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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信多用途能量棒
启示宇宙 探测正能量

人为宇宙万物之中时刻受环境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
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安身立命之本”的屋子更是

能量中枢的聚集地。只不过能量有强弱、正负，能量棒
便可测出家中能量磁场好与否并加以改善。

" 例如想要知道家中贵人位在哪个方向，可启示宇宙
让能量棒给予方向。三次测试后能量棒都停在同样的方
向，意味着该处便是真正的贵人位置，可在此摆放金字塔、

无形的能量，肉眼看不见，感应力人人
不同，如何印证“能量”的存在？

两根细条棒子，能准确探测到能量的“存
在”，并非无稽之谈，从西方古代的“地灵尺”，
到东方风水中的“寻龙尺”，都是能量棒的
前身。

 致力于宇宙能量探索的陳幸堅博士，耗
费 20 年，终于设计出一款对于能量敏感度高
达 99% 的加强版宇信金字塔能量棒，透过能
量棒尾端的九层金字塔，使能量棒有更精准
的能量传输，给予您生活上的开运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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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西方人用地灵尺探寻水源、
矿脉或地下物藏的传统方法。

奥大利亚柏斯 King Park 
公园的逆时针旋转大树。

宇 信 能 量 棒
尾端设计。

宇信金字塔能量棒除了能探测环境的能量，
对于人体身心灵的能量也有成效。

中国香格里拉腊普天界
山的顺时针旋转的松林。

于湖南祁阳文昌塔测试能
量磁场，此座文昌塔始建
明万历元年公元 1573 年。军方采用地灵尺探测地雷埋藏的位置。早期的地灵尺，形体是一个分叉的树枝。

水晶等能量物件增加磁场。要知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只有摆放在能量合适的位置才能改善或提升能量。给大
家一个贴士，能量棒还可以测出最合适自己的水晶颜色
以及其能量。”

陳博士解释，每个人的五行均不同，例如五行属金
的人，若使用红色水晶则会克制自己。若是属土的人使
用绿色同样的并不适合。“尤其爱好水晶的人并不晓得

水晶的能量以及合适自己与否，建
议可使用能量棒测试。”

陳博士表示，在进行能量探测
前，以正确方式手持能量棒者，必
须默念能量棒口诀三遍：“宇宙能量，
光明正大，公正无私”。接着，在
心中告诉自己现在要测量的人、事、
物，并开始向宇宙传达讯息，对能
量棒发问问题，例如“我家财位在
什么位置”，能量棒在这个时候便
会自动反射结果，开或关，或转向
某个方向。

“能量无所不在，虽说能量是
我们看不到、摸不着，而是透过自
己与宇宙之气场交换，由探测器把
人体潜意识感应所接收的讯息显现，
并得到明确的答案。能量棒协助人
寻找方向，宇宙讯息传递的能量器
具，使用时需要平静及高度专注，
并且以敬畏之心使用。要知道，能
量棒富有灵性，尤其长久使用后会
与使用者有着链接，探测时会变得
更加敏感与准确地给予答案。”

“万物皆有灵性，尤其像能量
棒有着磁场感应的，更必须用敬畏
之心，对其有信心以及信任，那使
用者也会越用越有能量。因此谨记。
在使用能量棒绝不可抱以玩玩的心
态，或者用以忽悠他人。”

持能量棒净化元神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主导在其中的正是“吸
引力法则”能量定律。换句话说，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事情，
都是个人能量所吸引而至。因此，每天与不同人接触的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与他人交换了能量磁场，即使如今减
少出门，透过电话、视频，也可影响能量。

“加上生活的疲惫，让人不自觉地累积负能量，让
人变得不耐烦、毛躁，身体总是感觉不对劲，这都是因
为身体吸收太多负能量所致。因此我们必须定期自我清
理以保持正面积极的能量磁场。”

“找个安静的地方放松身体，把心静下来。手持能
量棒，将它逆时钟转。默念口诀三次：‘元神用心清理，
把负面的蒸灭掉，排出大海’。与此同时，观想一道白
光从宇宙灌入头顶、身体至脚底，把所有负能量排出，
让身体如同白水晶般纯洁光明无浊。这不但可排除负能
量，还可放空身心，平衡身心灵磁场。”

身为马来西亚能量科学创会会长的陳幸堅博士，用
了超过 10 年的光阴，在马来西亚、东盟国家、亚洲等国
分享能量科学，带团至海内外充满能量之地探测能量之
旅、静坐，传递正能量，也培训出多位专业以及经验丰
富的能量执行师。

“也欢迎大家参与成为我们能量科学创会的一份子，
这里会让大家学习、体验能量的奇妙，了解能量科学。
每星期我们都透过 ZOOM 分享能量，教导大家如何让自
己透过能量由‘负’得‘正’！让大家在这艰难的时刻
保持及提升正能量！”

找出家中正能量聚集处
改善财运·开启好运

古人有言：“万物皆有灵”，肉眼所无法看见的无形
能量比有形能量更具威力。量子物理学则指出，宇

宙磁场组成了宇宙的万物，而宇宙万物都是能量在磁场
的作用下所组成。

因此，不论是人类、动物、植物、食物、饮料、服饰、
建築、交通工具、运动，音乐等，都有各自的能量阶级。

专研能量学多年的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长陳幸堅博士屡屡见证宇宙能量的奇妙，也不断寻找更
多与能量相关的学问、物件。1995 年，陳博士向一位专
业堪舆学老师拜师，就在当时了解风水中使用“寻龙尺”。

“这寻龙尺或者被称为‘探龙针’，在风水里是使
用来找寻龙穴龙脉之用。相传这寻龙尺设计者为易经八
卦创始者伏羲。其实这也是一种能量探测，与西方国家
的矿物、水源探测器为异曲同工。”

能量棒英文称为 DOWSING ROD，古时的叫法又称
为“地灵尺”或“魔叉探物棒”，古时西方人用以探寻水源、
矿脉或地下物藏的传统方法。在战争时期，这甚至被用
来探测地雷的埋藏位置，其用途之广可见一斑。

陳博士有条不紊地讲解道，能量探测器伊始可追溯
至 8 千年前，在中东利比亚 (Libya) 的东南方处，有—先
民住过的洞穴，叫“塔西尼安查”(Tassili-N-Ajjer)，洞
里就有一幅壁画显示着一群人正拿着一些分叉的树枝，
在做探测地下物的工作。而据考古学家估计，这大概是
在西元前 8,000 年前的作品。只是，这树枝的名称并非
寻龙尺。

特殊设计加强敏感度

1997 年，终于拥有自己的第一支寻龙尺的陳博士深
入钻研，在期间更得到宇宙所给予的灵感，2009 年设计
出第一代能量棒。

2010 年，陳幸堅博士研发的宇信金字塔能量棒有别
于一般能量棒的设计，推出进阶增强版，能量棒尖端转
换成九层金字塔设计，可连接宇宙能量探测微妙能量的
敏感度达 99% 准确性，并誉为日常能量检测的多用途能
量棒。

“九层金字塔皆因数字‘9’代表圆满，加上金字塔
设计，能够让在进行能量探测时，协助找到最好的磁场，
探测能量更加精准。”

宇信能量棒之所以被称为“多用途能量棒”，是因
为它不但可以检测环境气场的好坏、物件能量的强弱、
排除身体负能量，就连生活上面对抉择或不明就里的事

情时，都可请能量棒给予启示。“曾经有人因为能量棒
给予的启示而找到工作上的贵人，也有的人用来探测家
中能量强的方位进行风水布局。我本身多次测试生活各
方面的疑问，也曾尝试用能量棒寻找在家中丢失的戒指
或耳环等，找回失物的成功率非常高！”

探测身心灵能量

不过，最神奇之处是能量棒可测试人体能量，若出
现排斥情况，能量棒会跳动，这意味着身体的磁场不太
稳定，也可探测出个人健康问题以便可及时接受治疗。

“在进行测试时，若能量棒左右一边打开另一边却
不开，那意味着不开的可能心脏、肾脏或者左边有受伤
或疾病。

陳博士曾在分享会遇见一位博士，在为其进行能量
棒测试时出现左边的能量棒原封不动。于是陳博士询问
对方身体的左边是否曾经有受伤或任何不适的地方。果
其不然，这位博士左边肾脏曾动手术将之切除，也让他
对陳博士的能量研发另眼相看，赞叹不已。

能量棒可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使用。尤其现今
无论生活、工作不时感到迷茫，失去方向，又或者难以
作出抉择的人而言，这能量棒会是最佳的生活启示伙伴。

“比如工作量繁多的人，不知该如何高效地完成工
作时，可取出能量棒，让宇宙能量给予你答案以及方向。
又或者面对上司、合作伙伴等，想知道对方是否值得信
任或对方的想法，也可透过能量棒得到启示。”

陳博士读书时期的女同学因事业面对问题，陳博士
为其以能量棒进行能量检测。“男左女右，在测量的时
候右边的能量棒原封不动，当下我认为同学事业上遇到
的挑战必定与女性有关。她表示公司面对的挑战确实与
女股东有关。于是我用能量棒为她家中找出最佳的位置
摆放金字塔，2 个月后再以能量棒测试，结果左右两边均
打开，意味着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女同学笑着表示那是
她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令陳博士难忘的其中案例之一，是他在一家美容
院里分享能量棒的神奇故事，有的人深信不疑，有的人
半信半疑。为了让众人信服，陳博士看见一名初次见面
已怀孕数月的美容院工作人员，于是建议以能量棒测出
肚子里宝宝的性别。能量棒给予答案为女儿，正确的答
案让该名孕妇惊讶不已！众人也不得不相信能量棒探测
的准确性。

陈博士透过屏幕为大马世界级口琴大师，马来西亚
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张雅诰进行能量棒远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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