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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研发的深海能
量石金字塔系列盛品，很多以知识和想法作为研发的出发

点，不过有时候也会靠感觉，这期的生命之花金字塔盛品就是
他凭感觉研发而成。

2017 年青海玉树康国寺第 17 世转世活佛洛嘎和 5 位喇嘛
曾拜访陳幸堅博士，抵达他的住家时，发现住家摆放 9 枚生命
之花金字塔盛品，于是问他为什 么能够设计这些产品，陳博士
简单回答：“我只是凭感觉设计的。”当时，该喇嘛简述，一
位早已圆寂的不丹国师，之前他使用了一种可以延寿 10 年寿命
的图腾，刚好这个图腾跟金字塔上的生命之花相似。这是一个
巧合，也是一种缘分。

陳博士说，生命之花是最原始图腾，也是最古老符号，它
是曼陀罗，它一直存在宇宙万物之中，从最大的宇宙到小至粒
子分子原子，皆是生命之花。所有物件最原始状态的震频形状
模式都是生命之花，不仅仅物体，生命能量模式也和生命之花
相同的，甚至大自然的花朵、树木、水晶、漩涡等都是生命之花。
印有生命之花图腾，能量便会被激活。

让我们来进一步了解生命之花，生命的起点。

具有无限能量的图腾
生命之花是非常古老且具有无限能量的图腾，完美比例象

征着宇宙最原初的形状与振动（频率），同时也是神圣几何的
一种，被认为是宇宙的蓝图，是构成生命与宇宙的符号。

《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提到这个世界称它为生命之花，
然而它在宇宙各地有不同的名字，主要名字是“寂静之语”和“光
之语”，它是所有语言的源头，是宇宙最原始的语言、最单纯
的形状和比例。

称它为花不仅仅是因为它看起来像花，也因为它代表一棵

树从种子到果实的周期，果树开出小小花朵，经历转化，结出
果实。果实中有种子，种子落地又生长成果树。在 5 个步骤中
完成树、花、果、子、树周期，这是个奇迹。然而它就在我们
脑海中，平凡无奇，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其实这 5 个简单神
奇的生命循环步骤其实就是生命几何，赞叹宇宙的微妙。

生命之花的图形是 19 个圆，又被第二个同心圆包围，有种
环环相扣之感，从图形中你会看到许多不完整的圆，它们也是
球体。有许多从原始的生命之花图形延伸的圆或球，会完成生
命之花图形中那些不完整的圆。从一个简单图形，靠圆或球的
连结或交叠，就成为生命种子、生命之树、生命之果、柏拉图
多面体、达文西人体比例图的星状四面体等。

古代人已经明白生命之花代表世界平衡和万物的起源，它
具有很深的灵性层面意思，在能量测探中，它可以转化和净化
能量。在冥想时，可以让你和大自然的能量产生共鸣，提升落
地感，即是与大地连结，能驱动身体能量振动频率，去除或减
少一些干扰身体的负面电磁波。当你掌握生命之花的能量时，
你会发现你是可以感受到宇宙能量和大自然的能量。如果你的
意识频率很高的时候，你是可以连接更高维度的能量。

开班授画生命之花
陳博士为了让众人与生命之花有个连结，他开班教学绘画

生命之花，从画纸的中间作为起点，同时掌握结构的平衡，凭
自己的感觉绘画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

“画生命之花是锻炼个人的专注力，现代人精神不容易集
中，做事情没有办法专注，可以藉由绘画生命之花释放压力之
余，可让自己进入禅定状态。”绘画生命之花就是在启动能量，
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除此之外，陳博士会在寺院举办的佛教仪式和仪轨，善用
生命之花原理，配合六芒星和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的摆放，
特设修行阵法，请二十四诸天（佛教的护法诸神）加持护法，
让整个仪式更加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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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花蕴藏能量
和宇宙连结启动智慧

陳幸堅博士天生具有强烈的正向信
念，因而才能把肉眼看不见的能量使用
科学原理，将之具体化。由他设计的深
海能量石金字塔，运用西方科学与古老
图腾的概念相结合，让更多人受惠，和
宇宙连结，启动智慧，开拓人生！

镀金 24K 生命之花吉祥金字塔

黄金是一种尊贵金属，素以“金属之王”著称，它是最好的导电金属，更快更强吸收宇宙能量，迅速
协助启用者提升自身磁场，改善运气。镀金 24K 生命之花吉祥金字塔看起来更加亮眼、更加高贵，

它不仅被视为美好和富有的象征，而且还以其特有的价值，造福于人类的生活。这枚金字塔属于思想扩大器，
帮助你吸收宇宙能量提升形气神，开启希望之门，实现你的健康财富、事业家庭、人缘好运以及创造幸福
人生。

镀金 24K 至尊如意 9 金字塔
镀金 24K 至尊富贵 9 金字塔

这个系列金字塔延续经典 9 全金设计，也是以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作为整个的设计概念，不同的是，它
们镀上 24K 金，拥有璀璨夺目的黄金色泽，为金字塔增添一份光彩和摄人心魄的气势，不仅具有很

好的观赏价值，且其力量结合黄金力量，带来永恒的影响。对五行缺金的人来说，更是很好的补充，让其
金气充足圆满，五行流通，生财旺气。其外形配合金字塔的磁场能量，是提升环境磁场的完美组合。还有，
气势蓬勃的底盘，加上充满生命力的图腾，象征永恒不息。这系列金字塔可摆放在公司领导人办公室，也
可置放家中。镀在塔身的黄金将发挥最大接受能量的功能，为使用者带来最大利益。

生命之花图腾

生命之花锦绣金字塔

在众多宇信深海石能量金字塔中，唯独锦绣金字塔不需置入 DNA，它小巧、
轻盈，只有手掌般大小。其外形刻上无数朵生命之花，这是以生命之花

为核心蓝图，是属于移动能量源，方便随身携带出门，睡觉时把锦绣金字塔
放在床边，可提升睡眠品质。抽屉是钱匣子，是收银之处，能够聚财，为主
人带来财气好运。把锦绣金字塔放在抽屉里，有利财源广进。当身体感到不适，
例如头痛、牙痛、肚痛，把锦绣金字塔放在不适的部位，瞬间连接生命之花，
如同被大地之母涌入怀中，可减缓不适。

生命之花锦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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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花卓越金字塔

镀金 24K 至尊如意 9 金字塔

生命之花雄伟金字塔

生命之花雄伟金字塔

生命之花雄伟金字塔共有 6,585 个小金字塔，每一面共有
1,633 个细小金字塔，分别代表财富、智慧、学习和策划。

每一面共有 15 个大金字塔，则代表行事作风讲究原则和守信，
待人处事皆会坚守承诺。拥有这枚金字塔则可让人善于学习成
长，掌握管理技巧及领导能力，将会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
金字塔内有一个印上七星阵的圆形凸起平台，七星阵是由两个三角形交叠而成，上层的三角形象
征精神层面，代表顶轮、眉心轮和喉轮；下层的三角形展示人体活力，包括太阳轮、脐轮、海底轮，
而中间是心轮的所在位置。双叠的七星阵可释放无限大能量，是一个至尊巅峰。塔内附有一枚镀金
24K 数字能量金宝贝，这是金玉满堂的象征，也是居家求福求财、镇宅求安宁的富贵吉祥物，配合金
字塔可让家中金气充足，好运不断，有助启用者事业顺苏，财源广进。

生命之花卓越金字塔

卓越金字塔四面分别刻上美元上的金字塔、科威特钞票的花
纹、欧元钞票上的 12 颗星星和人民币 10 元的纹路图腾，

图腾本来就是一种能量，这些都是影响世界的重要个体，也代
表了财富。金字塔内有一个印上生命之花的圆形凸起平台，周
围还围绕着细小金字塔，可吸取无限能量。拥有生命之花就拥
有无限能量，这个盛品也是聚财纳福的招财佳品。

宇信能量绘画工作坊。

洛嘎活佛拜访陈幸坚博士住家。陈博士住家摆放的 9 
枚生命之花金字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