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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本課程分三個單元，全部課程共計100小時。每個單元完成後學員需接受一次測驗。學員必須完成全部

三個單元課程及遞交實地勘察報告及經大考及格後方獲發文憑。 

 

課程大綱 

單元一 (共 32 小時) 

1. 主要風水流派的理論及其應用模式 

2. 環境風水佈局的要點及技巧 

3. 各種不同種類樓房的勘察方法及調理氣場的要竅 

4. 風水斷事的理論及應用 

5. 龍門八局的認識 

6. 輔星水法的運用 

7. 探討環境風水學的科學根據及研究方向 

8. 風水勘察工具及羅盤的運用 (一) 

9. 戶外實習 

單元二 (共 32 小時) 

1. 內外巒頭與納氣之關連 

2. 宅氣線與正能量的凝聚關係 

3. 建築學與環境風水的基本探討 

4. 五行擇日 (一) 

5. 科學風水概論與實例引證 

6. 風水佈局研習 (一) 

7. 羅盤的運用 (二) 

8. 風水案例研討 

9. 戶外實習 

單元三 (共 36 小時) 

1. 玄空學之運用精要 

2. 室內設計與環境風水的基本探討 

3. 五行擇日 (二) 

4. 風水佈局研習 (二) 

5. 易學概論與風水應用 

6. 風水師應掌握之法律知識及專業守則的認識 

7. 溝通技巧及營造心理正能量 

8. 羅盤的運用 (三) 

9. 戶外實習 

 

教學對象  對中國風水有濃厚興趣及有志從事風水勘察專業人士       授課語言  廣東話 
 

招生要求 

1. 中學或以上學歷； 

2. 已修畢 48 小時或以上認可課程 (*) 之人士；或已獲取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相關風水課程高級程
度之畢業證書； 

3. 如未達以上 (2) 之要求人士，可向國際易學文化協會申請作一評核，並繳交港幣$200 元行政費用 

(費用不可退還)； 

4. 報讀本課程需要經過面試或考核程序，正式錄取後才繳交費用，本學院保留最終決定權。 

註: (*)查詢電話：+852 98849494 陳生或可向澳門科技大學博雅學院查詢。 

 

課程考核 

1. 選擇題 / 短答題；   2. 實地勘察環境風水項目作業一項。 



導師 

鍾永漢老師 (課程策劃及總顧問) 

 美國工商管理學士及碩士學位 

 前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環境風水學導師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風水課程策劃及首席導師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環境風水課程導師 

 香港大學三年房屋管理有關之專業課程 

 

仇建榮老師 

 持有加拿大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英國特許公

認會計師(FCCA)及英國特許公司秘書(FCIS) 資

格

 在香港公營及私營機構擔任財務管理及培訓要職

逾四十年

 少時鍾愛研究東方哲學、心理學等跟人性相關之科

目，八十年代曾追隨多位明師學習子平命理、陽宅

風水學、擇日學等

 自九零年代開始，開辦私人課程，教授中國傳統環

境風水學，又以業餘形式提供家居環境佈局意見予

中、港、台、澳客戶

 曾為香港某大銀行逾十五間分行設計辦公室環境

佈局

 於港澳多家機構擔任環境風水學課程導師

辜勤勇老師 

 香港大學碩士(基建工程及管理)、香港理工大學理

學碩士(土木工程)、香港理工大學碩士(設施管

理)、英國曼徹斯特科技大學工程榮譽學士

 香港註冊專業工程師、歐盟特許工程師、英國特許

工程師(能源、土木、屋宇設備、工程與科

技)、英國特許建造師、英國特許測量師(建築、

營造及工料、項目管理)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英國自然環境學會會員、英

國土木工程學會會員、英國特許測量師學會會員、

英國屋宇設備工程學會會員及其他多項工程專業

學會會員

 英國赫瑞瓦特大學兼職高級講師、香港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 - 建築與土木工程相關課程兼職導師

 在建築界、地產發展(港澳及中國內地)方面累積超

過二十八年經驗，現為上市地產發展商建築部

主管 

方偉立老師 

 擁有理學士、法律學士、商學碩士學位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會員、香港專業審核師學會

資深會員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會員

 資深的本地和跨地域的商業、審核及法律相關工作

經驗，亦曾為香港多個政府部門擔任顧問工作

及撰寫相關的顧問報告 

陳圖達老師 

 英國 Sheffield University (機械工程學學士)、英國

Cardiff University (工商及管理學準碩士)

 現任「國際易學文化協會」會長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風水課程導師、香港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環境風水課程導師

 

報名地點  香港九龍觀塘敬業街 59 號敬業工業大廈 C 座一樓 38 室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 O 座 6 樓 博雅學院 

 

 

上課地點  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如受疫情影響將全程在香港授課） 
 



 

 

上課日期  

 單元一 (已完成) 

 
 

 單元二 (已完成)  

課程編號﹕ 

S211000066 

單元三 

2022 年 2 月 23 日，週三，19:00-22:00 

2022 年 3 月 2 日，週三，19:00-22:00 

2022 年 3 月 9 日，週三，19:00-22:00 

2022 年 3 月 19 日，週六，9:30-12:30；14:00-18:00 

2022 年 3 月 23 日，週三，19:00-22:00 

2022 年 3 月 30 日，週三，19:00-22:00 

2022 年 4 月(待更新) 

(如受疫情及限聚令關係影響，實體上課及户外勘察將改以網課形式

授課。) 

 

課時 36 小時 

課程費用  港幣 6,800 元                                       收生名額  30 人 

------------------------------------------------------------------------------------------------------------------------------- 

* 報名注意事項 *  報名時間：星期一至五(9:00 - 20:00)、星期六(9:00 - 13:00) [公眾假期除外] 

1. 報讀者可以現金/本票或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澳門科技大學博雅學院”）繳付學費及材料費，現金收費上限為澳門幣/

港幣 5,000 元。 

2. 所有費用一經繳交，恕不退還（本院取消開辦該課程除外）或轉讓。 

3. 如課程報名人數不足，本院保留課程取消或延期的權利。 
 

查    詢 電話：(852) 98849494/ (853)8796 1998     電郵： sla@must.edu.mo 

網頁：http://www.must.edu.mo/sla/diploma-certificate-programs 

 如欲收到本院課程資料，可發電郵至 sla@must.edu.mo 並提供閣下之電郵地址，標題主旨為”加入通知群組”。 

 本院亦為機構/政府部門/學校提供內部培訓，按機構不同要求(主題/時間/地點)而訂定培訓內容，請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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