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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由我造·易经造命1.0简明使用手册

——跟随曾仕强教授学得造命改运的功夫……

写在前面

亲爱的用户：

感谢您使用良心网研发的手机APP——易经造命！

易经造命1.0版本是良心网推出的一款学习《易经》并灵活运用《易

经》的实用工具，软件包括曾仕强教授毕生研究之大成易学之作，并提供

一整套学卦、占卦、玩卦的解决方案，真诚希望易经造命APP能成为您生

活中的好助手。

在使用【易经造命】APP之前，请您先了解如下事项：

1. 已经是良心网会员的用户，请您使用原帐号、手机、邮箱及密码登

录APP，如忘记密码或未绑定手机，请您登录良心网站绑定手机后再做后

续操作；

2. APP内置的【付费解锁】功能目前尚在完善状况，将通过APP迭代

升级完善；

3. 如您使用APP有任何好的建议或意见，欢迎在APP内提交。

良心网产品研发团队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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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良心网移动端旗舰应用APP

应用特色

·  曾师逐辞逐爻详解六十四卦

从入门到精通，易经造命囊括
曾仕强教授详解《易经》完全内
容。应用先以概述、综述切题，
再通过互动教学模式学习，最后
通过占卜精进。满足各类层次用
户使用。

友情提示：市面上首款实践与
理论相合的《易经》移动应用。

·  官网独家·学习其实真轻松

自媒体风格独树一帜，整合用
户碎片学习时间。简明扼要的发
布秘不示人的独家珍贵图文内
容。真正让您知行并举，学以致
用。更有“精彩推荐”连载尚未
公开发行的内部资料，值得您随
时关注。

·  免费不断获得更新的功能

应用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想
您所想，及您所及。不断迭代升
级，提供更多使用功能。易经造
命的目标是打造市面上首家以中
华道统文化为核心的人际社交学
习应用平台，欢迎您的宝贵建议
和意见。

·  一站式自占自解决方案

曾仕强教授首次提出，良心网
独家开创，精心设计并集成流行
的占卜程序，并依据古法精髓，
划时代的让用户只需简单步骤学
会占卦，更通过在线互动及增
值，轻松预测生活工作中遇到的
难题。

友情提示：应用提供的占卦结
果仅供参考，实际应用时请务必
谨慎。

安卓、苹果手机均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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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启动界面

·  栏目：易道学院

·  栏目：造命工具 ·  栏目：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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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三步·易经是如何造命的

第一步 认识易经造命：界面

-1-

启动APP后会伴随着

动画及启动声音：

先天八卦+曾师音频

1 2

顶部：旗帜推荐区

标题栏 标题栏

帐号信息功能区

辅助功能区

个人信息列表项

即学即会占卦视频

造命工具

易道学院主功能区

全局消息展示区

每日一学功能区

当前菜单栏

当前菜单栏 当前菜单栏

1. 启动画面

2. 易道学院

4. 个人中心

3

4

3. 造命工具



·  栏目：易道学院

轻松三步·易经是如何造命的

第二步 使用易经造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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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名排序

解卦详情

易经入门

自占自解

八宫排序

学习《易经》

之前的一些

入门常识。

自占自解是【造命工具】下

【造命工具】的快捷按钮。

建议先有一定的易道基础再

尝试此工具。

将卦辞、爻辞、

彖辞、大小象

以及曾师视频

融为一体。

可逐爻学习，

也可综合学习。

全局消息：

提示最近用户

使用动态：

·解锁动态

·邀友动态

·占卦动态

每日一学：

提供权威官方

独家未公开的

学习内容：

·图文

·音视频

提供卦名、八宫

两类选卦方式

卦象提供上下卦

名提示。

提示：64卦后20

卦需要解锁权限。

当前版本提供：

·邀友解锁

·占卦解锁

【易经学院】描述

易经学院提供【易经入门】、【曾师解卦】、

【自占自解】三个递进的栏目，这三个栏目从左

到右是从易到难的学习过程，建议您一步一步递

进学习。

【曾师解卦】将64卦集成其中，后20卦需要解锁

才能操作。提供【支付解锁】*、【邀友解锁】、

【占卦解锁】三类解锁方式。支付解锁可通过支

付宝、微信付费解锁（*尚开开通），邀友解锁请

在个人中心下我的邀请下进行，邀请1人解1卦。

占卦解锁供喜欢占卦的用户使用，每占7天解1

卦，如占卦中断重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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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卦视频：

25分钟轻松学会三

种占卦的方法。

请在【易道学院】

先学会学易道智慧。

·  栏目：造命工具

轻松三步·易经是如何造命的

第二步 使用易经造命：操作

造命工具法

铜钱摇卦法

数字组合法

占
卦
详
情
页

占
卦
详
情
页

起卦

【造命工具】描述

占卦结果提供：

重爻、交爻、主动爻

供解卦时参考

铜钱、造命占

卦方法不同，

但结果一致。

数字占卦定义简单，建议

仅于学卦时娱乐之用。

重要占卦请使用其他两类

占法。

造命工具提供了数字组合、铜钱摇卦、造命改

运三大类别，要正常使用这几个占卦工具，您

首先的通过【个人中心】进行注册，其次要在

【我的资料】栏目下完善个人资料，之后即可

使用。造命工具其功能页面提供了学习占卦的

即时视频，能让您快速掌握占卦的基本要领，

结合在【易道学院】学得的精髓，相信定能为

您的生活、工作提供帮助。

当然占卦容易解卦难，希望您能跟随易经造命

的成长，一步步学得成功造命改运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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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三步·易经是如何造命的

第二步 使用易经造命：操作

·  栏目：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描述

登录页面

点击邀请好友

我的资料

分享到QQ、微信

登录页面提供已经是

良心网会员的用户快

捷登入，如您是新用

户，可以用手机快捷

注册。

当前版本使用第三方

登录需要登入良心网

绑定手机号才能操作

【造命工具】。

特此说明。

使用【我的邀请】功能可以快速邀请好友，在未来版

本提供社交功能时，邀请页面中的用户将自动成为您

的联系人。

【曾师解卦】中后20卦可以用邀请人数一一解锁。

当前版本，当您需要使用

【造命工具】时需要您完

善个人信息，请在【个人

中心】—【我的资料】中

完成。由于APP端手机的绑

定功能尚在开发当中，如

您使用第三方登 录，请前

往良心网站先绑定一下手

机，再继续。

未来版本将修复此BUG。

友情提示
易经造命是一款不断迭代更新的手机APP，《简明使用

手册》中使用的图示有可能与当下您使用的版本有所不

事，手册将在第一时间更新，请随时关注【良心网】微

信号(liangxinnetcn)或良心网站：http://www.liangxin.net.cn

个人中心是您使用《易经造命》APP的辅助功

能，在我的占卦—我的笔记—我的收藏是您使

用相关记录。

此菜单将会在未来版本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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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三步·易经是如何造命的

第三步 学会易经造命：经验

·  养成【易道学院】规律的学习的习惯

·  通过【造命工具】不断精进自己易道思维

·  结合【个人中心】功能能够温故而知新

● 天天关注【每日一学】权威独家的碎片学习内容；

● 随时参与【易经造命】举办的各类线下互动活动；

● 从简到难，从易经入门逐步达到自占自解的能力；

●  先从【曾师解卦】综合讲解了解各卦的整体易道；

●  再从初爻直到上爻一爻一爻循序渐进的向上提升；

●  遇到理解障碍可通过观看【易经入门】视频巩固；

●  把《易经》基本概念、常识、规律先要了解通透。

● 占卦之前在页面顶端观看三种占卦工具的视频；

● 然后选择【数字组合法】练习简单的占卦学习；

● 接着尝试【铜钱摇卦法】了解大衍变化的精髓；

● 再上一步【造命改运法】激发处理事务第六感；

● 要具备诚信则灵、资讯不足、一事一占等要件；

● 刚开始占卦要保持边重在了解占卦的法则要义；

● 实际应用时要以易理易道指导象数推理的过程 。

● 使用易经造命APP之前在【我的资料】完善信息；

● 在【我的收藏】里保存您使用APP浏览时的收藏；

● 在【我的占卦】里保存您使用各类占卦工具结果；

● 在【我的笔记】里保存您学卦占卦时的学习笔记；

● 使用【我的邀请】邀请好友与您一起用易经造命；

● 【我的反馈】可以发送您使用APP时的建议意见；

● 【我的消息】与【我的订单】是系统预留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