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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希望每天充满正能量来应对每天不一样的挑
战，即便不需要挑战，也得要让身体充满能量来过好

每天的日子。
上一期，我们谈到宇宙能量，宇宙如此浩瀚无比，其

能量是强大和无限的，有宇宙能量的洗涤，犹如被加持一
番。如要汲取这些能量，就得多多静坐，但每天处于动态
的我们，要让自己静下来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时候，宇
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派上用场啦！

20 多年来，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陈幸
坚博士不断研究和积极推广一系列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
盛品，因为他发现金字塔内储存的澎湃宇宙能量，可以帮
助人类改善磁场，提升个人的健康和能量，进而改善人的
气场。

他认为，金字塔内的宇宙能量跟无线电或电视台的发
射原理相同，都是肉眼看不见的长短波，以振动的方式发
射。犹如中国人相信易经和风水，西方人推崇数字学、印
度人推广瑜伽和科学界使用的远红外线或电磁波等等，都
有影响人类的无形力量，且是肉眼无法看见的力量。

“在 80 年代，陈博士出席一场由日本老师主办的讲
座会，该讲座会让他大略认识远红外线能量，这是他第一
次接触能量，过后对它产生浓厚兴趣，于是开始关注。”90
年代，陈博士认识了一位风水师朋友，他是专帮人摆放金
字塔以改善住家磁场，他的金字塔是木质的，塔内装有藏
传佛教 5 位财神心咒，还有其他法宝。一个能量讲座会，
一个金字塔的摆设，触动了陈幸坚博士心里的那根弦，于
是投入研究。10年后，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就此诞生了！

“我从小就想当一位企业家，我想把我的事业融入到
三大种族内，打破宗教的束缚，所以推广宇信深海能量石
金字塔，纯粹以推广能量为出发点。” 陈博士说。

这 20 多年来，陈幸坚
博士积极研发和推广一
系列宇信深海能量石金
字塔盛品，因为他深信
它可以改善人类磁场。

使用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静坐可达3倍功效。

海洋是孕育地球生物的“万物之母”，人类总是不断探索海洋，希望能够揭开海洋的面纱，
破解海洋更多的秘密。

而漆黑的千米深海中，孕育着许多不可思议的能量，洋流输送带的摩擦下产生极度洁净的
负离子，在与空气隔绝及超高强压的状态下，转化为拥有矿物性活性成分的“宇宙能量”。

启动金字塔能量的诀窍

当你拿到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时，要如何启动能量呢？
“金字塔的神奇，关键在于塔内三分之一高的位置，能储

存宇宙能量，只要你把个人的 DNA（头发、指甲或签名等）
置放在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内，当宇宙能量源源不绝灌入时，
人体的 DNA 就能接收宇宙能量，当 DNA 饱含宇宙能量时，就
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极限，把宇宙能量导送至当事人的身体，
并发挥作用。”

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内除了置入个人 DNA，还存放一
张折成三角形的一元美钞，并将之对准北方，更详细地说是对
准北斗星，因北斗星有着非常强大能量。当把这些元素结合起
来，使储存在金字塔内的能量源源不绝的提供使用者。

宇宙能量累积在金字塔三分之一的高度，这个位置就叫做
“国王的密室”，科学家也认为这个高度能产生 7.83 赫兹。

1954 年德国物理学家舒曼发表舒曼波是一种低频波
可穿透任何物质，这个低频波是 Alpha 波与舒曼波 7.83
赫兹相近，舒曼波的波长相等于地球圆周，有着永不
停止的同步共振，生生不息，还可以将我们带入深度
的静心层次，有助于增强人体的 7 个脉轮能量，以提
升个人磁场，所以舒曼共振频率也被称为天人合一频
率。

“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振动频率，包括人，人体
有自己的频率，而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也有自己的频
率，例如大脑，它有自己的频率，同时也拥有自己的
作用，这些作用都会和谐共振，并带我们进入丰盛生
命。”陈博士莞尔说。

他强调，当你运用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静坐时，
效果比一般的静坐快 3 倍，当你拥有这个工具，它会
让你事半功倍。

把放入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盛

品的一美元折成三角形，并把尖

角对准北方，就是对准北斗星，

因北斗星有着非常强大能量。

收集 4 期印花
换取启动能量的法宝 !

有好康 !有好康 !

总值百万赠品待换取 !

换取启动能量的法宝 !

有好康 !有好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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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深海能量石就是一种生命的起源，也可以说
是生命的重生。这句话怎么说呢？

他解释，地球年龄约 46 亿年，地球上最古老的
岩石年龄为 43.74 亿年，这些都是来自太空携带有
水分和其他有机分子的彗星和小行星撞击地球后才
使地球产生生命。原始地球由于不断散热，灼热的
表面渐渐冷却下来，从大气中的水凝结成雨点，再
降落地面，持续许多年，形成了原始海洋。

“大约 38 亿年前，海洋产生有机物，先有低等
的单细胞生物。在 6 亿年前，开始有海藻类，在阳
光下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后来慢慢形成臭氧层。
此时，生物才开始登上陆地。随着水量和盐分的逐
渐增加及地质经过的沧桑巨变，把原始海洋逐渐演
变成今天的海洋。所以说，生命的起源来自海洋。”

他说，海洋物质是多元性的，都是自然矿物、
岩石、砾石砂、海绿石磷酸盐等，还有火山作用形
成的火山碎屑，大洋裂谷等溢出的来自地层的物质，
以及来自宇宙的陨石、宇宙尘等，这些物质掉落海
底沉积于红粘土和生物软泥中。

所以深海能量石包含陨石和其他能量石，且密
度高，充满能量，提供我们充沛能量。

“深海能量石是在 1000 米或以下的海洋水流，
经过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等，形成一个输送带
流动（∞），在高压的摩擦下产生负离子小分子，
这是没有经过氧化过程，也不受任何污染，是极度
洁净的，并在超高强压与空气隔绝状况下，极具有
稳定的矿物活性成分，就是所谓的宇宙能量。”

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深海能量石是属于深海石，由于深海底层气候寒冷，一般生
物难以存活，不可思议的是，在没有阳光、没有氧气和超高水压
的情况下，深至 3,000 多尺的海底既然有鱼类的存在，包括叶鳞
刺鲨、葡萄牙鲨和太古蜗牛鱼，这是因为有深海砂石的能量释放。

“海洋有两大水流无时无刻在流动，当较暖和及盐分较低的
水流，流向深处并转为较冷及较多盐分的水流，两股温度不同的
水流在海中生生不息的循环流动，在深海中自然形成一个∞字，
就是这水流对深海能量石产生了极大能量。当海洋中的水流流动
∞字，需要 2,000 年。” “∞”符号就是代表能量的符号。

所以深海中的海水和深海石不停摩擦，产生大量负离子，科
学研究已证明，负离子的能量，对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益处。

他强调，能量就是生命的源头，可以带给生命无限可能！

隐藏在深海中的能量石

海洋中的冷暖两大水流生生不息的循环流动而形成海洋输送带。

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
启动宇宙能量  打通人体脉轮

陈幸坚博士研发的
系列宇信深海能量
石金字塔盛品，只
要在塔内三分之一
高的位置置入个人
DNA，就能把宇宙
能量导送至当事人
的身体，并发挥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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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会刊登 6 期宇信《时空生基》系列报
导，只要收集其中 4 期印花，宇信将会送出价值
RM690 的七彩乾坤转，一共送出 1,000 枚，以及
附上价值 RM250 的“财富能量启动”课程学习
如何启动七彩乾坤转的开运能量，并进一步了解
七彩乾坤转的神奇效用。

七彩乾坤转外形是钢制扳指，内环镶上 9 颗
小钻石，代表长长久久。表面镀上 7 种颜色，这
是对应人体七轮颜色，日常只要套在食指上，观
想七轮，同时向内转动，并能启动能量，带给自
己好运。

* 请将收集的 4 期印花连同个人资料邮寄至宇信公司
总部。公司将于本系列的最后一期 (20.2.21) 附上换
取赠品的表格。

* 宇信稍后会联系换取赠品的读者有关领取赠品及课
程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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