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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种种琐碎事情、工作、思考、人际关系、情绪等
都是能量的消耗。早上起床感觉乏力，才刚睁眼却已

经感到十分困倦。新的一天并不是新的开始，而是新的疲
惫。

很多人常常淹没在类似的瞬间里，勉力运转维持着日
常生活的秩序。下班后工作事务依旧萦绕在脑海中，思维
变得杂乱而疲惫。疲惫和倦怠会经常以“紧绷”的形式显现，
让人无法完全从曾经忙碌的状态中脱退，让身体的能量不
断被损耗。

这些长期慢性能量消耗，造成身心疲累，渐渐地对生
活失去目标、冲劲，甚至给自己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健康、
家庭、事业因为个人能量不断被吞噬，难以承受的人可能
在面对生活、事业等压力时选择放弃或逃离而不是积极面
对！

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全天候的文化让我们不论是白天
还是黑夜都很难得到休息。因为身心都无法充电，让人体
能量总是处于低状态，严重者还会出现负能量。

挥之不去的疲惫感中，是心灵被“燃尽”了吗？是什
么造成我们不再能够享受生活？我们又该怎样驱散疲累，
以获得活力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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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脉轮能量 为好运充电
宇信七彩乾坤转

一早起床，你是精神奕奕的，还是感觉萎靡不
振？

因为日常生活上的各种压力，很多人在新的一
天感受到的都是疲惫不堪，做起事来力不从心，对
待事物热情不再，这样的日子难道还要继续吗？

宇信国际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陳幸堅博士凭借自
己多年来的钻研，设计了一款不仅外形精美，还有
为自己自身能量充电的盛品“七彩乾坤转”，神奇
功效已获得不少见证认可！

提升脉轮能量 
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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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彩乾坤转是项链也是戒指，采用有效提升能量的原
料制成。这钢制扳指有两层设计可转动，内环镶上 9

颗小钻石。
“坚硬的钻石代表永恒，有谐音‘赚’，可守住钱财。

号码‘9’在数字学里代表圆满。这七彩乾坤转设计不仅
仅是提升以及修复个人能量，更可提升思维、智慧，让人
对事业、目标有着野心勃勃，而暗藏的钻石也意味着深藏
不露，让人不动声色在适时发出耀眼的光芒。”

七彩乾坤转表面镀上 7 种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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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蓝色的眉心轮以及紫色或白色的
顶轮。

如同陳博士所言，我们人体会因为每日生活中的种种
而不断消耗能量，并且累积毒素，导致脉轮失衡而影响身
心健康。透过七彩乾坤转，不但可以将身体每日所吸附的
负能量、毒素排出体外，更可修复身体能量。

“我们在进行无数次测试，在使用七彩乾坤转之前，
透过仪器扫描可看见许多人的脉轮能量较弱且显现并不明
显。但在依据我们的方式使用七彩乾坤转，数天后便可看
见明显的改善。身体周围能量变得明显，脉轮也变得更加
明显，生活上也变得更加顺逐，有者事业上更获得突破！”

惊喜见证能量的提升

一名女士对于七彩乾坤转感到不可思议。她分享道，
自己曾透过仪器检测发现个人脉轮较弱，尤其海底轮。在
得知七彩乾坤转能够改善身体能量时，她便根据指示每天
使用，并且专注在身体较弱的脉轮上。不久后，她身体的
能量明显得到改善，再次透过仪器测试时发现身体脉轮颜
色变得明显，而身体周围的白光更是越发明显，而且每天
精神抖擞，做事也更加利落，事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她更分享尤其在晚上入睡前静下心来转动七彩乾坤转，能
量可更加集中，即使当天睡得少也仍然精神焕发，充满冲
劲地工作！

“七彩乾坤转有助释放焦虑、紧张、烦躁、不安的情

透过七彩乾坤转
打坐观想净化心灵

形、气、神的饱满，可以让人自然而然地散发正能量，并
感受到欢愉的心情，每天神采飞扬，精神奕奕，干劲十足！

内环镶上 9 颗小钻
石，“9”代表圆满，

“钻石”代表“赚”。

人体七个脉轮平衡与否，直接影响身心健康。

日常琐事累积成脉轮负能量

专研能量学多年的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
陳幸堅博士发现，人的能量不断被消耗下，身体中从底至
上以螺旋形态连接七个脉轮能量，当其中一个脉轮出现问
题时，便会影响附近的脉轮。当身体脉轮能量失衡，则牵
一发而动全身，出现情绪问题，影响健康、生活、家庭、
事业、财运等各方面。换言之当脉轮充满负面能量时，就
会渐渐扩散至全身。

“我们人体形、气、神所形成的身体七个脉轮，其实
是反应我们身心灵状态。当 7 个脉轮平衡启动时，就会好
事连连；脉轮能量一旦失衡，坏事也会接踵而来。我们常
说必须要有正能量，排除负能量就是这原因。唯有能量充
足，人的身体就会健康；思想就会宁静；头脑就会清醒，
还能够开发人的智慧，激发人的潜能，让人变得积极，使
头脑变得更加地清晰、敏锐。”

陳博士告诉记者，人每天所接触的人、事、物，说话、
思考其实都在消耗能量，同时间也会吸收他人的能量，导
致身体及心灵都在我们不自觉中累积毒素。

“这就是为何许多人会学习静坐让身体以及心灵进行
排毒，清除白天积累的毒素，提振萎靡的能量供给，还能
沉淀消化各种记忆，让身体充满正能量。但是以我个人研
究以及体验，要更有效地提升能量，并且让能量助我们成
就成功，改变命运的能量，必须借助链接宇宙能量的辅助
器。于是，我花了 2 年多的时间研发，经过无数次测试实验，
终于让‘七彩乾坤转’诞生！ ”

这“七彩乾坤转” 是陳幸堅士博士在其老师的启发以
及宇宙能量给予的灵感设计而成。

陳幸堅博士无私分享，要更有效地启动七彩
乾坤转可分为三个阶段。随着专注的练习，

迸发出灵感，产生新的思路，并且得以开启内心
智慧，逐渐地生活的方面均获得改善以及意想不
到令人振奋的效果！

第一阶段 :
启动七彩乾坤转，第一步必须观想与手指转

动的配合。先静下心 5 至 15 分钟，把七彩乾坤
转套入食指往内转，代表钱财从外赚钱进入口袋。

“静下心来，观想自己是最纯洁，也是能量
最强的透明白水晶体，开始转动七彩乾坤转，观
想脉轮，观想有一个蜡烛，烛光慢慢亮起来，照

陳 幸 堅 博 士 分
享 如 何 透 过 打
坐， 用 三 个 阶
段 的 观 想 方 式
来 启 动 七 彩 乾
坤转。

亮我们的身体，渐渐地身体被红光围绕。每个七轮
颜色转 9 次，第一阶段启动为期 21 天。”

第二阶段 :
“第二阶段加入呼吸吐纳法，用‘气’启动七

个脉轮。静下心后，鼻子吸气，以鼻子慢慢地呼气。
在呼气的同时手中转动七彩乾坤转，并观想海底轮，
观想烛光照亮身体至被红光围绕。每个七轮颜色转 9
次，为期 21 天。”

第三阶段 :
“第三阶段为第二阶段的进阶版。启动七个脉

轮后会感觉小周天打通任督二脉，启动身体 72,000
个小脉轮，能够提升悟性、灵性，看见更高的维度。”

“吸气 3 秒，吐气 4 秒，呼气时转动七彩乾坤
转，用气吹动七个脉轮。当身体小宇宙被打通之后，
呼出的气在身体内前方吹向海底轮，再观想烛光在
晃动，照亮整个身体至被红光围绕。同样的，每个
七轮颜色转 9 次，为期 21 天。”

陳幸堅博士解释，当人的维度高时，人的理想、
目标也变得更清晰，完成度更高。人之所以有盲点，
事业、生活无法突破而陷入困境，均是因为一直都
是用眼睛去看待事情而非用心观察。

“启动七彩乾坤转，进行观想与宇宙能量链接
时，达到天、地、人合一。以他个人经验所得，这
可提升第六感，思维、想法各方面都得到启发，看
见更高的维度。若是本身拥有天赋之人，一旦身体
能量被启动，将会是 不可思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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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使整个生命感受到平静、喜悦、自在和安详，可使头
脑变得更加地清晰、敏锐，让人变得更加积极，对生活、
事业有目标以及朝向对的方向前进，人生才会改变。这都
会在静下心来使用七彩乾坤转时宇宙所传达的讯息。”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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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转一

次七彩乾坤转就观想海底轮，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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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七彩乾坤转一点也不困难，只需静下心，观想
便可启动。我们用心清理，用正面思维蒸灭掉身体不好的
能量，进行净化。观想一道白光从宇宙注入顶轮，一路贯
穿 7 个脉轮至海底轮，把身体的负面能量借助宇宙能量将
之排出大海。在这过程，感觉身体的气场，毛细孔被打开，
从脚底排出，全身得到放松。”

七彩乾坤转是项
链也是戒指，采
用强效提升能量
的原料制成。

测试前的能量一
般，启动七彩乾
坤转后七脉轮能
量扩大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