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炁炁 炁: 就是宇宙生命能量。

炁: ... 重获健康的治疗能量。

炁: ... 能够丰盛你的人生的强大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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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WELCOME! 
To the wonderful world of Cosmique Therapy.

to experience
to master
the cosmique energy

within 3 days
with your own hand

炁学
教你在三天里，
用双手掌握到这丰盛的炁能量，並收放自如。
所以叫作炁掌疗。
从此，你可以用来改善自身的不适

更可以以从双掌去治疗好你至爱的家人，

就如同家里有了一位24小时的家庭医生。

同时，以感恩的心，

把双手间这治疗能量在人与人之间传送循环。

自愈愈人, 快乐养生。

为己也为人去病拔苦的同时，也在植福，种福再造福。

你会发现很快的。

许多助缘，自动迎你而来。

越感恩，越富足.

感恩的心，是丰富能量的来源。

to experience
to master
the cosmique energy

within 3 days
with your own hand

七月炁寻根，太匆匆了。从相见欢的拥抱。亲切寒暄，欢欣的嘻哈，温馨问候，
庄严肃穆，感恩无限，金光灿烂。。。最终在声声互道珍重告别声中写下休此
符。临别秋波，许多炁学人都告诉我们说“真的幸好我有来过”都说了，不会
让大家失望的。

虽然面对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及猖獗赫人的H1N1流感的双重冲击，不过这並没阻
止炁学人远付一场能量震撼之旅的决心。200余名炁学人在七星炁轮澎湃的超能
量磁场中震荡迂回，提升生命力，健康再造，吉祥如愿。更自金光熠熠的财富
频率磁场中给自己，美好生活播下种子。老师送给大家的金垫可要好好珍惜了。

真的太感恩大家于寻根期间对频道的关怀与厚爱，你们的热心赞助。我们会铭
记于心。

寻根是绝对的欢乐磁场。其实不管到哪里有炁学人在就有欢笑。炁学人崇尚快
乐养生别呵。欢笑却也是一门养生秘诀。即不花费又可免去艰辛的苦练，效果
却斐然。医学家们已经证实。发自内在真心的笑能降低血压，促进食欲，加速
血液流动，改善血液循环。开怀畅笑能消化热量，减肥可期。全身舒畅，当然
欢笑在心理方面可调节大脑神经功能。解除疲劳。烦恼。安的情绪。。。。。。
等等。当然发自内心的笑肯定益已益人。但是如果你不想笑可千万别强颜假笑。
这让人觉得恶心，想吐。

“炁除流感”上期刊载后获得全马各地炁学人的热烈响应。然而导师也意识到
外边还没有机会认识炁学掌疗的民众是绝对不可忽略的一群。她融汇太极拳，
易筋经及在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基础上编修出一套强心健肺提升免疫力及人人可
学的炁韻動，助大家抗拒H1N1流感。那就从炁学人开始，带领家人亲戚朋友每
日勤习炁韻動，让全民动起来。遏止流感持续扩散。我们相信静态的炁除流感
与动感的炁韻動相互协调，均衡配合必定在抗拒流感上成就更大的功效。

参加过炁寻根的炁学人应该还记得吉隆坡的沈秀明师姐在5周年晚宴上向大家许
诺把炁掌疗宏扬到北京。老师说的“有愿就有力”炁学种福之旅驿站（一）北
京将于10月22日成行，为期9天。开课日期是10月24及25两天。谢谢秀明师姐的
热心推动，想协助导师在各地撇下善的种子，广种福田及一起开心旅游的炁学
人可联系总部。

除了10月北京种福旅行外，来年6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炁感满满的亚庇神山采炁
之旅，让大自然的能量着陆，住满你心灵深处。炁学人或非炁学人都欢迎一起
来远赴神山探索。当然或许你与寻根擦肩而过，留有一丝遗憾。那就快些捕捉
住这一刻开始神山大自然的呼吸吧！

人家说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佳节到了，浓郁东方文化色彩的月饼飘香，这人
月两团圆的大好日子你是否仍在外奔波呢？回家吧，回去与家人团聚，话话家
常送上关爱。乐融融同欢共庆中秋。圆又满，吉吉祥祥。记得告诉家人是庆中
秋而不是逐渐变了调的月饼节。守住一丝传统气息吧！对了，千万别想把农历8
月15注册专利成月饼节。

祝福大家 、月满家圆。

圆满吉祥！  张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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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炁轮

说炁学

师情话意

炁韻動
全民动起来抗除流感

H1N1 流感疗愈篇

7月炁寻根

访师

财富频率

授吉  加能  七星炁轮

炁学5周年盛宴

Level 5 的期待

2010 神山采炁之旅

炁轮–身体能量中心 

能量站–欢乐磁场

炁文化探索
炁远距离疗法 DH

炁学人的故事–炁威力

金光磁场体验

金光磁场
–净化家居分享

金光磁场开课流程

炁学掌疗开课流程

知讯台

感恩炁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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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情话意

寻根之旅之前，我闭关七天。

这七天是让宇宙之炁涌入我每一个细胞，
灌注我每一个能量体层，作最空我的摄收，
作最空宁的蓄积：蓄积能量。

养炁蓄锐，这七天温润的滋养，为了在
7月25号下午给我来自国内国外各地的炁
学孩子们授吉。

于当天5.07pm的那场神圣，庄严的七星炁
轮里，我就把这我所能给予的最珍贵，而
无价的礼物奉献给这两，三百位专程而来
的炁学人。。。

我深信在场的孩子们今生都不会忘

记那场能量的震撼。

1 养炁蓄锐
浩浩荡荡的寻根之旅之后，辉煌的灿烂回
归到清宁，平静。。。

第一件事要做的，由古晋飞回我的故乡，
吉兰丹州，追寻我本来的根：
balik kampung看我的妈妈。

92岁的母亲，有我最深的牵挂，最纯的依
恋。对她，我有深深的愧疚。远嫁多年，
尤其近几年来国内国外旅行传播炁的治世
能量，我只能在尽可能的情形下，专程赶
回去三两天。。。我无限珍惜和妈妈在一
起的每分每秒。

妈妈，是你，我，他每个人的生命
来源啊。。。

2 生命的来源

从吉兰丹回来，就马上开始另一段较长的静修
—闭关了。

这次闭关21天。

让自己静下来，沉淀下来。。。

平常的日子，不断地进行引炁治疗，旅行教学，
心理辅导，甚至在赞美，敬爱的掌声中，悄悄
提醒内在的谦卑。。。大多数的时间，我的能
量都自然的让它像太阳光一样向外发射。。。

而现在，静下来，just relax，让所有内在与外围
的能量转成清泉，化为清流，悄悄然流经，洗
涤，荡漾在“我”。。。

彻底的净化，云淡风轻。

然后回归到内在的中心，回到当下。

就让自己存在于当下。。。
在“当下”而已，任由宇宙之炁圣洁清
明的炁能量渗透，充满，涌入。
在那几天完全的空宁当中，当我闭上眼
睛，感觉宇宙就是我，我就是宇宙。。。
你也可以，只要存在于当下。

4 回归中心

我知道，许多同学对老师的闭关很好奇。
1. 哦！我不是坐在山洞里入定，还要把洞门封上，七七四十九天后才石破天惊爆 
 石飞出来哦！那是武侠小说的情节。。。
2. 我每年最少两次闭长关，大多数是农历七月及十二月，各闭一个月，其他时间 
 三五天闭关时常有之。多数选择海边，山上的静居，但这次第一次决定就在 
 古晋闭关。
3. 老师，你闭关需要吃饭的吗？
  有阿，老师还没练到单单吸收“日月精华”就饱了。
4．吃素吗？
 闭关期间，吃纯素+水果，平时，我不执着于“素”或“荤”。
 我从五岁开始，自动再也不能接受半丝的肉，到现在为止，几十年来我任何鸡 
 鸭牛羊猪肉完全不动。
 我只吃各类蔬菜，但我爱吃鱼啊！

 我不敢说修持不杀生，因为植物蔬菜也有生命，唯一我所能做的，
只能说愧疚以它们来维持我的生命。我只能尽可能以此生命体去做出
有意义，利益众生的行为吧！OK？满意老师的分享了吗？

3 怎样闭关？

这21天的静修里，前面七天是涤净；后面七天是饱满的Recharge充电。
中间的七天是搜寻/接受宇宙的讯息。

我的闭关不是追求入定三年，练到自己可以凌空飞起，或闪闪发亮，
不，那非我所愿。

炁学的道路上，贴近人间越多疾苦，越是不忍，而这次收到宇宙的主要讯息：
应该说关于人类生命的最紧急讯息：

细菌，病毒的能量方兴未艾！
再Focus一点：小心！H1N1！

炁学人你好幸福，请你好好运用那一套“炁除流感”。那是给你心肺最珍贵
的免疫堡垒，快快去温习炁学频道第二季Pg4—Pg6。

但是炁学人的家人，朋友，朋友的朋友，及全人类，还没认识到炁学的朋友们，

我在出关之后，决定马上奉献给全人类我研究，整理，编撰已久的炁韻動！

5 上宇宙search

“救灾救人刻不容缓请你协助我，
       马上把这救命炁韻動传扬出去吧!”
“救灾救人刻不容缓请你协助我，
       马上把这救命炁韻動传扬出去吧!”
                   -蔡宝珠 6/9/2009 | 10:10pm-



老师的叮咛：
A. 炁学人，请马上练炁韻動。作为晨运，或养炁法过后用以活络筋骨。

B. 积极带动你的家人：父母，夫妻，兄弟，子孙在家里一起动起来。炁韻動也同时会是一个 
 更巩固你家庭结构的桥梁。

C. 请把这炁韻動这几页复印出来和朋友分享，鼓励他们马上站起来和你一起“炁韻動”的同时， 
 请他们再复印而广为流通出去。功德无量。

D. 在公园练功，散步或跑步时，把这份“福音”分发给正在做运动的人，带动他们当场马上 

 “炁韻動”。请所有爱运动和练功的人都把这个这么简单的“炁韻動”作为全民Exercise
 之前的热身运动。

图C

自然甩下，就此自然甩动，
算1至100下(约2分钟)

图A

三个深呼吸后，
放轻松，两脚与肩同宽

图D 图E 图F

图D+图E+图F:
*甩101至200时，两膝稍蹲下1吋，双手连续甩动(2分钟)
*甩201至300时，两膝再蹲下1吋，双手连续甩动(2分钟)
*甩301至400时，两膝升高1吋，双手连续甩动(2分钟)

图I

图G+图H
*甩401至500时，两脚回复站直
 两手如图G与图H (总共10分钟完毕)

结束,两手交叉搓热
胸肩处50下，再三
个深呼吸，收功

图H图G

图B
两手往前抬起，
抬到与肩同高

炁韻動练好后，最好漫步50步，才坐下来休息，喝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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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照下页的动作图解，站起来，
现在马上做！

1. 健康者，练一套只需十分钟。
 强化心肺、免疫，预防受到病毒侵袭。

2. 轻微感冒不适者，连续练两套，
 一天最少两回，帮助迅速改善。

3. 出现重感冒现象或证实感染H1N1， 
 除了第一时间就医以外，请尽量支 
 持着站起来，坚持做炁韻動最少两套， 
 （没法站立，则坐在椅子上练一套 
 也 行。）可有效即时代谢掉肺部
 的病毒，而较快脱离危险。

对抗H1N1流感 

 
     把你免疫的卫兵给动起来!

请上炁学官方网站，Youtube，有蔡老师亲自示范的
炁韻動录影。她也将安排在各地区能量站带动炁学人

与当地广大民众一起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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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al

马六甲谊贞师姐的女儿在前两周，
开始严重发烧，这个小女儿原本有气
喘的，但在谊贞师姐加入炁学之后，
时常为他引炁，已经该善许多年，没
再发作了，然而这次小女儿却在疑似
感染到H1N1的同时，疑似肺部感染
又引发了气喘。

当时谊贞师姐紧急的带着女儿到医院
去，先是吸了气喘药，然而这次与之
前都不同的是，这次情况严重到连吸
了两次都还不能缓和下来，而谊贞师
姐又不希望医生为她女儿打针……，
可是女儿其他的症状（发烧、伤风、
喉咙痛、气喘严重发作、呼吸非常困
难）几乎可以确定九成是H1N1，那
是个周末夜里，要等检验报告出来都
要再多一个礼拜，于是看到这么严重
情 况 之 下 ， 医 生 直 接 开 给 他 服 用
H1N1的药物－Tamiflu。

然 而 谊 贞 师 姐 在 很 多 报 导 中 读 到
tamiflu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精神错乱、
呕吐…等。但想到老师也时常告诉我
们生病第一时间是马上就医，再以炁
学辅助。他心中非常彷徨……. 想想
不如先不要服用tamiflu，就等待检验
报告出来，再做决定，这段时间内，
谊贞师姐就决定先以炁学为他引炁治疗。

回家后，谊贞师姐先以白彩光为他顺
气，再使用绿彩与蓝彩接连为肺部＋

喉轮引炁，并抓炁，之后他特别还加
上老师在课堂上有教授过如何快速退
烧的方法－拍打手掌及脚掌心各一百
下。

谊贞师姐一连帮女儿每天引炁三次，
一有症状就引炁，谊贞师姐说道「在
拍打手、脚掌心两次过后，女儿很快
的就退烧了！」每天不辞辛劳的为他
引炁，很快的状况稳定了许多，谊贞
师姐讲说，他还特别让女儿睡在锦垫
上。（这是在SARAWAK学财富频率
时，老师送给大家的礼物）很快的，
第四天，女儿的状况好了九成，第五
天就可以去上学了，一家人心也才放
下来了。

谊贞师姐形容这次幸好有蔡宝珠老师
教导的炁学，让我能及早开始帮女儿
做引炁治疗，能够让女儿快速复元，
我真的很感谢蔡宝珠老师，让我们在
生活中总是随时能应对突如其来的病
痛。谊贞师姐还说：「对老师的感谢
是不尽的，因为有缘遇见炁学，只要
每天保持养气及勤练彩光疗法，每次
出手引炁都会是我们的见证。」

彩虹光疗

      治愈危急重感冒的小女儿
疑似H1N1的女儿

医师已经强烈建议开始服用抗H1N1药物

但选择相信炁学的谊贞师姐

以炁学帮女儿战胜病魔

腋淋巴结腋淋巴结

腹股沟巴结腹股沟巴结

 H1N1病毒的散播神速，可以说已失控。

 炁学人也有些受到感染，大多都在几天内痊愈。

 有一些炁学人的家人确诊为H1N1，可以说以炁学救
回了命。其中有两个个案，我们在后页登出来与大家分享。
坦白说，也有一位师姐的母亲病情太严重，而往生。。。

 炁韻動是蔡宝珠老师根据她二十年精研太极拳的体证，
及达摩易筋经的精髓，然后考量最贴切现代人的生活
节奏，经过整理，改良，而编修出来的。

 第一特点：简单

 第二特点：效果快速

 请看此人体图。清楚显示我们身上免疫系统的淋巴组
织多集中在两腋部及两胯的腹股沟。所以炁韻動用双手
举平，前后甩动的重复动作会非常有节奏的活化这些淋
巴细胞，并同时运动肺活量（流感最严重侵袭的肺部及
呼吸系统），给予双肺很好的内脏按摩。

 炁韻動并非只有抗流感的作用。

 有些有消化不良，肠胃滞胀的人，可能开始甩二，
三百下，就发现开始嗝气，甚至排气，而舒服很多。

 肩颈酸痛，脊椎问题，关节老化，或失眠，便秘，
等等情形，每天坚持炁韻動，你会看到很大的改善。

 炁韻動和三四十年前曾经流行过一阵子的“甩手运动”
有点相似。可能你小时候有看过你的爷爷奶奶也在甩。
对！有点类似。

 蔡老师感觉甩手运动确实非常好，但没有好好的推广，
没受到重视。而他也觉得单单甩手只刺激上半身的运动
并不够完善。而炁韻動逐渐稍微下蹲的动作就可以就可
以进一步练习到胯部的免疫堡垒，而且可逐渐加强脚力。

 在这个全民抗流感的时刻，蔡老师慈悲的善心，决定
把炁韻動给予最全面的推广，引起大家的重视，并以
最快的速度把这造福人群的运动把全马来西亚给动起来。

 谢谢你把这几页讯息多多复印流通，你可能就此救了
一个人的生命。

 请大家告诉大家。

 圆满吉祥！

篇战胜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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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体图节录自托尼   史密斯 | 人体, pg. 124 & 125此人体图节录自托尼   史密斯 | 人体, pg. 124 & 125

【陈谊贞师姐与先生李瑱迒师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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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感染到H1N1 

在蔡老师远距疗法下 很快出院了

微笑，

就是让心灵的白合

在脸上绽放。

但她知道这是个紧张的关键时刻，必须要保持冷静，便紧
跟着老师做远距疗法的时间，也同时间依照老师的吩咐为
女儿引炁治疗…就这样，当天晚上，「我的女儿马上就
退烧了！」「真的万分感恩蔡老师，我知道我女儿已经
是非常危急了，随时可能会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还好有
蔡老师及时DH帮我女儿远距治疗，我的女儿才能顺间脱
离险境。」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连续一天三次的彩虹疗法、绿彩与爆
破负能量，小女儿复元情形与速度非常快。第五天就马上
出院，佳纹师姐说：「这都是感恩蔡宝珠老师及时的帮忙。」
他回忆起当时也笑说，当时一跟老师讲到话的时候，不知
道为什么就一点也不担心了，可能是因为知道有老师在，
一切都会没事吧！

H1N1流感蔓延期间

全球各地许多不幸感染而隔离 病逝的人数依旧上升中

然而这个幸运的小女儿

在蔡老师的远距疗法(DH)之下

比一般常人恢复期还快的速度

退烧、康复

这个担心的妈妈 心安了

「蔡老师，真谢谢你！」

H1N1流感蔓延期间

全球各地许多不幸感染而隔离 病逝的人数依旧上升中

然而这个幸运的小女儿

在蔡老师的远距疗法(DH)之下

比一般常人恢复期还快的速度

退烧、康复

这个担心的妈妈 心安了

「蔡老师，真谢谢你！」

共体时间，炁学人更该首当其冲保护我们的家园

面临A(H1N1)型流感期间，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努力防范疫情扩散的同时，罹患
人数与病逝人数还是慢慢的在上升中，而且也有炁学人的子女里发生感染的情
形。其中一位小孩，他近期内都未曾与外界来往，但他却是确定的病例之一，
很明显的，这细菌已存在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在家或出外也都有可能受到感
染，所以此时我们的自身抵抗力决定了许多危险机会不会发生的可能。

这两个孩子很幸运，父母亲都是炁学人，都能在炁能量的防御下比常人更快脱
离险境，然而这每分每秒过去的同时，全球各个国家依旧还有许多人遭受到感
染或是因为H1N1而丧生，所以这更是我们国民应该发现危机一起共同对抗流
感的重要时刻。蔡宝珠老师特此想要向全世界所有的炁学人呼吁，这个全世界
所一同面临的危险不容小觑，这条警报线依旧还没放下。

「我们身为炁学人，是与常人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炁能量的保护，所以在这个
共体时间，大家更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发挥慈悲精神，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
国家，尽一份力。」

蔡宝珠老师特此起身呼吁所有能量站之炁学志工，应该以同理心发挥慈悲精神，
勤为自己及身边亲友做「炁除流感」（请参照Cosmique Channel 2），并在能量
站运作时间起，为所有到访者也加做「炁除流感」五分钟。保护自己与身边的
亲友，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炁能量，是与众非凡的，很有可能我们在一次不经意
的为有缘人引炁，就因此帮助了一个可能即将受到感染的朋友。这是属于全体
国民我们一起要共度的时刻，我们更该以‘炁能量’发挥我们的慈悲善心，将
炁学散播到各个角落。

大概发生在八月，于吉隆坡佳纹师姐
的女儿昕格开始高烧不退，带女儿去
看医生，医生曾帮他检查是否有A型
流感，结果是呈阴性（negative）的，
所以医生就先给了普通的感冒发烧药
让他回家休息，当时，佳纹师姐也就
以为没事了。

大概再过了四、五天，女儿又开始发
烧了，再送医，医生又怀疑是骨痛热
症，开给了她骨痛热症的药。可怜的
两岁小孩，吃了各种各样的退烧药，
结果又再过了四、五天后，再度发高
烧，这次佳纹师姐真的很担心了，一
直退不下去的体温，让他心里急得不
知如何是好，再次求医后，确认是
H1N1。医生马上请佳纹师姐紧急把
女儿送去另外一间医院，并且也请

佳纹师姐一同隔离。

在转院的路上，心急的佳纹师姐，马
上SMS给蔡宝珠老师，当时蔡宝珠老
师还在闭关期间，已经静修了两个多
星期，完全没接电话，但是刚好在休
息时，见到这通简讯，见事态非常危
急，就马上拨电佳纹师姐，详细教导
他要如何用彩虹光为昕格做深切的引
炁治疗。

并且再30分钟后，身在古晋的蔡老师，
将为小小昕格发送出治疗光，亲自为
他做远距疗法。佳纹师姐说，当晚一
进院时，他与小孩两人都马上就送去
紧急病房隔离，心里非常担心、紧张
又害怕，「幸好有及时联络到蔡老师，
慌乱的心有先安定了一半」 

Testimonial
篇战胜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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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频率
25.7.2009

7.30pm-10.30pm
古晋Grand Margherita Hotel

寻根之旅Day 2

 每位参与者都有四个“金基”+ 一个“金矿”。
蔡老师教大家回去以后如何启动能量转移的奥
妙。

 每个月里的初十六到初二十二，连续发射七天。
好多位较常出远门的同学都说回去后要重新调
整他们的旅行流程，在那七天里尽量留在家里
好练功。。。

 蔡老师送给大家的无价之宝：锦垫（图A）。
坐在这锦垫上发射“财富频率”，是一个能量
的旋涡中心点，感觉特殊而强烈。

 • 已有师兄姐在分享他们以这片锦垫来养炁， 
   更容易入静及放空。

 • 也有位师姐把她病重的孩子睡在这片锦垫 
   上，才为她引炁，三天就完全痊愈了。

 • 以锦垫练功越久，就越形成保护你的个人 
   炁场。炁学人，珍而惜之吧！

 净化爱车以后出远门或走夜路就不会害怕了。

图A

 从一年前开始筹备，消息一发出，就碰上不景
气，又出现A型流感。。。虽有一点点担心，但还
是决定进行。因为对宇宙之炁，对黄道十二宫的
运行动数有点信心。
 果然，总出席人数也达将近三百人。
 人数不少不代表我们的喜悦。
非常非常开心的是看到这四天里，所有出席者那
种全情的投入，全心的感恩，全意的孺慕，及尽
情的享受所有的Functions那强烈的欢乐共振。。。
 你若是经过的路人，我相信你也会被这强大的 
“欢乐磁场”给感染了。。。

23-26.7.09, 第二届全球
炁学人“寻根之旅”成功
的，圆满地办好了！

23-26.7.09, 第二届全球
炁学人“寻根之旅”成功
的，圆满地办好了！

 这四天三夜的旅程里，从下机接受献花—
温馨呵—访师加能—酒店作花浴—五周年晚宴
好多师兄姐都说他们每年出席几十个晚宴，但
没有一场玩得这么开心过。甚至有师姐告诉我
们说玩得太兴奋了，当晚竟睡不着--观光旅游，
尤其是第三天的七星炁轮的震撼，和收获丰硕
的“财富频率”。。。
 好多好多的师兄姐都好庆幸：“还好我有来！”
 我们从在送行当天，老师和大家拥抱，握
别时看见大家眼中的意犹未足。。。
 我们绝对相信，“寻根”的每一幕高潮都
将永远鲜明的长留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到今天，写这篇稿时，已过去一个半月了。
但我们听说各地能量站的同学还在继续很兴奋
的津津乐道。
 承办“寻根之旅”交通，住宿及观光部分
的古晋旅行社谢老板在活动结束后两三天，打
电话来说他那几天与炁学人同进同出（他本身
是老板，从来不需亲自出来接待的，这次他是
陶醉在我们的欢乐磁场里吧。），现在静下来，
“我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很空虚的感觉。”
 第二天特地来和我们喝茶，你知道吗？
 他告诉我们，他接触过不知多少各国民族，
各种团队或组织，但没有见过任何一队像炁学
人这么友善，这么包容，这么纯真，幽默的品
格。“炁学人的素质不凡。”他说。 
 炁学人，我们以你为荣！！！
 我们也知道，这三百出席者以外，还有很
多很多人没到心早已来到了的同学。
 蔡老师说，收到你们的心了！
 没关系，2011年再见！
 圆满吉祥

张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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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们爱你！！】

【摄于机场。一下机就收到七色花，今晚就可作花浴了。】【摄于机场。一下机就收到七色花，今晚就可作花浴了。】

【访师时接受音波的震荡加能。】【访师时接受音波的震荡加能。】



【感恩眉心轮，感恩松果腺的正常分泌...】

【授吉不是上课    

         是蔡老师灌授于大家吉祥圆满的能量】
【4.30pm 隆重的迎师:

六位綵女在前，
五十位炁学人在后，

肃穆的仪仗队迎接老师
进入七星轮】

【七星炁轮的“佈场”由Tony助教带同十位师兄们由早上九点正
    进行到下午三点半才形成。炁轮的六个角度都严格依照蔡老师
    的设定。对准六个吉祥的磁向，佈场完毕即可封闭现场大门。
    不允许任何人入内张望。
★蔡老师挑定六位“綵女”，並亲自指导他们在炁轮的六个磁角
    转动空宁的吉祥钵: 左一：陈明君 ( 槟城 )左二：李慧嫔 ( 槟城 )
    左三：许之馨 ( 亚庇 )右一：陈丰 ( 槟城 ) 右二：NICOLE ( 吉隆坡 )
    右三：温掀岚 ( 斗湖 )】 3 143 13

【庄严，稳重，炁场完全内敛.】

七星炁轮  授吉  加能
25.07.2009
5.00pm
Hotel Grand Margherita | 古晋“寻根之旅”Day 2

【蔡老师在台上以双掌举起全场炁的震波。台下同学们举起双掌感应，

在方圆八十至一百尺内，都接收到她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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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湖张先平师兄献唱】

【槟城能量站呈现“青春排舞”】
【全场宾客被卡达山舞的节奏给动起来，热闹劲爆】

【芙蓉张亿珠师姐献唱
“不见不散”】

【把晚宴的欢腾引爆的草裙舞
（From KK）】

炁学五周年盛宴
24.7.2009
7.30pm
古晋三川楼

 盛会主宾：砂拉越州第二财长兼公共卫生环境部 
  长拿督斯里黄顺舸。他在晚宴开幕致 
  词中道出本身上个月严重感冒十多天， 
  服药都不见改善，后经蔡老师为他引 
  炁后，鼻子马上通了。

 周年就等于做生日。蔡老师吁请大家从今天起在 
 自己生日当天不要忘记向妈妈感恩赋予我们这生 
 命体。

 炁学5岁多，饮水思源，晚会开席前老师带领全场 
 以手诀遥向她的恩师献上祝福及无尽的感恩— 
 感恩我们的传承。 

【五周年晚宴主宾拿督斯里黄顺舸也上台共舞】

【炁学5岁了】

【传灯—把炁学的火把传给每个能量站
站长，各位站长们任重道远啊。。】

See you again  2011再见...
下一届“寻根之旅”将会更精彩。We Promise!

【KL师兄姐们合唱】

来揭开这最无上的奥秘来揭开这最无上的奥秘
LEVEL 5

如是
你已见证过DH的强效
你已体验过睡光法的威力
你已感受过靓丽光及彩虹光疗的恩惠

那这 LEVEL 5绝对是你的期待！

LEVEL 5开课日期及时间

13/3 | 星期六 : 6:30pm-10:30pm
14/3 | 星期日 : 11am-1pm, 2pm-4pm

Pulau Penang 槟城 | 13-14.3.2010

20/3 | 星期六 : 6:30pm-10:30pm
21/3| 星期日 : 11am-1pm, 2pm-4pm

10/4 | 星期六 : 6:30pm-10:30pm
11/4 | 星期日 : 11am-1pm, 2pm-4pm

17/4 | 星期六 : 6:30pm-10:30pm
18/4 | 星期日 : 11am-1pm, 2pm-4pm

Melaka 马六甲 | 17-18.4.2010

06/3 | 星期六 : 6:30pm-10:30pm
07/3 | 星期日 : 11am-1pm, 2pm-4pm

Johor Bharu 新山 | 6-7.3.2010

Kulau Lumpur 吉隆坡 | 20-21.3.2010 Tawau 斗湖 | 10-11.4.2010

请先以短讯（SMS）预定名额
名字 SPACE 地区 SPACE 开课日期 SEND TO 转发至 ：012 889 3779 或
直接联系炁学咨询专线：019 9866599 (CHONG) 或 012 8879989 (ERICA) 或
082 233055 (CHONG)  遇到炁学 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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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神山 
感受亚洲第一高峰－神山的 灵性讯息场 

在蔡老师的语言引导中，让 自己完全放松，与宇宙万物 结合

采撷神山大自然的能量: 炁 

接受宇宙的讯息

在接受来自天地之间的伟大 震撼之中

感受『宁静』的真实明心境 界

开展心胸 消除一切负面繁杂思绪 　摆脱所有内外 压力

在这片大自然的生命智慧之 中　身心放松、放空

与宇宙大能共趋一体　

回归智慧, 清明。

亚庇Tanjon Aru Beach万丈金光
傍晚时分, 万丈金光的 Tanjon Aru 海滩，将在一片金 黄光照射之中蔡老师引领

你，吸收太阳的金光，反射在自己的磁场上，今后你的金光磁场更加有

power! 

请先以短讯预定名额＂名字／地区／配套＂至 012 8893 779, 或
直接联系炁学咨询专线: Chong 019 8866 599, Erica 012 8879 989, 
Chong 082 233055

浩然神山 
感受亚洲第一高峰－神山的 灵性讯息场 

在蔡老师的语言引导中，让 自己完全放松，与宇宙万物 结合

采撷神山大自然的能量: 炁 

接受宇宙的讯息

在接受来自天地之间的伟大 震撼之中

感受『宁静』的真实明心境 界

开展心胸 消除一切负面繁杂思绪 　摆脱所有内外 压力

在这片大自然的生命智慧之 中　身心放松、放空

与宇宙大能共趋一体　

回归智慧, 清明。

亚庇Tanjon Aru Beach万丈金光
傍晚时分, 万丈金光的 Tanjon Aru 海滩，将在一片金 黄光照射之中蔡老师引领

你，吸收太阳的金光，反射在自己的磁场上，今后你的金光磁场更加有

power! 

是时候远离尘嚣，让心灵深呼吸… 

这次, 蔡宝珠老师带你到 Sabah, Kota Kinablau 神山
原始能量场，与静谧的大自然互动。

神山采 之旅 神山采 之旅 
2010年6月17-20日 |  Kota Kinabalu 

采撷温暖的熤熤金光给予磁场震荡禅
万丈金光 
      动中之

晚间欢乐 无限的动感
party!

2010神山采炁之旅正式启航，只限150名额，
你绝对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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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分析师张博寅直击

       炁轮—身体的能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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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寅 8-9-09

各位朋友，当您在阅读这篇文章时，表示
“炁学频道”已发行了第三期，而此人体炁场
彩光能量学的刊载也已进入了第三期。好！前
两刊我们基本了解了散布在我们外围的神秘能
量场，今期，我们将要分享的，将是我们人体
的能量中心—炁轮！

 我们都明白，好的能量场状况，除了外围
炁场色彩均匀且扎实之外，中心的七个炁轮同
时也得呈现明亮圆润的状况；但是往往，进入
日常琐碎事的处理时，我们的情绪在不知不觉
中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炁轮的正常运作。

 当炁轮处于良好状况下时，它呈现的是非常
明亮清晰，且边缘明显，圆润的样子。朋友们，
拿起你们之前拍过的炁场照，看看中心的各个炁
轮，有没有如此的状况？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很难有如此的状况出现：因为现今的社会有
太大的压力，太多的喧嚣。在生存的竞争之下，
大家无法多抽出时间正视体内炁轮的变化，导
致炁轮间能量的紊乱，炁场间黑斑满满，这些
都将成为衍生疾病的起源！

 大家或许会问：炁轮间的能量的稳定真
的那么重要吗？

 那让我来告诉大家，炁轮，到底如何
重要。。。

 许多古老文化都谈到人体内的能量会聚
点或力点，能量不但流经这些点，同时也会
进行转换。而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他们认为
人类身体建构所根据的原则，跟地球建构所
根据的原则一样：身体和地球都有轴线，南
北极的轴线与人类身体的脊椎相符；北极像
是人类的脑，南极则是脊椎的尾端。脊椎造
成了身体的平衡，沿着这个轴心，大部分的
神经点不止是对器官的运作功能有很重要的
影响，同时也是微妙的能量会聚交换中心，
能对心理和身体功能管理负起重责大任。

 而炁轮，就是这些微妙的能量转换点。
经由这些转换点，再将宇宙的，较高频率的
能量传送到肉体（我们的身体）中。这个生
命能量对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如果炁轮的能量

流被干扰，对应的内分泌腺体和所有被连接的
新陈代谢过程，都会变得不平衡，然后，一条
身心混乱的链子就会出现！

 而炁轮间能量的稳定，就是要确保这条能
量流通的轴线不受干扰！

 如此说明，可见炁轮间能量的稳定是何其
重要！炁学人们，了解过后，请您务必每天至
少练习一遍养炁法，因为它将能有效的饱满你
的能量场和能量流，让你天天都处于最佳的状
态，在人群中也显得格外的具备影响力！

 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人体内有七个炁轮，
但这七个神秘的炁轮，其定义又是什么呢？由
于篇幅关系，以下我们将一起来研究七个炁轮
的最基本：海底轮！

 海底轮位于人体的会阴穴，与炁学所述的
P7位置相同。海底轮与生命力（身体状况），

生命维持，生存有关（例如家庭，工作，事业，
财务等）。当一个人的海底轮是亮红，圆，
清晰的时候，显示他目前正处于一个极佳的
状态（不论在家庭，工作，事业或财务等），
他的生活都随着他的步调顺利进行，并且乐
在其中；若变得模糊，变动不已，则显示他
目前和生存相关的事正遭逢压力；此炁轮小，
浊，变动不已时，则显示引以为生的技能或
工作，财务等产生障碍。

 总括地说，当海底轮的能量和谐时，
表示生命力，活动力，辨别能力都很强，且
生活安定，（同时也有强烈性需求）；反之，
不和谐的海底轮能量有可能表示性方面的疾
病，了无生气的生活，幻觉丛生，强烈的自
我中心，以及严重的焦虑。

 感谢各位抽空阅读，下期将继续与大家
分享其他炁轮的定义！圆满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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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009 亚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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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 的一本大家健康杂志上写着
「三天上手，一生受用」，开启了谢庆峰
自愈愈人的出手助人道路。

庆峰师兄聊起自己认识炁学的心路历程说
道，「拥有了这双炁能量手，我发现我变
得更乐意协助其他人，因为我知道我有能
力帮助人，每次看到一个个好转的情形，
内心兴奋的开心真的很难用言语比喻的。」

身为Level3炁学人的你说不定都收过不少
来自庆峰师兄Distant Healing的简讯。的确，
现今已是level 4毕业生的谢庆峰与妻子亿
珠师姐总是不遗余力的力行炁学生活化的
理念，传承老师种福世间的理念，在能量
站中与妻子以身作则，为己、也为人。

心中抱持的「感恩」心，无私的分享宇宙
大能，传承蔡宝珠老师帮助病苦的人远离
痛苦，这是炁学文化。

理解困苦民众，用心带领
在能量站义诊时间，身为芙蓉站长的庆峰
师兄永远是不缺席的主人，面对到来求诊
的各个病患，庆峰师兄总是没有退转、更

没有迟疑，因为他了解这个需要坚强的
时刻，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帮助到他们的
炁能量疗愈，而这支持的力量，是给予
他们最大的心灵鼓励。

庆峰回忆起当初，他刚毕业于Level 3课程
的一个月后，他接到了大姐的一通如噩
耗般的来电，知道当时他的二哥正处于
肺癌的末期，然而他毅然决然的以炁能
量为已被医生放弃治疗的二哥引炁。　
「炁学让我二哥过了十个月很有素质的
生活」庆峰师兄说，「当时，你看到二
哥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病重的癌症病患，
与人交谈，生活作息几乎就是个正常人。」
（此一见证分享节录于炁学频道1. Pg20）

「我总是以我二哥与其他许多炁学个案
例子去鼓励他们，给予信心，再尽自己
的能力去为他引炁，甚至建议他能够自
己学习炁学，每天都能自己给自己引炁。」
庆峰师兄分享道。而在芙蓉能量站开放
义诊的这段日子以来，不少人在庆峰师
兄与其他师兄姐的热心帮忙下，接触了
炁学、学习了掌疗，步上健康的轨道。

无私分享　介绍所有人一同感应金光与掌疗奇迹
自从认识炁学掌疗之后，身边处处都是见证，也都是奇迹，
现在已是一间保险公司的分行经理的他，在学过「金光磁场
」后发现事业上面的提升与顺利。今年54岁的他，了解发展
事业的人生旅程里，不是一直顺遂好运的，所以一直提携后
辈的他，从不吝啬的把这帮助他度过许多事业瓶颈的「金光
磁场」来鼓励后生晚辈，向自己的代理与身边的人分享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奇迹见证，更带了许多同事一同学习炁学
并掌握金光磁场。也在看到许多同事因为金光而突飞猛进的
事业进步，谢庆峰师兄更是比谁都还为他感到高兴。

「愈感恩才会愈富足」这是蔡老师时常与我们分享的。

珍惜与感恩
庆峰师兄与编者分享到，他三个孩子都会跟他们开玩笑说，
「爸爸，印多几份蔡老师的照片跟炁学的东西给我带去学校
给老师看。」开玩笑的言语，但都可以听出孩子们都在父母
亲的炁学文化熏陶之下，了解炁学，也懂得分享的道理。

的确，蔡宝珠老师所创建的炁学文化是独一无二，助人是门
艺术，分享更是一门学问，而珍惜更是需要亲身体验。身为
炁学人，拥有无比的能量手与突破事业困境的金光，简单的
出手与分享介绍，其实在无形中不只是帮助到一个人、而是
一个家庭，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也会就此而产生，相形之下，
社会更也会多一份力量。

「不过我更庆幸，我跟对老师，因为我发现会运用宇宙能量
自我养生，并不是唯一的目标，蔡老师教会我们感恩、分享，
而也是在我身体力行之后发现，这才是整个宇宙能量运作最
根本的道理。」庆峰师兄说。

这属于快乐养生、付出、分享与回馈的炁学人文化，心灵的
智慧与美善是值得我们所赞扬、传承与实践的。

3 21

体悟炁学文化 

   助人之道是属于炁学人美与善的实践

【薪火相传】

【庆峰师兄与仪珠师姐与蔡老师合影】【庆峰师兄与仪珠师姐与蔡老师合影】

【谢庆峰师兄】

【吉兰丹及马樟能量站站长及干部们与老师合影】

【谢庆峰师兄】

【吉兰丹及马樟能量站站长及干部们与老师合影】

【马六甲美丽的师姐们】【马六甲美丽的师姐们】

【彭亨劳勿与吉兰丹能量站师兄姐合影】【彭亨劳勿与吉兰丹能量站师兄姐合影】

【芙蓉炁学能量站一周年欢庆】【芙蓉炁学能量站一周年欢庆】



“I want you eat! I want you eat!”童言童语的Nicolas拿过从母亲手中准备好
要送给蔡宝珠老师的饼干，真挚的笑容与稚嫩的童音里满满都是对蔡宝珠老师
的感谢。

饭店大厅里，平稳的坐在蔡宝珠老师双脚上接受老师引炁的Nicolas今年五岁，
很难看出一年前，他连自己坐正在椅子上都会是个问题。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个性活泼的他，没有抱怨，没有愤慨，当他看着蔡宝珠老师眼神中是纯纯的
敬仰，他知道是她帮助他走得更好、走得更稳，五岁的他，知道了感恩。

小小Nicolas的迟缓学习世界
“迟缓的学习障碍像无形的魔咒

让Nicolas应该是跑跑跳跳的孩童生活,
却连站起来都是件吃力的事

缓慢的学习世界里
他遇见炁学 

他稳稳地站起来了
在炁学的爱与鼓励下

他要活出属于他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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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s(中)在炁能量的帮助下,能够有力的站好,中为蔡宝珠老师,

右一母亲关络   , 左一王瑞通师兄,左二Nathan】

2009年7月25日 3 PM
古晋，寻根之旅第二天
Hotel Margherita
秀贞师姐接到一通来自斗湖百从师兄的电话，
说他的一位在在计算机公司上班的朋友Jack，
日前因为办公室着火吸了过多的二氧化碳，
已经进ICU第三天，医生已经跟家人说「很
难救了。」这电话收线后，秀贞师姐马上与
同房的一起在休息的丽芳师姐，立刻为这位
素不相识的Jack做了DH远距疗法。

姑且一试的善心动作，没想到到5、6点的时
候，百从师兄师姐致电秀贞师姐很开心的说，
「他开始有意识了，他开始慢慢微张眼睛了。」
原本连医生都打算放弃的情形，在炁学远距
疗法的十分钟，改变了家人原本绝望的痛苦，
而这个消息迅速的在斗湖能量站参加的炁学
人里传开了，大家都非常开心，并对手中这
DH远距疗法的伟大能量及功效更为赞同。

2009年7月26日　8 AM
古晋,寻根之旅第三天
4F, Conference Room, Hotel Marghita 
今天是寻根之旅的最后一天，下午就要踏上
归程，大家在等待老师来访做最后一场交流，
秀贞师姐提起这个事件，提议现在再为Jack
朋友引炁，大家很快的再度聚集在一起，现
场约50人马上响应，再为他做多一次DH远
距疗法，一同为这位有缘人再度做DH远距

疗法，一同为这位有缘人远距引炁治疗。过
后大家就与老师轻松交流，大家兴高采烈的
一同讨论昨晚才学的财富频率课程，交谈甚
欢。

中午时分，交流刚刚完毕，秀贞师姐再度接
到百从师兄师姐来电，告诉说「这位朋友已
经苏醒了！」同学们都非常的开心，我们的
炁远距治疗好像果真的挽救了一个医生已经
宣布放弃的生命。

「很感恩蔡宝珠老师教导我们拥有这神奇远
距疗法的能力，让我们今天人虽然在古晋，
可是却能发送能量到斗湖救了一位性命危急
的朋友」秀贞师姐说。「这也就是蔡老师给
我们炁学人的身教－『救人是最重要的!』
蔡老师让我们拥有炁能量，更教导我们随时
随地善用这珍贵的伟大泉源。

所有炁学人在蔡老师的文化熏陶之下，人人
心里都是满满的感恩心。若听到师兄姐那里
传来有任何亲友不适或危急的状况。也许有
些彼此间素不相识，更可能远在地球的另一
端，但是接到消息的炁学人，肯定都会努力
争取时间，尽快为对方发出炁能量做远距离
治疗。

在宇宙大能的恩惠滋润之下，同在这个星球
上，相逢不必曾相识… 

以炁愈人，这都是身为炁学人最快乐的骄傲！

炁学文化

以远距疗法DH 随时随地治疗
有缘人于千里之外 - 相逢何必曾相似

一通电话
只要是炁学人都会想都不想的一起加入

因为
这是蔡宝珠老师教导我们的…

炁学文化

【柔佛州炁学主要发起人
新山甘拔士, 右起蔡宝珠老师

黄子前，王绥源, 苏来发,
莫泰安】

【柔佛州炁学主要发起人
新山甘拔士, 右起蔡宝珠老师

黄子前，王绥源, 苏来发,
莫泰安】

【蔡老师与金城功能量
站长李秀香】

【蔡老师与金城功能量
站长李秀香】

【金成功能量站义诊时间】【金成功能量站义诊时间】

【新加坡开课情景】【新加坡开课情景】

【左为斗湖曾丽芳师姐】【左为斗湖曾丽芳师姐】

【金成功能量站 level 3集训】【金成功能量站 level 3集训】



五岁小孩的跑跑闹闹生活，居然是
奢侈的幸福
属于五岁孩童自在跑来跑去的游戏时间，对
他而言，却一直都是个遥遥不可及的梦想。
Nicolas与Nathan是一对早产双胞胎兄弟，当
时父亲王瑞通师兄与妻子于英国工作，两个
刚出生都才只有手掌一般大的小孩，内脏都
还没发育完全，都住在保温箱里都3~4个月。

医生很快的就发现异样，跟他们夫妻俩说，
Nicolas日后可能会有发育上迟缓的问题。到
他们一岁时，真的发现两个孩子，肢体学习
上的差别来了。

Nathan开始已经会爬会坐也会翻身的时候，
小小Nicolas却连用手撑起自己都还不行，随
着时间过去，两兄弟行动的差别就越来越明
显。这都是因为在胎内尚未发育周全就早产
的缘故。至此，一场长期如同复健学习的拔
河拉锯战开始笼罩在Nicolas一家人的生活，
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一天比一天更
看不到希望。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王
瑞通夫妇05年终于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搬回到
大马。

遇到炁学，开启生命另一扇窗
全家搬回大马槟城后，多了家人帮忙母亲照
顾两个幼子，然而，小Nicolas的情形很不乐
观，四岁左右了，他全身软绵绵的，颈椎无
力，头要抬起来也非常费力，两手软弱，双
脚僵直，无法控制的交叉。把他扶正靠在椅
子上，一放手他就整个跌下来。瑞通师兄说，
当时真的是什么办法都试了，西医、中医都
看过，真的只差没有求神问佛了。

大约2008年头，王瑞通师兄第一次接触炁学，
小小Nicolas在能量站许多师兄姐，（当时的
能量站站长戴通敏师兄与沈妙笛师姐等）的
引炁下有了很不一样的转变。瑞通师兄说：
「尤其是第二次引炁后，所有家人都发现了
Nicolas很大的改善，手脚反应快了很多，蔡
老师的炁学真的很神奇。」

王瑞通师兄访谈中与编者讲到，之前在英
国那段辛苦日子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想象的
出来，看着两个小婴儿身上都是插过针孔
的瘀青，他们夫妻俩不知道已经流过多少
眼泪，可当时也都不敢让在大马的家人知
道孩子的实际的健康状况，这条路跌跌撞
撞，真的是在遇到炁学之后才开始看到了
一线曙光。

从以往，搀扶着交叉慢慢走，到可以慢慢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接受炁学师兄姐们为
他引炁五、六个月后，他已经可以越走越
好。瑞通师兄与他太太也在蔡老师开启炁
轮后，每天两次为Nicolas引炁。每天看着
稳定的进步，脚步越来越稳，王瑞通夫妇
知道这巨大的改变都是因为蔡老师所教导
的炁学掌疗，以往的泪水与汗水也不再出
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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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多福报。」

他与编者分享到，他每天最开心就是向非
炁学人介绍什么是炁学，除了为他人引炁
之外，他也会跟他们玩「二人循环」的游
戏（属level4课程）他开心的说：「像那些
有在修行气功或太极的人马上都会强烈的
感受到，他们都很惊讶我有掌握这么大的
能量。」

从他言谈里句句提到炁学，感谢蔡老师之意，
我们都知道，因为炁学，他有了更坚强的
信念，都知道他们的Nicolas总有一天可以自
己站起来走路、甚至跑步，他也知道他的两
个孩子在炁学蔡宝珠老师的正面思考观念
下长大，将都会是身心灵健康对社会有贡
献的人。

起于伟大的宇宙炁能量，给予王瑞通一家
人开启另一扇窗的机会，小小Nicolas的成
长之路，在所有人的爱与支持下，他才五
岁，但他懂得感恩，他更懂得正面思考，
而他也将会继续勇敢的走下去….

感恩蔡宝珠老师身心灵的指引－正面
思考、永不放弃
炁学不只在实际层面上帮助了Nicolas，对于心灵
的彷徨更是指出了一道方向。从小他们也都告
诉Nicolas与Nathan为什么Nicolas不一样，简简
单单的话语解释，小孩子虽然懵懵懂懂，一家
人也依旧相亲相爱。

瑞通师兄说，老师上课中曾提过一个正面思考
理念，他记到现在，而这也一直是他所想要带
他的孩子的最重要的观念，他们总是跟 Nicolas
与Nathan说，生活遇到挑战、遇到困难，都不
可以去放弃，更不可以自暴自弃，反倒是如何
Think Positively. 就很快找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了。

遇到炁学，遇到蔡老师，已经为这个家庭开启
了另一扇希望之窗，而一家人除了珍惜，更以
实际行动去感谢蔡宝珠老师。现在Nicolas已经
可以自己扶着墙壁慢慢往前一小步一小步的走，
也可以自己坐着玩自己的玩具，这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得来不易的奇迹，他们更清楚知道奇迹
是蔡宝珠老师给的，他们坚信Nicolas有一天一
定可以有自己的跑跑跳跳的人生。

决心回报　感恩炁学
以身作则
「炁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不介绍给大家」
王瑞通师兄开心的说到。他们一家都很感恩蔡
宝珠老师能够以炁学救助了这么多的人，家中
成员也都一个一个陆续加入了炁学，现在家中
已有10位炁学人，今年他的岳父更要成为第11
位家中的炁学人。

如今，每到槟城课堂及能量站都能见到王瑞通
师兄的身影穿梭在场中，忙着当炁学志工的他，
若不去深入了解都看不出原来他背后有这么一
段辛苦的故事，他说，「每周一的能量站义诊，
绝对不会缺席，除了是以实际行动感谢炁学与
蔡宝珠老师，也是要帮忙蔡宝珠老师一同推广
炁学的伟大能量，再来就是为他两个孩子多种

【小小Nicolas没有无奈没有抱怨,稳稳的坐在
蔡宝珠老师的脚上,接受老师引炁】



三年前的4月22日，那天可以说是
Jayan这一生最大的梦餍，早晨突如其
来的晕眩，让他顿时间像断了线的风
筝，失去了所有平衡，也顿时失去知
觉。

在Selayang Hospital检查了一天，
Jayan两个礼拜后收到所有诊断报告，
所得到的答案却是，他是一个百分之
百健康的人。然而这一直不间断侵袭
他的眩晕却依旧纠缠着他，让他几乎
无法工作，甚至是失去生活能力，做
了无数的检查过后，医生却也遍寻不
着这病原到底是什么？直到最后医生
才检查发现是耳水不平衡。而这个问
题在现今医学仍旧没有一个很完整的
治愈方法，所以医生反倒开给了他一
些药：镇定剂与安眠药！他无法置信，
现今医药科学如此进步的当下，仍然
有找不出病因的事情！然而，肯定的
答案却让他不得不去面对这现实的残
忍。

因为医生告诉他「我们无法针对你的
病症给你任何针对性的药物，但在你
有生之于，都得长期服用这两种药物
了。」这等于判了他无期徒刑。

意志消沉的他，在5月28日，一位同
事的介绍下，他来到了炁学研习班，
原本以为他已失去一切了，可就在这
三天之内，他开始好转，因为蔡宝珠
老师一听到他的状况，更在百忙中为
他特别细心引炁治疗，那三天的课程
之后，Jayan说他好了60%。

然而一个月过后，在工作忙碌下，他
再次昏倒，而这次正巧的蔡宝珠老师
又到了KL开课，课余蔡老师为Jayan再
次细心治疗，而此次，Jayan说他好了
至少9 0 %。这次蔡老师的开课的当
中，Jayan也都是最早到最晚归的志工。

再次因为炁学得以让他从这极恶的病
痛中脱解，Jayan由衷的感恩。在研习
班第三天毕业后，Jayan虔诚恭敬的走
向蔡老师，在他面前，虔诚的跪下，
时间似乎瞬间冻结，同学们被他这个
动作所震慑了，更诧异的是，Jayan低
头慎重的亲吻蔡老师的脚拇指…  这是
属于印度民族对于他们最敬仰的圣人
所献上的最至高无上的尊崇与敬意，

向蔡老师献上属于印度民族

的最高敬意
蔡宝珠老师的如同天使出现

“… Master Mindy Chua who was an angel sent by god 
to heal me and in turn heal others. 
The day I met her she changed my destiny….”

就如常他时常告诉大家的，“… Master Mindy 
Chua who was an angel sent by god to heal me 
and in turn heal others.The day I met her she 
changed my destiny….” 而Jayan将这个无上的
尊荣献给了蔡宝珠老师。大家都被这神圣而
温馨的一幕所深深地感动。在场的大家心里
也都感恩能遇到名师心中也暗暗的立下一个念
头，要给更多的人感受到炁学的滋润，因为
蔡老师很可能也将是许多其他人的天使。

对于Jayan，蔡老师不只是将他的暗淡黑白人
生画出彩色画面的那位天使，也是给予他能
够出手助人的能力。蔡老师在发扬炁学掌疗
助人一直以来的最大弘愿，就是「为己为人
去病拔苦，是谓慈悲」，Jayan心中种下的炁
学种子，也让他跟随蔡老师的脚步，自愈愈
人。这一切不可思议的转变，他知道都是因为
蔡宝珠老师所授予，满满的感恩谢意，在他
向蔡老师献上最大的敬意的同时，一切都尽
在不言中。

“I have been healing people since the day 
I completed my first level.” Jayan说。他无私的

奉献自己微薄之力， “I am very indebted to 
my master for healing me and sharing this 
wonderful god given gift which I hope will lift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微笑，

就是让心灵的白合

在脸上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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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炁学让我不再天天全身奇痒

让我的水肿迅速消退

莫名的过敏性皮肤炎

令生活从此黯然无光

奇痒无比的情况搞到连工作都无法继续

甚至类固醇针打到肾脏开始衰竭

感谢蔡老师的出现

让我从获新生

大约是在2006年底时，陈清和的父亲，
陈石莲师兄突然全身皮肤染上一种过敏性的
疾病，极痒无比，因为也会抓，甚至都抓到
溃烂也会发脓，连工作最后都没办法继续只
好辞职，但看西医，医生总是开药、打针，
(类固醇)清和师兄说，打完针后会好，但都只
会好一阵子而已，一开始两三个月打一次，
到最后甚至是要一个礼拜打一次。

那段时间，他们试过各种方法，泡过各种药
水，甚至各家的养生自然疗法也都尝试过，
到最后几乎是放弃了，只有靠不断的打类固
醇以勉强维持这痛苦的日子。

但过敏性皮肤炎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居
然是那打针过后的后遗症。吃药打针后差不
多一年左右，石莲师兄的腹内开始水肿，原
本一直30左右的腰围，竟严重肿胀到38吋。
后来医生发现说，他已经后遗症太严重了，
肾脏已经开始衰弱了，要是继续打这些针，
肾脏可能会受损。啊！药果然还是越吃越伤
身！可是发现时候早已来不及了，但这突如
其来的状况更让皮肤炎一直没好的石莲师兄
更是不知所措，「打针肾脏已经都快坏掉了，
不打，全身痒到连做工又不能做！」

2008年的某一天，清和师兄看到报纸上有着
一篇报导，上面写着学习这套疗法就能「自
愈愈人」，抱着姑且一试的小希望报名参加
了，而那就是改变他们一家的炁学掌疗的level 
1 & 2研习班。

上课第一天，清和师兄在老师开启炁轮之后，
感受到蔡老师双手传进身体内那种浑厚温暖
的炁感觉，深深的直觉相信蔡宝珠老师的炁
学能够对他父亲有所帮助，于是当晚他便马上

回去一直劝石莲师兄要来上课，早已被这
莫名其妙的病情搞得心情低落的他几乎是
已经放弃了，起初也很不愿意，石莲师兄
说「全身皮肤都这样，又会很痒，去人家
上课的地方，也不好看！」不过清和师兄
的努力孝心，老天也是知道的，因为就在
隔天他父亲参加了，而且这一个决定深深
的将过去被病情缠身的阴霾就此画开。

一次次的白光治疗，自己练习养气法，及
依照蔡老师的教导，每天给自己不断的引
炁治疗之后，父亲的腰围在一个月内回复
到原本的32吋了!皮肤过敏奇痒无比的症状
也好了七七八八，清和师兄与他父亲都知
道这转变都是蔡宝珠老师的炁学所给予的，
那一年多来的辛苦都在这三天上课之内看
到了希望，他们都非常感恩能够将炁学发
扬到槟城，现在只要每次有到槟城的课堂，
都可以见到清河师兄与他父亲陈石莲师兄
及母亲魏亚莲，积极在课堂做志工，他甚
至是也会现身说法，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心
路历程。

原本濒临放弃的绝境，因为遇见炁学，生
活终于能够回复正常，人生从新看到的希
望，而他们也身体力行感恩炁学，这是陈
石莲师兄与他儿子陈清和的故事。「我们
一家人将协助蔡老师把炁学推广，也让更
多的人重获健康，永远感恩蔡老师。」

【陈石莲师兄现在已看不出当初曾经

受过如此痛苦的病苦,

现他已为炁学level4的毕业生,

常见他于课堂边与人分享他的故事】

【父亲陈石莲,母亲魏亚莲及儿子陈清和全家福】

微笑，

就是让心灵的白合

在脸上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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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发金光 

        让我谈成两张不可能的合同
                                                                   －斗湖Dickson

感恩蔡老师的身教与言教，从头到脚的改变了我

帮助我改善了健康、心灵、事业

而不可思议的「金光磁场」

让面对事业瓶颈的我

完成了两张不可能的合同

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己做生意，生意总是有
起有落也是不变的法则，但金光磁场，让不
可能瞬间化做可能的事实，这让我万般感谢
蔡老师这能量的神奇。过去谈生意以来，我
与某间公司，生意上曾经闹过不愉快，然而
这次刚好就是这家公司有开出很好的价钱，
于是在我学会金光磁场后，我就从今年四月
开始，每天专注的发金光，每天绝对没偷懒，
而且也谨记老师的话，我一定感恩，也一定
回馈，然后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我提起勇
气再去见他，过程顺利到我几乎不敢相信，
什么都很简单的谈成，这单合同不扣成本价
值约五百万令吉！

第二单合同，我印象更深刻，我还记得去年
十月的那时，我还特地赶到KL的酒店楼下会
议室里等他，要做Presentation，那时他根本连
看都不要看，听都不要听，这次要去见他前
我一样努力每天发金光，认真感恩，也持续
回馈，直到今天为止，他跟我陆陆续续签下
来的合同早就超过七百万令吉了！

能有这么大的收获，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蔡老
师，这些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合同，却让我
一一顺利的成功谈成，我非常清楚这一切都
是因为蔡宝珠老师所教导的一切。然而，得
到这么大的金光磁场回报，我也是从没一刻
停止过感恩、捐献的怠慢，我知道这一切得
来不易，所以我也更加感恩蔡宝珠老师，并
一直随着蔡老师的脚步发扬炁学，让更多人
受惠。

学习炁学掌疗几年了，直到去年12月我才参加了炁学掌疗的专科班－
「金光磁场」至此之后，对我事业方面改变，可以说是把我从谷底带上天堂。

改变态度　炁学生活化
跟着蔡老师课程学习炁学的这些年来，当
然我现在也已经是level 4的学生，受惠的不
只是健康方面、事业发展方面、再来就是
心灵层面。为什么我说心灵层面，这也是
前些日子身边的家人跟我讲我也才突然发
现，以往我脾气很大的，我也很容易紧张，
常常事情来了我就会压力很大然后情绪很
不好。可是最近的不会了，尤其是学了炁
学…

我发现是因为 －「感恩」
以前我不感恩的，可是现在我会，蔡老师
总是教导我们要感恩所有的事务，然后常
常对任何事物感恩过后，什么事情都变得
不一样了，连想法都积极了很多。

接触炁学对我来说，把我从头到脚都改变
了，炁学早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看到
身边的人不舒服，我自然而然一定为他出
手治疗，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也会先想
到好的那一面，先感恩，也因为心的事也
开了许多，我发现许多善的惊喜改变，我
知道这都是蔡老师一直以来辛勤的身教言
教来的，我也一直期许我自己能够继续以
身作则，力行「炁学生活化」，与所有发
心的师兄姐一同发扬炁学，感恩蔡老师。

Success occurs 
when opportunity
meets preparation.



任何阶层(Level 1,2,3,4)             皆可把握学习。
此特殊专科班只限对内传授学员。
非学员请待学习了        掌疗后方可参与。

一)金光磁场:

发射出事业跃升的频率。

二)生旺磁向:

发动宇宙间最利益自己的磁向。

三)净化家居:

先消除家中的负磁场。

课程内容:
金光磁场

生旺磁向

净化家居

金光磁场

所谓“业障”就是包围在身边, 极度障碍我们的负能量.

金光磁场, 就是教我们破除这些屏障.然后,更为光明锦绣的

事业前景就开始实行显现了...

成功时, 别忘记,要以非常感恩的心,回馈社会!

因为,

愈感恩,

愈富足。。。

金光磁场开课日期：

联络K.J.Chong 019-986 6599

KL : 18/10/2009

Sibu : 04/12/2009

KL : 21/12/2009

Tampin : 04/11/2009

Sandakan : 16/11/2009

Penang : 08/01/2010

Golden Testimonial金光体证

我有三个小孩，最大的儿子今年22
岁了。一直以来，我与我先生心里最
烦心的一件事就是大儿子与大女儿，
总是每晚出门玩到很晚才回来，差不
多都是凌晨3、4点，最早回家也都要
凌晨1、2点。每晚上只要他们没有到
家，我与先生晚上都睡不好，心理着
急可怎么样也都没办法改变。试过跟
他们沟通，但还是一样，也曾经试图
把他们锁在外面，但每次锁了他们一
个多小时之后，又心软也担心他们在
外面会发生什么事，就让他们进来。

今年六月，在大姑与大姑丈介绍下，
我与先生及小姑与小姑丈一同参加了
英文班的level 1&2炁学基础掌疗班，

感受到能量的神奇之下，我们六人便
也一起参加了金光磁场 的 专 科 班 ，
课堂中听到蔡老师说到「净化家居
」能够让家人相处更加融洽，让常往
外跑的家人都能常聚在家中，于是毕
业后的第二天，我便与我先生一起在
客厅做了一次净化，另外再挑了一天
请我大姑、大姑丈、小姑、小姑丈跟
我与先生一起，我们六人一同在饭厅
再做了一次「净化家居」。

而做完净化家居后，我与先生对待孩
子一如往常，但很奇妙的是他们开始
渐渐的都会早回家，最晚不超过12点
都会到家，甚至有时候晚上都不往外
跑了，到现在已经超过两个月了，净
化家居真的帮助了我们与孩子之间的
距离更近了一点。以往因为担心孩子
我成了啰嗦的妈妈，孩子因为我在啰
嗦，跟我讲话也都越来越心不在焉，
我就都会生气的开骂，家里的情绪总
是很紧张，但净化家居却是默默的帮
助了我们，我们看到他们早回家，心
情开心，与他们沟通，他们也越来越
喜欢继续待在家里。

认识炁学掌疗，认识蔡老师，原以为
只是对个人养生的提升有所帮助，然
而「净化家居」却是我们全家在认识
炁学后收到意外的惊喜，真的很感谢
蔡老师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介绍发扬
给所有人。

净化家居后

         两个孩子不再夜归了     -Ellison Khoo,
                                                                                              Penang 

感恩蔡老师
让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

孩子也越来越亲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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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再如何

夜归，也一定

要为他留一盏灯！



Wonderful miracle happened on me

Heal my relationship, Heal my heart…
Singapore, Peter Chen

难以启齿的问题
阻扰了我健康的感情亲密生活

与女友快破碎的感情关系
因为炁学

修补这个不完美的缺口
让我找回人生的幸福

微笑，

就是让心灵的白合

在脸上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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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years ago, I found that I got the premature ejaculation (早泄) problem after I met my girl friend 
when we started the relationship. I had been seen a lot of the doctor including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Most of the doctor’s advised me to calm down or relax when having the relationship. All the treatments 
did not work on me at all. Our relationship almost ended up at that time.
Last year, my mother told me about the Cosmique Therapy, how wonderful the miracle just happened in 
my life which strongly recommended by mother.
However, during the practiced session, for the first time I found out that the energy flow out of my palm. 
I was really shocked and excited. Since that day, I have spent at least 30min a day to do the “white Ray 
energizing “(养炁法). 6 month after, I proceed to the next level of the courses which is intermediate 
level of the cosmique therapy course (Level 3). Graduated from course of level 3, I tried 注脉法to my 
point 7 for 15min which is the way stated in our reference book and also still practice white ray energiz-
ing (养炁法) daily. 
Magically, it healed the problem, and restored my relationship.
Hereby, sincere to thanks Cosmique Therapy and our Master Mindy Chua for healing my relationship 
and make my life full of color again. 

八年前，在与女友结识时，我发现我的性生活方面出现阻碍的问题，这难以启
齿的问题困扰着我，甚至使得我的感情生活出现裂痕。我试过看医生，中医、
西医都试过，然而医师的建议，大多还是建议我放轻松，从心境上面去做改善。

去年，我接触了炁学，第一次上课，我感觉到了手中的炁能量，这燃起了我一
线希望，而我也每天花30分钟认真的养炁。尔后，我也参加了Level 3的课程。
我开始使用P7注脉法。

每天也持续的练习养炁法。

而这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问题不再出现，也让我找回

健康的亲密感情生活，我很感恩能够遇见蔡宝珠老师，老
师教授给我的炁能量，让我拥有我人生的幸福。

Penang  槟城

Level 3 11-13.10.2009
Aura Power 炁场专科 14.10.2009
Level 4 10-12.12.2009
Level 1+2 5-7.01.2010
Golden Frequency 金光磁场 8.01.2010
陈铭朱 012-203 5025 | 陈焕金 016-481 1678
周忠禧 012-4831 393

Kuala Lumpur  吉隆坡

Level 1+2 17-19.10.2009
Golden Frequency 金光磁场 18.10.2009
Level 3 22-24.11.2009
Level 1+2 18-20.12.2009
Golden Frequency 金光磁场 21.12.2009
Level 4 22-24.1.2010
陈长洲 012-2019 230 | 张源裕 012-2193 463
李佳容 012-8879 989 

Tampin  淡边

Level 1+2 1-3.11.2009
Golden Frequency 金光磁场 4.11.2009
李兴保 017-620 8542 | 郑逸保 018-618 1996
钟新明 019-661 6812 | 钟殿明 012-327 1772

Sandakan  山打根 

Level 3 14-15.11.2009
Golden Frequency 金光磁场 16.11.2009
Level 1+2 10-12.1.2010
K.J.Chong 019-986 6599  | 傅秀萍 016-832 9981

Sibu 诗巫

Level 1+2 1-3.12.2009
Golden Frequency 金光磁场 4.12.2009

Charley Ting 013-565 6155
张瀚峰 012-889 3779 | 杨祖快 016-855 0333
陈芳健 016-831 6665

Tawau  斗湖

Level 3 27-29.11.2009
Aura Power 炁场专科 29.11.2009
Level 4 15-17.01.2010

刘树清 019-853 1196 | 杨全诚 019-853 8778 
曾丽芳 016-826 7990 | 张先平 013-886 1798 

Melaka  马六甲

Level 3 18-20.11.2009
Level 1+2 5-7.12.2009
郑逸保 018-618 1996 | 李  德 013-779 9657
赖柚仿 019-657 1963

Kota Kinabalu  亚庇

Level 3 14-16.12.2009
Aura Power 炁场专科 17.12.2009
Level 4 5-7.4.2010
袁秀琼 013-856 3037 | 叶永辉 012-868 5833
陈芳健 016-831 6665 

Cosmique Therapy Workshop

掌疗研习开课日期

没有病痛的明天， 才是一切美好的开始！
只需短短3天， 你也来成为受益的一分子吧! 

请先以短讯（SMS）预定名额
名字 SPACE 地区 SPACE 开课日期
SEND TO 转发至 ：012 889 3779 或直接联系炁学咨询专线：
019 9866599 (CHONG) 或 012 8879989 (ERICA) 或 082 233055 (CHONG)
遇到炁学 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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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炁学频道”表格

IC. No: 联络号码： (H) (H/P)

姓名： Name:

地址/Address：

邮区/Postcode：

电邮/Email：

总数/Total : RM 签名/Signature :

Lot 20, 2nd Floor, Panovel Commercial Centre,  Jalan Mendu, 93200 Kuching, SARAWAK, EAST MALAYSIA.
Tel/Fax: +6082 233 055    Contact Person: +6019 986 6599 (Mr. Chong)    Email: cosmiqueart@yahoo.com

划线支票/Cheque：
银行转帐/Bank-In 现金/Cash

银行户口/ Bank Account：PublicBank 3-1390291-15     支票收款人/ Pay to：Cosmique Art & Wellness Centre

Office Use

Received by:

Date:

备註：

免费赠送

请将赞助表格填写后以传真，电邮或邮寄给我们。谢谢。

付款方式

"炁学频道"属于全体炁学人。也是向广大民众推广炁学掌疗的大动力。
这里不是向您劝募，但我们坚信您会以欢喜感恩的心来赞助"频道"的编印与发行。

结下广大不可思仪的善缘。
多多益善，少少亦是一份爱心。我们同样感恩。谢谢。

"炁学频道"首3期将                     给所有炁学人。"

感 恩 大 家 回 馈 炁 学

3
斗湖能量站  RM1000
C师兄（印尼） RM1000
KL（无名氏） RM1000
S/K 师兄姐 RM3000
J 师姐（槟） RM500
陈宝真 RM300
张玮珍 RM100
刘玉莲（亚庇）  RM200

感恩感恩
有位师姐在寻根最后交流的时候告诉姳朱师姐说:＂她上了七星炁轮

后，心中感触决堤．打从内心深处实实在在感恩不尽．告诉老师 from the 
bottom of heart, 请收下我的小小赞助．别留下我的名字.＂

（我们领会到你感恩的心意，谢谢，祝福你）

林天达（斗湖） RM200
胡建伟  RM300
陆羚媚 RM300
斗湖师姐(3/9/2009)  RM1000
Shim See Mo（亚庇） RM200
Goh Siew Kuan （亚庇）  RM100
无名氏（亚庇）  RM200

谢谢! (截至24/09/2009)

频 道 3 赞 助 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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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009

知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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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洁净的牙齿,让我笑出艳丽、
笑得自信！ 

很多专家教你怎样刷牙, 

有一支这样棒的牙刷 

3岁的小孩也可以刷成专家!

很多专家教你怎样刷牙, 

有一支这样棒的牙刷 

3岁的小孩也可以刷成专家!

爸爸那天珍而重之的送我一支牙刷,觉得有点奇怪。打
开一看发现“造型”好奇特呵！但是心里已经意识到
这个设计应该可以更易抵达到齿颊两边的深处。

当天晚上马上迫不急待的试用。哗！果然犀利。虽然
有点不习惯，但这牙刷的T型设计使我可以毫不费力
的清理牙齿前方，后面，两侧是360度全方位的刷及哦!

最奇特的是轻而易举的就连最难刷的最尾齿都清理得
干净。稍微松开的刷毛轻易进出牙缝，把牙隙间一些
顽固的残渣污垢都轻易的刷出来了。

刷好后,不由自主的用舌间一溜,哇!感觉好棒!久违了的
每一个牙线都显露出来了。用了几十年的牙刷,但是感
觉这个设计太伟大了。马上写下来,一定要把这伟大的
设计介绍给大家!!!

我觉得无论是少年，青年或者牙齿还保留得有一些完
好的人们都该使用T型牙刷。日子还长呵！我们应该
摆 脱 蛀 牙 的 烦 恼 ， 避 免 拔 牙 的 心 烦 。 请 联 络
016-8626525 或 082-233 055 , 我是晓芸。

现在我的牙齿瞬间白皙光滑洁净，人人都看得出来,而
说话口气清新,不用时不时手掩着嘴巴聊天。

*它是特别根据人类牙齿的构造而设计的.与普通牙刷 
 比较, 它拥有更多的刷牙方向。

*刷毛尾端是呈圆形状的，这就让牙龈避免受到刺伤。 
 牙龈不再出血了。

*你知道吗？刷柄是受终身担保的，下次只需换刷头 
 就行了，省钱又环保。

*如果你有神仙难救的枯黄“烟牙”或“咖啡牙”， 
 改用T型牙刷吧！担保你早日脱离见不得人的苦恼。

也可联络：

陈姳珠(槟城) 012-203 5025

郑逸保(马六甲) 013-660 8555

张源裕(吉隆坡) 012-219 3463

也可联络：

陈姳珠(槟城) 012-203 5025

郑逸保(马六甲) 013-660 8555

张源裕(吉隆坡) 012-219 3463



进入亚庇神山原始能量场

与静谧的大自然互动，回归纯净的自我中心

静坐中．．．跟随蔡宝珠老师的引导　去感受神山的灵性讯息场

与宇宙万物结合 接受来自天地之间的伟大震撼

自由、宁静与喜悦的境界

蔡宝珠老师将指引你于浩然耸立的神山之中  得到身心灵的安顿…

17-20.06.2010 | Kota Kinabalu, Sabah
神山采炁之旅

远离尘嚣  
      是时候让心灵深呼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