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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古人有“学识奇门遁能把天下论”之说法，奇门遁甲素来被称为帝王
将相之学，它集天，地，时，空，人以及自然界的神秘力量于一体，
它的信息强大而丰富多彩,不仅能算命及调整风水，更能客观指导人们
适时把握机遇战胜竞争对手 所以 它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必修之术适时把握机遇战胜竞争对手，所以，它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必修之术。
叶沛明老师于八十年代初期偶然的奇遇，有幸得民间奇人相传此术，
叶老师学得此术后，精心研习，用奇门遁甲术自助助人，为许多有缘
人改变了命运 让行厄运的客户快速步入正轨 让濒临破产的公司起人改变了命运，让行厄运的客户快速步入正轨，让濒临破产的公司起
死回生。叶老师的客户来自国内外，目前，叶老师为推广奇门遁甲术
远渡重洋，常年居住新加坡，叶老师受聘于中国及新加坡多家企业公
司为风水顾问，学生遍及东南亚，英国等地，在20多年的运用及研习
中 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年后 叶老师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2005 年后，叶老师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
推广应用奇门遁甲术，得到国外学生及客户的高度评价，期间于2008
年和2010年在香港分别出版了《奇门改运术》，《奇门遁甲断事速成》
两本著作。两本著作。
叶老师除了在国内外举办奇门遁甲面授班外，同时已经在新浪网络公
司购买了一个双高清视频教室，实现全球学员实时互动的教学方式，
使到学生与老师能实时沟通，达到千里之外有近在咫尺的效果。目前
网络教学已开始接受学员报名 详细招生情况请浏览本公司网站招生网络教学已开始接受学员报名，详细招生情况请浏览本公司网站招生
栏目。



2012年运程分析2012年运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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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2012龙年的开年奇门盘

2012年的开年奇门遁甲盘是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伏吟卦，

辛卯 辛丑 癸未 壬子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伏吟卦，
就象2011年的开年奇门盘一
样同样是伏吟卦，伏吟卦指
的是任何事物都停滞不前的是任何事物都停滞不前，
日子痛苦难过，民众会受到
不少的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困
扰，就象2011年刚刚开年不
久，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和海
啸，同时，中国西南地区也啸，同时，中国西南地区也
发生了地震以及多个国家发
生了战乱等等恶劣现象，死
伤无数人 令许多人陷于绝伤无数人，令许多人陷于绝
境。



奇门遁甲盘显示：龙年运程不如意奇门 甲 示 龙年 程不如意
十二生肖为你一一数

2012龙年的年运呈现出紧张的气氛，天时不利，地
运不佳，造成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现实，不断的
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困扰着民众 特别是地震今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困扰着民众，特别是地震今年
于西部和西南地区会比较多发，大众出行旅游应该
谨慎选择好路线，今年民众会因物价不断上涨而影
响生计 在这种情 龙年会引发 连串的社会不响生计，在这种情况下龙年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不
良反应，大众消费水平会明显下降，股票证券市场
走入低迷行情，但是金融保险业会创造出骄阳似火走入低迷行情，但是金融保险业会创造出骄阳似火
的业绩，从事娱乐圈的朋友需提防龙年带来的是非
压力，因为今年有阴神参与娱乐圈活动，一不小心
就会发生自杀倾向 娱乐圈朋友需要多参与祈福就会发生自杀倾向，娱乐圈朋友需要多参与祈福。



鼠鼠

属鼠的朋友今年工作事业会比较顺利，会与
老板或者上司相处融洽；健康状况稍有肠胃老板或者上司相处融洽；健康状况稍有肠胃
病以及泌尿系统感染病的发生，需要特别注
意饮食卫生及洁身自爱；婚姻感情方面，鼠
年出生的朋友今年不宜到夜场玩的太过分，
谨防有婚变的危险，应该多留在家中享受家
庭温暖 财运方面 由于今年的年运不佳庭温暖；财运方面，由于今年的年运不佳，
鼠年出生的朋友今年财运只可以保持平时的
收入 不会有太大的进步 需要努力工作收入，不会有太大的进步，需要努力工作，
稳中求进。



牛牛

牛年出生的朋友今年工作及事业运都比较差，会因
诸多问题造成被解雇或者自己辞职等等的现象，今诸多问题造成被解雇或者自己辞职等等的现象，今
年属牛的朋友会比较清闲自在，会增加出门远行的
次数；健康状况，属牛的朋友今年的颈椎会出现症
状，左脚也会容易受伤，所以属牛的朋友今年在做
运动时要特别小心，不宜过于剧烈；属牛的朋友今
年的婚姻感情生活很不顺当 今年的离婚机会很高年的婚姻感情生活很不顺当，今年的离婚机会很高，
如果是在2011年已经提及离婚的朋友今年必定会离
成；属牛的朋友今年财运一般般，不会有大的收入，成；属牛的朋友今年财运 般般，不会有大的收入，
应该做好开支计划。



虎虎

属虎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及事业比较稳定，会同客户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与同事及老板，上司的
关系也不错，所以在事业上不用担心；健康状况主
要是肠胃病及肝胆容易出现病变，所以在饮食卫生
方面要特别注意；婚姻感情方面 属虎的朋友今年方面要特别注意；婚姻感情方面，属虎的朋友今年
会很容易产生婚外情（特别是男性朋友），需要特
别谨慎，少到夜场玩，尽量避免与单亲异性来往；

会属虎的朋友今年财运一般，只能保持现状，不会有
太大的进展。



兔兔

属兔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及事业波动比较大，由于与
老板或者上司的沟通有问题随时会自行辞职，因此，
在工作中凡事要谨慎处理，以免失掉工作；健康状
况，属兔的朋友今年会因为大动肝火而影响肺部和
肝脏问题同时会引发支气管疾病 喉咙发炎等等肝脏问题同时会引发支气管疾病，喉咙发炎等等，
因此，属兔的朋友今年切记凡事都要忍耐，多喝水，
饮食要清淡；婚姻感情方面，属兔的朋友今年是非
问题特别多，很容易造成婚变，稍有不慎就有离婚
的可能，切记要忍让和忍耐，学会包容；属兔的朋
友今年财运很差收入少 而且用钱会多 谨慎投资友今年财运很差收入少，而且用钱会多，谨慎投资，
不宜投机取巧。



龙龙

属龙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及事业会呈现出一团糟，由
于小人的伤害致使上司的不信任造成工作心情不舒
畅 所以今年属龙的朋友要小心身边的小人中伤畅，所以今年属龙的朋友要小心身边的小人中伤，
工作要认真对待；健康状况，今年属龙的朋友要小
心肝脏的调理，少喝酒，少抽烟，饮食保持清淡，
多吃水果 婚姻感情方面 属龙的朋友今年婚姻感多吃水果；婚姻感情方面，属龙的朋友今年婚姻感
情生活波折比较多，夫妻争吵比较严重，切记，属
龙的朋友今年切莫向另一半提出离婚之类的话，否
则要离婚收场，夫妻要相互信任和包容；财运方面，
今年财运一般，属龙的朋友明年有破财迹象，特别
要小心保管好车辆，今年容易在车辆上出现破财状要小心保管好车辆，今年容易在车辆上出现破财状
况，同时今年也会因为赌钱而破财，不宜赌博。



蛇蛇

属蛇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及事业比较稳定，但是，工
作上会有小人中伤，小心提防身边之人，细心做好作上会有小人中伤，小心提防身边之人，细心做好
本职工作以免让小人抓到把柄；健康状况，属蛇的
朋友今年要小心颈椎病及腰部容易受伤，不宜做剧
烈运动；婚姻感情方面，属蛇的朋友今年婚姻感情
生活会出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问题，是非多，不
宜与伴侣争吵 要以和为贵 所谓家和万事兴 保宜与伴侣争吵，要以和为贵，所谓家和万事兴，保
持家庭的生活美满；属蛇的朋友今年财运不错，努
力工作，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入。力工作，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入。



马马

属马的朋友今年工作及事业会更上一层楼，虽然工
作压力大，但是，工作成绩显著，会得到上司的奖
赏，努力工作还有机会得到提拔；健康状况，属马
的朋友今年健康情况良好，偶尔会因为肝火旺盛而
引起喉咙炎症及发烧 小心饮食调理 多喝水 饮引起喉咙炎症及发烧，小心饮食调理，多喝水，饮
食以清淡为主；婚姻感情方面，属马的朋友今年婚
姻感情生活比较顺利，只是男性朋友有太多的外遇

会 免机会，需小心处理，不宜常到夜场玩乐，以免影响
家庭生活；财运方面，属马的朋友今年财运亨通，
只要能拚搏，今年将会有的发展机遇，会有很大的只要能拚搏，今年将会有的发展机遇，会有很大的
收入。



羊羊

属羊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及事业压力很大，而且今年
会在工作中常出乱子，工作注意力不能集中，所以，
要小心防范因工造成的损失 健康状况 属羊的朋要小心防范因工造成的损失；健康状况，属羊的朋
友今年健康情况不稳定，容易出现严重的胃病及食
道炎症，要小心预防，有问题及早到医院找医生；
婚姻感情方面 属羊的朋友今年婚姻感情会 塌糊婚姻感情方面，属羊的朋友今年婚姻感情会一塌糊
涂，自寻烦恼，随时会出现离婚问题，所以，属羊
的朋友今年要好好反省自己所做的事情，切莫意气

会用事，做出后悔莫及之事，要学会忍让和包容，属
羊的朋友今年财运一般般，虽然工作辛苦，但，得
不到应有的回报，虽然如此，我们还需要努力做好不到应有的回报，虽然如此，我们还需要努力做好
工作。



猴猴

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及事业相当稳定，但是，在
今年的工作中会常常出错，所以今年在工作当中要
特别小心谨慎；健康状况，属猴的朋友今年健康上
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小问题常有，象支气管问题
及轻微胃痛等等毛病；婚姻感情方面 属猴的朋友及轻微胃痛等等毛病；婚姻感情方面，属猴的朋友
今年在婚姻感情上会很累，天天吵夜夜吵，要吵到
家庭永无宁日，所以，属猴的朋友今年要好好珍惜
家庭温暖，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家庭
幸福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观念；财运方面，今年属
猴的朋友财运一般，可以说很差，所以，要小心理猴的朋友财运 般，可以说很差，所以，要小心理
财，宜守不宜攻。



鸡鸡

属鸡的朋友今年工作及事业相当稳定，能与上司及
客户相处融洽，可放心；健康状况，属鸡的朋友今
年要小心调理好肠胃及肺部，少喝酒，少抽烟，保
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运动，健康自然来；婚姻感情
方面 属鸡的朋友今年婚姻感情生活会很顺利 夫方面，属鸡的朋友今年婚姻感情生活会很顺利，夫
妻能和睦相处，偶尔有点摩擦，不会引发大的问题；
财运方面，属鸡的朋友今年财运比较差不宜作大的
投资 要有计划分 支出 只宜守 不宜攻投资，要有计划分配支出，只宜守，不宜攻。



狗狗

属狗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及事业稳中带有是非，虽然
明年工作稳定，但，是非比较多，只要能谨慎处理明年工作稳定，但，是非比较多，只要能谨慎处理
日常的工作事务，是非便可得到解决；健康状况，
属狗的朋友今年健康情况良好，不会有大的病情，
只是今年的睡眠比较差会常做一些惊恐之梦，只要
保持清淡的饮食习惯便可得到解决；婚姻感情方面，
属狗的朋友今年婚姻感情生活很顺畅 偶尔 些小属狗的朋友今年婚姻感情生活很顺畅，偶尔一些小
是非的发生不会影响太大，无需放在心上；财运方
面，属狗的朋友今年财运比较令人满意，努力工作面，属狗的朋友今年财运比较令人满意，努力工作
必有好的回报。



猪猪

属猪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及事业压力很大，除了是非
多还会有小人背后中伤的事情，要小心谨慎处事方
可避免；健康状况，今年属猪的朋友健康上没有大
的病症，但是，感冒发烧常发生，只有经常运动增
强免疫力方可得到解决；婚姻感情方面 属猪的朋强免疫力方可得到解决；婚姻感情方面，属猪的朋
友今年的婚姻感情生活会令人满意，夫妻之间能互
相爱护，家庭生活幸福；财运方面，属猪的朋友今

会年财运一般，不会有大的进展，小心理财，不宜加
大投资项目和做投机取巧的生意。



下面根据2012年的奇门风水局教大家
自己动手为你的家居布局—招财纳吉

（1）今年的奇门盘中显示招财方位逢空 因此（1）今年的奇门盘中显示招财方位逢空，因此，
今年我们的家居布局应该在家中的东面摆放一棵有
生气的金钱树或者发财树，同时此方位不宜摆放金
属物品。

（2）今年的病星落在西南方位，我们应该在家中
的西南方位摆放 棵铁树来化解的西南方位摆放一棵铁树来化解。

（3）在家中的西面墙壁上挂一只象征吉祥如意的
红色的中国结以镇压西方之阴煞气场红色的中国结以镇压西方之阴煞气场。

（4）在家中客厅的西面空间，摆放一个奇门神印
趋吉镇宅铜象，可化解龙年居家一切煞星之衰气。镇 煞



根据2012年的奇门盘为大家指出龙年的出
行注意事项 祈望大众能趋吉避凶行注意事项，祈望大众能趋吉避凶
化险为夷，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今年出行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尽量不宜往西
南，西，东南三个方位出行，此三方位是破

身财伤身之凶地，如果一定要往这三个方位出
行时，必须要做到如下：

身 木 吉祥物往西南时——身上宜佩戴木做的吉祥物；往
西方位时——身上宜佩戴红色吉祥物；往东
南方位时 身上宜佩戴金属材料吉祥物南方位时——身上宜佩戴金属材料吉祥物。

由于今年太岁地支克干支，以致大自然不和
谐 大众不得天时地利 举步艰难 最佳方谐，大众不得天时地利，举步艰难，最佳方
法是佩戴《乾坤转运吊坠》吉祥物进行改运。



乾坤转运吊坠
每一个人的磁场都有一种释放和吸收的功能，如果我们经常和

磁场比较污浊的人或者事物接触，他也会把我们的磁场给染污了。
如果跟一个磁场比较干净的人或者事物在一起，他散发出的磁场也如果跟 个磁场比较干净的人或者事物在 起，他散发出的磁场也
能把我们的磁场给净化掉。古人早以察觉到这一自然现象，因此，
在几千年前的古人已经设计有保护身体磁场不受染污的风水吉祥饰
物，佩戴经过特别设计加以开光的吉祥饰物（比如：按八字所需而

设计或者按目的所需而设计） 他可以象现代的无线电波 样干扰外来污浊的磁场起设计或者按目的所需而设计），他可以象现代的无线电波一样干扰外来污浊的磁场起
到保护作用，佩戴它无论你面对磁场如何污浊的人或者事物都无所畏惧。

从2012年的开年奇门盘看，卦象伏吟指自然环境产生出恶劣磁场导致灾难频频，

因此，伏吟卦象指天下苍生皆苦痛，表明年运不容乐观，根据卦象，智贤庄风水公司因此，伏吟卦象指天下苍生皆苦痛，表明年运不容乐观，根据卦象，智贤庄风水公司
设计了一款葫芦状《乾坤转运吊坠》，葫芦谐音是“福禄”，它口窄肚大是招财纳福
的上等风水吉祥物。葫芦从古至今一直以来都被用于风水化煞之神器。针对十二生肖
的不同特性，在葫芦中选用纯天然宝石排布不同的七星罡斗奇阵，适合不同生肖的朋
友佩戴 葫芦内天然宝石释放的宇宙能量配合七星罡斗奇阵 产生强大磁场威力 佩友佩戴，葫芦内天然宝石释放的宇宙能量配合七星罡斗奇阵，产生强大磁场威力，佩
戴它可纳福禄为我们在2012年趋吉避凶，稳步前进。

此《乾坤转运吊坠》用24K镀金，设计大方独特，外观漂亮，经大师开光，它既
是一款化煞招财吉祥物更是一款高档时尚饰品，是一款自用或者赠送亲朋好友之佳品。



奇门神印趋吉镇宅铜象
奇门神象的主要功能：
因形态不同，功能也不同，共通作用是：吉祥如意，招财镇宅。
个性作用：鼻向下的，放在财位吸财；鼻向上的，放在煞方挡煞。
象谐“祥”之音 传统习俗中 象代表了吉祥 “象”能给人间带来象谐 祥 之音，传统习俗中，象代表了吉祥。 象 能给人间带来

祥
瑞，象微天下太平。“象”即表示和平、美好和幸福。大象力大魁武，
性灵却温和柔顺。大象善于吸水，水为财，凡家居窗户及阳台见水，
摆放“吉象运财”则能达到吸水纳财之功。

智贤庄风水公司从实际出发 结合古代与现代的风水实用性 根据现代家居风水的不同需求设计出多功能智贤庄风水公司从实际出发，结合古代与现代的风水实用性，根据现代家居风水的不同需求设计出多功能

的奇门九星神印吉象，它的主要风水功能区别在于象身两边的奇门神印符，象身两边的神印符不同，其功能不
同；有招财用的奇门神印符，有镇宅用的奇门神印符，有增强事业运的奇门神印符，有促进夫妻和合用的奇门
神印符，有增强学业运的奇门神印符等等。

鼻向下的奇门神象，吸旺气加强坐方之力量，一般楼宇的风水喜后有靠山，而象的体型庞大，如山一般，鼻向下的奇门神象，吸旺气加强坐方之力量， 般楼宇的风水喜后有靠山，而象的体型庞大，如山 般，

于居家客厅，办公室或书房坐方摆放吉象，便可加强坐方的力量，另一方面，象是群居动物，非常有组织，安
放奇门神象可提升领导的地位，凝聚向心力带来稳定及和谐；凡居家门窗见海，水池，河流等水者，均称之为
明堂聚水，安放奇门神象在家中，小财大财均为已所纳，放在家中聚财和吉祥如意，财福齐临，放在客厅旺位
（财位）全家人受惠，安置生意场所，办公室，居家书房助旺运势，提升事业财运，得贵人助，加强坐方力量，
事业巩固 钱财源源不绝 财库饱满丰厚事业巩固，钱财源源不绝，财库饱满丰厚。

鼻子上翘的奇门神象，寓意象鼻喷出如伞形状的磁场幕配合象身两边的奇门神印符及象背的奇门九星阵法，
将凶煞化于无形。

根据2012年开年的奇门遁甲盘信息，代表今年太岁和代表今年民众的天干壬与死门同宫，座落在兑宫的西

方位，显示今年龙年运程不如意，民众会饱受天灾及病痛的折磨，全年运气不景，而太岁我们既不能克，又不
能犯，因此，为了有针对性的化解这种严重凶煞，智贤庄风水公司设计了2012年专用的奇门神印趋吉九星镇宅

铜象，铜五行为金，可生旺太岁壬，象背选用纯天然宝石镶成六甲孤虚九星阵法，阵法由象头至象尾，由此阵
法与象身两边奇门神印符所化成的磁场幕相互呼应，它释放的巨大磁场能量生生不息，源源不断，2012年将此
镇宅神象安放于家居客厅或者办公室的西边方位可起到化煞镇宅保平安之功效。



奇门九阳八字转运牌奇门九阳八字转运牌
《奇门九阳八字转运牌》是叶沛明老师与师傅两代人历经

多年心血研发出来的产品，它运用中国古代帝王秘籍奇门遁甲
术的九星纳气阵法 选用 然宝 以 镀金 加上大师术的九星纳气阵法，选用天然宝石，配以24K镀金，加上大师
开光加持制造而成。这是别具一格的风水阵法吉祥物，它造型
精致大方，24K镀金与彩色宝石的完美结合光彩夺目，设计为
圆形代表天体，九颗宝石摄取大地之灵气，佩戴于人体身上是圆形代表天体，九颗宝石摄取大地之灵气，佩戴于人体身上是

天地人的和谐结合。奇门阵法集天，地，时，空，以及自然界的神秘力量于一体，由
转运牌中宫宝石汇聚八方强大的天然能量给佩戴之人士注入源源不断的九阳真气，使
之脱胎换骨招来祥瑞好运气。

此牌适合运气走向低潮 夫妻感情恶化 财运差 事业及工作遇到瓶颈进退两难此牌适合运气走向低潮，夫妻感情恶化，财运差，事业及工作遇到瓶颈进退两难，

学业差，睡眠不好，经常做恶梦或者身体健康欠佳的人士佩戴。佩戴智贤庄的奇门九
阳八字牌能快速吸纳转运牌阵法中九颗宝石的强大宇宙能量，清除身体上的不良磁场，
驱散阴魂附身等等淫秽之气，为你导入奇门九阳真气，给你带来健康的体魄和敏锐的驱散阴魂附身等等淫秽之气，为你导入奇门九阳真气，给你带来健康的体魄和敏锐的
头脑，引导你重新步入正轨迈向成功的康庄大道。

佩戴方法：由于每一个人的八字五行元素不一样，在选购本产品时，需要向智贤

庄指定的经销商咨询，通过奇门遁甲术专业人士的五行命理分析，确保转运牌中宫的
纳气宝石适合自己方可购买纳气宝石适合自己方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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