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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能量科学 +东方生基智慧

“信念”并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只是勉励的词汇，而是能实实在在地
在你的心中产生，并加以实践，让你成功升华，梦想成真！

信念的产生，需要能量的加持，这股能量充斥宇宙间，如果没
有“接收器”，普通人难以聚集能量于一身。

但是，人经常会仰赖眼睛所见的，如果没有亲眼所见，很难
叫人信服。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就以科
学的角度，解释“时空生基 ®”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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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博士发 现的舒曼波有着
永不停止的同步共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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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幸堅博士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

亚太区能量科技首席咨询顾问

人体的 DNA 是可以跟磁
场连结，是可以互通的。能量加持不受限

弗拉迪米尔·琶普宁
这两位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实验，就是测试
DNA 在光子的表现。

彼得·卡里耶夫

马克斯·普朗克认为能量场存在于
万物之中，又孕育着万物，所有物质都
有一种力量孕育并维系着他们。

爱因斯坦说，
这世间的万事万
物都是由能量所
形成的。

源源能量  开启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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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琉璃时空生基 ® 功能：
1. 有助改善身心、健康快乐
2. 有助提升智慧、创意自信
3. 有助加强人缘、婚姻家庭
4. 有助增强财运、荣华富贵
5. 有助增旺事业、生意兴隆
6. 有助稳定情绪、帮助睡眠

了解舒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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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也证实这个高度能产生 7.83 赫
兹。

1954 年德国物理学家舒曼博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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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曼波就是一种低频波，似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可穿透任何物质，包括人类。而我们每个人都相
当于一个电网路，若经常受到舒曼波激励，便可产生
谐振。至于谐振的强度，则与电网路连接人体 72,000
个气脉。有的人体电网路结构较好，可轻而易举接受
舒曼波；有的人则否，只能接收到微弱的舒曼波，其
情形与收音机的频道类同。

由于舒曼波是天然能源，取之不尽，因此凡容易与
舒曼波谐振的人，等于经常在充电，自然精神饱满，身
体健康，延年益寿。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
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

因兴趣与好奇才开始研发一系
列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圣品，在
研发过程中常以科学角度了解该盛
品与DNA及宇宙能量的关系与重要性，
让你在一秒钟内提升您的能量磁场，进而提升理想信念。
整个研发过程是有科学根据的，并无迷信成分。

不知你有否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梦想成
真？难道真的是因为上天的特别眷恋？还是单凭信念就可
以达成愿望？的确，信念是蕴藏在心中的一团永不熄灭的
火焰，用科学角度来解释让大家更清楚个中原因，其方法
证明必定让每个人都能梦想成真。

“很多时候，我们只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看不见
的不代表它不存在，就好象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宇宙能量，
然而它确实存在，就如医学界采用的远红外线及电磁波，
都是肉眼看不见的，但确实存在的能量。”陳博士说。

此外，陳博士也常说：“打开你的思维，不要以人类
的视觉去思考。”

意识可以化为能量

“物质就是能量”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最伟大发现，
这也是爱因斯坦对人类所作的最大贡献，他说，物质只是
能量的一种形式。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所形成，
你所看到的一花一草、桌椅、你、我、他，还有身体的各
个部分都是由能量所形成的。所以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不是
真实的，它们只是纯粹的能量，由于电子的移动速度非常
快，以致我们的肉眼看不出来，因而认为它们是一个实体。

“意识也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能量，我们所体验的一切
都是由你的意识所创造的。能量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叫做
能量场。

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
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
到另一个物体。”

他说，所以能量场和意识组成了物质世界，而意
识能从能量场中创造粒子，再投射出物质世界。

举例，我们作画时，会使用画纸或画布、画笔和
颜料，一幅画之所以会变成美丽的图画，并非来自画
纸、画布、画笔和颜料的总合，而是来自绘画者的意
识和念头。如果没有这个想法，也就不可能有那幅画。
说白了，也就是你的意识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想法就是一种能量，可以形成粒子，这是
一种脑磁波，可形成物质世界。”这就是自己所想的
东西会变成事实的原因，人的想法就是意念波，它比
光速快 6 倍，加上使用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静坐的 3
倍速度，一共可提高至 18 倍的速度。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概念，我们的身体细胞是由
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内还有电子、质子、
中子，再细分还有夸克微粒子，这些更小的微粒子，
统称为量子。”

俄罗斯生物学家弗拉迪米尔·琶普宁（Vladimir 
Poponin）和彼得·卡里耶夫（Peter Gariaev）设计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就是测试 DNA 在光子的表现。所
谓光子是组成世界的量子材料。

“他们将一个特殊试管抽尽空气，变成‘真空瓶子’，
然后把光子散布在试管内。过后，他们再把人类 DNA 放
入试管内，这时的光子不再随性散布，它会跟着 DNA 的
形状重新排列。最后取出 DNA，你会发现光子仍然有序
的排列着，感觉 DNA 仍在试管中。”DNA 和光子虽然
看起来是已经分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互相连结。也
就是说人体的 DNA 是可以跟磁场连结，是可以互通的。

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能量不受限于时间与空间

德国物理学家兼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于 1944 年提出“母体”（Matrix）这个
概念震撼了全世界。他认为能量场存在于万物之中，又
孕育着万物，所有物质都有一种力量孕育并维系着他们，
这存在着一个具有意识及智能的心智，这个心智就是万
物的母体。

陳博士举例，人体细胞本来是一体的，将它切开后，
就一分为二，照理来说实质上是没有任何连接的，但他
们确实是有连接关系的，即便放在不同地方，这就是一
个母体。母体就是一个磁场，当一边感觉疼痛时，另一
边马上感觉疼痛，不管距离多遥远，这是不受时间和空
间的影响。这就是陳博士以这个概念提倡全球唯一西方
能量科学结合东方生基智慧的“时空生基 ®”。

发表于 1993 年《前卫》期刊杂志的研究报告，描述
了美国军方的一则实验所呈现出的结果。

美国军方的科学家们首先在受试者的口中采取了
DNA 和组织样本，然后把这个样本带到同一栋
楼的另一个房间，其距离相隔了好几百英尺

远。DNA 被放在特殊装置中测量其电流，检测它是否对
受试者的情绪有反应。

科学家们让受试者在房间里观看一系列影片，内容
包括战争、色情片、喜剧等，好让受试者产生各种真实
的情绪体验。当受试者体验到情绪的“高潮”和“低谷”
时，他的细胞和 DNA 几乎也在同一瞬间呈现出了强烈的
电流反应。

他们继续让受试者和细胞相隔 480 公里远，受试者
和细胞反应之间的时间差是由科罗拉多州一座原子钟负
责测量。试验结果也是惊人的一致，受试者的每一次情
绪变化与细胞的反应时间差都是零，就是说其效应是同
步发生的。不论细胞是在同一房间或相隔几百里远，结
果都一样。

DNA 可以储存能量

“人体的 DNA 就象海绵，可以把光储存在 DNA 里，
就象金字塔吸收能量后再把能量储存起来，所以 DNA 也
可以储存能量。我们人体有 72,000 个气脉，能每天 24
小时吸收宇宙能量，当这些气脉充满能量后，你就更有
精神处理每天不同任务和挑战，自然的身体的细胞会饱
满健康。”

“当一个人拥有一枚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时，启
用者会在金字塔内的三分之一高的位置置放个人 DNA，
并在一秒钟内启动能量，不管你人在哪里，你还是能感
到顺畅吸收到浩瀚的宇宙能量。”

 中国香格里拉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内设有 5 万
个单位的“蓝琉璃时空仓”，当启用者把 DNA 放入时空
金字塔时，这时时空生基 ® 就启动了，即便你人在马来

西亚，你就冥想放在时空仓的时空金字塔，想像
自己就在它面前，然后许个愿，此时能量已

启动，梦想就很快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