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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七大脉轮，唯有平衡启动，才会

有源源不绝的能量加持，同时正能量磁场

也会灌注全身，带来好事连连的现象！

但是人有七情六欲，如何能保持七大

脉轮平衡启动，不受干扰？深海能量石金

字塔就是秘诀！

平衡人体七轮
能量源源不绝

梅尔卡巴

Copyright ©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by YXin Group. NO Copy Or Reproduction Is Allowed.

保持心境开
朗，不要有
太多烦忧，
脉轮才能平
衡，形气神
也能保持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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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对脉轮并不陌生（Chakra），不管你做
瑜伽或静坐，都会有机会启动我们身上的七个

脉轮。它是身体的能量泉源，主管我们的心灵，有
助于人类的生活。其实脉轮并非一直打开，有些是
过于活跃，有些几乎关闭了，如果脉轮不平衡，就
会呈现失衡的负面反应，我们的健康状况及情绪就

会受到影响，无法达到平静。宇
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

事长陳幸堅博士体会现代
人的浮躁，于是研发七轮
金字塔盛品，配合静坐调
身、调息、调心，平衡身
心灵。

陳博士说，深海能量
石金字塔可以聚集宇宙能

量，是一个能量收集器，可以
提升和谐能量，对人体和环境产生

很大效果。
“每个人的出生与生长环境都不一样，

以及饮食习惯也会让身体产生不一样能量，
当身体吸收充足正能量，你做起事情来特
别精力充沛，达到一定的效率。”

当环境拥有好的磁场或正能量时，你
感觉到这个环境很舒服、很愉快。由于能
量和谐，磁场平衡，会让你喜欢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植物判断一个地方能量
的好坏，充满正能量的环境，植物是茂盛的，
反之是枯萎的。”

他强调，提升身体的正能量方式就是多静坐，从静坐
中可以获得源源不绝的能量，再配合七轮金字塔盛品提升
形气神，让我们进入一个更高境界外，也启动了梅尔卡巴。

认识脉轮

脉轮与身心灵状态息息相关，当 7 个脉轮平衡启动时，
就会好事连连；脉轮能量一旦失衡，肯定会引起不好的事
情发生，出现色斑、鼻敏感、肠胃炎、中风、心脏病、抑郁、
狂躁、经痛、性上瘾和性功能衰退等等健康问题。

顶轮：代表合一与存在整体的连接感，是喜乐、宁静、
圆满。如果这个脉轮不活跃：你的精神会贫乏，思想死板。
如果过度活跃，你会对一切事物都用理性看待。

眉心轮：代表直觉力、远见、智慧洞见等。对应的负
面状态：出现头部症状，与本体（自己）失去联结，缺乏智慧，
过于僵硬等。对应体症：头痛，身体僵硬等。

喉轮：关于表达及创造力、自我价值与信念系统、说
出内心的真相、面对权威的能力等等。对应的情绪是恐惧
或退缩压抑等等，对应体症：扁桃体，甲状腺，咽炎等。

心轮：关于无条件的爱、慈悲与柔软，宽容与接纳的
能力，喜悦自在的能力等等。对应的情绪是悲伤与伤痛。
对应的体症是心脏及血液疾病和肺病等。

大阳轮：代表自我的意识层面，包括自信心的、勇气、
立场、竞争力、工作中卓越表现的能力、建立威望与影响
力等等。对应的情绪是愤怒、焦虑等，对应的体症是肝胆、
胃病和胰脏疾病等。

脐轮：亲密关系的层面、与他人建立联结的能力、享
受生活的能力、平衡与放松的能力等等。对应的情绪是忧

伤、怨尤、孤独感等，对应的体症是生殖系统的问题。
海底轮：代表现实物质层面，包括身体的健康与平衡，

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安全感。对应的情绪是恐惧，对应的
体症是肾病、腰腿酸软等。

认识梅尔卡巴

梅尔卡巴（Mer-KA-ba）是根据古代灵性传承如埃
及的秘教学校语言直译过来的，代表了光（Mer）、精神
（KA）和物理实相（ba）3 种等级和属性的统一与合并。
它也可以被称作超灵、高我或自我的轴心连接。所以它的
几何形态是正立金字塔和倒立金字塔的相交，代表天地合
一、阴阳交精的能量构造。在我们能量场中的所有能量形
式都是几何的，我们身体周围的几何能量场，可以用某种
特别的方式启动，这仍然与我们的呼吸有关。这些能量场
以前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我们身体周围旋转，但是在亚特
兰提斯沉没后，它们开始减速并停止转动。

每个人都有一个梅尔卡巴，它是由神圣几何学构成的
一个晶体能量场，能调整你的意识、身体和心，是每个身
体的光环和护盾；其回归原点，启动梅尔卡巴光体，展开
心灵能量之旅。它有无比的好处，它能让我们在这个实相
中扩展知觉，明白自己是谁，连结更高的意识层次。

在我们的身体上，有一根能量管道连接梅尔卡巴上下
两个尖端的中心，贯穿我们的整个人体，这根管道被称为
中脉，而这根管道上的主要 7 个能量中心，被称为脉轮，
这就是“中脉七轮”的由来。所以梅尔卡巴能够持续稳定
的运行，也需要中脉七轮的平衡。只要七脉轮越健康越平
衡，相对应的梅尔卡巴旋转速度会强大而稳定，光明正大，

让灵性和实体形成以太能量体，达成更高的自我（高我）
合二为一的境界。

浅谈形气神

当启动了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其能量就可以提升
我们的形气神。而一个人的形气神非常重要，它关系到一
个人磁场的强弱和运气的好坏。

形是信息，气是磁场，神是能量，这三者也可以被诠
释为外在能量、生命力和元神，这三个元素对我们来说，
缺一不可。

形气神对人有着很大影响，形气神的能量足够就可以
提升自信心、责任感、容忍力、家庭和谐、夫妻恩爱、员
工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更融洽。它就是一股正能量，让你个
人和周围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完全带来正面讯息。
至于形气神能量不足的人，长期会被负能量笼罩着，诸事
不顺。

如果你长期被不少问题困扰，无论是事业的瓶颈、感
情困扰、体弱多病和钱财问题等，只要你愿意和正能量为
伴，接受时空生基 ® 来调整身心灵，获得宇宙能量的加持后，
你将充满更多精力来面对未来。

七轮吉祥金字塔

人体中的 7 个能量中心，称为“七轮”，位于人体脊柱上的
各神经丛。每个轮都有它独特的特性和功能，分别掌管人

的各种身心状态活动、器官和情绪。人体七轮平衡与否，直接影
响身心健康。

这个金字塔盛品的四面设有 18 层阶梯，代表圆满和完美。
金字塔的其中两面则刻上七轮图腾，对应人体七轮，当你静坐时，
把它摆放面前，看着这些图腾，方便观想人体脉轮和金字塔合为
一体，形成齐脉轮直线上下贯通，平衡人体内气场，达到心神合
一。如果能配合七轮音频共振，更是完美无上的融合！金字塔的
顶端是一个迷你金字塔，代表金顶，达至登峰造极，这是对应眉

心轮，启动灵性。当你摆放这个系列金字塔盛品时，记得把刻上
七轮图腾的一面对接底座的科威特钞票花纹（连绵不绝的条纹），
让源源不绝能量涌进身体。所以宇信七轮金字塔由下而上的加速
七轮启动，平衡七轮的能量、调整情绪及五脏六腑的健康，
当能量贯通，即能提升形气神，提升我们的心灵层次，
让身体充满能量，看事物会看得更透彻，甚至提
升预知能力。

七轮金字塔盛品

七彩乾坤转

七轮如意金字塔
七轮富贵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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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红色的海底轮、橘色的脐轮、黄色的太阳
轮、绿色的心轮、蓝色的喉轮、靛蓝色的眉
心轮、紫色 / 白色的顶轮。日常只要把七彩
乾坤转套在左手食指上（左手食指第一节代
表海底轮、脐轮和太阳轮，第二节为心轮和
喉轮，而第三节是眉心轮和顶轮），观想七

轮，同时用左拇指向内转动，即能启动能量。
每转一次七彩乾坤转，就观想一次脉轮，比
方说每转一次七彩乾坤转就观想海底轮，就
象灯泡一样让该脉轮发亮，然后让红色光芒
照亮整个身体，一共观想 9 次。接下来的每
个脉轮以此类推，每天早晚重复练习一次。
这样的简单动作可以自然平衡身体能量，也
是最有效的七轮启动法， 让身心灵获得平衡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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