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成立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成立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成立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成立 20 週年慶暨週年慶暨週年慶暨週年慶暨    

2015 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 27 届新加坡年會届新加坡年會届新加坡年會届新加坡年會    
The 27

th
 I-Ch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5, Singapore 

 

 

 

    

大大大大    會會會會    手手手手    册册册册    
Conference Handbook 

2015.11.13 ~ 2015.11.17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國際易學大會國際易學大會國際易學大會國際易學大會    

 E-mail  :   contact@yijing.org.tw  http://www.yijing.org.tw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    : : : :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5001, Beach Rod#08-62, Golden Mile Complex, Singapore  199588 

E-mail  :   Bernard41@iching.sg  http://I-chingresearch.org 



2015 年國際易學大會笫 27 屆新加坡年大會手冊 
 

 

 
1 

一、、、、大會大會大會大會缘起缘起缘起缘起    

（一） 1983 年 8 月，韩国易術人协会及易理学会中央会长中央会长池昌龍博士，特邀请台

湾中华民国易经学会第三届理事長黎凯旋先生赴韓城締结中韓易学姐妹会，并由两

会共同发起，成立《國際易學大會》，籍舉辦國際易學大會联络各国对易学有所研

究与喜好者，共聚一堂，促使易学文化得以一届一届薪火相传。随后由韩国易理学

会及易術人协会於 1984 年 11 月，召开首届汉城《國際易學大會》 

（二） 社团法人韩国易术人协会及易理学会举办首届、第五届、第十三届及第二十届《國

際易學大會》，深获好评。 

（三） 台湾中华民国易经学会举办第二届、第七届、第十届、第十四届、第十六届、第二 

十三届及第二十六届，深获好评。 

（四） 日本真气学会举办第三届《國際易學大會》 

（五） 台湾老莊学会举办第四届《國際易學大會》。 

（六） 日本高岛易断总本部举办第五届《國際易學大會》。 

（七） 马来西亚易经学会（马来西亚易经学术研究会前身）举办第八届及第十一届《國際

易學大會》。 

（八） 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举办第七届《國際易學大會》。 

（九） 马来西亚易经学术研究会举办第五届《國際易學大會》， 

（十） 香港中美易学会举办第十七届《國際易學大會》。 

（十一）中国延边周易学会举办第十九届、第二十五届《國際易學大會》，深获好评。 

 (十二) 澳门全球华人联合会举办第二十一届《國際易學大會》。 

（十三）中国风水文化研究院举办第二十二届《國際易學大會》。 

（十四）中国河北周易学会举办第二十四届《國際易學大會》。 

（十五）新加坡易经研究会主班第十八届《国际易学大会》，参加团体有美国、澳洲、 

        韓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论文共达三十五篇，大会主宾为新加 

        坡总理公署部长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林瑞生先生。 

 

新加坡易经今年第 27 届《国际易学大会》，参加团体有韓国、澳洲、中国、台湾、

印尼、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论文共五十篇。大会主宾为新加坡宏茂桥集选区国

会议员颜添宝先生。 

二二二二、、、、大會宗旨大會宗旨大會宗旨大會宗旨    

 宏扬中华文化     闡述易理精蕰 

 推广易學思想     创造文化发展 

三三三三、、、、大會主题大會主题大會主题大會主题    

易學新思维与和谐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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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会议时间与地点会议时间与地点会议时间与地点会议时间与地点    

 (一)时间 ：201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201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共五天。 

 (二)开会地点：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  

190，Keng Lee Road,Singapore 308409 (65 6253 0111)  

 (三)住宿地点：新加坡京华大酒店 

30 Newton Road,Singapore 307964 (65) 6426 0168 

五五五五、、、、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國際易學大會 

承办单位：新加坡易经研究會 

执行单位：新加坡易经研究會 

协办单位：新加坡萬里书局 

协办单位：马来西亚東方奇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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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國際易學大會歷屆舉辦情況國際易學大會歷屆舉辦情況國際易學大會歷屆舉辦情況國際易學大會歷屆舉辦情況    

屆屆屆屆    召開日期召開日期召開日期召開日期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首 
1984. 

11.02～11.04 

大韓民國易術人協會 

大韓民國易理學會 

漢城 

(150 人) 
 落地接待 

2 
1985. 

11.25～11.30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臺北 

(358 人) 

復興文化、弘揚

易學 
落地接待 

3 
1986. 

11.08～11.12 
日本真氣學會 

東京 

(300 人) 

如何推動易學健

康發展 
落地接待 

4 
1987. 

11.13～11.16 
中華老莊學會 

臺北 

(300 人) 

中華易學文化多

元化的和諧發展 
落地接待 

5 
1988. 

08.26～09.01 

大韓民國易術人協會 

大韓民國易理學會 

漢城 

(180 人) 
周易與哲學 落地接待 

6 
1989. 

10.18～10.22 
日本高島易斷總本部 

靜岡 

(300 人) 

世界的命運與易

學觀 
落地接待 

7 
1990. 

11.24～11.30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臺北 

(470 人) 
 落地接待 

8 
1991. 

10.23～10.28 

馬來西亞吉隆坡易經學會

(馬來西亞易經學術研究

會前身) 

吉隆坡 

(180 人) 
 落地接待 

9 
1992. 

08.17～08.22 
美國國際易經學會 

夏威夷 

(220 人) 
易經與現代世界 

付費接待  

無論文集 

10 
1993. 

07.24～07.30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臺北 

(260 人) 

易經與世界新秩

序 
付費接待 

11 
1994. 

09.17～09.21 
馬來西亞易經學術研究會 

吉隆坡 

(160 人) 
 付費接待 

12 
1995. 

11.09～11.13 
新加坡易學會 

新加坡 

(210 人) 
 付費接待 

13 
1996. 

11.04～11.10 

社團法人韓國易術人協

會、韓國易理學會 

漢城 

(240 人) 

由易經哲學宏觀

東西洋之變化 
付費接待 

14 
1998. 

11.14～11.20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臺北 

(220 人) 

易經思想與文化

發展 
付費接待 



2015 年國際易學大會笫 27 屆新加坡年大會手冊 
 

 

 
4 

15 
1999. 

11.27～12.02 
馬來西亞易經學術研究會 吉隆坡  

因故停辧

有論文集 

16 
2001. 

11.02～11.08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臺北 

(230 人) 

21世紀易學新發

展 
付費接待 

17 
2002. 

11.03～11.09 
香港中易學會 

香港 

(360 人) 

傳承和發埸易學

文化 

付費接待  

無論文集 

18 
2004. 

11.03～11.18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 

新加坡 

(380 人) 

易經在高科技時

代的實用價值 
付費接待 

19 
2006. 

08.31～09.06 
中國延邊周易學會 

延吉 

(300 人) 

易經與地域發展

經濟 
付費接待 

20 
2008. 

11.06～11.10 

社團法人韓國易術人協

會、韓國易理學會 

首爾 

(300 人) 

未來文明和易哲

學的使命 
付費接待 

21 
2009. 

09.08～09.12 
全球華人聯合會 

澳門 

(350 人) 

易文化與傳統文

化發展 
付費接待 

22 
2010. 

10.15～10.19 
中國風水文化研究院 

北京 

(600 人) 

傳統文化與生熊

文明 
付費接待 

23 
2011. 

11.25～11.29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臺北 

(220 人) 

易學於當代的新

思維 
付費接待 

24 
2012. 

04.06～04.10 
河北周易學會 

石家莊 

(250 人) 
易學與管理創新 付費接待 

25 
2013. 

09.01～09.05 
延邊周易學會 

延吉 

(300 人) 

弘掦易學文化促

進和諧發展 
付費接待 

26 
2014. 

08.15～08.19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臺北 

(220 人) 

易文化的核心價

值與現代文明 
付費接待 

27 
2015. 

11.13～11.17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 新加坡 

易學新思維與和

諧社會 
付費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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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國際易學大會組織成員表國際易學大會組織成員表國際易學大會組織成員表國際易學大會組織成員表                    

    

((((一一一一))))大會榮譽職員大會榮譽職員大會榮譽職員大會榮譽職員    

榮譽大會會長 白云山 (俞永大) 社團法人韓國易術人協會、韓國易理中央會長 

榮譽大會會長 劉大鈞 文史館館員、中國周易學會會長 

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終身教授 

高級會務顧問 白  珖  社團法人韓國易術人協會、韓國易理學會前中央會長 

((((二二二二))))大會職員大會職員大會職員大會職員    

大會會長  邵崇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榮譽理事長 

大會執行會長 倪淑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理事長   

署理會長 團長 社團法人韓國易術人協會、韓國易理學會代表團 

團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代表團 

常務會長 沈樹圭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會長   

常務會長 尹昌日 延邊周易學會會長   

副 會 長  全球華人聯合會主席   

副 會 長 高  燕 中國風水文化研究院院長   

副 會 長 陳明輝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常務監事 

  臺北漢學研究會創會會長   

副 會 長 石建和 河北省周易研究會會長   

副 會 長 林純媛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常務理事、會務長 

  臺中漢學研究會創會會長   

 

((((三三三三))))大會大會大會大會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秘  書  長 倪淑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理事長   

署理秘書長 沈樹圭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會長 

署理秘書長 林忠軍   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 

署理秘書長 陳沅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前常務理事   

副 秘 書長 林純媛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常務理事、會務長 

     臺中漢學研究會創會會長  

大會執行會長 

特 別 助 理  邵康蓽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常務理事、學務長 

大會執行會長 

特 別 助 理  邵康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兩岸推廣委員會委員 

策 略 總 長 鄭璧瑩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常務理事、策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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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區域行政區域行政區域行政區域行政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總    裁 青  風  社團法人韓國易術人協會、韓國易理學會理事長 

署理總裁 尹昌日  延邊周易學會會長   

署理總裁 陳明輝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常務監事 

    臺北漢學研究會創會會長   

副 總 裁 施良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常務理事、營運長 

副 總 裁 金玟廷  社團法人韓國易術人協會、韓國易理學會副總裁 

專門委員 黃  戎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國際推廣委員會委員 

專門委員 虞嘉琦(虞賀方)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理事 

專門委員 夏邦基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理事、執行長 

專門委員 周  發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監事 

專門委員 孟  雙(孟新蘭)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國際推廣委員會委員 

 

((((五五五五))))地帶總署理地帶總署理地帶總署理地帶總署理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亞細安總署理 沈樹圭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會長 

東 北 總署理 尹昌日  延邊周易學會會長   

 

((((六六六六))))地區總監地區總監地區總監地區總監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東 北 總署理 尹昌日  延邊周易學會會長 

重慶一區總監 陳傳渝  乾元國學研究院院長   

寧  夏  總監 王少芵  寧夏易學研究會會長 

 

((((七七七七))))委員全委員全委員全委員全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委員長  張永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榮譽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前所長、教授 

 

((((八八八八))))國際易國際易國際易國際易學研究總院學研究總院學研究總院學研究總院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總  院  長 劉大鈞  文史館館員、中國周易學會會長 

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終身教授 

署理總院長  邵崇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榮譽理事長 

執 行 院長   倪淑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理事長 

常 務 院長   林忠軍  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 

 

((((九九九九))))國際易國際易國際易國際易學地帶研究院學地帶研究院學地帶研究院學地帶研究院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國際易學韓國研究院院長     白云山 社團法人韓國易術人協會、 

(俞永大) 韓國易理學會中央會長 

國際易學新加坡研究院院長  沈樹圭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會長 

國際易學東  北研究院院長  尹昌日 延邊周易學會會長   

國際易學吉林易學研究院院長   弓  克 林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吉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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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2015201520152015 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 27272727 屆新加坡年會屆新加坡年會屆新加坡年會屆新加坡年會----组織成員表组織成員表组織成員表组織成員表    

名誉年会会长  : 成汉通 

年会会长   : 沈樹圭 

年会執行会长  : 賴益恆 

年会執行副主席 ：黄浩賢 

筹备委员会主席 ：沈樹圭 

副主席   : 賴益恆 

副主席   : 黄浩賢 

委员   : 杨大卫、沈乾坤、王文耀、賴易駿、鐘文光、 

曾煒枝、黄毅权、林三顺、林前利、許耀坤、 

丁怡心、梁育榕、欧英慧、林明昉、杨宝香 

黄玉芬、傅秋程、傅秋妮、冯玉珊、郭胜昌 

论文编审委员会 

顾问   ：林家兴博士 

主任委员   ：沈樹圭 

总编辑   : 黄浩賢 

中文校对   : 沈樹圭 

英文校对   : 賴益恆 

委员   : 賴益恆、黄浩賢、陈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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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 新加坡易经研究会新加坡易经研究会新加坡易经研究会新加坡易经研究会        IIII----CHING RESEARCH ASSOCIATIONCHING RESEARCH ASSOCIATIONCHING RESEARCH ASSOCIATIONCH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SINGAPORE)(SINGAPORE)(SINGAPORE)(SINGAPORE) 

第十届理事会名单第十届理事会名单第十届理事会名单第十届理事会名单（（（（2014201420142014----2016201620162016））））    

会务顾问  ：成汉通先生 

法律顾问  ：李文海大律师 

学术顾问  ：施纯协教授，林忠军教授， 

名誉顾问  ：黄苠华老师 

医药顾问  : 张国强中医学博士，张爱平中医学副教授 

会长  ：沈树圭 

秘书  ：陈  斌 

副秘书  ：杨大卫 

财政  ：沈乾坤 

副财政  ：侯添得 

查帐  ：沈鸾辉，王杰生 

理事  ：伍庆雄，王文耀，陈静芳，冯敏， 

陈雪玲，陈宝鑫，賴易駿，吴梽菘 

名誉理事  ：陈智彪，张金源 P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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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各項資助款各項資助款各項資助款各項資助款、、、、資助物資表資助物資表資助物資表資助物資表    

((((一一一一))))企業企業企業企業、、、、個人贊助款表個人贊助款表個人贊助款表個人贊助款表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款項款項款項款項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林前利 S$3,800.00  

观音堂佛祖庙 S$2,000.00  

Peter Wong S$2,000.00  

Desmond Wong S$1,000.00  

周育民(如切观音堂） S$1,000.00  

Antara Koh Pte Ltd S$1,000.00  

Kilogy Consultancy                                                     S$1,000.00  

藝肯設計裝修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ECOURBAN DESIGN & BUILD P/L 
S$500.00  

    

((((二二二二))))協辦協辦協辦協辦贊助贊助贊助贊助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款項款項款項款項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馬來西亞東方奇門研究院 S$4,000.00  

    

((((三三三三))))贊助贊助贊助贊助物資表物資表物資表物資表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物品名稱物品名稱物品名稱物品名稱////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萬里書局 
梁湘閏-細批終身詳解

書 100 本 
 

 羅盤三個  

黄浩賢 
大會文件包          

300個 
 

思凡 
貴宾印章                  

1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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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活动日程表活动日程表活动日程表活动日程表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备注 

2015.11.13（五）      08:00-23:00      迎接海外学者来新  

 18:00-19:30 
自助晚餐 

地点：住宿酒店 1楼太子厅 
 

 19:30-20:30        
团长会议 

地点：住宿酒店 1楼太子厅 
 

2015.11.14（六）      06:00-07:30      
早餐 

地点：住宿酒店 1楼太子厅 
 

 07:45 集合酒店大厅，出发前往醉花林俱乐部  

 08:00 抵达醉花林俱乐部  

 08:30 海外学者及主要代表集合俱乐部大厅  

 08:45 
主宾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顔添宝先生

莅临 
 

 08:50 团体照  

 09:00-09:45 
开幕典礼 

地点：醉花林俱乐部二楼会议厅 
 

 09:45-10:30 
茶点 

地点：醉花林俱乐部二楼会议厅 
 

 10:30-12:30           
主题演讲*参看议程表                                          

地点：醉花林俱乐部二楼会议厅 
 

 12:30-13:30 
自助午餐                                                                        

地点：醉花林俱乐部二楼 
 

 13:30-18:00         
论文研討会*参看议程表                                                                       

地点：醉花林俱乐部三楼、四楼会议厅 
 

 18:00                     集合俱乐部大厅，回返住宿酒店  

 19:00-20:00 
欢迎晚宴                                                                       

地点：会宾楼，住宿酒店二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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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5（日）      06:00-08:00      
早餐 

地点：住宿酒店 1楼太子厅 
 

 

 
08:15 集合酒店大厅，前往醉花林俱乐部  

 08:30 抵达醉花林俱乐部  

 09:00-12:00 
论文研討会*参看议程表                                                                      

地点：醉花林俱乐部三楼、四楼会议厅 
 

 12:00-13:00 
自助午餐                                                                      

地点：醉化林俱乐部四楼 
 

 13:00-14:20 论文研討会*参看议程表  

 14:20-15:00 休息，准备閉幕工作  

 15:00-17:30 

大会总结报告，国际易学大会執行会长

会会務報告、閉幕、典礼、授証、颁发

优秀论文奖及感谢状、筹委会主委致谢

词、互赠礼物、交接会旗                                                             

 

 17:30 集合俱乐部大厅，回返住宿酒店  

 18:30 集合酒店大厅，出发前往汕头酒楼  

 18:45 抵达汕头酒楼  

 19:00-22:00 
欢送晚宴                                                                     

地点;汕头酒楼 
 

2015.11.16（一）      06:00-08:00      
早餐 

地点：住宿酒店 1楼太子厅 
 

 08:15 集合酒店大厅  

 08:30-20:30 

全天新加坡觀光：光明山普覺寺，小印

度购物区，DFS免税店购物、鱼尾狮公

园、佛牙寺龙华院，牛车水沟物、圣陶

沙名圣世界、圣陶沙水舞（午餐、晚

餐） 

 

2015.11.17（二）      06:00-08:00      
早餐 

地点：住宿酒店 1楼太子厅 
 

 08:00- 全天候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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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二二二二、、、、議議議議程表程表程表程表 

201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醉花林俱乐部二楼会议厅醉花林俱乐部二楼会议厅醉花林俱乐部二楼会议厅醉花林俱乐部二楼会议厅    

时间/场次 场地 主持人 
论文 

宣讀人 
论文题目 

10:30 开幕主题演讲 

12:30 

醉花林 

俱乐部二楼

会议厅 

倪淑娟 

王少英 
弘扬中华易学文化、 

把握易学研究正确方向 

鐘宜宸 
探賾賾賾賾周易千古之谜， 

索隱《殷商》興亡卦变真《象》 

Stephen 

Skinner 

The Hexagrams and  

Song Dynasty Feng Shui 

林质彬 周易与古今风水学 

12:30-13:30 自助 午餐（醉花林俱乐部四楼） 

13:30-15:00 

醉花林 

俱乐部四楼

会议厅 A 

尹昌日 

倪淑娟 
《救冷退》-以丁山癸向 

為讨论核心 

白民 关於四柱通辩理论的研究 

羅今培 阴阳五行与死后世界 

13:30-15:0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B 

Stephen 

Skinner 

Dennis Lai Balance 

Angeline 

Quah Kooi 

Eng 

Luckylogy 

Desmond 

Ng 

Crystal in Combination to Achieve 

the Desire Fengshui Effects                                                 

13:30-15:0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C 

陈明輝 

田景利 八字综合断 

夏邦基 浅谈姓名学 

許至明 命理风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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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场次 场地 主持人 
论文 

宣讀人 
论文题目 

15:00-15:30 休息、茶点时间 

15:30-17:30 

醉花林 

俱乐部四楼 

会议厅 A 

钟宜宸 

陈明輝 相学研究实战应用秘笈法 

石建和 汉子鸿儒中华魂 

弘明 周易在现實中的重要性 

思凡 运气规划学理论的可能性发展 

15:30-17:3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B 

鄭壁莹 

吕元馨 
長生十二神煞- 

五行長生及十干長生探讨 

陈宗义 八字组合透干会支与清纯偏枯 

林纯媛 紫微斗数五行局木三局之探讨 

孟新兰 

以通神明之德、以通万物之情诚之

所至心念感同 

 

15:30-17:3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C 

尹昌日、

罗今培 

金敏貞 心相、气色 

宣水錫 家相学 

金花 命理与疾病研究 

全福禄 易经与文字关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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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 

时间/场次 场地 主持人 
论文 

宣讀人 
论文题目 

09:00-10:30 

醉花林 

俱乐部四楼 

会议厅 A 

石建和 

鄭壁莹 巨星成龙-紫微斗数五行局之论 

杨满忠 中国易在世界理性发展中的地位 

施良劍 京房易卦之感情占的预测范围 
09:00-10:3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B 

林纯媛 

刘俊 风水学之人体能量场 

李有 其道 

于秋水 
浅析风水理论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中

的作用  

09:00-10:3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C 

許榮凯 

高亜明 
五格剖象法在姓名学中的地位及在

应用中考虑的问题 

尹昌日 风水之自然法则的奥趣 

10:30-11:00 休息、茶点时间 

11:00-12:00 

醉花林 

俱乐部四楼 

会议厅 A 

林质彬 

邵康华 <蒙卦>卦的工作-家庭平衡探讨 

苏国圣 风水实践应用正解 

11:00-12:0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B 

施良劍 

苏双圣 现代风水实践中的几个心得 

黄毅权 中西易盘风水 

11:00-12:0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C 

尹昌日、

白民 

鄭勝日 

(鄭同根） 
易文化的价值与现代文明的解析 

朴正敏 易学新思考与和谐社会 

12:00-13:00 自助午餐-醉花林俱乐部四楼 

 



2015 年國際易學大會笫 27 屆新加坡年大會手冊 
 

 

 
15 

                                    
时间/场次 

场地 主持人 
论文 

宣讀人 
论文题目 

13:00-14:30 

醉花林 

俱乐部四楼 

会议厅 A 

王少英、

思凡 

張晓芬 
王船山（易学）中（礼）俱乐部

践，試以与《困卦》作探讨 

谢孟生 
易学：一把开启神秘内丹学术 

玄门的钥匙 

黄浩賢 
奇门遁甲择日学 

Qi Men Dun Jia Date Selection       

13:00-14:30 

醉花林 

俱乐部三楼

会议室 B 

賴益恆、

王卫青 

Alvin Hoi 

Min Fah 

A System Approach to Four Pillars of 

Destiny 

鄭富国 
易经智慧-传统文化促进企业有序

发展 

14:30-15:00 休息、准备閉幕典礼相关事宜 

15:00-17:30 

 

閉幕式（醉花林俱乐部四楼会议厅） 

01.大会总结报告:杨大卫秘书长 

02.国际易学大会会務报告：倪淑娟执行会長 

03.授证 

04.颁发优秀论文证书、感谢状 

05.2015 年国际易学大会第 27 届年会会長沈樹圭致谢辞 

06.各代表团互赠礼品 

07.宣布下届承办单位 

08.交接会旗 

09.下届承办单位会长致辞 

10.2015 年国际易学大会第 27 届新加坡年会会长沈樹圭宣布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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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會議規則及各場次時間會議規則及各場次時間會議規則及各場次時間會議規則及各場次時間    

（一） 发言人内容不能涉及政治、宗教、种族、人权及人身攻击，如有，

各场次主持有权停 止其发言。 

（二） 每场 30 分钟，主持人 5分钟，论文宣读人 20 分钟，其余时间开放

討论。 

（三） 会场主持人及发言人应根据会议安排提前 15 分钟到各会场，迟      

到者，发言资格可能被取消。 

（四） 时间到，主持人应宣布论文发表开始。 

（五） 发言人请先报服务单位及姓名。 

（六） 发言人如有书面意见，请在每场讨论会结束后交给按铃记录人员。 

（七） 会场全面禁烟。 

（八） 会议进行中手机请转为震动或静音状态。 

（九） 主持人有权更改发言人发言程序。 

（十） 时间结束前，按铃 1声，时间到按铃两声。 

（十一） 提问者若需引用本论文集内容，需经原作者同意，否则无擅自引 

用本论文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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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四四四四、、、、旅游景點介紹旅游景點介紹旅游景點介紹旅游景點介紹    

((((一一一一)))) 光明山普觉禅寺光明山普觉禅寺光明山普觉禅寺光明山普觉禅寺    

于 1921 年由转道法师所创立的光明山普觉禅寺是修行，弘法及提供僧侣住宿

的道场。其缘起为当时转道法师慈悲许多前来参访的出家众没有栖身之所而

发心建设的。 

建立于光明山上橡胶园中而得名的光明山普觉禅寺(KMSPKS)，因此成为新加

坡的第一所中国传统丛林寺院。 

光明山普觉禅寺在其弘法效应上发展迅速以配合这变化多端的世界。为了普

觉众有情， 愿以悲智为引导，成为一个培育积极推广，学习及实践人间佛教

文化的模范国际佛教中心。 

 

((((二二二二))))    小印度购物区小印度购物区小印度购物区小印度购物区    

实笼岗路(Serangoon Road)一带是新加坡印度社群聚集的地方，俗称小印度。

空气中弥漫着的香料味道以及浓浓的茉莉花香，让您确知自己身在小印度。

本地人很喜欢到这里选购色彩缤纷夺目、种类多样齐全的印度商品，如手工

艺品、克什米尔丝绸、孔雀羽毛、花环银器、铜器、珠宝首饰和丝制纱丽

(sari, 印度服饰)等等。 

 

实笼岗路上有许多香料磨坊，售卖各式各样的包装咖哩香料，适宜烹调鱼、

肉和蔬菜，携带轻巧方便，是理想的送礼佳品。琳琅满目的银制避邪装饰、

新娘饰物、手环和脚链等等，亮丽闪耀，让人眼花缭乱。值得注意的还有形

形色色的行李、床单和印度电影明星的巨形彩照。Chellas Gallery以专售

精巧纸盒及克什米尔精品而闻名。 

 

((((三三三三))))    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公园    

鱼尾狮是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象征，也是新加坡的国家标志性景

点。鱼尾狮像坐落于市内新加坡河畔，其设计灵感是来源于《马来纪年》中

的一个传说：公元 11 世纪，苏门答腊王子桑尼拉乌达玛(Prince Sang Nila 

Utama)巡视狮城(Singapura)的时候看到了一头狮子。鱼尾狮的狮头即代表那

头狮子；鱼尾则象征古城淡马锡(Temasek)(爪哇语意为“海洋”）由此，这

两种动物的结合便成为了新加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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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新加坡佛牙寺龍華院新加坡佛牙寺龍華院新加坡佛牙寺龍華院新加坡佛牙寺龍華院（（（（英語英語英語英語：：：：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and Museum）））） 

是位於新加坡牛車水地區的一個佛教廟宇博物館，由釋法照於 2002 年 11 月

30 日在當地創設，並於 2003 年 2 月 20 日註冊成為宗教團體，後在 2004 年 1

月 8 日註冊成為慈善團體，是目前新加坡規模較大的幾個佛教組織和實體寺

廟之一。 

新加坡佛牙寺除了供奉釋迦牟尼 的遺牙給佛教信眾參觀，亦為公眾提供社會

服務。興建中的「新加坡佛牙寺」位於華人聚集的「牛車水」之「番寨尾」，

該地段是從前是專門为垂死病人提供臨終服務的小型醫館集中地。 

    

((((五五五五))))    圣淘沙名胜世界圣淘沙名胜世界圣淘沙名胜世界圣淘沙名胜世界    

坐落于圣淘沙岛的圣淘沙名胜世界，是云顶新加坡耗资 65.9 亿新元兴建发展

的项目。占地 49 公顷的一站式综合娱乐城除了拥有东南亚首个且唯一一个环

球影城主题乐园，新加坡首个海事博物馆及水族馆，还建有娱乐场、4 家风

格迥异的度假酒店、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和多家名厨餐厅及零售精品店等。此

外，圣淘沙名胜世界也提供多元化的娱乐节目，包括常驻摇滚杂技巨献《生

之旅》、《仙鹤芭蕾™》和《梦之湖™》等免费公众景点。 

圣淘沙名胜世界的第二期发展项目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海洋生物园、豪华水

疗中心，以及另外 2 家度假酒店。圣淘沙名胜世界总共会有六家风格迥异的

度假酒店，提供 1800 间客房。 此外，这里还设有大型宴会厅和多个会议中

心，可同时招待 35000 名宾客。  
((((六六六六））））时光之翼时光之翼时光之翼时光之翼    

绚丽水舞海上大汇演 

世界唯一设在海边的夜间户外汇演－ 由水幕立体投影、激光特效、火焰和乐

曲，创造出时空跳跃的魔幻世界，让精彩刺激的历险传奇,成为您圣淘沙之旅

的完美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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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五五五五、、、、大會貴賓名單大會貴賓名單大會貴賓名單大會貴賓名單    

  颜添宝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成漢通       新加坡易经研究会会务顾问 

* * * * 常务理事团体常务理事团体常务理事团体常务理事团体    

****    社团法人韓国易術人协会社团法人韓国易術人协会社团法人韓国易術人协会社团法人韓国易術人协会，，，，韓国易理学会韓国易理学会韓国易理学会韓国易理学会    

羅今培、金敏貞、宣永錫、朴正敏、鄭勝日、鄭然頭、姜美花、 

廬鉉周、李昇潤、李昊妍、太檃寧、林朾吉、張珠善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邵崇齡、徐英、倪淑娟、邵康華、陳沅琦、鄭壁莹、施良劍、夏邦基、 

吕元馨、張晓芬、蔡善蓁 

****    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新加坡易經研究會    

沈樹圭、賴益恆、黄浩賢、楊大衞、沈乾坤、賴易駿、鐘文光、王文耀、 

林前利、許耀坤、丁怡心、梁育蓉、欧英慧、林明昉、杨宝香、黄玉芬、 

傅秋程、傅燕妮、冯玉珊、郭勝昌、刘一龙、王黎曼、卓易蓮、侯添得、 

刘玉燕、陈偉強、李昭勇、廖利傑、卓偉強、黃宋蔩、郭素清、蔡志雄、 

詹慧蓉、Vincent Neo Chun Sze、Koh HK、Martin  Liu、Angie Ng、 

Leonard Lou、Teo Siew Ping、Joyce Foo、Sett Hee、Teo Siew 、 

Hong,Raymond Lim 

****    中中中中國國國國延邊延邊延邊延邊周易周易周易周易學會學會學會學會    

尹昌日、張文翠、全福禄、金花、田景利、李哲昊、鄭東壽、林惠淑、 

金京淑、吴正一、庄维揚 

****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    台北漢學研究會台北漢學研究會台北漢學研究會台北漢學研究會    

  陳明輝、黄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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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中中國國國國河北省周易學會河北省周易學會河北省周易學會河北省周易學會 

 于拥军、于丽娟、蔡小玲 

****    團體會員團體會員團體會員團體會員 

****    社社社社團團團團法人韩法人韩法人韩法人韩國國國國白民易學研究會白民易學研究會白民易學研究會白民易學研究會    

白民（梁鐘）、金容蘭、李洸銀、金教烈、金淵洙、李洙珉、朴惠暎、 

金京爱、李東訓、吳光鐸 

* * * * 中國寧夏易學研究會中國寧夏易學研究會中國寧夏易學研究會中國寧夏易學研究會，，，，中華易經科學院中華易經科學院中華易經科學院中華易經科學院 

王少英，黄玉華、楊满忠、高莉、周冬萍、高亜明、李有、蘇成继、        

蘇翠華、陳宗義、張希旺、杨丽妃、王志文、魏凤萍、朱元亮、 

王秀琴、桂昱岚、張春和、李宜蓉，刘玉華、 王兴国、盛春亮、丁美玲、         

張红丽、江雪琴 

****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台中漢學研究會台中漢學研究會台中漢學研究會台中漢學研究會    

林純媛、孟新蘭 

* * * * 台中市不動產協會台中市不動產協會台中市不動產協會台中市不動產協會    

鐘宜宸、許維和 

****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長三角易學連盟上海易經研究長三角易學連盟上海易經研究長三角易學連盟上海易經研究長三角易學連盟上海易經研究會會會會    

許榮凯、宋健華、王卫青、王小奇、丁益群、凌盘大、許培科、王前輝、 

周磊、張益馨、陸询、劉梅、劉俊、章蘇杭、童洁、鄭淳之、鄭富國、 

屠叶峰、吕生良、高巍巍、張化峰、張恒浩、解承梅 

* * * * 澳大利亜大洋洲風水研究會澳大利亜大洋洲風水研究會澳大利亜大洋洲風水研究會澳大利亜大洋洲風水研究會    

賈豐連    

****    加拿大國際易經學院加拿大國際易經學院加拿大國際易經學院加拿大國際易經學院 

朱玉峰、高俊、趙慧泉、陳继卫、史華 

****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閬中天宫院閬中天宫院閬中天宫院閬中天宫院 

王萌、高静、馬仕杰、李文明、牛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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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華易經科學院中華易經科學院中華易經科學院中華易經科學院    

蘇國聖，蘇双聖    

* * * * 馬来西馬来西馬来西馬来西亞亞亞亞東方奇門研究院東方奇門研究院東方奇門研究院東方奇門研究院    

王承長（思凡）、梁萱芸、Chong Poh Ping、Liang Siah Poh、 

Lim Lin Yang、Wong Mee Ngan、Lee Wey Shin、Sen Han Loong、 

Yeoh Hooi Ven、Chin Khai Li、Khok Chik Yin、Yeap Mean Chun、 

Ho Pei Wah、Wong Seng Chin、Lee Yin Fang、Hue Sam Yee、 

Yeoh Hooi Ven、Tow Siew Peng、Aw Kar Meng、H’ng Meng Meng、 

Tan Eng Seng、Ong Theng Wooi、Ng Chew Soon、Lee Ai Ping、 

Quah Kooi Eng、Heang Yau Loon. 

****    新加坡易學會新加坡易學會新加坡易學會新加坡易學會    

林质彬，唐慶銘、魏琰坤、謝孟生、李承易、尹一易 

****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王  寰 - 福建 

文其永 - 四川 

刘广斌 -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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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六六六六、、、、2015201520152015 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年國際易學大會第 27272727 屆新加坡年會屆新加坡年會屆新加坡年會屆新加坡年會各各各各组组组组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表表表表    

各組各組各組各組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聯繫電話聯繫電話聯繫電話聯繫電話    職責範圍職責範圍職責範圍職責範圍    

大會會長 沈樹圭 9683 4905 負責大會各項事宜的督辦和監督 

大會執行會長 賴益恆 9108 8463 

負責協調大會各項事宜落實攝影、

司儀、會議、晚宴節目等宜 

大會籌委會 

副主席 
黃浩賢 9046 6008 

大會秘書處 楊大衛 9692 3395 

接待組組長 王文耀 9181 0139 
負責參會人員物品的發放和 

接待工作 
接待小組成員   

財務組組長 賴易駿 9105 2303 

負責大會財務工作 

財務組成員 鐘文光 9066 2691 

學術組組長 黃浩賢 9046 6008 
負責大會論文編輯工作、 

大會學術交流安排事宜 學術組 

小組成員 
  

總務組組長 林前利 9856 2037 

負責協助大會各項工作事宜 
總務組 

小組成員 
  

接機及安全組

組長 
沈乾坤 9694 2873 

負責大會接機、送機及會場秩序 
接機及安全組

成員 
劉一龍 8693 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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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新加坡一日游行程表新加坡一日游行程表新加坡一日游行程表新加坡一日游行程表 

两辆车华语导游、、、、一辆车韩语导游 

0900     上午 9点准时从酒店出发、、、、抵达后游览光明上普觉寺 

1030     小印度购物区 

1130     午餐 

1230     DFS免税店购物 

1400     鱼尾狮公园 

1500     佛牙寺龙华院 

1600     牛车水购物 

1700     晚餐 

1830     圣陶沙名勝世界 

1915     准时观赏圣陶沙水舞（含门票）、、、、行程接束后回返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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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八十八十八、、、、醉花林俱乐部简介醉花林俱乐部简介醉花林俱乐部简介醉花林俱乐部简介 

 醉花林俱乐部创立于 1845 年，即清朝道光廿五年，迄今已有 167 年悠

久历史。当年，潮籍侨领陈成宝先贤，鉴于潮人莅新日众，商业渐盛，应酬日

繁，亟需一幽雅所在，旨在为潮商提供一处商余消闲、联络感情、敦睦乡谊，

交换知识、共谋发展的处所。故创立“醉花林俱乐部”，暂借庆利路门牌 190

号亚答屋为会所。1879年陈成宝去世后，陈永锡、王柘榴、吴合弟、陈亚两、

佘智章、庄振浩、刘老四、陈明和、何瑞吉及黄金炎等十人，各人捐资四百元，

凑足四千元向陈氏家属购得该地作为永久会址。这十人便成为醉花林俱乐部的

信托人。作为永久会址，醉花林俱乐部继续发扬光大，捐资救国、筹款赈灾，

对公益慈善、教育事业等不遗余力，积极地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俱乐部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联络潮人感情及提供消闲去处，但实际上昔日

潮人的社会公益、教育、慈善事业，都集中在俱乐部商议筹划，然后正式提到

会议讨论。也就是说，在早期它是领导潮人社会从事种种活动的中心，扮演了

潮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因此醉花林可说是本地潮州人社会历史发展的见

证人，它也是新加坡俱乐部历史上最悠久的一个。古色古香的醉花林俱乐部还

有着非常辉煌的中华文化活动记录。当时，每逢华人佳节如端午，中秋，著名

的"中国学会"都会借用俱乐部园林，举行文人墨客呤诗赏月的高雅庆祝会。许

多文人墨客曾到访醉花林俱乐部，被醉花林的幽雅景致所感，而吟诗作对。 

    

醉花林在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民间视之为“潮州阿爷”

的俱乐部，它在英殖民地时期，可以说是本潮帮的权力核心。当时能加入这个

俱乐部的都属于有头有脸、有分量的潮帮领导人物，非得在社会上累积一定财

富、权势、地位和名望才行。所以醉花林俱乐部更像一个“百万富翁”俱乐部，

没有一定的收入，不可能入会。因此一般商人若能被推荐参加成为会员，往往

被视为一项极为光荣的事。 

  

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后，醉花林逐渐式微。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这个

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却面临如何延续和发展下去的历史性关卡。基于新加坡

之迅速发展，俱乐部已开始全面检讨今后发展策略，在董事部领导下进行了多

项改革与发展，包括重建年久失修的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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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李文献、杨荣文从文化遗产角度出发，为醉花林请命，这个本地最

古老的俱乐部，才有了新契机。醉花林先贤留下这片地时，曾规定后人不可以

卖地，也不能把地抵押给银行，换句话说，醉花林不能借贷做发展用途。重建

小组提出把地分割为二的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醉花林在 2007 年 11 月拆掉

旧建筑，并把地分割为二，一部分“租”给发展商兴建 99 年私人公寓，剩下

的部分用来兴建俱乐部新大厦，“出租”部分土地所筹到的钱，正好用来兴建

新的醉花林俱乐部大厦。 

 

 醉花林在迈入第 167 个年头之际，年终将迁入新的四层会所。俱乐部的

新大厦，目前大致完工，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楼下将会有一间 6000 平方尺的

潮州美食餐馆和咖啡厅，二楼是个 1 万 5000 平方尺的多功能大厅，可用来举

办宴会，或者举行会议和讲座。三楼是办公室、会议厅、阅读室、图书馆、招

待室、多媒体室、多功能室、娱乐室等，四楼则设了健身室、展览室、休息室

等。顶楼有游泳池、儿童游乐场和烧烤设施等。会员们可以在俱乐部举办宴会、

享受美味佳肴、举行会议讲座、欣赏各类展览、锻炼身体、阅读书籍、聚会畅

谈、举杯高歌、休闲娱乐、联络感情。 

  

这一座坐落于高尚住宅区，非常靠近繁忙的乌节路的俱乐部，拥有 4700

平方米的清幽古典的环境又拥有现代化的设施与高科技的设备，此时正涣发出

新的生机。 

  

过去只有非富即贵的潮州人才能加入的醉花林，去年修改章程，开放门

户让更多潮州人参加。这个历史悠久的地缘性组织，目前正在招收普通会员。

醉花林目前有 100 名基本会员，接下来希望招收 500 名普通会员。基本会员以

该俱乐部修改章程前的老会员为主，普通会员则是修改章程后才设立的新会员

组别。普通会员和基本会员的差别，在于普通会员能享用俱乐部的设施，却没

有投票权，基本会员则有投票权。普通会员的入会费是 5000 元，每月收费 50

元，家庭会员无需入会费，但每月收费 20元。 

  

醉花林俱乐部凭借着董事会的努力与众乡亲的支持，将秉承并发扬先贤

之优良精神及传统，继续活跃于华族的文化及公益事业，为弘扬中华文化尽一

份绵力。随着新大厦的落成，醉花林希望再次成为新加坡潮籍社会贤达举行高

水平活动的中心，并且积极发展成为世界各地潮州人联系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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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九九九九、、、、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座标 01°22’N 103°48’E1.367°N 103.800°E 

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共和國    

Republic of Singapore（（（（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Republik Singapura（（（（馬來語馬來語馬來語馬來語））））    

சி�க��� �	யர�（（（（坦米爾語坦米爾語坦米爾語坦米爾語）））） 

通稱通稱通稱通稱：：：：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國旗國旗國旗國旗                                                 國徽國徽國徽國徽    
 

國家格言國家格言國家格言國家格言    
Majulah Singapura（（（（馬來文馬來文馬來文馬來文））））    

「前進吧，新加坡」 

國國國國歌歌歌歌    《《《《前進吧前進吧前進吧前進吧，，，，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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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自然地理自然地理自然地理（（（（實際管轄區實際管轄區實際管轄區實際管轄區））））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 國土面積：276 平方英里 

716.1 平方公里（世界第 197 名） 

• 水域率：1.444% 

 首都首都首都首都 新加坡市[參 1]
 地理最高點地理最高點地理最高點地理最高點 武吉知馬 最長河流最長河流最長河流最長河流 加冷河 海岸線海岸線海岸線海岸線 193 公里 時區時區時區時區 新加坡標準時間，UTC+8 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人民生活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以下資訊是以 2014 年估計 

• 總人口：5,469,700
[1]人（世界第 114名） 

• 人口密度：7,615 人/平方公里[1]
 

19,725 人/平方英里/km
2（世界第 3 名） 

 官方語言官方語言官方語言官方語言 英語（行政用語） 馬來語（國語） 華語、坦米爾語[2]
 官方文字官方文字官方文字官方文字 英文、馬來文、簡體中文、坦米爾文 民族民族民族民族 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和印歐裔 主要宗教主要宗教主要宗教主要宗教 伊斯蘭教、道教、佛教、基督新教、天主教、錫克教和猶太教 曆法曆法曆法曆法 公曆 主要節日主要節日主要節日主要節日 開齋節、春節、屠妖節、聖誕節和國慶日 道路通行方向道路通行方向道路通行方向道路通行方向 靠左行駛 

 家用電源家用電源家用電源家用電源 

• 電壓：240 V 

• 插座：G 

• 頻率：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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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政治文化 國家憲法國家憲法國家憲法國家憲法 新加坡共和國憲法 國家結構形式國家結構形式國家結構形式國家結構形式 單一制 國家政權國家政權國家政權國家政權 西敏制 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 議會民主制 法律體系法律體系法律體系法律體系 普通法 

 國家領袖國家領袖國家領袖國家領袖 

• 國家元首（總統）：陳慶炎 

• 政府首腦（總理）：李顯龍 

 國家主要領袖國家主要領袖國家主要領袖國家主要領袖（（（（三權分立三權分立三權分立三權分立）））） 

• 行政（總理）：李顯龍 

• 立法（國會）：哈莉瑪 

• 司法（大法官）：桑德萊什·麥農 

 經濟實力經濟實力經濟實力經濟實力 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 以下資訊是以 2012 年估計 

• 總計：3275.57 億美元[3]（第 38 名） 

• 人均：61,046 美元（第 3名） 

 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國際匯率國際匯率國際匯率國際匯率）））） 以下資訊是以 2012 年估計 

• 總計：2700.20 億美元[3]
 

• 人均：50,323 美元[3]
 

 人類發展指數人類發展指數人類發展指數人類發展指數 以下資訊是以 2014 年估計 

• 0.901
[4]（第 9 名）－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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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銀行中央銀行中央銀行中央銀行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貨幣單位貨幣單位貨幣單位貨幣單位 新加坡元（SGD，S$） 吉尼係吉尼係吉尼係吉尼係數數數數 在計算政府課稅後及福利轉移之後，0.459（以家戶成員收入來計算），0.437（採用 OECD 的計算法），0.414（採用平方根算法） 在未課稅及計入政府福利轉移之前，0.478（以家戶成員收入來計算），0.457（採用 OECD 的計算法），0.435(採用平方根算法)
[5]

 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 立國歷史立國歷史立國歷史立國歷史 

• 立國日期：1965 年 8月 9 日 

• 立國事件：退出馬來西亞，並宣告獨立[6]（1965年 8 月 9 日） 

 國家象徵國家象徵國家象徵國家象徵 • 國家標誌：獅子頭標誌 

• 國父：李光耀 

• 國花：卓錦萬代蘭 

• 地標：魚尾獅 國家代碼國家代碼國家代碼國家代碼 SGP、SIN 國際域名縮寫國際域名縮寫國際域名縮寫國際域名縮寫 

.sg 國際電話區號國際電話區號國際電話區號國際電話區號 

+65 現役軍人數現役軍人數現役軍人數現役軍人數 60,000（第 64 名）－2002 

1. ^ 新加坡是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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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易经研究会会史易经研究会会史易经研究会会史易经研究会会史 

新加坡易经研究会是在 1995 年 5 月由沈树圭先生等十三位易经学者及易经爱

好者共同发起，并在同年 8 月获得新加坡政府当局批准而正式成立的，创会及

现任会长为沈树圭先生。 

 

成立新加坡研究会的宗旨是要进一步宏扬易学，主办易学讲座，组织区域及国

际性易学研讨会，出版易学刊物及成立易经应用学院等。 

 

新加坡易经研究会在过去 20 年里，在中国、澳洲、马来西亚、印尼及新加坡

共主办了超过 450 个易学课程及讲座，并派代表团出席了 21 次国际易学大会

及两次国际儒学大会。在本会顾问成汉通先生提供宝贵意见及指导下，新加坡

易经研究会在 2004 年成功举办了《2004 年国际国际易学大会第十八屆新加坡

年会》，共有三百多位来自中国、台湾、美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本地的易学

教授及学者出席此次大会。大会由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

林瑞生先生主持大会开幕仪式。 

 

2007年，新加坡易经应用学院正式成立，并已开展本地及海外易学进修课程。

从明年开始也将举办海外易学游学团，易经寻根之旅，易经风水之旅及易经养

生之旅。 

 

2008年，本会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义安公司礼堂举办《国际易经建筑环境论坛大

会》，来自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著名建筑环境风水学专家受邀发表

演讲，大会由新加坡杨厝港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主持开幕。 

 

2009年，本会在新加坡乐怡度假村举办《从易经看天地人互动国际交流大会》，

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及本地等易经教授及专家受邀发表演讲，大会由新加坡

杨厝港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主持开幕。 

 

2010 年，本会在濠景大酒店会议厅举办《2010 年国际易学文化论坛》，来自

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及本地等易经专家及学者受邀发表演讲，论坛由新加坡

杨厝港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主持开幕典礼。 

 

2011 年，本会在濠景大酒店及皇后大酒店会议厅举办《2011 年国际易学文化

论坛》，来自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及本地等易经专家及学者受邀发表演讲，

论坛由新加坡杨厝港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主持开幕典礼。 



2015 年國際易學大會笫 27 屆新加坡年大會手冊 
 

 

 
31 

2012 年，本会在醉花林俱乐部会议室举办《2012 年国际易学文化论坛》，来

自中国、台湾，香港、澳洲、马来西亚及本地的易经专家及学者受邀发表演讲，

论坛由新加坡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主持开幕典礼。 

 

2013 年，本会在醉花林俱乐部会议室举办《2013 年国际易学文化论坛》，来

自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及本地的易经专家及学者受邀发表演讲，论坛由新

加坡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主持开幕典礼 

 

2014 年，本会在醉花林俱乐部会议室举办《2014 年国际易学文化论坛》，来

自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及本地的易经专家及学者受邀发表演讲，论坛由新加

坡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主持开幕典礼。 

今年，本会为庆祝成立 20 周年，将在醉花林俱乐部举办《2015 年国际易学大

会第 27屆新加坡年会》，300多位来自中国，台湾、澳洲、加拿大、韓国，印

尼、马来西亚及本地的易经专家及学者受邀出席，30多位嘉宾将受邀上台发表

演讲，大会将由新加坡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顔添宝先生主持开幕典礼。 

从 2004 年开始，新加坡易经研究会也成为国际易学大会常任理事团体，会长

沈树圭接着也受委为国际易学大会常务会长兼署理秘书长，在第 25 届国际易

学大会-延吉年会上，会长沈树圭也受委任担任国际易学新加坡研究院院长。

去年在四川阆中举行的《第二届天宫易学风水文化国际论坛暨天文与易学研究

会》上，会长沈树圭也受聘为阆中风水文化国际宣传大使。 

新加坡易经研究会未来的目标，除了引易海外，继续和本地及海外易学团体在

新加坡及海外联办易学课程，及国际性易学研讨会外，也将继续为新加坡及世

界各地易学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