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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企业进军中国，在宇宙能量凝聚的圣洁之地香
格里拉，海拔 2,200 米的腊普天界山山脉上建设香巴

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建造世界首创时空生基 ®，
而且是得到清海玉树康国寺十七世转世洛嘎活佛邀请，得
到了尊贵的直贡噶举派第三十六世琼赞法王确吉囊瓦高度
认可，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宇信国际集团却成为全球第一
家企业接下这神圣的任务，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筹备中。

2020 年 7 月，陳幸堅博士还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批准，
成立了“宇信香格里拉国际基金会”，其宗旨包括：为内
偏远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及为社区贯彻社会经济利益，并实
现文化旅游业的平衡及永续发展；推广“金字塔能量”的
理念，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宇宙能量，达到提升个人
的形、气、神的效果；推广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的《时空
金字塔能量仓》，将个人 DNA 置放在时空金字塔内就能
与宇宙能量场产生共振，从而吸收无穷无尽的宇宙能量；
通过投资正能量的发展，以提高会员对推广慈善活动和建
立更健康社区的意识等。

“这缘份与机缘是宇宙能量的牵引让我们宇信能够在
如此神圣之地完成无比艰巨的使命！”宇信国际集团创办
人兼执行董事陳幸堅博士感恩地表示道。

我们经常听到“种生基”，那什么是“时空生基 ®”？
陳幸堅博士有条不紊地解释：“种生基源于唐代，生

基可以接收天地旺气、趋吉避凶、增福延寿、平安富贵、
官运亨通、改善人缘等等。我们宇信的时空生基 ® 则是将
我们个人的 DNA 存放在能量时空仓内的时空金字塔，就
能连接环境磁场和金字塔能量。当人体基因（DNA）与气
场相应，并反射到当事人的身上，并通过时空生基 ® 开启
乾坤之门，全年源源不绝地吸收宇宙能量，改善磁场提升
运气。”

宇信时空生基缘起
历经事业磨难 成就人生辉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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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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面对事业挫折、人生低谷，你会
用怎样的心态解决？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
陳幸堅博士在成为能量学专家前，也和
大部分普通打工族一样，事业起起落落，
尽管他努力、认真，也无法摆脱经济压
力上的束缚。最后，陳博士终于在能量
这块领域找到他人生的终极追求——通
过本地的深山大师，以及西藏活佛的开
悟明言，陳博士开拓了大马以致世界多
国的能量市场，帮助更多人在迷途中找
到前方的指路明灯。

2019 年 9 月 26 日于药师佛坛城举
行的蓝琉璃时空生基 ® 启动大会。

开始时空生基 ® 的起源要回到 2013 年，陳博士在其
马来西亚宇信集团总部的顶楼，建立一座可放置

1,000 个小型金字塔，不过他更希望能够建设更多个金
字塔时空生基 ® 以协助现代人。

“当时我向宇宙发射这想法，许了个愿也‘下了订
单’，希望有机缘让我找到能量纯洁，磁场非常好的地
方，建造一座更大的金字塔，造福更多人，提升身心灵，
拥有更好的生活素质。很奇妙的是，那年我到西藏时种
下了缘分的种子，认识一位佛教徒，更透过他认识了青
海玉树康国寺第 17 世转世洛嘎活佛。”

“我跟活佛一见如故，当时我立即将自己的看法以
及心愿告诉他，没想到原来这与洛嘎活佛多年来想要完
成的心愿大有雷同，我们一拍即合。活佛更盛情邀请我
们宇信在云南香格里拉海拔 2,200 米的腊普天界山山脉
上建设香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

香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结合了洛嘎活佛的
心愿以及陳幸堅博士的构思，设立世界最大的香巴拉坛
城，内设 60 万个太阳时空仓置放时空金字塔。

这项计划更获得直贡噶举派第 36 世琼赞法王确吉
囊瓦的高度认可，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项目。洛嘎活佛
以大爱无私发愿求度病痛穷苦众生，一生以药师佛愿力
为众生消灾延寿，离苦得乐为蓝本。在最合适的时间和
空间，也是宇宙中最好的安排，让宇信国际集团有缘参
与投资正在建设中的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总值人
民币 1.7 亿元。内设 5 万个蓝琉璃时空仓，在 2019 年

与活佛心愿一拍即合
设立全球最大香巴拉坛城

已竣工，在同年 9 月 26 日隆重举行启动仪式，国内外
200 人参与 药师佛灌顶大法会，在药师佛坛城等八大菩
萨诸圣贤的光明能量护持之下，100 人在洛嘎活佛加持
见证安置超过三百多个蓝琉璃时空生基 ®，场面壮观殊
胜！

“虽然我们宇信还是小企业，与圆满还有些距离，
但我深信正能量事业是缘份的牵引，借助时空生基 ® 的
带领，能量的引领必定可让我们一起成就事业共体，利
润分享的命运共同体；让我们接受宇宙能量，一起共创、
共享、共赢，缔造更美好的生活。”

“这也是多年以来能量不断给我的惊喜、领悟以及
生活的改变。接下来也会继续我的能量之旅，研究以及
发掘更多不可思议的大自然能量，帮助更多人以能量改
变生活，营造幸福人生。” 

全球最大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

不说不知，原来地球的大能量场就在香格里拉藏区，
此地区位于地球顶轮，是地球与宇宙接轨的地方。再者，
香格里拉是个充满神奇大自然能量、地灵人杰的地方，是
能量磁场纯净之地，更拥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因此，时
空生基 ® 能够让当事人隔空接受与振动频率更高的能量场
产生共振，吸收源源不绝的宇宙能量。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为马来
西亚，甚至亚洲少数专研能量学的佼佼者。过去 20 多年
的能量研究经验，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真实个案以及陳
博士个人的成就，便足以证明宇宙能量确实能够给生活带
来不可思议的转变。

专研能量学多年的陳幸堅博士表示，时空生基 ® 是宇
信目前最大的挑战以及创举，而能够成就今日的他以及宇
信国际集团，皆因他在未接触能量学之前，经历无数次事
业的成功与失败，多次的磨难与考验所建立的成果。

“当你一而再地面对人性问题，事业上的考验，信心
被摧毁……真的并非人人都能熬过。许多人会因此而感到
沮丧、气馁，但我抱着感恩的心勇于接受挑战，积极以及
乐观去面对及解决问题，慢慢地接受宇宙能量所传递的信
息并与之沟通，才有今时今日的自己。”

陳幸堅博士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典范，他不是含着金钥
匙出生，但他的成就足以证明能否改变后天之运气是由自
己所抉择以及创造。

年轻时期的事业跌宕起伏

从小喜欢画画的陳幸堅博士，对创作甚有兴趣。中五
毕业后半工半读土木工程绘图，尔后继续修读土木工程。

“那时候的我就是从乡下出来打拼的小孩，读书时打
两份工作，打车上班，晚上搭迷你巴士上夜校。努力是想

改变生活，所以到了吉隆坡这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1983
年我加入国际传销公司 Amway，工作 5 年成绩斐然，带
领 300 多人的团队，让我学会如何带领团队，管理、销售。”

当时的他生活都被工作所填满，尽责的他从不曾缺席
会议，只有一次因为发生意外而除外。对他而言，热衷于
自己的工作是生活重要的部分，然而这些年忙碌的工作所
得到的收获却不如预期。

“5 年了但依旧骑着摩哆，醒觉后决定离开公司。之
后也尝试过不同的工作，甚至还转行去卖咖喱鱼头！还有
自己的中央厨房！饮食业虽然能赚到钱却非常疲累，坚持
了两年就决定另寻目标。”

1990 年在朋友的推荐下进入一家直销公司，在短短
一年里赚到人生第一桶金，29 岁就购入人生第一间半独立
式。

离开公司后陳博士寻找股东合资创业，把利润分享，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带入公司，但因为公司内部问题，加上
与大老板理念不尽相同而背道而驰，甚至为取得公道而打
官司！最后得到胜利的他无奈地表示，要创业，找大老板
合作还真的必须慎重考虑…… 

当时在行内甚有名气的陳博士得到本地老字号直销公
司的青睐，邀请他加入公司开拓业务发展。不过这让他有
所犹豫，毕竟要将老字号改革，加上大公司，更害怕人多
是非多。

为了拉拢人才，该公司决定接受陳博士建议为其公司
重新取名，弃用多年老字号的名字。事业理念相进，董事
长也是一位让他尊敬的长辈，陳博士也欣然答应加入。尔
后却因为该公司与一家台湾公司合作，两家公司从初期的
合作愉快至后期两国股东均出现矛盾而拆伙。 

“在这公司的 4 年里可谓是我当时的事业巅峰期，
但眼见他们股东之间的纠纷，我不想牵涉在其中而决定离
开。”

2000 年他再次创业，开设一家饮水机公司，并建立
他最喜欢的氛围愉快的团队。隔年再创立一家直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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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考量独资创办公司并不容易，需要大笔基金而加入股
东，董事股东人多，关键对行业是懂非懂，创业是要坚持
不懈的精神，但是业务在短时间内无法突破而停滞不前。

20 多年的创业、领导、销售等经验，让他成为行内
炙手可热的企业顾问。有名气也有高薪，但是真的就此
满足吗？这真的是自己所想要的吗？陳幸堅博士不禁自
问……

大师一言 醍醐灌顶

1987 年开始研究能量的他在 1994 年接触能量棒，
开始深入研究能量学、堪舆学、数字学。

“我老师带我到金马仑高原拜会一位大师。大师告诉
我，过去我所经营过的事业都只是试炼，日后的我还有着
更大的使命以及事业等待我去履行。”

这番话也许给了陳博士更多信心勇于尝试。2005 年，
他开启能量事业，推出历久不衰的品牌皇牌产品金字塔。

“宇宙能量给予我能量，给我明确的灵感，让我知道
答案，所以在 2009 年时机成熟了，跟我人生的最佳事业
与人生伙伴——我的太太一起创办宇信。”

将过去十多年埋首研究以及验证的能量学创办宇信国
际集团，在大马以至世界多国开拓能量市场，为的就是协
助更多人缔造更美好的生活。

“我也是因为宇宙能量给我的生活带来大转变。当我
的事业遇上瓶颈，是能量而改变我对人生的看法。过程里，
每一个工作、事业似乎相隔 4、5 年就重新开始。不过这
对陳幸堅博士而言都是一种体验、磨炼，学会看清人性与
人心。”

“也许过去那些年都是宇宙给予我的考验以及历练，
才能让我认清以及坚信，能量事业就是我的人生事业……
再说，能量这事业是福报的事业，不但给人欢喜，给人信
心，给人希望，给人正能量，将他们的人生扭转乾坤，改
善生活甚至改变命运，种种的真实案例以及宇宙所传达的
能量信息，造就了今天的‘时空生基 ®’。”

全 球 首 创 香 巴
拉 旅 游 小 镇 石
刻文化博物馆。

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
内设5万个蓝琉璃时空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