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都对时空生基 ® 赞不绝口！
东盟 - 中国工商总会创会主席杨天华博士（泰国）

展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11 年，我给宇信陈董事长翻译，于是他送我一枚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在摆放了金字塔四、

五个月后就赚了大概 200 万泰铢。这 7 年来，我一直研究和运用金字塔，因此做任何事情都很顺
利。我现在可到全世界讲课，拥有汽车和飞机出租公司、地产公司和教育公司等。这些公司都是
这几年突然组成的，有很多企业家都来找我做生意、处理事情及成为他们公司董事长。在使用金
字塔之前，我付出 100% 努力换来 1% 的回报，使用金字塔后，我只需付出 20% 努力却获得超
过 100% 的回报。”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张雅诰

能量时刻护身
“2019 年参访了香格里拉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并走进药师佛坛城参与蓝琉璃时空生基 ® 启动

大会，在供养宇信深海能量金字塔时，听着喇嘛们诵经念咒，感觉庄严殊胜，当下感动流泪。我
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位置放置金字塔，天天与菩萨为邻和喇嘛诵经加持，让其获得祝福。说也奇怪，
启动了时空生基 ® 后，诸事顺利、身体健康，遇到的阻碍都能迎刃而解。现在，虽然我人不在坛城，
却感觉到喇嘛诵经声在我耳边回荡。一个这么有价值的时空生基 ®，我肯定不会转让的，它让我
诸事顺利，何必转让呢？我会介绍更多朋友认识时空生基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香格里拉走一趟，
感受当下的宁静和殊胜。” 

马来西亚仙法师公古庙总会总会长蔡定松

一切问题都顺利解决
“2018 年，我接触了宇信推动的太阳时空仓，第一次走了一趟香格里拉能量游学考察之旅，

同时参加蓝琉璃时空生基 ® 启动礼，让我更了解生基功用的认识，相信金字塔能量可以提升正能量。
我和太太个别安置了一个时空生基 ®，于 2019 年 9 月正式启动。我发现自己的事业很顺利，身体
健康获得改善，我太太乏力的双脚也逐渐好起来。当然我们也配合其他饮食、保健品等等的辅助，
加上诚心祈求，很多事情都会获得改善的。”

Linda Chua  砂拉越诗巫

喜见能量成效
“我带着我和我妈的 DNA 参与中国的蓝琉璃药师佛灌顶法会，也启动了蓝琉璃时空生基 ®，

放好了 DNA 不到一个小时后，我竟然收到我妈租户的 Whatsapp，对方通知我说拖欠 3 个月的租
金已汇进户口了。此外，我妈最近气色很好，健康不错，还到处旅行呢！她的手气也不错，搓麻
将赢多输少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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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取启动能量的法宝 !

有好康 !有好康 !

换取启动能量的法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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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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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cky Chiam ( 砂拉越 ) +6014-399 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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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首 创

时 空 生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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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 月 26 日，坐落于地球大能量中心顶轮位
置的香格里拉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内的药

师佛坛城传来缭绕诵经声，这是青海玉树康国寺第 17 世
转世活佛洛嘎仁波切带领约 20 位该寺院喇嘛，为宇信集
团团员诵经祈福。这是一场庄严的药师佛灌顶法会和时空
生基 ® 启动大会，现场非常殊胜。此时，时空生基 ® 已启
动能量。你可能会问：什么是时空生基 ® ？这一期就让我
们进一步了解。

“香格里拉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内设的蓝琉璃药
师佛坛城，共设有 5 万个单位的蓝琉璃时空仓，每个小仓
置入一枚时空金字塔，每颗金字塔置放个人 DNA（头发、
指甲和签名等），此时就能连接宇宙磁场与人体产生共振，

人体讲究能量七脉轮，是指人体经脉系统中，七个主要的能量汇
集点，是巩固人体身心灵能量的泉源。

地球也有脉轮，而象征能量汇聚中心的“顶轮”，正是在拥有“人
间净土”美誉的香格里拉，宇信集团创办人陈幸坚博士慧眼识“宝地”，
以此宝地为发扬藏传医药的大本营，更善用当地的能量泉源，开创了
全球首创的“时空生基 ®”！

时空生基 ® 的功能
★有助改善身心、健康快乐
★有助提高智慧、创意自信
★有助加强人缘、婚姻家庭
★有助增强财运、荣华富贵
★有助增旺事业、生意兴隆
★有助稳定情绪、帮助睡眠

时空生基 ® 是以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作为载体。

陈幸坚与李玉美夫妇参与蓝琉璃时空
生基 ® 启动仪式。

药师佛灌顶法会和时空生基 ® 启动大
会在药师佛坛城举办，现场非常殊胜
庄严。

即时提升个人能量，让自己好运连连。这整个概念就叫时
空生基 ®。”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陈幸坚博
士解释。

谈到生基，我们肯定会想到传统种生基，《新生活报》
也做了不少相关报导，记者在此简单整理一下。

要种生基前，必须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就是龙穴，但
这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尤其是今天的土地，多数被开发，
因此宝穴难求。其实很多龙穴早已被人收购，龙穴可说买
少见少，即便有钱也未必买到一块风水宝地，即使买到一
块风水宝地，也未必符合你的命格。同时，还必须要配合
吉时吉日种生基，才会风生水起，缺一不可。

弥勒菩萨；十二药叉大将：宫毗罗、伐折罗、迷企罗、安
底罗、頞你罗、珊底罗、因达罗、波夷罗、摩虎罗、真达罗、
招杜罗、毗羯罗。此外，还有喇嘛全年诵经祈福加持，且
每颗被加持后的时空金字塔都会很恭敬地置放在时空仓内。

“香格里拉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建设在地球的大
能量中心，也就是地球的顶轮，它具有稳定和平衡的灵性
能量，所以时空生基 ® 在这个磁场位置，将会汲取源源不
绝的祥和正能量。”

他说，投资时空生基 ® 的好处就是它有增值潜能，就
像房子一样会增值的，且可以提供转售和转让手续。目前
蓝琉璃时空仓有 50,000 个单位，这些单位一旦售罄就千金
难求了！

洛嘎活佛（左一）带领一众喇嘛诵经祈福。

有些事主还选择到荒山野林或高山种生基，但你无法
预料该山林是否进行发展项目，若种下生基一旦被发展破
坏，就会大大影响事主的运势。

种生基需要事主的脚趾甲、手指甲和头发，甚至要连
发根也要拔下，连同一件衣服或内衣，手毛、脚毛，个人
照片，生辰八字，符咒和一些不可公开的物品放入一口瓷
瓶中埋入风水宝地。不同风水师有不同做法，最终目的就
是让事主好运连连。

一般人种生基之秘密是不会公开的，因为它是我们
的生命体，一旦公开就会遭人破坏，导致衰运连连。还有
种下去的生基就不能被重新挖掘出来，简单来说，把个人
DNA 放入陶瓷器皿埋在土里，接受地气，再把好运加持在
自己身上。

无需繁琐仪式 改变磁场能量

由于时代进步，很多东西随着时代进步而升华，而
且有些东西变得轻便、简单有效，接受度也大大提升，这
包括种生基。现在的生基未必是拿来种，而是拿来启置，
我们这几期谈的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就是教导你放入个人
DNA 就能启动能量，跟宇宙连接，一秒钟内就提升你的能
量。

不需要任何繁琐仪式，就能改变磁场，增强好运气。
“人类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可以累积以前的经验配

合现代人的才智和体验来创造更好的东西，比方说以前人
类不会相信人类可以登上月球，经过多年实验，人类终于
可以踏在月球表面，甚至已把探空火箭发射到 1 亿 6 千 2
百万公里的火星。”

世界首创的时空生基 ® 是结合了东方道家生基和西方
能量学的奥秘，超越时间和空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吸收
及储存宇宙能量，以提升形气神。时空生基 ® 在坛城内，
365 天吸收着源源不绝的宇宙能量，改善磁场提升运气，
达至天人合一，增强财运、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延年益

寿等多不胜数的好处。同时，为你形成保护网，让你不受
外界干扰，处于平稳有序的状态面对人生挑战。

“以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为载体的时空生基 ®，适
合男女老幼和不同文化背景，人人都需要时空生基 ®，只
要放入个人 DNA，并能与气场相应，吸收宇宙能量，再传
达至启用者。”

与佛菩萨为邻  喇嘛全年诵经

时空生基 ® 其中一大特色，就是与佛菩萨为邻。除了
药师佛，还有八大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大
势至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坛华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

香格里拉蓝琉璃藏
医药文化博物馆位
于地球的顶轮位置。

地球的大能量中心

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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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生基      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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