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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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可说是出神入化的，之前刊登的一

系列有关深海能量石金字塔盛品，都有助于提升事业、财
运、改善健康、情绪和学业等功能。这一期，你可以看到
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多元化的设计与功能。

扭转乾坤金字塔
扭转乾坤金字塔外形跟其他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有

些许不一样，它是“塔中塔”设计，当你掀开金字塔的“外
塔”，里头还有一个顺时钟旋转的“内塔”。内塔一定要
顺时钟旋转，释放负离子与远红外线，能够把能量储存下
来，当车内存着这股正能量时，人的情绪能够随之平稳下
来。

此金字塔内有一个暗格，可以放置珍贵宝石和水晶，
可以产生更好的能量。此外，可用电池和直射阳光充电，
最主要是要让内塔旋转，转换不好的磁场，让我们能够沉
浸在良好的气场中。“内塔”底层刻上生命之花，其具有
无限能量，是宇宙最原初的形状与振动，让你更快吸收宇
宙能量，协助开启希望之门。

“外塔”刻上不同的 4 朵生命花朵和 6 个不同国家货
币图腾；“内塔”上则铸造了无数个小金字塔。刻上的生
命花朵包括曼陀罗花、莲花、优昙花和山玉兰，曼陀罗花
象征宁静安详、吉祥如意，包含着洞察幽明，超然觉悟，
幻化无穷的精神。莲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是智慧和境界。
优昙花三千年一开云想瑞灵异，称宇宙天花。山玉兰芳香
馥郁的花香庄重肃穆的敬畏之心。每一朵花分别象征幸福、
家道昌盛、迈向成功和才德兼备的美好寓意。

至于 6 个货币图腾有科威特第纳尔、巴林第纳尔、阿
曼里亚尔、人民币、英镑和欧元，这是他们在网上搜寻到
的世界最有价值的货币。世上有价值的货币。在每张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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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守护你
深海能量石金字塔盛品

金字塔具有汇聚宇宙能量的功
效，而深海能量石的材质对于人体生
理组织才能产生出于安全水平的共
振效果，因此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
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才会以此为
鉴，设计出“深海能量石金字塔”！

除了之前报导过的深海能量石金
字塔外，没想到陳博士还设计了更多
元化的盛品，让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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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后的图纹做磁场测试，找出最有能量的图腾设计在四
面的方向。选择价值高的货币，代表可以赚取四面八方的
金钱财富。

扭转乾坤金字塔体积较轻，较适合放置在汽车挡风玻
璃下，一来可以当装饰品，二来可以平稳驾驶人士的情绪。

倘若只有 1 个扭转乾坤金字塔，则：
1）摆放在家里最负能量的方位，暗格里的水晶是根

据五行相生来削弱负磁场的水晶元素。
2）放在车里使用，暗格里则放蓝水晶即可。

倘若有 5 个扭转乾坤金字塔，则：
1）摆放在家里能量最弱的方位，根据五行相生的原

理摆放即可（请根据右图显示）。
2）5 个扭转乾坤金字塔，摆设五行阵，分别在各自

的暗格里摆放五行的水晶。

五峰金字塔
五峰金字塔应用五行元素，将自身五行融入生活环境，

平衡整体五行能量达至天人合一，改善生活素质和情绪健
康。其实当我们的身心灵沉淀后，即可进入静置状态，静
能升慧，这是所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如果你被失眠问题困扰多年，五峰金字塔不仅可以改
善你的失眠问题，甚至帮助你深度睡眠。五峰金字塔刻上
金木水火土不同图腾，配上 5 种不同颜色水晶、宇信铜板，
还有你的五行和数字学后，在你的大床四角和中央摆放五
峰金字塔，瞬间把睡房的高频率磁场往下调，进入深度睡
眠的 Delta 波，能量一启动，马上可以让你呼呼大睡。

让我们详细看看五峰金字塔其他功能：
●让你头脑清晰、思想敏捷、开发智慧、激发潜能，

提高执行力和决策力。
●可提高睡眠品质，改善夫妻关系，少睡不困，让哭

闹不安的儿童平静下来。
●改善慢性疾病和顽疾，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
●可对应人体五脏，协助净化负能量，从而提升自愈

功能，保持精神充沛。

在摆放五峰金字塔范围内静坐，可让身体七轮流动循
环，并自我修复，从心灵深处提升生命能量。

在五峰金字塔范围内约 15 分钟，紧张情绪获得舒缓，
烦躁的心情趋于平静，有助于释放焦虑不安的情绪，使整
个生命感受到平静、喜悦、自在和安宁。

长期处于五峰金字塔范围内可以使内在气质沉淀，在
举手投足之间展现优雅庄重和自信飞扬的美感，是形气神
3 种能量的综合产物。

“禅壶”能量金字塔茶具组
能量金字塔茶具组就是一个能量金字塔茶壶配 4 个能

量杯，其设计有别于一般茶壶的设计，突破了旧有的设计

概念。其壶身是黑色金字塔，类似其他深海能量石金字塔
设计，其底座和 4 个能量杯都印上美元、科威特、欧元和
人民币钞票。这整个的设计概念就是非一般的茶壶，使用
这个茶壶不能急着把水倒出来，需慢慢倒，这是一种禅修。
禅壶是沉淀急躁的良药，培养自身的耐心，增强专注力，
让人内心深处充满自信和内涵。存放在能量金字塔茶壶的
水获得宇宙能量的加持产生共振效应，形成优质的金字塔
能量水。

这套茶具含有远红外线及负离子天然矿石，能释放对
人体有益的远红外线及负离子。当远红外线频波与水分子
产生共振后，水因而变得如天然山泉水般的甘甜，能使酸
性水变弱碱性水，并能让水分子变得更细小，渗透力变强，
能中和人体的 pH 质，更容易让人体吸收。

金字塔能量水对人体的益处：
●强化免疫系统
●促进新陈代谢
●加速及加强人体自愈过程
●帮助排毒和净化
●增强活力
●减轻皮肤病和消化功能紊乱

用来泡茶，能使茶叶保持茶香，消除苦涩味，入口后
仍能感受茶香的口感余韵。

能量金字塔熏香器
沉香被列为众香之首，有“木中钻石”的美誉。家居

熏沉香可清除空气中的废气与病菌，净化空气，提升空气
素质。沉香香气可改善精神状态，对失眠和烦躁问题有很
好的疗效。能量金字塔熏香器通过金字塔顶尖吸收宇宙能
量，有效净化环境和身体的外来污染，提升人体形气神和
能量磁场。

把放入能量金字塔熏香器的沉香燃起后，香气四散，
可令不安的心情平复，舒缓压力，使人感到轻松。其实此
刻可让我们脑波从 Beta 波调至 Alpha 波频率，身心轻松
而注意力集中。陳幸堅博士拥有美国高级香道师文凭，也
是中国沉香香道师和鉴香师，以资深的经历研发的宇信合
香沉香，混合了 7 个国家和区域的沉香做进一步调和，使
气味融合而形成一种独立香品，这是所谓的合香。点燃宇
信合香沉香，香味让人感觉心境沉声静气，从容自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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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愉悦，平心定气均匀的呼吸，时刻进入了心如止水的状
态，此刻脑杏仁核的体积变小，能减少心里压力，左海马
hippocampus 被唤醒，认知、记忆，对声光、味觉立马活
跃起来。就象拥有一颗心丹，除了行气安神，让身体更健康，
根据医学界的认定，沉香能缓解心脏病的发作，尤其对心
脏健康有益处。因为是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沉香吸纳来自不
同的能量，用宇信合香沉香后身体自然会散发出平易近人
的香气，甚至让你吸引贵人，增强人缘。

 能量金字塔熏香器作用：
●可安抚和舒缓焦虑情绪。
●平衡身心灵。
●净化身上的负面能量。
●净化空气、驱逐秽气，令人心情愉悦。
●让内心感到踏实和有安全感。
●吸引贵人，提升人缘。
●提升健康水平。
●安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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