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头发置放在宇信文昌塔底层小
孔，这个方法是使用宇宙能量的共
振共鸣效果，提升使用者的磁场。

凤凰古城万名塔位
于沱江沙湾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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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之意，文学昌盛也！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古人

非常重视文昌，热衷于建文昌塔，以弥补当地文峰的不足，
冀图多出文人才子，文化昌盛。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有条不
紊地解释：“从古至今，文昌塔利于开启智慧、文思敏捷、
思维发达、效率高涨、提升业绩，尤其利于学者、生意人
及文职人员作为更多成绩和功名及帮助事业取得更大的发
展。”

根据历史记载以及研究，中国文昌塔之所以闻名是因
为这些地区先后都诞生不少名人。除了中国闻名的文昌塔
之外，其实在亚洲、东南亚多个国家都建有文昌塔，只是
多被视为佛塔或者建筑设计。

倘若曾到访日本、韩国等地旅行时，参观寺庙或当地
古迹的你有否发现有许多塔状的设计呢？尤其佛寺中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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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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陳幸堅博士多番实地研究以及
探索，还有历史背景的佐证——文昌塔
的能量绝对不是迷信！

宇信状元文昌金字塔的设计已十分
讲究，当中有包含许多风水奥妙，以及
陳博士多年来精心研究的能量学，两者
相结合，打开使用者的思维，让一切变
得事半功倍，顺心如意。

状元文昌金字塔的奥妙
一层一层堆迭向上的文昌塔，象征工作、学业如同

文昌塔步步高升，功名升迁顺利，开启智慧灵性、
头脑敏捷、思维发达。

“世界多个角落实在太多我们不晓得的文昌塔能
量，当我深入研究后发现当中的共同点都是无独有偶
的，例如塔的层数都是奇数，一般高七层、九层、十一层、
十三层。宇信的文昌金字塔高九层，数字 9 在数字学
中代表圆满。九层文昌塔象征吉祥、步步高升、至尊
之意。在古代，九为阳数的极数，用以形容帝王之至
尊至贵之位，为至尊之数，并且被历代皇帝所推崇。”

陳博士继续解释道，古代的皇帝都身穿九龙袍，
造九龙壁，皇宫建筑多用“九”或“九”的倍数。也
利用“九”与“久”的谐音来表达万岁、万寿无疆和
天下永久之意。《易经》上讲：“九五，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龙者，皇帝也，“九五之尊”逐为帝王
之称。因此，选用九层的文昌塔，无论在学业或功名
事业，都是最适合的选择。

吉祥的寓意加上宇宙绵绵不绝、无穷无尽的能量。
陳幸堅博士将金字塔和文昌塔的结合，它将是读书、
功名、事业与权力的法器。

状元文昌金字塔不但可以激发智慧，使人智慧大
开，增强读书之兴趣，加强思维，以及让读书缘分倍增，

更增加书香气息，使莘莘学子考运奇佳。
文昌塔还可以愉悦心情，也寓意家里有坚固的靠

山，让社会地位稳定的功效，晶体洁净，纯洁的灵性
可以净化人们烦躁的心境，有助于静心安神，让人心
无杂念，愉快舒畅！

“使用过我们宇信状元文昌金字塔的人都给与极
佳的正面反应。他们都说这状元文昌金字塔摆放后使
人的学习或工作效率提高，无论是对在求学的孩子或
经常需要脑力激荡的职场人、经商者，都有很大的帮
扶作用，能够使人收敛心神，注意力集中，提高记忆
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学习效率高涨，开阔他们的视
野及思维。”

“对于有想要在官运上改善自我，想要加官进爵
追求功名的朋友们来说也是理想的能量品。它非但拥
有很强的治愈力，能够驱散烦躁的情绪，还可以协助
增进人缘，改善人脉，催旺人缘，除了摆放在家中，
商家在店铺或是办公室摆放，也有招揽人气之用，也
帮助化解做事难以成功的局面。”

“状元文昌金字塔的效用是不容置疑的，在这艰
难的时期，我也希望被迫在家上网课，或者不久后政
府开放回到学校上课的学生们，状元文昌金字塔能够
帮助他们提升思维，积极面对以及课业上的困难。当
然，对于经商者，状元文昌金字塔可让他们头脑清晰，
作出对的抉择。”

使用宇信状元文昌金字塔后成绩进步的小孩见证。

第一层：一枝独秀，学霸一方
第二层：双目有神，过目不忘
第三层：三花聚顶，启迪智慧
第四层：四季勤奋，学业进步
第五层：五妙境界，五子登科
第六层：六六大顺，考试顺利
第七层：七项全能，金榜提名 
第八层：八面玲珑，前程似锦
第九层：九天揽月，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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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头发置放在宇信文昌塔底层小
孔，这个方法是使用宇宙能量的共
振共鸣效果，提升使用者的磁场。

一层一层堆迭向上的文昌塔，象征工作、学业如同
文昌塔步步高升，功名升迁顺利，开启智慧灵性、

头脑敏捷、思维发达。
“世界多个角落实在太多我们不晓得的文昌塔能

量，当我深入研究后发现当中的共同点都是无独有偶
的，例如塔的层数都是奇数，一般高七层、九层、十一层、
十三层。宇信的文昌金字塔高九层，数字 9 在数字学
中代表圆满。九层文昌塔象征吉祥、步步高升、至尊
之意。在古代，九为阳数的极数，用以形容帝王之至
尊至贵之位，为至尊之数，并且被历代皇帝所推崇。”

陳博士继续解释道，古代的皇帝都身穿九龙袍，
造九龙壁，皇宫建筑多用“九”或“九”的倍数。也
利用“九”与“久”的谐音来表达万岁、万寿无疆和
天下永久之意。《易经》上讲：“九五，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龙者，皇帝也，“九五之尊”逐为帝王
之称。因此，选用九层的文昌塔，无论在学业或功名
事业，都是最适合的选择。

提升思维 加官进爵

宇信状元文昌金字塔 : 第三章

独家 DNA 发射原理

塔与中国文昌塔颇为相似！
根据研究显示，尽管日本与韩国建造塔看似均因佛寺

而建造，但其中也包含风水元素，是佛塔也是风水塔。有
者表示，这些风水塔不同的造型因为当地国家文化而异。

当然，塔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当地的发展息息相关。
中国以砖塔为主，日本以木塔为主，而韩国则是以石塔为主。

据资料显示，于公元 538 年建起的韩国定林寺五层石
塔以及忠州塔坪里七层石塔等石塔，除了建造在风水佳位
之外，造型与文昌塔也颇为相似。

在韩国，许多历史悠久的佛寺石塔均被列为韩国国宝。
定林寺五层石塔均为百济时期建造的众多百济塔之一，由
花岗岩琢磨而成的高雅石塔，与益山弥勒寺址的石塔均被
称为韩国石塔之始祖。

于公元 538 年建起的韩国定林寺五层石塔。

日本广岛县法隆寺内的五重塔是日本最古老的塔。

“更重要的是，文昌塔并不是一项迷信产物，它是一
项古代科学产物。它的理论牵引宇宙中看不到的能量，改
善整个地区的磁场。这样的理论，和宇信金字塔的能量理
论完全吻合，因此我决定将文昌塔引进宇信，与金字塔两
者能量结合。”

研究过文昌塔的历史典故，陳幸堅博士为此开始积极
研究文昌塔的能量，并历经无数次的设计与能量测试，让
双璧无瑕的状元文昌金字塔面世，造福人群。

既然海内外拥有文昌塔之地必定人才辈出，陳博士更
加坚信文昌塔的能量！究竟为何文昌塔有如此神奇的磁场
呢？通过后天的辅助，成就真的能够一蹴而成吗？

文昌塔风水功效不容小觑
上一期分享到，在中国进行考察时，陳博士深入了解

文昌塔的能量之后，在脑海中不断盘旋着如何将文昌塔的
功能带到每一个人的家中。尔后他更发现，文昌塔与金字
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能储存宇宙能量，加上陳博士在进
行考察文昌塔时不断得到宇宙给予讯息，联想到文昌塔和
金字塔既有相辅相成的功效，便将两者结合进行研究及实
验工作。

多年的实验证明，两者结合的力量可谓超乎想象，效
果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自宇信状元文昌金字塔推出市场之后，陳幸堅博士屡
屡收到令人振奋的见证，可见文昌塔的能量与功效是不容
置疑的。

经过多番研究与考察，陳博士对这些记录深信不疑，
相信中国人对风水地理学的博大精深，他们用那么大的心
力和财力，在地方上建起一座又一座的文昌塔。再说，以
当时的财力以及技术，要建一座至少七层高的塔所花费的
财力并不菲，而一座座文昌塔的建起必定有其道理！

因此，宇信研发的状元文昌金字塔的不同在于，文昌
金字塔高九层，低层有一个小孔，可让宇宙能量东进西出，
作为发射能量用途。

文昌塔摆放在金字塔三分之一高的地方，当文昌塔的
宇宙能量，结合了金字塔内聚集的能量，通过宇信独家的
DNA 发射原理，将使这两股能量发射到人体上。两者结合
后传来的力量，将如浩瀚大海般，无穷无尽的灌入在体内。

“宇信状元文昌金字塔是利用宇宙能量与文昌塔产生
共鸣后，释放出磁场能量，让人头脑变得清晰，思维敏捷、
高效率完成度等，无论是正在求学的学生们或是职场、生
意人，都可提升头脑灵敏，有助学业、事业取得更佳的成
果。”

安徽省潜山
县太平塔。陳幸堅博士于 2015 年香港 ATV 亚洲电视《我爱下午茶》

节目担任专访嘉宾讲解状元文昌金字塔。

2015 年宇信
上海苏杭财
库能量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