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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面相学讲义
庄曜光老师主讲

面  相
第一课  面相随谈

参考书籍 

1. 人伦大统赋 香港版 大山出版社 (眼神 心理学角度切入) 

2. 公笃相法 武陵 相学进阶 半文言文 ( 看完古书与实地印证) 

3. 新人相学 宏业出版社 卢毅安（康有为的学生，50 年代去世文人。结合西方的解剖学，自成

一套相法。书本身不厚，可参阅解剖学的东西，可参考骨格。）

山医命相卜：山医为形而上，相卜为形而下。相 : 面相，手相，阴阳宅相。

七政四余 西洋占星术 可参阅译天文书 翔大

学面相的目地 : 

1. 见相识人 : 面相不等于长相，心性 ( 好人坏人可否深交) ，行运。

2. 形家说似动物格局较大（里根有火鸡相），（罗家伦　手过膝特长） 奇格 禽相(熊猪狗猴…) 

3. 了解自己 :决策层（通才型）， 管理层( 幕僚级)， 技术层( 操作设计与业务)。

4. 增进人际圈的范围 :可增加话题与拉近与客户距离

5. 可以和医理去融合 :额头为火，下巴为肾，可以配合导引与太极去练气，气色会随季节时运行

运改变，鼻子有青春痘最近会拉肚子

6. 最高神相学 : 仙道　金丹道　性命双修

生活上就可以看：新闻台可以看坏人好人，为何会作奸犯科，可以辨别人面兽心。

五官相（无法改） : 最常用的　眼睛　鼻子　 

1. 心相(相由心生):内在气质的表现。着重于眼神（为无

法伪装，其它神态可以伪装）。

2. 玄真纹有的话马上可以断与家里不好，额头横纹就有

横祸，眼尾有纹( 影响子息)。

3. 骨相（无法改） : 定格局，头，额头，手肘，后脑勺

圆为人中之首( 枕骨有力)。枕骨平无法掌权，枕骨凹

下去格局低短寿，耳后为寿骨凹槽英年早逝。 

4. 面相与骨相需要配合之后的分数才是生命之数。 

领袖 : 领为脖子，袖为手腕。脖子要粗，手腕要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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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要养成一个习惯，看新闻与时事，看特色为与一般人不同。柯赐海眼神凶狠，讲话中断，为

身体有暗疾，走路姿式上提，会有凶灾与官私。走路用拖的(女生的婚姻不好，男会有凶灾 再分金木

水火土)，曾国蕃精通面相。

金型的人走路要稳重 不可轻飘 脖子不可以细长若长的话会短寿 

木型的人走路轻飘为成格 不能胖　　

火型人不忌鼻孔外露 上头与下巴尖 黄子佼下巴尖

土型水型不能瘦

金木水火土与紫微斗数不同

面相有问题，人生运势上会有问题

眉毛代表情缘宫　

嘴巴代表情份  男嘴不好克子(问子在口) 女嘴歪克夫

下巴　尖老年不好 有力 晚年

鼻子有节　有斗

嘴形不好　代表诚信度不够

什么年代　什么时局　就会有什么人当选

动乱的时局要选比较劳禄与好斗

鼻子看财 女看夫运　鼻头与鼻翼要有肉 鼻头代表一个人的赚钱能力 鼻翼厚代表为聚财能力 

鼻孔为一个人的消费能力 大舍得开 小为对别人与自己节检花钱打粉多节 藏的人对自己节检 

鼻子也代表一个人的脊椎骨 小人型断法, 若鼻子歪的话则脊椎会有侧弯 

节的话为筋骨问题 

小孩子鼻子青为受惊吓 

全息论的观点为手掌脚掌 志远出版社 蓝色的皮　

眉毛与法令对兄弟手足没有帮助

仁中歪没有直　的骨盘有问题

法令有疤与痔会有疾病

小富看鼻　大富看眼

神足则无事可以难倒你

神弱 与 神强 人生要定位 无赚大钱的运就不要强求 

眼睛占全部面相的六分 

强身与延年益寿不同 　

心理 与意志力无法解决问题

身理　粉少的问题能靠心理解决　

性（人品道德）命（身体）双修

面相简论

1. 相术是由许多人共同的看法归纳所得的结论 



2. 眼睛分型与光两种:型—正三角型 : 要杀人也要被杀。副三角型:被杀。三角型通常 35 岁后出现。

光—露光:被杀。藏凶光:杀人与被杀。

3. 耳垂是尖形又薄 : 视同藏凶光 

4. 眼框大 : 才智和魄力都过人 

5. 眼睛关系一生幸福性情事业以及死生情形 

6. 就一般论世上福人多伟人少, 伟人相局以奇为主, 福人相局以厚为主 

奇格一定是不正, 八字会偏的粉严重, 粉会念书 

7. 一般相术只能看福而不能相奇, 因此千古有许多伟人在寒微之时就不容易被世人发现, 甚至常被世

人所鄙视了 

8. 脸看横肉, 将来不得善终 

9. 两颧生肉显出横纹 凶恶之相 

10. 变局相(五行会改变)它的极好与极坏都只具可能性并没有定型 

11. 三角眼主凶 行善积德能补救 (行善是最好个改运方式) 行善会遇好贵人 

福地福人居 : 是指福地留给有福报的人居住 

12. 格局分  

　　1. 厚与薄 

　　2. 善与恶 

　　3. 寿与天 

　　4. 贵与贱 

　　5. 浊与清 

　　外相以厚与薄为主　内相以善与恶为主 

13. 女人相是显露的男人相暗是隐藏的所以女人贵贱的比较容易分辨, 但也有不寻常的, 即妓女中却

有当一品夫人的相, 但大都不能生育 美而无子 和妾侍无出 

14. 暗破的相(看似贵妇却是荡妇),要相鼻(正有肉 鼻垂肉)眼(桃花眼, 含露)唇 (厚下唇翻) 和音色, 

四方去看要先学妇气 不能向形象看 要向气象看  

15. 鼻看纹路 眼看光亮 唇看颜色 

16. 相分内五行与外五行(内五行 看 王凤仪 嘉言录) 

17. 外五行看不出有病 若有病一定是暗病 没有痛苦的病 这样要用内五行看.

面相总论

1. 总论 

1. 额为天，颏为地，鼻为人。 

2. 天宜开阔而早发，地宜宽厚而晚成。 

3. 天圆而地方，人贵乎中正。 

诗曰：

天庭 1欲起司空 2平，中正 3广阔印堂 4清，山根 5不断年寿 6润，准头 7圆肉人中 8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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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风水命理资料合集_9500 本 

阴宅阳宅、风水堪舆、八字命理、手相面相、符咒卦象、奇门遁甲、紫微斗数......... 

 

【中医】中华传统医学资料大全_15000 本 

针灸、擒拿、正骨术、汉医、苗医、民间秘方偏方、药洒药方、祖传医术、珍本... 

 

【道术】道家法术\茅山术\符咒术\气术_3000 套 

修真秘籍、丹道、道家秘术、胎息功、内丹术、茅山法术、道家符咒、巫术、... 

 

【武术】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术_6200 册 

少林、武当、太极拳、形意拳、八极拳、咏春拳、气功、散打、格斗、拳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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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藏】经史子集库_13300 卷 

【经史子集】楚辞、汉赋、诗集、词集、宝卷、正史、编年、别史、纪事本末、地理志... 

 

【国画】传世名画 _ 6100 卷 

唐、金、辽、宋、元、明、清 800 多位画家近 6000 多幅传世... 

 

【县志】方志\地方县志\乡志\地理志_8100 册 

府志、区志、乡志、地理志...... 此合集为全国范围地方县志\府志古籍影印电子版，... 

 

【国学】中华古籍库—32 万册古籍书 

32 万册《中华古籍库》 【32 万册影印古籍 + 20 多亿字，带检索

器和阅读工具】 包括各地方志、日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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