292

吉隆坡 郑添兴 61W 蕉賴旧街场公园 6:00am 61W TMN PUDU ULU, CHERAS 李彩萍 +60(1)23845688

吉隆坡 黄天佐 68W 甲洞武吉马鲁里花园 6:00am 68W TAMAN BUKIT MALURI KEPONG 黄诗凌 +60(1)22906266

吉隆坡 郑添兴 74W 吉隆坡郊外岭公园 5:45am 74W TAMAN DESA RECREATIONAL PARK, KUALA LUMPUR沈肯名 +60(1)05626876

雪兰莪 林春娣 07B 武吉日落洞顶峰 6:00am 07B D'PUNCAK BUKIT JELUTONG 李秋华 +60(1)62121833

雪兰莪 黄天佐 19B 莎亚南实达生态公园 5:45am 19B SETIA ECO PARK, SHAH ALAM 郭荣福 +60(1)23661825

雪兰莪 郑添兴 20B 梳邦再也USJ11 5:45am 20B USJ11, SUBANG JAYA 张玉花 +60(1)62233396

雪兰莪 黄天佐 23B 巴生哥打拉惹体育场 5:45am 23B STADIUM KOTA RAJA, KLANG 古丽珍 +60(1)62889923

雪兰莪 林春娣 24B 莎亚南哥打哥文宁湖边公园 5:45am 24B KOTA KEMUNING LAKESIDE PARK, SHAH ALAM曾秀萍 +60(1)23163621

雪兰莪 黄敏慈 41B 蒲种宏愿公园 5:45am 41B WAWASAN RECREATION PARK, PUCHONG陈秀玲 +60(1)22919208

雪兰莪 黄敏慈 51B 梳邦再也SS18 5:45am 51B SS18 SUBANG JAYA 王秋贵 +60(1)22992698

雪兰莪 黄敏慈 52B 梳邦市布特拉英达 5:45am 52B PUTRA  INDAH@PUTRA HEIGHTS, SUBANG洪素月 +60(1)74729262

雪兰莪 林春娣 55B 巴生班达马兰体育场 5:45am 55B KOMPLEKS SUKAN PANDAMARAN, KLANG陈志强 +60(1)22325037

雪兰莪 黄敏慈 71B 蒲种金銮镇金都花园 5:45am 71B TAMAN DAMAI UTAMA, KINRARA PUCHONG刘爱云 +60(1)22181329

Center PIC list_by state 练功场负责人列表_依据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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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助理总监 编号 练功场华文名 练功时间 Account 现任负责人 Phone

马六甲 何慧貞 66M 马六甲敦法娣玛体育馆 5:30am 66M MELAKA STADIUM TUN FATIMAH 蓝妙丽 +60(1)99598197

马六甲 何慧貞 67M 马六甲瓜拉双溪巴鲁 5:30am 67M KUALA SUNGAI BARU MELAKA 吴美珍 +60(1)66828585

柔佛 锺金华 05J 新山默迪卡独立公园 6:00am 05J TAMAN MERDEKA, JOHOR BAHRU 郑翠珠 +60(1)77382175

柔佛 锺金华 08J 新山开屏山庄 5:30am 08J PELANGI INDAH, JOHOR BAHRU 陈清吉 +60(1)67454363

柔佛 何慧貞 11J 新山丽宁镇城市公园 5:30am 11J MUTIARA RINI, JOHOR BAHRU 郑美凤 +60(1)27092410

柔佛 何慧貞 17J 新山艺达园公园 5:30am 17J ADDA HEIGHTS, JOHOR BAHRU 谢凤娇 +60(1)67109262

柔佛 何慧貞 31J 古来阳光广场 5:45am 31J CAHAYA KULAI 曾耀生 +60(1)97702837

柔佛 锺金华 42J 吗晒至达城 5:45am 42J SERI ALAM MASAI 陈生发 +60(1)67584678

柔佛 锺金华 54J 麻坡黄金海岸 5:40am 54J TANJUNG EMAS, MUAR 叶来顺 +60(1)26113958

柔佛 锺金华 58J 峇株巴辖莲花池 5:30am 58J TMN REKREASI TASIK Y, BATU PAHAT 邓雁镅 +60(1)97231580

柔佛 何慧貞 65J 麻坡巴口休闲公园 5:30am 65J TAMAN RECREASI BUKIT BAKRI MUAR 张观兴 +60(1)77106537

柔佛 锺金华 73J 居銮湖滨公园 5:45am 73J TAMAN TASIK MPK KLUANG 颜春兴 +60(1)27785933

沙巴 曾广慧 27S 山打根体育场 5:00am 27S SPORT COMPLEX, SANDAKAN 陈慧卿 +60(1)09310339

沙巴 曾广慧 47S 沙巴亚庇森林公园 5:15am 47S RAIN FOREST KOTA KINABALU 魏春梅 +60(1)28336317

沙巴 曾广慧 60S 斗湖篮球会体育馆 5:15am 60S TAWAU BASKETBALL ASSOCIATION,TAWAU卢桂英 +60(1)98536000

砂拉越 刘道宪 21Q 古晋南市市政局停车场C 5:30am 21Q MBKS CAR PARK C, KUCHING 蔡抒英 +60(1)98162968

砂拉越 刘道宪 26Q 古晋马中友谊公园 5:30am 26Q MALAYSIA-CHINA FRIENDSHIP PARK, KUCHING张细桃 +60(1)09753233

砂拉越 刘亿远 29Q 诗巫兴化垦场公园 5:30am 29Q HIN HUA CENT MEMORIAL PARK, SIBU 张泰耀 +60(1)98895188

砂拉越 刘道宪 33Q 美里人造湖公园 5:30am 33Q BULATAN PARK, MIRI 黃笑葵 +60(1)68550289

砂拉越 刘道宪 36Q 十哩巴达旺GIANT 5:30am 36Q GIANT MALL, KOTA PADAWAN 曾慶添 +60(1)38022702

砂拉越 刘道宪 38Q 古晋马中金碧 5:30am 38Q KIM PIK PARK, KUCHING 张顺清 +60(1)28863933

砂拉越 刘道宪 39Q 民都鲁 5:30am 39Q DEWAN SUARAH, BINTULU 高居兰 +60(1)98549655

砂拉越 刘亿远 43Q 诗巫古田公园 5:30am 43Q KUTIEN SIBU 赖孝其 +60(1)98572217

砂拉越 刘道宪 44Q 美里东林谷 5:30am 44Q EASTWOOD VALLEY, MIRI 杨惠纲 +60(1)38333523

砂拉越 张春妹 45Q 古晋十七里 5:30am 45Q UNACO, SIBURAN 沈枚珍 +60(1)68941158

砂拉越 刘亿远 48Q 泗里街省湖滨公园 5:30am 48Q SARIKEI LAKE GARDEN, SARIKEI 陈元毕 +60(1)110582138

砂拉越 刘道宪 50Q 古晋石角新镇中心广场 5:30am 50Q MJC KUCHING 李幼娟 +60(1)38255519

砂拉越 张春妹 56Q 西连湖滨公园 5:30am 56Q TMN DANAU SERIAN, SERIAN 邱惠思 +60(1)68966295

砂拉越 张春妹 57Q 斯里阿曼综合体育场 5:30am 57Q SRI AMAN SPORT CENTER, BADAR SRI AMAN李祥禾 +60(1)98888136

砂拉越 刘道宪 62Q 古晋摩拉达万公园 5:30am 62Q MUARA TABUAN RECREATION PARK, KUCHING黄玉梅 +60(1)68669953

砂拉越 刘道宪 63Q 古晋承恩花园 5:30am 63Q SENG GOON GARDEN PARK, KUCHING 吴玗桦 +60(1)65792335

砂拉越 刘道宪 72Q 三马拉汉大学城 5:30am 72Q UNI CENTRAL, SAMARAHAN 杨秀娟 +60(1)38011581

砂拉越 刘道宪 75Q 林梦运动场 5:30am 75Q LIMBANG SPORTS COMPLEX, LIMBANG 陈庆源 +60(1)98340086

汶莱 胡景荣 49Br 汶莱银禧公园 5:30am 49Br JUBILEE BRUNEI 谢亚妹 +673-8737907

Center PIC list_by state 练功场负责人列表_依据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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