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幸坚博士的两本著作《相信就
是力量》和《香格里拉能量之旅》
封面同时印上“信”字，协助他
启动了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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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僧大德没有经商经验，却能让企业家顿悟，然后找
到解决方案，因为他们多数处于静态，静坐修行体悟人生。

人体有 72000 个气脉，如果你能够让这些气脉
充满能量，你就精力充沛来迎接每一天的挑战。

静坐获取能量
说起“能量”，或许大部分人毫无概念，但如果说到“信念”呢？
心怀信念，相信自己能够迎刃而解，相信自己能够脱颖而出，这股相信自

己的念头，并非凭空捏造，而是自身的正能量充足，才能让信念成为力量！
那如何萃取这股信念的力量？静下心来，打开身心灵的力量，才是不二法门。

宇宙能量是延续我们生命的要素，当我们缺乏能量时就会感
到疲累，所以多吸收宇宙能量，再以行动力把理想实现化。

念就是力量！念就是力量！

“其实这世间本来什么都没有的，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科学家本身有一定的信念，因为相信某些原理的存在，
就不断去找寻答案，犹如爱迪生知道了原理，以行动力把
它实现，他经过多次失败才能找到‘电可以发光’的原理。”

宇宙能量延续生命

他续说，当你不相信某个东西的存在，你是不会有动
力去做的，为什么很多伟人都是梦想家，因为他们有信念。
做每一件事情，要靠自己多观察、找资料和体验，当你真
正体验，你就相信某些东西的存在。犹如能量，你相信它
的存在，你就必须做一系列的研究，再把能量具体化，再
呈现在大众眼前。

“如果你说世间一切为空，可是又不完全是空，因为
空也是一种能量，能量是无所不在的，它是连接宇宙的。”
宇宙是一个极大的能量场，除意识和结构以外的一切都是
能量，而宇宙能量无所不在的连接着银河、太阳、地球和
人类等，它是万物之间的空间，它是使整个宇宙井然有序
和谐连接键。

宇宙能量能够维持生命的状态，给予生命旺盛的活力，
使生命呈现最旺盛的状态，促使生命繁衍生息。宇宙能量
就是生命势能，如果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它就是势能，一
旦发挥作用，就是动能。宇宙能量只有通过转化才能发挥
动能作用，不能转化的能量只有势能价值，相等于有武功
却没有发挥的空间。

“宇宙能量是维持生命的持续和活出快乐及健康的要
素，能获得宇宙能量越大，生命的活力越强，缺乏能量，
生命就会萎缩，走向死亡，所以我们需要吸收充足的宇宙
能量。”

他说，物质和物质之间就是一种能量，所有我们肉眼
看到和摸到的事物就是“实数”，看不到或摸不到的就是“虚
数”，我们看到人的外在，却看不到元神，这是所谓的神性，
修为比较高的人，犹如佛菩萨，祂们都属“虚数”。

“当我们用感官接触过的事物，就会变成一种记忆，
记忆就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频率，这是所谓的意念波，
当你想着某某人时，某某人突然拨电给你。”他举例，如
果你接触过某某人，在大脑里存在了这个某某人的记忆，

以后看到类似的人，会感到特别亲切。他再举例，如果你
不曾品尝某种食物，自己会告诉自己说这个食物不好吃，
由于你不曾有过这食物的记忆，自然会给这个食物标签了。

“善业和恶业也是一种记忆，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在临
终前，所有记忆会浮现在脑海里，这就是你的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信念强的人会成功，因为他们都往正面
思考，产生正能量，“你问老板赚钱容易吗？他们会说容易，
如果问一般老百姓，他们却说赚钱不容易，因为他们的记
忆都是辛苦的。”

静坐净化身心充能量

谈到能量，不得不谈静坐，因为它跟能量息息相关。
“我们常处于动态，且人与人之间有不少的接触，每

天都在谈天、看手机、阅读和思考等等，这些日常作息都
需要能量，一旦能量用尽，我们会疲累，一般补充能量的
方式就是睡觉。”我们深睡只接受一部分的宇宙能量，所
以在睡眠中所获得的能量是不足够给我们活动的能量，唯
有通过静坐才能汲取充沛的宇宙能量。

“睡眠是无意识的静坐，静坐是有意识的睡眠，从静
坐中我们可以获得源源不绝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提升身
心灵和智能的力量，它能够开启第六感，进入超感观的领
域。”

静坐可以让我们获得健康和快乐的能量，它能让体
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可以让我们的大脑频率慢慢进入
Alpha 波，相等于舒曼共振的每秒 7.83 周期（7.83 赫兹）， 
我们的能量体（由能量组成的身体）就能顺畅吸收到浩瀚
的宇宙能量，能量体是有 72,000 个气脉或能量管组成的，
每个能量管从头顶的部位出发，这个部位叫做梵穴，也就
是顶轮。

“这些气脉就像植物的根和枝桠一样，生长在全身的
每个部位。能量体是生命的基本系统，它是所有存在的主
要源头。”所以当我们静坐时可以获得充沛宇宙能量，这
样我们的形气神获得不少能量，摆脱疾病，并得到全面的
身心灵健康。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施虐全球，一个接一个的负面
消息冲击民生和经济，导致不少人失业、公司倒闭、生活
处处充满负面能量。这个时候，必须让宇宙能量贯通全身，
只有让能量体充满正能量，才能重新出发找到新出路。

“你有否注意，很多企业家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会请教
高僧大德？这些大德并没有经商经验，却能够给予解决方
案，这是因为他们常处于静态，他们不断静坐来净化自己。”

“成功率高的人有大能量，成功率低的人，就只有小
能量。当你拥有源源不绝的能量时，你比别人更有精力处
理日常生活事物，别人做 8 小时，你却可以做 15 小时。”

你可能会说：谁都知道静坐是好的，但会很辛苦，尤
其是大脑一直念头不断，怎么静坐啊？这时候，你可以配
合深海能量石金字塔，而且让你达到 3 倍功效。下一期再
跟你详谈吧！

·天道酬勤 
 就是上天厚爱勤奋的人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地道酬善 
 心存善念，行事必获保佑，凡事顺利成功。

·人道酬诚 
 做人处事，以诚待人，天助人助，必获友谊肯定。

·商道酬信 
 商场上要讲信用，一定会得到商业回报。

·业道酬精
 精通自己的事业，将之专业化，并且有深度和高度，

 才能获得事业上的回报。

信念是一种力量，它也是一种能量！当你满脑子都是正
思维时，你就启动了正能量。相反地，如果自己被负

面情绪笼罩时，负能量就此启动！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陈幸坚博士凭着
强烈的信念，缔造了他的事业王国，也创造了

一系列能量金字塔产品。这一切成就都是从正能量开始！
他的著作《相信就是力量》和《香格里拉能量之旅》

封面同时印上“信”字，且占了三分之一版面。他解释，
一个“信”字涵盖了“天道酬勤，地道酬善、人道酬诚、
商道酬信、业道酬精”。

把这几行字运用在他的事业，能量就此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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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幸坚博士因有强烈信念，才能把肉眼看不见的能量使用科学原理，将之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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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首 创

时 空 生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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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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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