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秘世界的规律，破解困惑的根源

从伏羲、炎帝、黄帝到周文王，从孔子、孙思邈、诸葛亮到苏轼、

朱熹、周敦颐，从莱布尼茨、黑格尔、荣格到尼伦伯格、玻尔，

从毛泽东、郭沫若、冯友 兰到蒋介石、梁启超、闻一多，几乎所

有成功的精英为何都研究易经？

朝韩争端的本质原因竟然是太极旗？六方会谈永不成功？

郭德纲、李一、张悟本、大道堂为何都在 2010年倒下？

卢浮宫的金字塔怎么能促使客流量猛增？香港汇丰银行楼顶的炮

台错在哪里？

光看颜色就可以直接判断足球比赛的输赢？

方正、万科、美林、三株的标识为何带来了负向问题？

明茨伯格、波特的畅销理论的经典本质是如何从《易经》中吸收

的养分？

为什么如此“长寿”的 AT&T、雷曼兄弟等公司不能跨越一个生
存年限？

2007年为何房地产猛升？2008年为何金融海啸？2009年为何股

市大涨？2010年为何全面限控？2011年为何“二盛行,缺当道”？



掌握易经体系，拥有智慧人生

《易经》，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以其博大精深的思维模式备受

古今中外各个领域专家学者的推崇，被历朝历代称为群经之首，中华

国粹。

《易经》，不仅造就了辉煌的八千年中国文明，而且为计算机二

进制的创立、量子力学的进步、遗传密码的发现等现代科技领域作出

重大贡献，并成为商业发展各阶段管理之道和致胜模式的核心思维根

基，伟大的智慧宝藏。

中华文明，八千余年的传承与繁衍。

华夏商道，闻名于世的智慧与谋略。



完整学习《易经》系统与实践的唯一课程
近几年，我们的《易经管理》课程在清华、北大、中大、复旦、

同济、人大、浙大、川大、重大、西南交大、上海交大、西南财大等

著名学府总裁班引起好评，并结合相关的咨询顾问指导，带动和促进

了一大批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与高速成长。

由于众多企业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源—易经”的强烈认可与

浓厚兴趣，我们应大家要求，对课程进行了系统整理，成功首创并开

设专业研修班——“易经管理之道”博学课程，将八千年智慧进行彻

底整合，再加上诸位老师渊博精深的研究成果与珍藏经验的倾囊传

授，让大家有机会深入了领悟《易经》的核心知识，得到了难以想象

的惊喜，成为更具“无限创新思维与深厚文化底蕴”的精英人士。

此次课程，以清晰易懂的教学方式教授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使

大家深入浅出地掌握《易经》核心知识和以太极思维为核心的东方管

理体系，更好地运用其智慧精华达到卓越领导力的全面提升，以协助

企业管理者根本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多种难题和发展瓶颈，实现企业的

快速发展。

此次课程，让大家掌握趋吉避凶的趋势判断工具，学会家居布局

与商业景观实践规划方法，在易学的本质体悟与综合运用方面得到全

面提升，从而让我们拥有潜力无限的智慧人生。



高超的师资，先进的教学

经受学术界推崇的国学专家、经受企业家欢迎的管理专家、经

受媒体关注的评论专家、经受学员喜欢的趋势专家、经受大众追捧的

景观专家、经受学者认可的文化专家，等等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

荟萃一堂，形成最佳教学团队，将各自系统学识与多年经验倾囊以授，

对每位学员谆谆教诲与耐心讲解各大模块知识，并在愉悦的学习交流

过程中结成受益终身的师生友谊。

事实证明，现在的管理课程内容大量抄袭西方且生搬硬套自圆

其说，学院派老师教学死板守旧又无实践管理经验，课后所获甚少或

懵然不知所学，这已经成为众多MBA课程的通常弊病。

本课程甄选师资：

必须有原创学术价值，必须有真正实践经验，必须两者结合。

最差的老师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最好的老师是把复杂的问

题简单化。

我们让您亲身领略诸位专家对于“深入浅出”与“清晰易懂”的

完美诠释。



名师同启智慧之门

许文胜,太极管理理论创建人，清华大学中国管

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学管理专家，堪称“易经理

论与管理实践”成功结合并有效运用的“第一人”，

正在帮助五家上市公司成功发展。

国际著名易学专家，国内首位创造性连续三年公开发布对中国经济形势、

国家政策、金融市场、科学领域等方面进行趋势分析并准确率高达 85%的老
师，精准预测了房地产 08年的下跌与 09年的狂涨，以及 09年股市的涨跌曲
线，更在 2008年提前预警了金融海啸及 2010年以富士康公司为代表的众多下
坠事件。

授课十余年，把容易睡觉的枯燥课程变成了引导中国大规模企业家进入

智慧殿堂的经典课程，获得广泛赞誉“激情似火，同堂共鸣。博学似树，观

点创新。价值似井，济人造福”。

常年作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上海财大、西南

财大、西南交大、重庆大学、同济大学等 EMBA、总裁班、国学班倍受欢迎
讲师，授课节奏“张弛有度”，言谈举止“宝雅风趣”，课堂气氛“祥乐谐和”。

张宝祥，国学文化广泛研究的新生代学者，尤其

在《易经》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知识积累和成功实践经验，

擅长趋势判断与规律分析。景观风水理论精深造诣的应

用专家，李嘉诚和记黄埔、拉芳集团、明阳风电

（NYSE:MY）等众多企业景观项目顾问，国际太极易
学会的资深顾问，被誉为“清华大学课酬最高的风水老

师，国内最受欢迎的新生代易学老师”。



名师同启智慧之门

黄卫东，对《易经》理论系统具有深入研

究，尤其在“六十四卦”模型的解析与运用方

面有着高超的造诣，成为此领域的权威专家。

同时充分吸取五千年古老文化宝贵思想，深入

探究道家智慧思想的理论体系，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去繁从简，古为今用。

秉持着“用东方兵家谋略，提升企业家智慧”的理念，结合企业卓越商业

模式、人力资源整合、战略发展运作及执行运营方面的经验，研发出《孙子兵

法的智慧与竞争之道》等课程。

常年在清华、北大、人大、财大、交大、湖南大学等大学授课，对于书法、

漫画、写作、平面创作都有很深的造诣，且在课堂上旁征博引，趣味横生，广

受企业家学员的欢迎

。

从 2004年初开始，以“道家”智慧思想为基础，结合常年企业运营中的
实战、实用、实效经验，成功完成了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完美结

合，创制出国内独一无二的“道家领导力之道”课程，同时也为数十家公司

进行咨询和内训活动，被誉为“企业文化的大脑、团队凝聚的心脏”。

讲学至今，以其渊博的知识、高尚的素养、极具亲和力的授课风格，赢得学

员和听众的广泛认可，并与众多知名企业家形成了良好友谊。

宫春涛，在观人察人方面有着精深造诣，

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将《易经》“相学”体系应用

于识人、选人、用人等企业最为重要的人力资

源管理方面，开发出一套实用性极强的用人机

制与选评系统。



易经体系的大成整合

易经开悟 干支破译 卦理解析

梅花易数 六爻纳甲 易相识人

太极管理 太极管理 易境布局

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掌握



易经开悟

为什么事物现象与症结问题都可以用易经来解释和解决？

为什么《周易》与《易经》不是同一个概念？

为什么“河图”是地球人与外星人沟通的最佳途径？

为什么兵马俑能达到如此完美的艺术黄金比例？

为什么张瑞敏那么推崇“简易、不易、变易”的原则？

为什么掌握了阴阳思维就可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计算机的二进制能够由此得出进位？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笔画在卦中却有那么深刻的内涵？

为什么文王和孔子都潜心于“卦辞、爻辞、象辞、彖辞”？

为什么每个卦都可以代表上万种事物与现象？

这模块内容，有些名词可能在平时听过，比如卦、爻、五行等，

但是这里讲的内容跟大家所理解的完全不同，绝不是很简单的基础介

绍，这里的信息量非常丰富和完整系统，卦不是最简单的几个卦象理

解，是丰富了太多的知识，还有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

各个体系的核心破译，许文胜老师的讲解被广大学员所熟知，深入浅

出，让大家能够完全听懂，课后必定豁然开朗。

●什么是无极 ●什么是太极 ●什么是卦

●什么是爻 ●什么是辞 ●卦象详解

●爻象意解 ●卦象变通 ●先天八卦解析

●后天八卦解析 ●河图解析 ●洛书解析



干支破译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甲午战争、庚子赔款等等这些著名历史

事件的时间记录方式是什么？

身怀六甲代表着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六甲”？这和股市的 K
线图又有什么关系？

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是什么呢？这么排列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怎么和地支进行对应呢？

三更半夜、午时三刻，这些时间都是现在的几点？

我们总说的算八字、本命年、犯太岁、属相相合相冲都有没有

真正的价值？存在什么弊病？

大溪水、天上火、海中金、杨柳木这都是什么意思？跟人的命

运有没有实际的关系？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没有望远镜工具却能在此领域领先欧洲千年

以上？银河系的第十颗行星是用什么知识系统计算出来的？

天干地支以及甲子纳音体系，是中国古天文学和地质灾害学创造

优秀理论和辉煌成就的神秘文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叫作“十二地支”。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

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十甲子”。这个模块只要跟着老师认真学习，

课后认真研习实践，就能掌握这套知识的核心系统及其完全超越西方

星相学的智慧模型，为最终成为《易经》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打下坚

实的基础。

●天干地支的概念 ●天干地支的属性

●天干地支的作用 ●干支纪年法解析

●六十甲子解析 ●纳音五行解析



卦理解析
六十四卦跟八卦有什么区别？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隐藏着什么规律？

怎么理解“天在上、地在下”反而是最差的状态？

孔子所说“可以无大过矣”的“大过”是什么意思？

蒋介石的名字真的取自六十四卦的爻辞吗？

降龙十八掌中的“潜龙勿用、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来自于哪？

常说的“六六大顺”对应什么卦？为何我们的理解是错误的？

节气和卦怎么对应？“三阳开泰”的本质是讲什么？

清华大学的校训和梁启超及六十四卦有什么关系？

怎么理解“王用亨于岐山”这句爻辞所表达的含义？

六十四卦其中还有“一见钟情、白头偕老”的卦意？

这个模块是《易经》哲理系统本质内涵的彻底整合，六十四卦是

《易经》学习中必须掌握的知识，也是《易经》水平进步的必经台阶，

只有将六十四卦系统领悟透彻才能更好运用《易经》进行应用和实践。

这个模块的内容，包括了六十四卦的卦序讲解，揭示数千年前就

已有文字说明的宇宙及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还包括了六十四卦的卦

辞和爻辞的讲解，分析看似晦涩难懂而自己又不能学会的《周易》原

文，破解卦理中蕴含的大成智慧。

●六十四卦的卦序综述 ●六十四卦的卦序解析

●六十四卦的卦辞解析 ●六十四卦的爻辞解析



梅花易数
为什么仅从颜色就能判断足球比赛的输赢？

真有一本书预言了武则天掌权、太平天国、侵华战争等事件？

姜子牙、诸葛亮、邵康节、刘伯温、孙膑等先贤所用的太乙术、

奇门遁甲、梅花易数、四柱八字、测字、解梦等方法有何等玄妙？

孔子记载的蓍草法、广为流传的掷钱法、最高水准的卦象法都

怎么进行神奇预测？报个数字、看个号码、写个汉字，都可以做到吗？

朱熹、周敦颐、张载、程颐、程灏等宋代大儒共同的好友以及

崇拜的偶像是谁？“安乐窝”的说法又源于何处？

看见麻雀在梅枝上争吵，就能推衍出“女子摘折梅花，被园丁

发觉而追逐，女子惊慌跌倒伤到胯骨”？

怎么通过声音、方位、时间、动静、地理、天时、人物、颜色、

动植物等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能感知的事物异相？

学过以往模块的内容之后，思维肯定完全开阔了，知识也可理论

联系实践了，一些基本的应用也就会了。但有些同学还想更多地掌握

一些方法，比如对个人的判断、对事情的把握、对朋友的了解等等，

能多给自己一些有益的参考。

所以，在这个模块，我们就会教授《易经》的趋势判断方法—梅

花易数。参照统计科学与概率论的知识，衍生出直观的模型，从而对

事物发展的规律做出趋势性判断，并对时间周期规律进行科学的认知。

● 生活工作中的事件判断 ● 应用器具的趋势判断方法

● 观察时间周期的判断方法 ● 宋代大贤邵雍的“梅花易数”



六爻纳甲
驰名中国学术史的西汉学者李君明的著作为何叫《京氏易传》？

他创造了什么样的易学新模型并获得汉元帝的尊崇？

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三国最著名预测师管路、山东大学博导

刘大钧教授都用什么共同的方法通天晓地、知己知彼、分析规律？

怎么把六十四卦划分为八大类？有什么变化推衍的特别方式？

天干地支怎么能和卦爻组合成一个模型系统？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仅仅是风水上才有的概念吗？

父母、子孙、兄弟、官鬼、妻财这些都是什么归属？三枚铜钱

就可以让我们在官运财富、生老病死、工作事业、婚姻家庭等各个方

面皆可做到“清晰分析现状，准确预知未来”？

通过学习反映趋势的纳甲方法，能够让我们迅速判断现实所反映

的问题，在谈判的时候作出正确的选择，再比如人生遇到危机的时候，

再比如事业遇到了抉择的时候，再比如生活遇到难题了怎么解决，借

助这些强大的预测手段来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事以及怎么处理棘手

的问题。

●京氏易学的六爻纳甲之法

●纳甲的核心概念与基础知识

●六爻系统的模型构建与判断依据

●用纳甲判断健康、生活、事业等状况



易相识人
我们都觉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大富大贵的相。为什么香港

巨富邵逸夫尖嘴猴腮却能富贵双全名满天下？

长相与命运有直接的关系吗？什么样的相貌特征导致黑人领袖

纳尔逊·曼德拉离婚、丧子、27年的牢狱之灾？
观音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对一切众生都能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那么，观音痣长在哪里？又为什么说观音痣是一颗凶痣？

法令纹是判断人寿命特征的关键吗？鼻子是财富的象征吗？李

嘉诚的“相”里的美在哪里？

整容能改变命运？众多演艺界耀眼女星为何难有幸福美满结局？

如何选择企业匹配的合作者，形成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如何选择企业的关键人物？严谨的“财务”、勇猛的“销售”、

八面玲珑的“公关”怎么人尽其用？

对于个人特征和行为模式的识别，我们都知道中医有"望闻问切"，

这里我们就是教会大家通过对容貌望断与形象辨别的方式，知道面对

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能不能合作、他适合什么工作以及会有什么

样的表现，掌握识人、用人的秘诀。

●容貌特点与行为模式的对应关系

●形象差异与发展机遇的拐点

●形象特征与身体健康的匹配

●容貌类别与职业生涯的行为模式



太极管理 一
我们理解的“太极”就是“推、拖、拉、揉”的概念吗？为何

太极管理是根除企业顽症的最佳手段？

这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企业，通常的企业生命周期是几年？

如何运用太极管理系统延长企业寿命？

现代企业管理的热门词汇——“执行力”从哪儿来的？“明茨

伯格”如何从《易经》中获取成功的基因？

为什么许文胜老师说“好的品牌系统不一定决定企业的成功，

劣质的品牌必定导致企业的失败”？通过《易经》理论分析前世界最

大的金融管理咨询公司的标志，可以揭秘解析其破产之谜？

企业成功离不开优秀的文化建设，如何运用易学思维打造最完

善的价值观与核心理念？

世界上最稳定的结构是什么？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为何如

此稳定？企业怎么从中借鉴并配置公司组织结构？

这个模块是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学会这个模块，我们完全可以

用在企业的管理中，比如怎么选关键员工，怎么选重要领导人，怎么

定企业架构，怎么打造企业文化，企业成功有哪些必备要素，在瞬息

万变的市场中怎么玩战略，怎么培养中层管理者，怎么制定规范管理

体系，怎么进行职位的评估，等等这些从员工到高管全方位的管理体

系，都是用《易经》的思想制定的模型工具。

●成功因素的太极分析 ●组织结构的功能分析

●企业决策机构的配置分析 ●太极决策的战略机制

●企业关键员工的管理策略 ●构建太极的品牌系统

●管控与刚柔之计 ●争胜·竞合·创新

●企业成功的三才之道 ●企业成功的四象之道

●企业竞争的四象密码 ●企业用人的四象之道



太极管理 二
公司空降业务能力超强的职业经理人做为老板的副手，良好的

素质、努力的工作、广阔的资源···，可这一切并没有使销售业务达

到理想目标，是否该继续任用？老板该如何解决这样的管理问题？

跟随老板打江山的创业伙伴随着公司的发展工作能力逐渐下

降，而其下属却具有良好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对公司做出了很多

的贡献，孰上孰下？如何抉择？

公司向正规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过度，大多数部门能够按照

规范进行严格管理，员工效益也在不断增加；而只重视业绩和目标完

成，对于部门内合理管理体系的建设并不热衷的部门该怎么办？

竞争对手想利用重金挖取公司多个优秀高管，很多高管把持公司

重要业务，如果人才流失则对公司影响很大，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重要职能部门的经理人的管理费用支出大幅增加，且有很大一

部分是自己家庭使用的，如何解决这样的管理问题？

为表彰老员工对公司的贡献而制定的福利奖励制度，不但没有

鼓励老员工的不断进取，现在却造成了他们懈怠慵懒的状态，反而新

进员工的努力积极性远远超过了老员工。这个福利制度该不该继续实

行下去呢？

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管理难题和症结瓶

颈，而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些棘手的问题也因此变得越来

越复杂，使很多企业家苦苦思索而不得头绪，企业也因此陷入了困境。

我们在此总结了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中的六十四个疑难病症，以《易经》

六十四卦模型和太极思维体系为核心指导，运用其智慧寻求解决问题

的最佳方式。

●六十四卦管理启示

●六十四种情境案例

●相应爻辞解析对策



易境布局
为什么布莱尔夫人、比尔盖茨、史玉柱、马云等都是风水的痴

迷者，而卢浮宫、可口可乐、长江实业等又全是风水应用的受益者？

阴宅风水有用吗？更可怕的事实，很多风水先生甚至著名专家

都一直在用阴宅风水理论为人们规划阳宅家居与商业场所。

都说“水为财”，真的对吗？学过相关知识后为什么“水”实际

是灾呢？乱放“水”与“鱼缸”的不良后果又是什么呢？

貔貅真的能招财吗？家里供奉神位有什么避忌和原则吗？各种

风水物品应该怎么摆放才能体现其应有的作用？

房间缺角、窗对尖角、面临反弓、大门直冲、相邻寺庙等常见

问题的危害是什么？应该怎么合理的规避与解决？

厨房、厕所、卧室、客厅、书房等主要家庭居所应该注意什么

禁忌？怎么规划布局才能做到整体身心健康与家庭关系和谐？

注意过香港中环汇丰银行楼顶的大炮吗？这个在城市中非常不

协调的景观摆设是做什么的？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风水故事呢？

很多人都喜欢景观规划，现在这个概念风靡全球。在课程中，我

们不但会辨析传统风水理论的问题，还会讲解最基础的地利学概念与

实践方法，深入浅出教授其真正核心所在，而且还要明晰大家源于《易

经》的太极平衡理论的现代景观系统，并结合改造过的成功的案例，

比如 Travelocity、阳光上东等经典调整案例，结合最实战的规划经验传
授最正确的规划方法与合理的景观配置。当然，我们还会让大家掌握

家居生活场所的整体布局方法和实用规划技巧。

●传统风水理论的弊病批判 ●罗盘工具解析与应用

●外景观决定环境的舒适 ●客厅利于沟通的通畅

●卧室保证睡眠的质量 ●商业景观的外环境规划

●建筑物的入口设置 ●企业职能部门的设置

●领导者空间的优化



易源探秘

最后一次课程，师生一起去易学圣地游览，亲身领略与感受易学

先贤的伟大贡献与后世先哲的辉煌成就。

在这个课堂上，我们特别聘请了中国最知名的塔沟武校的总教

练、艺术表演团长、奥运会太极拳编导谢福印老师为大家教授少林八

段锦，让大家掌握强身健体的最佳方法，这可是花钱都不好找到的大

专家，以后还可以建立长久的联系沟通，机会十分难得。

●游览易学圣地，亲历感受中国文明源头的深厚内涵

●深刻理解“易学文化”的发源及深远传承

●互动学习少林“八段锦”的健身方法



无与伦比的价值

学会“易学大成的核心智慧”，价值 ……？

获得“受益终生的全面思维”，价值 ……？

掌握“预知未来的神秘术数”，价值 ……？

明晰“天人合一的布局原理”，价值 ……？

擅用“透人本质的相学秘籍”，价值 ……？

解决“企业症结的本质法则”，价值 ……？

拥有“成功管理的高效手段”，价值 ……？

系统的安排，完善的教学
小班精英授课，给予每位学员充分的领悟过程与答疑交

流时间。

课后复习，发放课后作业，互动交流，根据学员需要进
行远程教学。

课前考试，帮助学员温习前次学习知识，为下次学习铺
垫良好基础。

集体游历，感受中华文明发源地的文化基调，领会国学
的本源智慧。



精英汇聚的资源平台

政府领导、上市总裁、民企高管、海归华侨、娱乐名人

等各个领域的业界领袖。

化工、钢铁、地产、银行、汽车、餐饮、服装、医疗等

各个行业的成功企业家。

您的身边将是优秀人士的同堂汇聚，并在课程学习中形

成良好持久的同学友谊。

我们将学员的学习经验让您共同分享，方便大家进行全

方位交互式的交流沟通。

大家连手打造国内最具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与创新智慧

思维的人脉资源共享平台。

►合动能源（0578-HK）董事局主席包洪凯说到“这个
课程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思维的训练，并使我的知识结构获

得新生，能够用全新的阴阳平衡分析法重新认识事物，看问

题很容易找到根本所在，比以前本质多了”。

►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吕永杰讲到“这是一次非同
寻常的培训课程，学问深不可测，讲解浅显易懂。有理论、

有案例、循序渐进，收获颇多。”

►阳光股份（000608）副总顾悦谈到“课程收获太多，
可以用震撼形容。老师讲得系统、深入，由衷佩服、敬仰。

希望以后还能得到老师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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