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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莘莘学子或职场人士，都面临着异常激烈的社
会竞争。要想脱颖而出，在这片风雨雷电交加的怒

海之中安然驶过，必须要有过人的智慧与魄力，否则随
时被后浪无情吞噬。

为人父母者，担心成长中的孩子学习能力，忧心孩
子的未来。在职场奋斗的则必须时刻鞭策自己不断努力
与进步，希望有一天能够攀上事业巅峰。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
在学业、事业要成功脱颖而出，除了过人一等的智慧、

想要孩子学业进步，或者想让
自己在职场上无往不利，摆放一
座文昌塔在适当的位置，是大部
分人都知道的风水催运法。

如果在自家摆放文昌塔都有如
此功效，那如果在一个风水宝地
上建文昌塔，不就能达到催旺该
地区范围内的人们，进而造成人
才辈出的佳况？

对此，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
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早已通过
多年来不断实地考究、探查，发
现这个说法千真万确！

魄力、才华、胆识等人运元素之外，借助天运、地运这“运
气”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

在马来西亚，有不少庙宇里均有供奉主管读书和考
试前途的文昌帝君，善信们每年到庙里拜拜、点文昌灯，
祈求孩子考试榜上有名，上班族则祈求工作顺利。

研究能量学多年的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长陳幸堅博士小时候与其他家小孩一样，祈求学业进步、
聪明伶俐，都会到庙里拜拜文昌帝君。

马六甲华人清真寺。

旺位建文昌塔 人才辈出
廖中莱等各领域名人，均出生于马六甲。可见凡有文
昌塔之地均系出名人！”

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第三省省会。诗巫是第三大城
市，坐落在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拉让江的岸边，这
里有一座 100 多年历史的文昌塔，人才辈出。100 年前，
福州名士黄乃裳从福州带领 1,118 名移民定居马来西
亚砂拉越州为诗巫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使之成
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美丽城市。

丹斯里张晓卿爵士生于 1935 年，为创办于 1975
年的常青集团董事会主席，也是世界华文媒体董事
会主席，美国的《福布斯》杂志 (Forbes) 将其列为
2008 年全世界第 1,014 富豪。中国肝胆医学之父吴孟
超医生，5 岁的时候﹐吴孟超和弟弟就跟随母亲来到
马来西亚砂拉越的诗巫投奔父亲。拿督斯里张庆信太
平局绅民都鲁国会议员，曾任马来西亚首相对东亚特
使、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因为塔的设计经常在宗教建筑出现而导致许多人
以为是与宗教有关的设计。仔细观察其实不难发现，
这都无关宗教，而是从古至今，能够引动磁场的建筑
设计。

为了近距离考察文昌塔，陳博士与友人在中国开
启文昌塔探寻之旅，走遍大江南北，对各地文昌塔作
最近距离的接触与考察。他考察过的地方包括苏州、
杭州、广东、广西、湖南、安徽、陕西等文昌塔。

他发现，建有文昌塔的地方必定人才辈出，文昌
塔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学习风气，提高一个地方的人
文水准，学生的知识水平提高，参加政府考试时可以
脱颖而出。

下一期，让陳幸堅博士继续与大家分享他所发掘
的文昌塔能量奥秘。

陳幸堅博士分享道，文昌塔早在唐朝前经已出现，
在走访中国多个地区的文昌塔时发现，凡有文昌

塔的地区皆出现许多人中之龙，因而影响中国历史。
当他深入研究，并向多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厚认
识的学者与专家讨教时，发现有关文昌塔的学说。

中国风水塔兴起，几乎每个县城甚至每个乡镇都
建有风水塔，也有人说是能量塔。修建风水塔的目的
是为了弥补地方风水上的缺陷，起到“补砂”的作用。
补砂即是“补风水”，在景观学里面则叫做“补景”。

文昌塔又称文笔塔、文峰塔，一般分五层、七层、
九层以及十三层。过去一般老百姓只可建造五层和七
层高，而较大的地区则可建造九层高文昌塔。

根据记载，文昌塔多位于村落或城镇东南“巽”
方峰峦顶部，起补缺障空、光大气象，希冀文运昌盛
的作用。文昌塔标志着这个地方重视教育，是儒家用
来兴文运的一种建筑形式。

《相宅经纂》中记载：“凡都、省、州、县、乡村，
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宜于甲、巽、丙、丁四字方
位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
或于山上立文笔，或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

因此，利于旺文启智利学业、功名的文昌塔在旺
位建造，务求镇内子孙能文思敏捷、思维发达，可出
更多功成立就的子弟。

陳博士继续表示，在中国多个城市伫立着几座有
名的文昌塔，例如：合浦文昌塔、湖口文昌塔、祁阳
文昌塔、邵阳洞口县文昌塔等。相传在古代，凡是有
文昌塔的城镇、村落，皆出有名的文人墨客及进士官
员。

宗教场所融入文昌塔设计

陳博士分享道，除了中国多个城镇有建造文昌塔
之外，在马来西亚其实有许多塔或者层层叠起的塔状
设计建筑。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有许多建筑都有文昌塔设
计，除了华人庙宇之外，清真寺、印度庙的门塔等，
塔形状的设计比比皆是。例如云顶清水岩、诗巫永安
亭大伯公庙观音塔、布特拉再也粉红清真寺、马六甲
华人清真寺、甘榜吉宁清真寺、怡保穆哈马迪亚清真
寺等等，都能看见文昌塔形状的建筑塔设计。”

“以马六甲为例，其实有数个古老清真寺户外的
塔，均有文昌塔形状的设计。马来西亚华裔教育家及
书法家沈慕羽、马华公会创始人及第一任总会长敦拿
督斯里陈祯禄爵士、华总永久名誉会长丹斯里吴德芳、
国际著名画家锺正山教授、国际演员李铭顺、现任交
通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马华前总会长拿督斯里

“我们对文昌帝君并不陌生，祂又称为‘梓潼帝君’。
相传是天上的文曲星的化身，是读书人的主宰神，文曲
星是代表文学气质，因此才有所谓的文昌帝君等有关文
学的众神。”

在风水堪舆学中，有一颗亦称为“文曲星”的文昌
星，能使人变得更聪明，更能充满智慧，同时更能使人
拥有地位、权力，甚至能使名利双收，对于儿童、年轻人，
利于升学考试。

建塔聚气镇磁场

陳博士解释，数千年前开始，塔在中国民居风水格
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阴阳，调五行，一切都将
归结一个玄妙无比的气字。气聚则兴，气散则败。

风水学认为，固势莫如建塔，塔的建立被视为兴地脉、
振文运的大事。其中一类风水塔为“文昌塔” 。

“自古人们非常重视天运与地运，因为他们认为唯
有天、地、人三运得以善用，方可开窍智慧，提升个人
潜能。文昌塔的建造为借用天与地的磁场打造地灵人杰
的区域。”

“在古代重文轻武，文风盛行，普天之下多少寒门
弟子希望通过读书获得金榜题名的机会。因这缘故而让
文昌塔颇为流行，因为文昌就代表了文昌星，是旺文的
神仙。文昌塔则是寄托着天下文人对知识、仕途的追求。”

“在能量事业多年，我经常被家长们询问是否有方
法可以让家中孩子更容易开窍，提升他们的学业。当时
我灵机一动，想起小时候就听到大人们说文昌帝君以及
文昌塔能够提升文昌运，于是开始研究文昌塔历史以及
探测其能量。”

苏州双塔又称罗汉院双塔，是
一处始建于宋代的古塔建筑。

苏 州 报 恩 寺 塔 重 建
于 南 宋 绍 兴 年 间
（1131 ～ 1162）。

东马诗巫的吉祥文昌塔。

东马诗巫的文昌嗒
有 150 年的历史。

1992 年出席第十八届世界华商经贸会
议，左为丹斯里吴德芳，右为陳幸堅博
士于2019年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合照。

福州名士黄乃裳先生 敦拿督斯里陈祯禄爵士 马六甲沈慕羽纪念馆 国际著名画家锺正山教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进平先生亲
切接见丹斯里张晓卿先生。

文昌塔聚集能量
所建之地才人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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