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類別功能簡介
可提高靈性，使精神輕鬆愉快。有聚焦、集中、擴大、記憶的功能，其振動頻率
非常高，是所有能量的綜合體，稱晶王。可鎮宅辟邪，淨化全身，去除病氣，趨
吉開運。能淨化四週負性能量，如化解輻射線及震盪波等。
輪位 — 頂輪(CROWN CHAKRA)

紫水晶
Amethyst

開發智慧，平穩情緒，提高對事物的直覺力，能有效改善小朋友集中力不足、散
漫、學習力低, 老人家記憶力衰退等現象。也能增進人際關係及代表高潔堅貞的
愛情。旅行者帶著紫水晶能增加勇氣與力量，防止危險的發生。
輪位 — 眉輪 (BROW CHAKRA )

黃水晶
Citrine

主偏財運，藉增加財富的因緣，幸運的概率以帶給人意外之財。能強化肝腸胃及
消化器官，尤治胃寒。有助於心境情緒平緩，加強邏輯分析能力，令人按步就班,
實際行事。
輪位 — 太陽神經叢( SOLAR PLEXUS CHAKRA )

紫黃晶
Ametrine

高頻紫色宇宙光與物質界的黃色光調和在一起，主調和生活步調、家庭關係及個
人情緒。
輪位 — 眉輪 (BROW CHAKRA ) 、太陽神經叢( SOLAR PLEXUS CHAKRA )

粉晶
(芙蓉晶)
Rose Quartz

有助開發心輪促進情感發達的寶石，可幫助追求愛情，把握愛情，享受愛情。柔
和的能量更可協助改善人際關係、增進人緣，並招生意緣，特別適和服務性行業
使用。也可以協助個人深入內心、發現自我、提高悟性。
輪位 — 心輪(HEART CHA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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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晶
Clear Quartz

w

亞根庭紅紋 (菱 是強而有力的愛情石, 因紅紋強大的粉紅色光能帶來好的人緣, 吸引真命天子的
錳礦)
出現。亦使人心情開心愉悅, 用更寬容的態度來包容及寬恕周遭的一切事物, 有
Rhodochrosite 助於夫妻或男女朋友間心靈的相通, 增進彼此間的感情。對心臟、氣管、皮膚、
灰甲病有幫助。

w

輪位 — 心輪(HEART CHAKRA)

綠幽靈
事業的奠基石，主正財，能增加工作機遇。助人增強精神和願力, 強化心臟功能，
Green Phantom 平穩情緒。綠幽靈的綠光是現代經濟動脈的光，尤以綠幽靈金字塔水晶更是財富
Quartz
水晶的極品。若想擴展事務，吸引更多的財富因緣，可冥想綠光以助願力。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紅幽靈
Red Phantom
Quartz

幫助打開個人心窗，不怕傷害，將負面能量釋放出去，不必自己承擔及吸收，平
衡心輪，有助愛情運。增加生命動能，投入生活。
輪位 — 心輪(HEART CHAKRA)，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白幽靈水晶
White Phantom
Quartz

凝聚宇宙大量的能量, 可將正面磁場能量加倍放送，適用於許願、息災、化太歲。
亦能強身、去病氣、改善體質。
輪位 — 頂輪(CROWN CHAKRA)

瑪瑙

能消除壓力與精神緊張，化解代溝，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坦承相處真實相待，是保
1

Agate

持家庭、公司、團體成員和諧相處的寶石。亦具一般醫療功能，能調低人體高頻
率電波，令人投入生活。

紅瑪瑙
Agate, Red

可平衡正負能量，消除精神緊張及壓力。 令人富足、幸福及長壽。
能預防皮膚病, 精神錯亂或其它與血液有關的疾病,促進性器官功能, 調和陰陽,
帶來幸福感
輪位—臍輪(NAVEL CHAKRA)

黃瑪瑙
Agate, Yellow

有招財及聚財作用。
輪位 — 太陽神經叢( SOLAR PLEXUS CHAKRA )

藍紋瑪瑙
軟化倔強與固執，消除壓力，化解人與人之間的口角與糾紛，帶來寧靜和平的氣
Blue Lace Agate 氛。
輪位 — 喉輪(THROAT CHAKRA)
防止感冒、風寒、及凍傷。助人激發熱情, 適宜個性孤傲、冷僻、不合群者。
可平衡體溫, 經常觸摸火瑪瑙能改善皮膚經常發熱、發燙，包括手汗、手熱的狀
況。
輪位 — 臍輪(NAVEL CHAKRA), 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黑瑪瑙
Onyx

可促進身體元氣，血液循環, 加快復原過程，治療帶膿的傷口。也是落實石的一
種。

水草瑪瑙
Moss Agate

是最具療效的寶石之一，可平衡正負能量，消除精神緊張及壓力。可促進富足、
幸福及長壽，可使人生現代化，精緻化、實際化。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水瑪瑙
Agate with
Water

可以感染水的特性，聰明、靈活、乖巧、學習力強、適應力佳。強化親和力，能
夠靈活應變，八面玲瓏，有助於推廣業務，提昇業績。夫妻房中擺設帶水瑪瑙，
有助於魚水之歡，使性生活美滿。

血石
(印度瑪瑙)
Heliotrope
(Blood Stone)

助人提高自尊，自信心及自主力量，平衡情緒。加強內臟功能，補充血液，增強
免疫系統功能。戴此寶石亦能助孕婦生產順利，產婦增加乳汁分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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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tion; all purpose healer & cleanser; stomach & bowel pain; purifies
bloodstream; bladder; strengthens blood purifying organs.

可排解鬱悶、恐懼及歇斯底里，悲哀的情緒, 助人提高靈性，拋離物質，去除腦
中不必要的記憶與負擔。放在枕下可去除惡夢及對黑暗的恐懼可保護旅行者的平
安，可防意外、巫術的侵擾。

w

藍玉髓
Blue
Chalcedony

k

火瑪瑙
Fire Agate

眉輪 (BROW CHAKRA )

碧璽
(電氣石)
Tourmaline

是比一般水晶更為有力的靈石，因它不但有凝聚能量的特性，更有強力的治療功
效。能吸收幅射，美容肌膚。不同顏色的碧璽有不同功效。深色碧璽更可治療關
節炎。

綠色碧璽
打開心輪，將負面能量轉為正面，容易得到成功及財富，令人更有創意。
Brazilian Emerald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Green: Creativity; opens heart chakra; immune system; psychological
problems with the father; blood pressure; asthma; balancer; eliminates
conflict within.

藍色碧璽

能平衡腦部神經，帶來清澈透明的思考空間。極度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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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maline, Blue 輪位 — 喉輪(THROAT CHAKRA)
Blue indicolite: Lungs, larynx; thyroid; parasympathetic nerves.

對應太陽輪， 能治療胃病及肝腸等消化器官的問題。亦能為人帶來意外之財。
輪位 — 太陽神經叢( SOLAR PLEXUS CHAKRA )

橙色碧璽
Tourmaline,
Orange

對應臍輪，增強生命力及身體的抵抗力。
輪位 — 臍輪(NAVEL CHAKRA)

紅色碧璽
Tourmaline, Red

能量熱情奔放，開朗舒爽，消除冷漠怪癖，散發個人魅力。也可治療有關脊骨的
疾病。
輪位 — 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粉紅色碧璽
Rubellite

對應心輪強力能量，可以增強人緣，有助帶來美妙的愛情，理想的伴侶。可治療
有關心臟的疾病。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k

黃色碧璽
Tourmaline,
Yellow

西瓜碧璽
Watermelon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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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ellite: Creativity; fertility; blanches passive or aggressive nature.

可激發想像力創意, 有聚集財富的力量, 能開拓人們的心胸視野, 使人冷靜明,注
意力集中, 頭腦清楚, 幫助睡眠沉穩。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ar

Watermelon: Heart chakra healer; imparts sense of humor to those who
need it; balancer; eliminates guilt; nervous system; integration, security &
self-containment.

黑碧璽
有效排除壓力、疲勞、濁氣，改善身體健康，也可以辟邪。
Iron Tourmaline 輪位—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Black Tourmaline: Arthritis; dyslexia; syphilis; heart diseases; anxiety;
(Schorl)

水晶中內含二氧化鈦金屬，是髮晶族中最極品的水晶，稱髮晶之王，是公司行號
決策者最佳佩帶的天然力量寶石。可增加能量聚集，象徵尊貴、權力與財富，招
偏財亦聚正財，帶來意想不到的鴻運。也可助氣、強身。
輪位 — 上三輪: 頂輪(CROWN CHAKRA), 眉輪(BROW CHAKRA ), 喉輪
(THROAT CHAKRA)

w

金髮晶
Golden
Rutilated

磁場能量較強，可增強膽識，加強一個人的信心及果斷力，能帶給人勇氣，可助
人投射出權威的能量，有助於領導人命令的貫徹與執行。可去病氣，對筋骨、神
經系統有幫助。

w

髮晶族
Rutilated

w
.t

disorientation; raises altruism; deflects negativity; neutralizes distorted
energies, i.e. resentment & insecurity.
Rubellite: Creativity; fertility; blanches passive or aggressive nature.

綠髮晶
增強事業方面的運勢, 貫徹個人的決心和行動, 綠色的能量教人快樂、喜悅、開
Green Rutilated 心。內含的綠髮是陽起石, 能強化肝臟、腎功能。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紅髮晶
Red Rutilated

內含的紅髮是金紅石,可改善氣血不調，使人青春活力，熱情有魄力，助人增加親
和力，行動力，用於追求愛情。更適用於清除恐懼、疑慮, 對憂柔寡斷及意志消
沉的人助力最大。
輪位 — 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泌尿、胰、胃腸、肝臟。

銀髮晶
Silver Rutilated

息災增盛。擁有淨化內省的力量，讓人走向平安、和樂、健康、圓滿、光明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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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位 — 頂輪(CROWN CHAKRA)
黑髮晶
修行、祈福、消業障，亦可吸收病氣。 內的黑髮是黑色氣電石(黑碧璽)。
Black Rutilated 輪位 — 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可加強生命力、活力與耐力，有益生殖系統與相關器官的健康，藉增加細胞再生
能力，促進新陳代謝，固此有養顏美容返老還童的功效。可用於補充透支的體力，
排走體內病氣，改善皮膚的毛病，也可用於防止傷口惡化。
輪位 — 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方解石
Calcite

增強個人清澈，明朗，愉快及對真理的認知能力。治療骨折質疏鬆，對骨折亦有
療效。更能預防動脈硬化，記憶衰退和心肌梗塞。
輪位 — 太陽神經叢( SOLAR PLEXUS CHAKRA ), 臍輪(NAVEL CHAKRA)

石膏
Gypsum

能量在於清新，紓解，調和，可以消除各種情緒，使思考清明，恢復心平氣和。
輪位 — 頂輪(CROWN CHAKRA)

茶晶、墨晶
Smoky Quartz

促進再生能力的發達，使傷口癒合更快，增進免疫力，活化細胞，恢復青春，有
返老還童的功效。能助事務分析及掌握能力，助品味的提升。強化海底輪有助於
性功能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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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石
(柘榴石)
Garnet

輪位—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含地、水、火、風四大元素，其造型奇特、可化煞、去病氣。具有強大的淨化、
治療的能量，能迅速排除病氣，協調整合功能，是重病患者的救命希望所在。強
化下半身功能，淨化人體氣場，對筋骨、腎臟及頭痛有助益。可加強對事物的理
解及重點的掌握。
輪位—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木化石
(矽化木)
Petrified Wood

由遠古的樹木矽化而來，具有永衡長壽的能量特性，可辟邪、療傷。是良好的結
界工具，可用於落實能量，排走病氣，也是很好的護身符
輪位—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拉長石
Labradorite

對長時間工作者，有恢復體力，消除疲勞的功用,用來按摩，具有減輕痛楚的功能。
加強洞察力、觀察力，不易被事物假像所迷惑。
輪位—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海藍寶
Aquamarine

是一種保平安的護身符，代表和平、愉悅與幸福；有益於與人建立良好關係，可
加強勇氣，並溶化他人蓄意的排斥。具強大的淨化功能，可舒緩牙痛及喉嚨氣管
方面的毛病。
輪位 — 喉輪(THROAT CHA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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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幹水晶
Elestial

月光石
Moonstone

可以增加個人氣質，柔和情緒，增強第六靈感。亦可用於祈求愛情， 故被稱為”
戀人之石” ，有助促進戀人間的幸福，快樂生活。
輪位 — 眉輪 (BROW CHAKRA )
Soothes & balances the emotions; helps eliminate fear of "feeling";
encourages inner growth & strength; aids peace & harmony & psychic
abilities; aligns vertebrae; digestive aid.

閃山雲
(蛋白石)
Opal

柔和的光輝有靜心凝神之效。 亦令人精力充沛，增加吸引力及人緣，更平易近
人。如火光的放射光輝可用於激發出特殊靈感、想像力，加強藝術家的氣質，發
揮個人才華。
輪位 — 眉輪 (BROW CHAKRA )

青金石

能治喉嚨及氣管相關疾病，能改善肉眼能力，提升高貴清新溫文儒雅的氣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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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輕鬆自然的去接受新的感情能量；給小朋友配戴可保平安健康，並促進發育。
輪位 — 眉輪 (BROW CHAKRA ), 喉輪(THROAT CHAKRA)

蘇打石
Sodalite

可以消弭恐懼、罪惡感、及個人內在負面的情緒。亦可幫助消除頭痛、高血壓、
鼻病、及呼吸道方面的疾病。新時代神祕學家相信它的深藍能量，可以將人帶入
瞑想中的深層狀態，連結個人意識與宇宙意識，幫人開發出大智慧。
輪位 — 喉輪(THROAT CHAKRA)

天青石
Celestite

舒緩情緒，令人放鬆更懂得去愛及擁有高雅氣質。增強辦事能力及信心，有避水
險的能力。
輪位 — 喉輪(THROAT CHAKRA)

堇青石

俗稱平民藍寶, 擁有極強的能量，可開放心輪及平衡其餘六個輪位，更有超級的
招財能力，幫助提高靈性和保持頭腦清醒，更有助平衡身體的各種機能，保持身
體健康。
輪位 — 喉輪(THROAT CHAKRA)

天河石
Amazonite

是信心的寶石，有助快速下達決定。也有幸運，化險為夷的能量。
輪位 — 喉輪(THROAT CHAKRA), 心輪(HEART CHAKRA)

孔雀石
Malachite

可保旅行平安尤可防跌倒意外，可擴大愛與被愛的能力；能消除壓力平穩情緒，
有助於招攬客人，帶著去開會或談判將有助益，是業務人員的寶石。最適合放在
生意場所招來客人。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東菱玉
Aventurine

使腺體分泌保持運作，可以吸引好朋友相伴....貴人幫助...及財富來聚集。
戴上一條東菱玉的手珠...或是項鍊..墜子...讓自己常在綠光籠罩中..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瑩石
Fluorite

用來對人體氣場消磁效果最佳；清潔平衡所有輪脈，對腦部特別有療效，可刺激
左腦和右腦的功能，促進分析、比對、重組、歸納的能力。故可用於改善精神病。
亦能袪除外界故意攀附的能量。
輪位 — 眉輪 (BROW CHAKRA )

橄欖石
Peridot

綠色能量有助於聚財，帶來幸運的能量，容易得貴人相助。 可平穩緊張焦躁鬱
悶的心理，安撫神經, 也可使睡眠安穩。 能激發一個人冒險犯難接受挑戰的勇
氣，促進性格上的成熟。可辟邪當護身符及防邪，對肝病的改善有助益。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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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強大的能量可助人打通七輪脈，有強大的消磁功能，可逼出、洗淨患者的病
氣。可用於其他寶石的啟動與消磁。直接貼於酸痛處可舒緩疼痛，對肝臟尤為滋
補。配合觀想就如擁有流星一樣『心想事成』的能量，翠綠的光能更使之成為事
業的強力推動石。
輪位—心輪(HEART CHAKRA)

w

捷克隕石
Moldavite

k

Lapis Lazuli

黑曜石
Obsident

消業障、去病氣，助人讓人腳踏實地、落實財富。是供佛修持佈施時的最佳寶石,
放置家中則是鎮宅避邪的最佳守護石。更由於其能減少腦電活動的特殊功能，故
能安定睡眠。幫助提高身體的代謝與免疫力, 對高血壓及腎臟疾病更有助益。
輪位—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泰國隕石
(似曜岩)
Tektite

加強腎臟及生殖系統的功能，能有效排走病氣，更有強力的避邪擋煞功能。
輪位—海底輪(BASE/ROOT CHA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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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鐵礦
Pyrite

聚財，加強記憶背誦能力，加強信念，令人積極向上。
輪位—臍輪(NAVEL CHAKRA)

紫龍晶
Charoite

助人看清事實，消除恐懼。軟化固執、刻板的人們，接受新的事物、觀念，不再
墨守成規，亦增加靈性智慧與慈悲心。
輪位 — 眉輪 (BROW CHAKRA )

土耳其石
Turquoise

可保居家及出外的平安，掛車上保平安防意外。治偏頭痛、眼疾，重病或開刀可
加速復元。可保心情偷快，性情平和易交新朋友。可帶來好運，是世所公認的幸
運石！
輪位 — 喉輪(THROAT CHAKRA)

黃玉
Yellow Jasper

可帶給人活力及樂觀極向上的心；可防火災及意外。可吸引愛情接近，可治胃寒
及消化不良的腸胃問題，也可協助減肥。可加強分析力及推理能力，增加聰明才
智、敏感度和反應力。
輪位 — 太陽神經叢( SOLAR PLEXUS CHAKRA )

鎳鐵隕石
(天鐵)
Iron-Nickel
Meteorite

帶有強大能量，可用來袪魔除邪、鎮宅、開運，亦是修行中的絕佳法器，是保護
所有善良靈魂的守護神。

舒俱徠石
Sugilite

於治療癌癥方面有著其獨一無二的功效，可以淨化，清潔全身所有脈輪的負能
量。貼於患處，輔加白光的觀想，能有效地排毒，消除腫瘤。紫色的光更有助於
提升靈性、智慧, 增加慈悲心。
輪位 — 眉輪 (BROW CHAKRA )

虎眼石
Tiger’s Eye

能激發勇氣，帶來信心使人勇敢的寶石；做事能貫徹始終，做人能堅守原則；亦
可加強肉體生命力，藍虎眼可治療呼吸道、咽喉的毛病。
適合體弱多病、或剛痊癒的病人配戴。
輪位—臍輪(NAVEL CHAKRA)

ot
.h

ar

w
.t

松樹樹脂經歷地球二千萬至六千萬年岩層高壓、高熱擠壓作用之後的化石。對於
吸納身體內病氣有實用的功效。治療風濕關節痛及慢性疾病，尤以年長者使用功
效最為顯著。琥珀年份較蜜蠟輕。工人開採時，先開採到琥珀再往地底深層時找
到蜜蠟。

w

琥珀,
蜜蠟
Amber

k

Herkimer
Diamond

促成願望，能增強意識的清淅度並擴大我們的自發性。有助我們清洗潛意識的恐
懼和壓抑，更能調和人本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甚至人與環境，事情的關係。
可抵抗輻射，平復皺紋，消除眼睛紅筋，治療中毒。
輪位 — 頂輪(CROWN CHAKRA)

w

閃靈鑽
(晶靈鑽)

輪位—臍輪(NAVEL CHAKRA)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