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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返老還童之缘起。。。

当初传授返老还童功法是源自于高雄，总共仅有两人练
功，结果因功法简单、易学、有效又完全免费，就这样
一传十，十传百，如今已在台湾全省各地，乃至于全球
10个国家遍地开花，学员数超过万人。

于2009年，返老还童气功传入新加坡两年后2011年，
由督导胡景荣副督导曾宪珍夫妇，缘由吉打州的一名癌
友把功法带入馬来西亚。 从此返老还童就开始了与馬来
西亚的缘份。。。

2015 年6月 11日<馬来西亚返老还童气功协会>正式成立！
自从协会成立之后，极力推行功法，并开始主办国内各
种课程，提供功友们学习和修炼的机会。 统一练功场制
度，统一带功方式，统一教功方法和其余行政的方案。
协会的架构是中央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 成立以功能
性为主的小组委员会，配合行政系统来分工及运作。

于2018年5月 27日，通过了会员大会，第二届中央理事会
正式诞生，在郭观华主席的带领下，馬来西亚返老还童
气功协会稳健的步入新的里程碑!

返老还童组织是由蔡良安老师
创办，十二年前，电视播出一
碗面的故事，因感同身受于家
人生病，全家即陷入困境的极

度痛楚，遂燃起他满怀慈悲心，发愿推广这套返老还童
修炼功法，藉以造福更多的社会大众。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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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Charity, Together
It has been frequently asked, as there’s no fees involved in Qi Gong Daily Practice, how does
the association survive?
Infinite Qi Gong is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with the vision to establish Infinite Qi Gong
Associ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o teach Infinite Qi Gong Practice methods and to promote
healthy diet and correct concepts. The association also have the mission of helping mankind in
regaining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health, in order to be free from the threat of illnesses.
Infinite Qi Gong provides free coaching of Qi Gong practice, no fees are collected from the
practitioners. Although donations are accepted, funds are still lacking for the support of cancer
patients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of all practice centres. Owing to that, Master Tsai had the
foresight and established the Enterprise Division 10 years ago, operated as a Social Enterprise,
so that Infinite Qi Gong organization can be self-sustained in its development. The profit
generated from this division is contribu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daily operational costs, and as
the fund for conducting a series of free courses for cancer patients.
Infinite Qi Gong Enterprise Division is operated by both volunteers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the aid of advices from professional doctor team. Through plant visits and strict quality
assurance, the operation team is in search of good quality, natural, organic and inexpensive
products for the practitioners. Practitioners get to not only enjoy high quality yet inexpensive
products, but it is also an indirect charity, as both the association and cancer patients are
benefitted,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Profit from Volunteer Enterprise Division:
Deducting: 
Daily operational costs 
100% of the Remaining :
- Aids the association in conducting a series of free courses for cancer patients 
- Subsidize supplements needed by cancer patients in poverty
- Establish “Gardens of Hope” health centres

Shopping: 
- Provides quality and efficient products, according to healthy diet guidelines
- Lower price of at least 30% and above
- Safe products with worries free

Charity:
- Provide aid to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families
- Provide means of recovering health
- Nurture healthy way of living
- Aids in the operation of practice centers and the association

Oh, I am also doing charity when I am wearing the practice uniform or using the 
supplements!

Let’s work together
Let this saint seed flourish! Benefit the public

协会



靈魂的學習之旅

身体的结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从细胞的结构及DNA、
RNA的遗传讯息传达基因的形成，我们有曾思考?谁设计
的?从何而来?不仅是身体如此,灵魂也是如此。

自古以来,许多大师们发现身体及灵魂的秘密,因此有一套
完成修炼的方式,而这些修炼的奥秘,就在深涩难懂的道家
经文之中。返老还童修炼功法就是依照这些经文内涵而
设计,所以可以改善身体外,更可以帮助许多有关忧郁的问
题。
在修炼过程中,会经过几个阶段:
第一.身体刚刚开始会排汗及排便顺畅,这是身体开始的阶
段。
第二.食欲增加及睡眠品质良好,可以进入更深层的睡眠,此
时身体处于修护阶段。
第三.身体比较干瘦的朋友,慢慢会重新长肉,体重增加。相
反地  ,体重过重的朋友,身体慢慢地回到标准体重。
第四.脸部的皮肤慢慢会细致,同时暗沉的皮肤也改善,人看
起来青春洋溢。
第五.人开始会沉淀,步法开始变慢,顽固的个性也会变得柔
和,此时心智开始无形当中慢慢改变,这个阶段为灵魂觉醒
的阶段,此时若能获得正确的引导,我们将步入一个灵魂的
学习之旅。
灵魂如何在人体运作,在白天会透过五官知觉及意识来运
行,我们也称之为“我的心智”。我们这一些能改变不多,
就如同我们老化的身体,要能改善,如果不晓得方法是无法
达到,而灵魂也是如此。
当我们修炼进入5-6时,如果能够开启灵魂之钥,这一生将会
有极大的改变,智慧也将大幅提升,一生的命运也会开始改
变。要如何知道灵魂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个性来验证灵魂
升华的状态。经常听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作者：蔡良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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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我们的个性很难改变,为何难以改变?因
为个性是灵魂所显现,除非您明白灵魂的状态,否则比登天
还难。

灵魂开始转动累世的因果时,刚刚开始会比较慢,就好像一
部车子开始起步时,接下来就会慢慢加速,因此当一个人开
始改变的时候,到一定的阶段,就能够将外在所发生的事情
与内在的灵魂进行连结,并透过外在世界来改善自己的心
智,此时这样的灵魂,称之为”觉”。透过外界不断地纷纷
扰扰的事件,灵魂能够透过每一次的事件与内在进行联系
而产生所有外在世界与自己有很大的关联,此时灵魂透过
外在的意识,再也不会执着于对与错,而是每一事件都跟自
己灵魂有关,如此一来,灵魂才能真正的觉醒。

当灵魂净化到某一个阶段时,就能够察觉累世所带来的习
气与业障时,而当这业障产生作用的当下,马上能察觉到,此
时业障就不会再显现及影响到您的心智。这样的情形也需
要经过漫长的岁月,直到业障再也无法影响您,此时您就能
成为一个觉行圆满者,佛陀就是一位伟大的觉行圆满者。

帮助病苦的人是一个非常很好觉醒的机会,透过这病苦的
人,才会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意义。当我们一直从事
利他的过程中,灵魂会喜悦并慢慢从这过程中觉醒。这也
是为何我们要感谢病苦的人,让大家有机会服务他们。事
实上,是这些病苦的人帮助我们的灵魂升华了，这也是开
始灵魂往光明钥匙的关键之一。

马来西亚在各位的奉献下,让许多面临生死的人,有机会延
长寿命,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因缘,大家更要珍惜这样的此际
遇才是,也希望能让更多人分享及传播,因此成立讯息传播
的媒体就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祝福大家,觉行圆
满。

老师的话



為何要早起練功
「黎明」是天快亮的時候，從零時起到天亮前的一段時間
（約4點到6點），這時日出之前的太陽已在地平線下6度
以上的時段，物體已經能夠被視覺辨識，而且戶外活動也
可以開始進行的時段。
「清晨」是5點到8點間，而早上5點半練功，都是在這時
段內。在觀念上，肉眼能看到的最暗星視星等是6等，要
等到太陽在地平線下18°以後才能看見，而在凌晨當太陽
在地平線下18°以內時就會消失不見。但是因為光污染的
緣故，在有些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可能連4等星都沒有
機會看見，在任何時間都不用提曙暮光了。
早上太陽在6度的時候，天空已經亮了，因此這個時間就
在日出之前的黎明，此時日行性的動物已經開始甦醒而且
蠢蠢欲動，也就是4–6點的時刻，此時刻在中國古代稱之
為"三陽開泰的時刻（3–5點）"，5–7點是陽氣正壯的時
刻，因此5點半練功是天地陰陽交界之處，地熱上空涼爽，
我們身體就是依此而設，下丹田的位置要熱，頭不要涼爽，
所以這個時候，是我們修煉爐火最佳的時刻。

泰卦
一月建寅（3點–5點），陰陽通泰調和。新春時門聯常有
人寫「三陽開泰」，典故就是由此而來，意指下卦三陽歸
來而成泰。卦辭說「小往大來」，「小往」指三陰爻在外，
「大來」指三陽爻在內。《彖》曰「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
也」，因泰卦地氣原在下今由下而往上，而天氣原在上，
今由上而往下，因此天氣與地氣相交流。《彖》又曰「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因泰卦就卦氣來說，是陽長陰消之
卦。
這個時辰為天地最祥瑞的時辰，下卦為三陽，此時地熱，
上卦為三陰，天空為冷，我們身體下半部要熱，頭部要冷，
所以完全符合我們身體的設計，所以為泰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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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壯
二月建卯（5點–7點），陽爻大壯，雷動於天上。《彖》
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指陽，
「小」指陰，「大者壯」指的是陽氣壯盛。「剛以動」的
剛指的是下三爻所成的乾卦之德性，動則為上震卦。這是
時辰為太陽升起前的黎明及剛剛昇起之時，此時陽氣已經
開展，這個時辰對於身體陰濕及風寒者，有非常大的幫助，
人為陽壽，陽氣盡，人的神識就衰，陽壽則將盡，因此要
能延年益壽，必須要在這時辰藉此吸取陽氣。我們身體的
七個輪脈，由下往上為紅、橙、黃、綠、藍、靛、紫，太
陽光透過光譜儀，所呈現出來的就是上述的顏色；以現代
醫學而言，七個輪脈是我們神經系統會合之處，掌管由頭
部到會陰的位置和人體身心靈，這七個輪脈分別分泌人體
身心靈所需要的荷爾蒙系統。人依天地而生，太陽光對於
我們的身心靈，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然而太陽光在黎明到7
點多這段時間最柔和，這時候的陽光對於人體幫助最大，
沒有有害射線。陽光是所有生物包括人類能在地球上生存
與生長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條件之一，所有我們攝取的營
養物質、礦物質與維生素，都具有它們本身獨特的能量吸
收光譜。1960年代，因為發現維生素C而得到諾貝爾醫學獎
的Szent-Gyorgyi教授就曾表示：「我們人體所有的能量都源
自太陽的光線。」因為陽光供應植物生長所需的所有能量，
植物經由這些能量合成了生存及生長必需的營養物質，同
時將來自太陽的能量貯存下來。植物再被動物及人類攝食，
因而供應了人類生存及生長的能量所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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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年迎新春

07B KGSAAS 练功场

练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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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 沙巴斗湖练功场

33Q 美里人造湖公园

练功场



鼓聲響起
在己亥年来临之际，马来西亚返老還童协会举办的中马区《“返”
家团圆迎新春》团圆饭感恩宴晚会上，我们见证了一群癌友以无比
的热情、高度的意志、团结的力量、求好的信念，突破了自己身体
失调的局限，昂首挺立斗志旺盛的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
他她们只用了短短不到两个星期、三次练习时间，呈献了鼓动人心
的廿四节令鼓开幕仪式表演节目：“新希望”！

这一切的突破性进展，始于一位年轻的鼓团教练-王志豪教练，经
过2018年国家文化人物奖得主陈再藩先生(小曼老师)的推荐下，志
愿承担责任，负责带领活力十足的巴生教练团队义务指导中马区27
位癌友及天使般的返老还童气功教练们。
巴生福建会馆廿四节令鼓教练王志豪说：“没问题，只要是对癌友
们有帮助，对失去信心的癌友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他愿意承担责
任！” 多么让人佩服及感动的一句话。感恩您王教练及您的团队！

之后，王教练带领洪慧芷教练等好几位年轻教练一起用心努力的教
鼓，癌友们学习的兴趣都大大的提高，身体的不舒服通过团队的鼓
励都大大的降低，对于开幕仪式的表演都充满了期待，果然癌友鼓
手们一炮而紅，演出异常順利圓滿，大家都欣喜萬分，癌友天使们
更期待下一次的练习以及演出。

借此机会，我们由衷感恩廿四节令鼓的創办人陈再藩先生，以及已
故陈徽崇老师！是您们将鼓与廿四节气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么多年
来坚持不懈地通过新的創意以音乐舞蹈等艺术非一般的表现方式，
重新燃起现代人鼓起勇氣、展现自己、鼓舞人心奋发向上的意义与
价值，并让绝望的人看到希望，让癌友借着廿四节令鼓继续拥抱希
望，展現自己更美好的生命力！
感恩的心，有您们真好! 作者 ： 曾国良 师兄 15

练功场



Charmaine Lee ~ Bukit Jalil (25W)
在我中学的时候，看到同班的男同学在台上表演24节令鼓，那种澎
湃振奋人心的节奏和气势，真的令我印象深刻！
怎么也没想到多年后的我，有那么的这一天，因为患癌，我竟然可
以有机会站在千人的舞台上，打击出我人生的第一次24节令鼓，真
的难以置信，我们竟然真的一起完成了这个不简单的任务！
我很享受和大家一起练鼓的时光，很开心，虽然很累，但是累得很
开心，尤其是在表演前，我看到大家同心合力要打好那5个Song,我
们一直在不停的练习，改正，练习，改正，直到改到大家一致的节
奏为止，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还有特别感恩师兄师姐们为我们准备的爱心食物和常常不厌其烦的
温馨叮嘱，温暖了我们的心和胃！
还有还有，很喜欢那个很可爱又认真的小小教练，真的是辛苦她了！
感恩她的耐心教导！要让27个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能够同心合力的打出一支完整的鼓乐，真的是不容易呀！

感恩返老还童这个平台，让我有一段非常珍贵又美好的回忆！谢谢
大家让我的回忆中有你们❤❤❤

#24节令鼓震撼的鼓声仿佛时时提醒了我们要勇敢往前, 不怕艰难, 
坚强的意念, 一定可以战胜病魔。因为有你- 返老顽童气功, 生活变
得更精彩, 更有活力。感恩一切。 继续加油!! Grace YowKota 
Kemuning.♥♥~~~

#一位70岁癌友男士练鼓的心情：
Yen See/ Goh/Candise, thank you all of you for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rum performance for the Infinite Qigong New Year
2019 Celebration. This has been a tough but enjoyable experience for
me especially for my age and as Yen See said being an "illiterate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As always your thoughtfulness and
dedication is an inspiration to me to strive for better physical,
emotional and mental health. For this I deeply appreciate and shall
always remember. My next goal would be to learn the mandarin
language and contribute back to society what I received. Thank you
once again and hopefully I can strive, to seek, to find my goals during
my lifetim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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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和脚在2015年6月份在工地不慎弄到混凝土，因为混凝土
里面有放速干剂，里面有有很强的化学成分，是我的手脚在短短
的时间内，起了反应，不出一个月，手脚全部结了一层白白硬硬
的皮，手开始变得不能伸直和握拳，脚出门要包布和涂大量的润
肤液。在最厉害的时候，手脚平均每五分钟要擦一次润肤液，不
然就要流血，手不能拿东西，因为神经感觉系统也不是很灵敏，
总是跌破东西，特别是水杯和饭碗，真的连基本的生活都收到了
极大的影响！我是2016年11月加入返老还童气功！在加入返老还
童气功之前的1年半的时间里，我看了西医和中医无数次，只要
听到哪个医生有这方面的的医术，我都会到访，我也深深的体会
到有病乱投医这样的说法，真的不是夸张，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过
敏，但给我在生活，社交，工作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苦不
堪言，甚至严重的影响了我的自信心！在正式加入返老还童气功
三个月之前 黄永兴师兄告诉我这个功法可能会帮到我，我因为
有这一年多中西医的治疗，我认为这只是一项运动，能吗？在犹
豫中，我太太就说要不试试看，就这样我加入了返老还童气功大
家庭！大概我练了2个星期，我的手心有点发热的感觉，这在之
前是没有的，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大约在一个月左右 ，我有一
次忙于工作，大概一个多小时忘记涂抹润肤液，手脚竟然没有不
舒服和出血，大概在我加入返老还童气功一个多月后的2017年一
月份，我在古晋遇见Alex副主席，他告诉我怎样更加有效的练习
功法，特别是天人合一这一式，我就非常勤劳的每天练习几次到
十多次，就这样我的手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发生了奇迹，上面
的一层老皮基本脱落，到现在再也没有用过润肤液，到现在我的
手已经痊愈，我的脚痊愈了约70%,我的脚在7月份时，Alex师兄
又告诉我专门练习脚的功法，动功第四式和第十式等 ，截至目
前也基本90%痊愈！谢谢返老还童气功功法，解决了我的烦恼，
使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房玉河气功还我“玉”手
练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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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癌友練功營 –松岩

2018 CAM 台湾

2018 癌友气功班

ITC 关怀

2018 天使郊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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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癌症在很短的时间内复发，我认识了“返老还童”功法。
因为在动功后的感恩词，“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大自然，感谢父母与老师，感谢大家互
相成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我被吸引了。
开始练功的三天，我的睡眠品质就改善了好多，让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大家庭。
在这练功的一年里，我参加过的有2017年6月份Damai Beach癌友练功营，2017年9月份KL癌
友气功班，2017年11月份的基础班和2018年3月份的台湾CAM- ITC之旅，还有大大小小的
天使聚餐，每次都让我受惠不浅。现在的我，所看到的，所体会到的，一切都比以前更美
了。
在2017年11月份的基础班，当蔡老师一提到2018年３月份在台湾的CAM的课程后，我马上
就和坐在我后座的中马区总监预先报名。我一定要去CAM，我也鼓励其他天使们一起去。
左盼右盼的，终于到了这一天，我们一群人（从古晋出发的有１５人）在KLIA2的机场和
大队会合就开始了我们７天６夜的台湾CAM-ITC之旅。
感谢马来西亚和台湾单位的所有总监，教练和志工们的热心与爱心的接待和安排，让我们
都享有贵宾式的接待，感恩不尽！
在四天三夜的课程里，让我更清楚了解自己为何会生病，为何会复发，生病后要如何爱自
己，要如何让自己快乐，如何养生，饮食管理，及认识与预防癌症等等。 。
我特别喜欢郑老师分享的一句话－“生命很简单，给什么，得什么”。生病前，我每天的
生活都把焦点围绕在孩子们的身上，每天忙进忙出，在加上很少生病的缘故，就不懂的休
息的重要性；一直到生病后，才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更懂得每天都需要足够的时间运动
和休息。
课程的最后一堂课是由医疗团队的成员～洪药师分享研发协会产品的心得，并一一把每个
产品都详细的解说，及当场有癌友分享使用后的经验，我就更有信心大量使用产品。
台湾CAM之后，我马上找了我的主治医师，很确定的告诉他，我已经准备好并愿意再次接
受治疗。
2018年4月的第二天，我也为自己定下目标，把练功（动功，静功，拉河车，强氧大法，晒
太阳等）列入我每日必需的功课。
除了治疗，我也开始使用洪药师为我“量身订做” 协会产品。
短短的三个星期里，除了自己感觉到身体的体温有提升，产品的功效也在我的身上说话了。
25/04/2018的验血报告里，血红素（Haemoglobin），红血球计数（RBC），红血球总体积
（HCT），白血球计数（White Blood Cell）及嗜中性球（Neutrophils）的指数都比三个星期
前的验血报告好，皮肤表面上的肿瘤在三个星期前看得到的，现在看不到也摸不到了。
当我知道有如此进步的“成绩”后，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第一时间就跟我的“天使妈
妈”- 顺清师姐分享我的喜悦，当然这也提醒我在练功部分一定要持之以恒，永远保持最
佳记录，毕竟这只是好转的开始，更希望我的小小的见证，可以帮助大家解除心中对功法
和协会的营养辅助品的疑惑。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马来西亚所有的教练和志工们，感谢你们的付
出，让我们（天使）受惠，同时还秉持着蔡老师的创立宗旨“帮助
人类恢复身，心，灵的健康，远离离疾病的威胁”的精神，跑遍全
马各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及马中金碧练功场的所有教练，

准助教和一班非常热心的师兄师姐们
为“天使”们的付出，一班亲如家人
的天使们在我每一次的治疗，都会给
我100分的支持与陪伴，你们就像我的
家人一样，会包容，会体谅，会呵护
我，让我在面对癌症时忐忑的心安定
许多，更增强抗癌的信心。
感恩！

2018年5月10日
馬中金碧練功場/何春燕

ITC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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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过天晴与癌症历险90天
2016年4月份潇洒游览荷兰，6月份被确诊患上大肠癌。
13/6/16: 因大肠癌而割掉六吋大肠 。
30/6/16: 做CT Scan看是否有扩散到其他器官。
报告证实有一粒9mm的小瘤及无数的小点扩散到肺。医生证实是
第四期, 体重也急速下降10KG，人生第一次跌到谷底。心情极度
低落。
我早巳听说【返老还童气功】对癌症患者有很大的帮助，抗癌很
有效, 同時也看到许多成功的见证，所以主动寻找在雪隆区的練功
场。
10/7/16: 做化疗前第一次練功，配合服用协会的輔助品。
13/7/16: 开始做化疗，每两星期一次，以及持续的练功。
9/9/16: 做了4次化疗后再做一次CT Scan看进展如何。
13/9/16: 做第5次化疗并跟医生讨论CT Scan报告。
肺部的小瘤已从9mm缩小到5mm，其他的无数小点只剩下一点。
医生也大为驚奇, 最后医生也同意做第6次后(本来该做12次）就以
口服药物取代化疗。
19/9/16：至今已練了两个多月。練功加上配合服用协会的輔助品，
病情大有改善, 化疗副作用一次比一次減少, 从每晚起身5次, 逐步
減少至现在偶而起身1次, 睡眠素质大大改善，胃口也很好, 体重增
加2KG，精神和体力都很好。
我坚信我肯定会完全康复，我也会继续努力的練功并协助推广返
老还童气功。以其能以自身经历, 帮助及鼓励更多的癌友也能受惠
于返老还童气功, 让更多绝望的人看到希望。 杨弨諵

Photo taken in April 2016 
before being diagnosed 

with colon cancer.
2016年4月出国旅游

After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followed by 
operation, 
weight 
dropped 
from 82kg 
to 72kg
患癌后体重
下降10公斤

Photo taken 
17/9, after 2 
months of 
Infinite Qi 
Gong practise
and taken 
supplements, 
weight 
increased by 
2kg, 74kg 
now.9月17日
精神奕奕，
体重增加。

ITC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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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过天晴与癌症历险90天
Mr. Yeong Choo Nan, 65 year-old
2016 April – Travel to Netherlands , June Diagnose with Colon Cancer.
13/6/16: Colectomy was performed - removed about 6 inches of colon
with malignant tumor.
Later, medical report confirmed there was a 9mm cancerous tumor
with multiple nodules in the lungs. Diagnosed with Stage 4 CA, primary
colon cancer spread to lungs.Sharp drop in body weight by 10KGs. Was
total lost of hope and depressed.
Sometime ago I had heard about this IQG that can help cancer patients
tremendously. There are so many convincing testimonials that
showcases the benefits of practising IQG. I took the initiative to look
for a practicing center within Central Region.
10/7/16: My first IQG practise prior to chemotherapy, and it is more
than two months now.
My health rebounded quickly with consistent IQG exercises and
consumed supplements by IQA. Side effects of post chemotherapy
treatment reduced after each session.
13/7/16: Started chemotherapy, once in every two weeks. Practice Qi
Gong everyday.
9/9/16: After 4 chemotherapy sessions, a CT scan was done to
evaluate the progress of the treatments.
13/9/16: Continued with 5th chemotherapy and also discussed with
the oncologist on the CT scan report. The 9mm tumor has shrunk to
5mm and a small nodule, the rest of the small nodules no longer seen.
The oncologist was surprised and agreed to reduce the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to 6 times from pre-planned of 12 times initially. Then
after, changed to oral chemotherapy.
19/9/16 : Already 2 months practicing QiGong since I started, I can
sleep everyday now. I used to wake up 5 times during the night, this
has reduced to once occasionally. Good appetite and gained 2KGs of
body weight.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strong.
I am very confident I will fully recovered from this illness. I will
continue to practise IQG regularly and help to promote IQG.
With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 hope to help other cancer patients and
encourage them to practice IQG and gain all the benefits. Let more
people regain their hopes.

ITC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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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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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your cell healthy?

A good health

Originates from healthy cells
Mixed cereals, vegetables, fruits, minerals, vitamins, micro elements, 
fibre      Apart from these basic nutrition, Jia Ba Zie provides nutrition 
for healthy cells:
8 major saccharides: Glucose, Galactose, Monnose, Fucose, Xylose, 
Acetylglucosamine, Acetylgalactosamine, Acetyl neuroglycosamines
The 8 major saccharides are essential for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lood 
cells. There will be no immunity if there is no white blood cells. 
β-1,3/ 1,6 Yeast Beta-glucan Enhances immunity, increases resistance 
against diseases
Igy Immunoglobulin Regulates immunity, enhances resistance against 
diseases
As well as other necessary nutrition…

A sachet of comprehensive

Jia Ba Zie
Is your complete meal

A complete cell nutrition provides the 
source of life

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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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课程总览
课程 区域 人次

基础班

中马 125

中马 92

东马 143

觉醒课程 50

教练养成 50

癌友气功班 147

教练助教回训 112

修道院 59

进阶班 71

总人次 849

年一共举办了 9 场课程，1 次教练修道院，1 次教练
助教回训班， 7 次的老师指定课程。

2018

课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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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一个课程 《觉醒课程》
于 The Everly Putrajaya 顺利举行，一共69 位来自全马各

地练功场的师兄师姐出席。

觉醒班学员课后感言：王师兄

困扰在我们心中的经历，尤其是负面的，痛苦的，我
们总是刻意的将它压抑着，不敢面对而选择逃避，毕竟
有谁愿意去揭开那令人不安，痛苦不堪的情绪，唯有将
它隐藏在心中深处，以为这是一种可行之道。孰不知这
样的处理方式，将它压抑的越久，我们要承受的无形压
力和痛苦会日愈加剧，久久未能释怀，导致我们迷航，
忘了我是谁。。。郑老师运用了非常有效的方法，引导
我们正视这些长久以来一直隐藏和困扰着我们的负面情
绪和经历。过程中，勾起了我们的回忆，历历现前，重
现在眼前，仿佛回到了从前。我们流泪，呐喊，激动，
抽搐。。。心中的煎熬比想象中的更剧烈和难奈无助。
经过这一串的过程后，让负面的情绪从深渊中找到了出
口，感觉到心中比较舒畅了不少，缓缓释怀，这只是一
个起点，让我们调整心情，从自责，愧疚，失败中吸取
教训，改善和矫正心态，为建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跨出一
大步！

课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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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您的练功场负责人报名！

课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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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名 :瓜拉双溪巴鲁
英文名 :  Kuala Sungai Baru , Melaka
州属 :马六甲
练功时间 : 5:30am
教新人 :星期日
Google Location： https://goo.gl/maps/aphNy2sTh8G2

负责人：锺金华 012-7773298

暂名 :甲洞武吉马鲁里花园
英文名 :  Taman Bukit Maluri, Kepong
州属 :吉隆坡
练功时间 : 6:00am
教新人 : 星期六日
Google Location： https://goo.gl/maps/ciYvRx1kwdS2

负责人:黄诗凌 012-290 6266

暂名 :海峡码头
英文名 : Straits Quay, Penang
州属 :槟城州
练功时间 : 5:30am
教新人 :星期六日
Google Location：https://goo.gl/maps/x2SE6wYKG1F2

负责人:广美玲 012-429 7813

暂名 : 麻坡巴口新村
英文名 : Bukit Bakri Recreation Park , Muar
州属 : 柔佛州
练功时间 : 5:30am
教新人 : 星期六
Google Location：https://goo.gl/maps/iLyHdwJVtL52

负责人: Edwin Chong 017-710 6537

暂名 :承恩花园练功场
英文名 : Seng Goon Garden Park 
州属 :砂拉越州
练功时间 : 5:30am
教新人 : 星期日
Google Location： https://goo.gl/maps/h7asvmziH2Q2

负责人:陈如卿 016-886 9619 

全马临时练功点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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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州 练功场名字简称 Account 现任负责人 Phone

1 柔佛州 新山默迪卡独立公园 05J TAMAN MERDEKA, JOHOR BAHRU 郑慧珠 +60(1)77382175

2 柔佛州 新山开屏山庄 08J PELANGI INDAH, JOHOR BAHRU 陈清吉 +60(1)67454363

3 柔佛州 新山柏霖公园 09J TAMAN PERLING, JOHOR BAHRU 何慧貞 +60(1)27737298

4 柔佛州 新山丽宁镇城市公园 11J MUTIARA RINI, JOHOR BAHRU 郑美凤 +60(1)27092410

5 柔佛州 新山艺达园公园 17J ADDA HEIGHTS, JOHOR BAHRU 谢凤娇 +60(1)67109262

6 柔佛州 古来阳光广场 31J CAHAYA KULAI 曾耀生 +60(1)97702837

7 柔佛州 吗晒至達城 42J SERI ALAM MASAI 陈生发 +60(1)67584678

8 柔佛州 麻坡黄金海岸 54J TANJUNG EMAS, MUAR 祝家方 +60(16)9863358

9 柔佛州 峇株巴辖莲花池 58J TMN REKREASI TASIK Y, BATU PAHAT 邓雁镅 +60(1)97231580

10 霹雳州 怡保巴占YSIS 06A YSIS BERCHAM, IPOH 暂无活动

11 霹雳州 怡保马球公园 35A POLO GROUND, IPOH 谢美萍 +60(1)120325940

12 霹雳州 怡宝翠林生态公园 53A BOTANI ECO PARK, IPOH 纪木珍 +60(1)73363813

13 霹雳州 江沙河畔公园 59A TMN REKREASI, KUALA KANGSAR 黄连枝 +60(1)75702111

14 吉隆坡 吉隆坡武吉加里尔公园 25W BUKIT JALIL RECREATION PARK, KUALA LUMPUR 畢接絲 +60(1)93186232

15 吉隆坡 吉隆坡 TTDI 公园 40W TTDI PARK, KUALA LUMPUR 张艾慧 +60(1)93293251

16 吉隆坡 蕉賴旧街场公园 61W TMN PUDU ULU, CHERAS 杨弨南 +60(1)23111520

17 吉打州 兰卡威,中华学校 01K SJKC CHUNG HWA, LANGKAWI 伍坚安 +60(1)24801926

18 吉打州 亚罗士打广场 02K ALOR SETAR MALL 陈丽君 +60(1)25339172

19 吉打州 日得拉幸福园 03K TAMAN BAHAGIA, JITRA 周路斯 +60(1)24477563

20 吉打州 樟伦育民华小 04K SJKC YIT MIN, CHANGLUN 苏玲花 +60(1)64466179

21 吉打州 兰卡威老鹰广场 14K DATANG LANG, LANGKAWI 石良福 +60(1)24470406

22 吉打州 巴东昔拉培民华小 15K PDN SERAI KEDAH 暂无活动

23 吉打州 亚罗士打跑马场 16K TAMAN GOLF, ALOR SETAR 郭金明 +60(1)24802589

23 吉打州 甲板南明小学 18K SJKC LAM MIN, KERPAN 周金风 +60(1)24778740

25 吉打州 日得拉，K.H.U 28K KOLEJ HEIGHTS UTARA, JITRA 黄锦鸾 +60(1)94748497

26 吉打州 亚罗士打万群园 30K TMN SAGA A.SETAR 周月美 +60(1)24309371

27 吉打州 亚罗士打蔗芭路 46K PEREMBA, ALOR SETAR 黄兆源 +60(1)24536922

28 玻璃市 加央珍珠园 10R TAMAN MUTIARA, KANGAR 谭新昌 +60(1)25679699

29 玻璃市 加央河边跑道 12R DENAI LARIAN TEPI SUNGAI, KANGAR 谭新昌 +60(1)2567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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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玻璃市 亚娄新路 32R PAUH PERLIS 林协留 +60(1)89663137

32 槟城 北海美宝园 13P TAMAN MERBAU, BUTTERWOR 黄丽娟 +60(1)24770993

33 槟城 大山脚绍佳娜花园 34P SAUJANA PERMAI, BUKIT MERTAJAM 刘馨荔 +60(1)24821223

34 槟城 槟城新港 37P SG ARA PENANG 陈丽华 +60(1)24985210

35 雪兰莪 莎亚南 KGSAAS 07B KGSAAS, SHAH ALAM 李秋华 +60(1)62121833

36 雪兰莪 莎亚南实达生态公园 19B SETIA ECO PARK, SHAH ALAM 成玉湘 +60(1)22102562

37 雪兰莪 梳邦再也USJ11 20B USJ11, SUBANG JAYA 曾国良 +60(1)93831552

38 雪兰莪 巴生哥打拉惹体育场 23B STADIUM KOTA RAJA, KLANG 古丽珍 +60(1)62889923

39 雪兰莪 莎亚南哥打哥文宁湖边公园 24B KOTA KEMUNING LAKESIDE PARK, SHAH ALAM 陈守杰 +60(1)95619999

40 雪兰莪 蒲种宏愿公园 41B WAWASAN RECREATION PARK, PUCHONG 陈春梅 +60(1)93373052

41 雪兰莪 梳邦再也SS18 51B SS18 SUBANG JAYA 郑彩萍 +60(1)22008599

42 雪兰莪 梳邦市布特拉英达 52B PUTRA  INDAH@PUTRA HEIGHTS, SUBANG 刘美英 +60(1)23303017

43 雪兰莪 巴生班达马兰体育场 55B KOMPLEKS SUKAN PANDAMARAN, KLANG 邱丽珠 +60(1)23755566

馬來西亞練功場列表 14.03.2019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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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