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煌金字塔盛品
辉煌如意金字塔、辉煌富贵金字塔、辉煌镀金 24k 至

尊富贵金字塔、黑金辉煌如意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盛品的四面设有 9 层阶梯，意味着步步

高升和一帆风顺。对于刚毕业寻找机会者、高管经理、
CEO、 生意人、企业家，很合适拥有辉煌金字塔来引领更
远大的目标前景。金字塔顶端的四面则设有 5 个金字塔，
代表认准方向和目标明确，整个设计概念就是让启用者设
定好方向，提升行动力，努力奋斗，一步一步往上爬，直
到成功为止。金字塔底座内部设定的金字塔具有协助启用
者圆满成功，成就非凡用意。这个系列盛品适合创业者，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事业设定方向，配合辉煌金字塔的力
量一步一步往前走，凭着勇往直前的魄力，过关斩将，展
现自己光辉灿烂的一面，并迈向巅峰。想要提升学习能力、
增强智慧或提升人缘，也可使用这系列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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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机缘巧合下让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
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接触能量学，1996 年也

见识到自己的启蒙老师使用金字塔作为风水摆设，并获得
不错的反馈。从此他醉心于金字塔与能量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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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健康和能量，进而改善人的气场。他花了超过 10 年，
终于研究一系列深海能量石金字塔一系列产品。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是深海能量石？陳幸堅博士解
释，他曾经使用玻璃、塑胶、血龙木、柚木和亚克力作为
研究元素，最后他发现深海能量石对人体生理组织产生共
振，并达到安全水平，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因此诞生。

宇信金字塔的原料是采用 2,000 公尺以下的天然深海
能量石冶炼而成，能够释放温性的负离子，有益于人体健
康，提升人体能量磁场的形、气、神。

从科学角度剖析金字塔

陳幸堅博士说，古埃及人早就找出应用金字塔能量的
秘密，很可惜这古老的方程式失传了，世人只能拥有珍贵
的金字塔建筑物，无法使用金字塔蕴藏的神奇方程式，依
然有研究团队对金字塔做进一步研究，从中找寻神奇力量。

他说，科学家发现著名的埃及吉萨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 of Giza）能把电能和磁能聚焦到位于内部和地下
的房间，它的形状和它聚集电磁能量之间有一定关系，为
了准确地测量它的电磁回应，由俄罗斯圣彼德堡国立资讯
技术机械与光学大学（ITMO University in Saint Peters-
burg, Russia）领导的研究小组创建了一个金字塔模型，
已模型研究人员用这个模型来观察波浪能量是如何被金字
塔散射或吸收的。

科学家发现，金字塔形状内部空间是一个很好的谐振
腔体，通过金字塔的形状和角度，还有塔的顶尖吸收及储
存来自宇宙的正能量，汇聚的能量场成为金字塔能。

“金字塔的神奇关键在于塔内三分之一高的位置（金
字塔下部），能够储存宇宙能量，这种能量共振频率较慢、
较为平稳，这是所谓的 Alpha(α) 波；相对的，三分之一
位置以上（金字塔上部）共振频率会愈来愈快，这是所谓
的 Beta(β) 波。”

他研发了可以摆设在家中各种大小不一的宇信深海能
量石金字塔，再把 DNA（头发和指甲等）置入金字塔内三
分之一高的位置（金字塔下部），就能吸收宇宙能量。

“当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吸收宇宙能量时，安置在
金字塔内的头发、附属物同时接受宇宙能量，它们一旦饱
含宇宙能量时，就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宇宙能量
导送至当事人身体，并发挥功效。”

深海石能量金字塔
释放负离子 提升形气神

古埃及金字塔贵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其神秘的“身世”至今仍
无确凿的说法，但是关于其特殊的形状，科学家早已有了惊人的发现——
金字塔汇聚能量的说法千真万确！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陳幸堅博士凭借天生慧根，以及强烈的信念，凝
聚正能量，成功创造了一系列能量金字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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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机缘巧合下让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
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接触能量学，1996 年也

见识到自己的启蒙老师使用金字塔作为风水摆设，并获得
不错的反馈。从此他醉心于金字塔与能量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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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健康和能量，进而改善人的气场。他花了超过 10 年，
终于研究一系列深海能量石金字塔一系列产品。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是深海能量石？陳幸堅博士解
释，他曾经使用玻璃、塑胶、血龙木、柚木和亚克力作为
研究元素，最后他发现深海能量石对人体生理组织产生共
振，并达到安全水平，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因此诞生。

宇信金字塔的原料是采用 2,000 公尺以下的天然深海
能量石冶炼而成，能够释放温性的负离子，有益于人体健
康，提升人体能量磁场的形、气、神。

从科学角度剖析金字塔

陳幸堅博士说，古埃及人早就找出应用金字塔能量的
秘密，很可惜这古老的方程式失传了，世人只能拥有珍贵
的金字塔建筑物，无法使用金字塔蕴藏的神奇方程式，依
然有研究团队对金字塔做进一步研究，从中找寻神奇力量。

他说，科学家发现著名的埃及吉萨大金字塔（Great 

深海石
释放负离子 提升形气神

古埃及金字塔贵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其神秘的“身世”至今仍古埃及金字塔贵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其神秘的“身世”至今仍
无确凿的说法，但是关于其特殊的形状，科学家早已有了惊人的发现——
金字塔汇聚能量的说法千真万确！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陳幸堅博士凭借天生慧根，以及强烈的信念，凝
聚正能量，成功创造了一系列能量金字塔产品。

人民币 10 元的纹路 :
中国人民币是亚洲最通用的货币，目前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

美元钞票上的金字塔 :
代表财富，可让人成功。

科威特钞票的纹路 :
它连绵不绝的条纹，代表科威特采之不

尽的油田，是永恒的财富。

欧元钞票上的 12 颗星星 :
代表活力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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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海能量石金字塔主
要根据古老埃及金字
塔工程学制造，有源
远流长的传承。

2） 黑金色为主，因人而
异，都能发挥不同的
效益。

3） 配合美钞金字塔之智
慧眼来衔接宇宙能量
助于开发人类智慧。

4） 体形是由精心量度尺
寸制成，能有效的跟
宇宙能量接轨，产生
无限的宇宙能量。

5） 体积重量是以大小格
秤量，能平衡环境的
磁场使人体得到健康。

6） 底盘是由稳健成长致
气势澎湃，充满生命
力的图腾让人提升信
心。

7） 依据地球吸引力之南
北极效应使环境磁场
顺畅得以发挥力量。

8） 有效的释放宇宙之生
育光线，助长血液循
环，新陈代谢，延年
益寿。

9） 永恒不断提供天然负
离子，净化环境和身
体的外来污染，产生
抗氧化作用，迎来青
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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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典 81 金字塔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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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典 81 金字塔盛品
经典 81 吉祥金字塔、经典 81 如意金字塔、经典 81 富贵金字塔，这个系列

金字塔盛品是宇信的第一个金字塔系列创作，以黑金色为主，底座为黑
色正方形，分别印上 4 个不同国家的钞票图腾，顶端为金色的方锥体。黑色代
表健康，金色代表高贵，金字塔的每一面刻上 6 个金字塔，代表财富、家庭和
谐和学习能力，一共 24 个金字塔代表财力雄厚。塔内共有 81 个迷你金字塔，
代表圆满成功。

小型的经典吉祥 81 金字塔较适合个人使用，因而只能置放一个人的
DNA，迅速改善个人磁场，适合静坐、置放车内容易找寻泊车位，也可作为寺
院仪式的阵法摆设。中型的经典 81 如意金字塔和大型的经典 81 富贵金字塔分
别可置放 3 人和 6 人 DNA ，适合摆设家中和办公室，可以改善环境磁场，提
升正能量，以缔造和谐环境。建议大家把宇信特制的许愿文放入金字塔内，然
后摆放在适当的位置来启动能量。善用这 3 个系列盛品有助于面试和招标项目，
有助于增加事业运。同时有助于净化身体，并促进家庭和谐、增加财运，让一
切成功圆满。

经典 9 全金金字塔盛品
经典吉祥 9 全金金字塔、经典如意 9 全金金字塔、

经典富贵 9 全金金字塔，这系列盛品金字塔是
以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作为整个的设计概念，这是陳
博士特地从中国请来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雕刻师傅根
据该金字塔结构而创作。由于是手工制作，会有一
种天然的亲和力，所以很受大众欢迎。金字塔底座
的 4 大图腾也是师傅耐心地一笔一划雕刻出来，可
被视为另一种手工艺术品。整个设计以金色为主轴，
里外全金，代表财气旺，塔内有 9 颗小金字塔，代
表圆满成功。其除了提升启用者的正能量，让人更
加精神饱满外，还可以协助他们宏观发展。

经典 9 全金金字塔盛品

金字塔电磁波能量图

辉煌富贵金字塔

辉 煌 镀 金 24K
至尊富贵金字塔

黑金辉煌如意金字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