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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系統工程基礎結構修復改進的新技術 —

這是一個人體生物工程的新突破，從改變人體活性能量系統達到

 • 健康長壽，返老還青

 • 增長智慧，開發腦功能

 • 甚至改變DNA 遺傳系統

李紀星 — 新時空探索者
宇宙多維空間廣義能量學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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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空探索者 — 李紀星

者的注意並提議合作。其後應賓州州立大學，杜克大學，紐約
州立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之約與著名科學家Dr. Rustum Roy, Dr. 
Frances Brisbane等合作試驗，探討人體能量及能量治療。最近
更是成功的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醫院，完成了兩次橫跨美國國
土遠距離（約四千五百公里）的傳送能量而改變了骨癌細胞及
血癌細胞內部結構的實驗。實驗證明李老師可以轉變細胞的性
質，使細胞的生命力減弱，消除癌細胞，也可以使細胞更具活
力，在實驗中甚至造就了生命力強于癌細胞的“多核特異細
胞＂，為返老還（童）青的實例提供了科學依據。因此創造了
最新生物科技(包括了幹細胞的研究）未能實現的新成果。
        
 李老師亦是環保意識積極的推動者，鑒于全球大氣環境
的急速惡化之，在修煉中他深深的領悟了人類的使命,毅然放
棄了在日本優越的生活條件及多年建立的經營基礎。為了喚醒
大眾了解人體與生存環境的緊密關系，他特別選擇這個高科技
高智慧人才匯集的舊金山灣區作為他在美國的定居點，並與世
界、美國著名科學家共同成立了宇宙活性能量基金會。此基金
會是一個美國聯邦稅務局批准的非盈利免稅機構。希望傳授給
大眾21世紀新的養生、改造人體生命的哲學、科学。了解人體
如一部活性生物電腦 ,可改造自身體內生物能量系統，用活性
軟件系統更新的方法，可改善身體的系統功能以適應不斷惡化
的環境，從而達到健康長壽、返老還童（青）、提高人體生命
層次的目地。同時利用自己在氣功界的影響，積極呼籲廣大民
眾和有特殊能力，高功能、高層次的老師們投身保護大自然的
偉大事業，投身于時代的修煉（也是最高層次“天人合一“修
煉的基本），投身于救人救己的，大自然、人類共（同）生存
的首要大業上來。

More info:
http://www.u-energy.org
http://www.naturalhealingcenter.com/creative/jixingli.htm

  自幼喜好學習名家大法，曾跟隨多位
國際知名的大師們學習各門各派的武術氣
功。後來又習佛道醫等氣功，包括與癌症治
療專家郭林老師學氣功治療，與武術氣功名
家王選傑先生學習武功；與上海體育館氣功
總教練胡吉甫學習少林一指禪功法；也拜師
中國氣功科學研究会特約顧問覃堯卿先生，
學習他的祖傳中醫醫家氣功，水火功及遙控
治療等功法；又與如意太極拳創始人石明老
師學習如意太極拳。李紀星老師融合各家之
長，每日十小時以上苦練、並與日本密宗高
僧，中國氣功及能量治療等方面的高人及
世界著名科學家們切磋交流，將古老科學與
最新科學成果、觀點等相結合，創立了新
的“宇宙多維空間廣義能量學理論＂。這個
理論是以一個新哲學為基礎，在此基礎上創
立了關於“人體活性生物電腦＂的理論和大
自然、大宇宙活性能量系統的新學說。並以
科學的方式有系統的運用生物能量，借助多
維、高維空間中的高層次、高性能能量，加
上了人體系統與大自然、大宇宙活性系統融
通修煉之新方法，來開發人體功能，提高生
命力、免疫力、改進人體生物系統工程以達
到健康長壽甚至于開發智慧，返老還（童）
青之效用。這種方法不同于現代醫學和傳統
醫學所運用的治療方法，而是採用了新科技
方法來操控人體的更基礎能量系統，來修復
細胞或直接改變細胞結構性質的“生物系統
工程＂基礎能量體系轉換的理論技術。這一
新技術的應用，在美國與癌症專家合作的實
驗中得到了證實。
        
 李老師在日本二十年執業期間成功的
以與大自然、大宇宙活性系統同步運作的
方法，搶救了醫生無法挽救的病人，使很多
癌症、類風濕、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等高難
度的病人恢復了健康。併與多位著名科學
家，醫生和電視台合作做過思維傳遞，速效
減肥，返老還（童）青等各種試驗，獲得
NHK，富士等所有全國各大電視台及雜誌
數十次以上的專題報導。也與中國大使館和
日本NHK衛生部合辦氣功大會得到世界氣功
界的注目。他所著的「氣功的創造力」－書
在1998年更登上日本暢銷書排行榜，三版已
銷售一空。

     自2004年起，李老師多次應美國各大
學，氣功、能量、健康講習會之邀，在會上
試範氣功及對自願者採用高性能能量轉換病
體結構的方法，在極短的時間內呈現明顯的
效果，引起美國先驅科學家及生物能量研究



李紀星著作

L: DVD —
Dancing in the Ta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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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ing in the Ta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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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al 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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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中文書—
宇宙多維空間廣義能量學, 
2006



旅日二十年間，獲各大主流雜誌無數次的專題報導。



人體系統工程，基礎結構修復改進的新技術 —

是最尖端的生物科技，人體生物工程的新突破

理論基礎﹕宇宙多維空間廣義能量學

它是一個全新的哲學，用隱性（形）能量和顯性（形）能量的哲學概念取替了幾千年來將人類思

維方式局限于三維空間物質的存在形式主導的舊哲學（一個無法全面認識、解釋各種客觀現實的

哲學）。我們認為它是目前最能高度抽象概括大宇宙任何時代中的任何事物的哲學。因為其一，

科學、最新科學已經發現了在舊的“物質、精神＂概念範疇之外“有能量的存在＂。其二，這些

隱形（性）能量具有著特異的高性能，能對物質及其他能量產生著高效能的作用，這類作用在現

實生活中和科學實驗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的實証。特別是對生物能量體系（包括人體、病體生物能

量體系）有著常規科學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就說明了舊哲學的殘缺不全，造成了無法認識和運用

存在於宇宙中的，能發揮高效用的能量。而從我們實踐經驗來看，對這種大自然、宇宙中的高性

能、高智能、高功能的能量無知一事，對人類的健康長壽、返老還青，人體活性系統的改進，科

學、技術、文化發展等方面皆是一大損失。學說中還提出了“宇宙能量運動綜合大平衡＂的原

理，以及人體活性系統（活性生物儀器: 包含了活性生物電腦、活性生物天線、活性軟件等的功

能）與大自然、大宇宙活性系統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并引導人們深入的認識大自然活性能量對

于人體的寶貴價值，從而懂得愛護大自然這一首要任務。有了這個哲學為基礎，不只是人體功能

的高度開發，可以達到前所未有的階段，甚至可以改變自身的命運和遺傳系統。這是是一個用自

然科學規律將生命科學，命運學統一起來的新理論，也可以說是一個改造人體生物工程的活性生

命藝術。

 

現實效應﹕可使人們回到年青的時代，無病的時代

     袪病強身，增強生命力，免疫力，健康長壽，返老還青，具有  

神奇的年輕、美容之效用。增長智慧，開發腦功能，甚至改變DNA

遺傳系統。



人體系統工程，基礎結構修復改進的應用 —

袪病強身，增強生命力

運用多維高性能能量系統來轉化病體，及人體內構成細胞結構的基礎能量系統的狀態，從而可以解
決很多現代醫學解決不了問題。從以下實例可看出此一全新科學、哲學理論的實證功效。

實例一﹕與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合作，對一般醫療法無效的骨癌細胞進行遠距離能量轉換實驗。
 時間﹕2006年12月2至2006年12月12日
 地點﹕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實驗室
 主持人﹕教授John E. Neely MD, 小兒科及癌症專科醫生
 
 說明﹕Dr. Neely 選用了一種一般化療法亦束手無措的骨癌細胞 (Ewing＇s Sarcoma bone 
tumor) 放在培養皿內 。實驗室設有兩個培養箱， 第一個箱內有兩層。上層為實驗層下層為對照
層。第二個培養箱內只有對照層，對照層培養皿內的癌細胞任其自然成長。李紀星先生從加州灣區
山景城，以遠距能量傳送的方式，控制實驗層培養皿內癌細胞的生長。李先生從未去過賓州州立大
學實驗室，也不知實驗室的確實位置。

實驗期中定時觀察紀錄各組癌細胞生長的情形，自第三天起即可看出明顯區別。到了第12天，對照
組培養皿內的癌細胞即已長滿。實驗層的培養皿分三組（1A, 1B, 1C），李先生用三種不同的方法
實施遠距能量轉換。在20天內， 先減緩培養皿內細胞的成長速，接著達到細胞負成長，最後1C的細
胞全數死亡，在各實驗組中還出現醫學沒法解釋的多核細胞情況。

在其後一系列的對照實驗中（李先生不再傳送能量，兩個實驗箱中的細胞都任其自然生長），即使
在一百九十天之後，連實驗箱都換了房間，置于1C位置的細胞還是不能正常生長（其它的位置皆可
正常生長），可見能量不僅可以改變細胞等有生命、有機體，對于無生命、無機體的實驗箱亦能產
生影響。這是因為實驗箱的基礎能量結構已經產生變化，可以抑制細胞的生長，由此對宇宙多維空
間廣義能量學說提供了科學的論證。

1A-2, 1B, 1C-2三組培養皿，用三種不同的方式做能量轉換，
在20天內先減緩培養皿內細胞的生長速度，然後達到細胞負
成長。Control 2, Control 3 代表兩個對照組（培養皿內細胞
任其自然生長)

圖表及照片提供﹕賓州州立大學兒童醫院實驗室

出現多核細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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袪病強身，增強生命力

實例二﹕與賓州州立大學兒童醫院合作，對一般醫療法無效的血癌細胞進行遠距離能量轉換實驗。

 時間﹕2007年11月2日至2007年12月20日
 地點﹕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實驗室
 主持人﹕教授John E. Neely MD, 小兒科及癌症專科醫生

 說明﹕本次實驗Dr. Neely 選用了UT-7, 是一種血癌細胞放 在培養箱的瓶內 。實驗室設有兩個培
養箱， 一個做為實驗箱，一個是對照箱。每箱內有三層。上層放兩個培養瓶，一個在左後方（1A），一個
在右前方（1B）。中層（1C）及下層（2A）各有一瓶放在右前方。實驗開始後，李紀星先生從加州灣區山
景城，遠距離（4千500公里左右）傳送能量，使實驗箱內的癌細胞產生結構上的變性，因此不再具原癌細
胞的性質。而對照箱內的癌細胞則任其自然成長。李先生從未去過賓州州立大學實驗室，也不知實驗室的
確實位置。

李先生用兩種不同的能量方式去改變原細胞的性質，一種可以縮短細胞生命期使其加速死亡，另一種可延
長細胞生命期使其健康並充滿生命力。

實驗期中定時觀察紀錄各組癌細胞生長的情形，剛開始時兩箱內生長速度相近，自第十七天起實驗箱中
1C瓶內的細胞存活率銳降致10%以下，最後全數死亡，而對照箱內各瓶中癌細胞的平均數已高達一億四千萬
個以上。

而實驗箱中1A, 1B 及2A，在其後持續的實驗中，出現許多罕見的特異多核細胞，且細胞數還能不斷增長，
顯示出細胞的性質不僅已改變，並且充滿生命力。當對照箱內各瓶中癌細胞數長到一億六千萬後因營養不
夠而生長衰退時，而在同樣生長調件下的實驗箱中1A的細胞數，在短短一個月內卻長到高達四億，超過對
照箱內細胞數的兩倍以上，這是癌症專科醫生前所未見也無法解釋的現象。這種能使細胞在結構上產生變
化且生命力增強的現象，在生物學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它意味著人體生物工程新技術的誕生，同時也為
我們返老還童的方法，找到科學的依據。

  

圖表及照片提供﹕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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袪病強身，增強生命力

名字﹕板元女士
年齡﹕69歲

治療項目﹕
治療末期癌症

治療時數﹕
經過五天共30小時的活性能量
系統轉換後，病人的精、氣、

神已出現明顯的改變。

名字﹕簡女士
年齡﹕87歲

治療項目﹕
全身調養及治病

治療時數﹕
經過一年大約70多小時的調
養，身體恢復健康，頭髮增多
髮色變黑，病人看起與七十歲

時相似。。

攝於 1991 攝於 2008

為保障個人隱私，本頁僅供傳閱，請勿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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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益壽，返老還青

研究幹細胞等的生物科學是目前的新潮流。連在世界高科技具有領導地位的矽谷，也將從電腦科技

轉形到生物科技，其重點之一就是研究返老還童，由此可見這是一般大眾的心願。因此我們特別選

擇了改變人體能量系統工程的新技術，使人體機能年青化作為特選項目。目的是借此讓大家認識這

一新科學、新哲學，并以現實效應來證實這一理論的科學性。研究幹細胞的工程龐大，什麼時候能

出具體成效尚未可知。我們的這個新、老科學結合的技術方法，在現實中早有成功實例，（請參考

下列資料）。 我們亦樂意接受新的邀請，用效果來證明。

如何利用此技術達到延年益壽、返老還青

這個方法是從基礎能量結構體系改變人體生物活性系統，不只限于常人所想的氣能量的補充調節，

而是將包含了腦、神經、經脈、體液、骨髓、內臟器官等細胞的結構和能量， 從更基礎的能量（

系統）層次上進行了整復更新。不僅提高免疫系統功能，更重要的是全面的提高人體對大自然環境

的適應能力，也就是提高了生命力。因此顯現出來的不只是顏面的年輕，而是整個人體系統機能回

復到年輕時的狀態。如同時光倒流，是用有限的投資，換回十年、三、四十年的無價的青春時光。

效果﹕

 • 臉部縐紋消失，皮膚細致有彈性及光澤，眼神明亮清澈，面部水凌而有神 

  情。可幫助模特兒、演藝工作者延長事業生命及質量。

 • 精氣神飽滿，提升體能，運動員更創佳積。

 • 整體功能提高，開發腦系統，增加工作效率， 智能提高，使從事腦力工作

  者更有創意（創造力）， 可幫助決策者再創事業高峰。

 • 提高生活品質，你會從更多的方面重新感受更美好的生活。

 

與中藥的調養有什麼不同

中藥是調養，要達到明顯的效果，需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累積，而且到達一定的程度後，效果很難

再突破。而用調整人體生物能量的方法，在很短的期間內就可看出明顯的不同。 經過一段時間的

調整後效果更是突出，非但持久並能持續進步，最多能與同年齡的人產生20 到30歲以上的差距。

能量調整，是對人體系統的修復也是更新，所以才能在轉換病體的同時，也達到返老還童—身體年

青化的功效。

與西醫的美容有什麼不同

西醫不論是傳統的整容手術，還是現代的激光拉皮等用各種先進的儀器，都只是表面的改善，對深

層的和整體系統的老化不能挽回，效果也不會持久，更不能改善身體的狀態，不會使肌膚富有彈性

和光澤，也不會充滿有年輕生命力的神彩。手術不只疼痛，對人體系統有著破壞作用並且有風險。

能量調整法是在最舒適的能量活性系統的運行環境中，將你的內在能量調整到最佳的狀態，使你真

正重獲青春。



實例一﹕電視台專題報導
1993年TBS電視台“Super Wide＂節目報導，一個80歲的老太太，當時是某企業的社長，經過約二十小十的

能量轉換，看起來像六十幾歲。

人體系統工程，基礎結構修復改進的應用  —

延年益壽，返老還青

實例二﹕ 電視台專題報導
1992年，「主婦與生活」雜誌和東京電視台共同制作的專訪節目。
節目中對一個近四十歲的模特兒，以她二十六歲時的照片為本，作了50分鐘的能量轉換後，即顯現出明顯

效果。

治療後治療前



名字﹕秋田女士
年齡﹕55歲

治療項目﹕
以美顏為主的全身調養

治療時數﹕

三個月中共26小時

名字﹕鍾女士
年齡﹕41歲

治療項目﹕
以美顏為主的全身調養

治療時數﹕

兩個月中共九小時

治療後治療前

名字﹕陸女士   治療項目﹕     治療時數﹕

年齡﹕44歲   以美顏為主的全身調養   一次2小時

人體系統工程，基礎結構修復改進的應用  —

延年益壽，返老還青



本基金會能為人實現歷代「帝王將相」求而不可得的夢想 — 

• 袪病強身

• 增強生命力

• 健康長壽

• 返老還青

我們對於為了職工的健康，為了推廣新科學、新文化或宣導保護大自然的理念而舉辦講座的組

織者，提供免費的，全世界最好的，獨一無二的服務來幫助他們達成上述的夢想。至于提供服

務的時間長短和項目，可依情況詳談。此外對於有助於新文化、新科學推廣的公司或個人，如

需向其他企業融資時，我們也願意與他們合作，提供上述的技術，幫助他們獲得融資。

宇宙活性能量基金會

www.u-energy.org
318 Moffett Blvd.

Mountain View, CA 94043
Tel/fax: 408-469-4514

408-807-8675
408-892-1272

info@u-energy.org
usajixing@yahoo.com

中國電話: 13691382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