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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一想起占星，便想起星舍; 這個是星舍朝著的方向，總有一天這個口號會實
現。 2008年的來臨，星舍將會踏入另一個年度的新開始。 回顧過去一年的
成績，星舍網上占星推廣、聚會及課程，確實是能夠吸引一班從沒有接觸過
心理占星，又或對占星學有概念的朋友，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大家的共同話
題及興趣所發出的熱誠和力量，的確給星舍很大鼓勵，令星舍的幹事們決心
要繼續努力推廣心理占星。無論你是想透過占星更了解自己的特質和潛能，
或是想對十二星座以外有更多的認識，我們都歡迎你的參與，好好利用這個
交流平台吧!
吸取了一年的經驗後，今年，星舍將會更多元化。除了有關占星內容的聚會
外，我們還加入生命數字及奧修禪卡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夠應用占星命盤了
解自己的時候，可配合其他元素，從不同的層面去認識自己，你或者可以將
事情看得更全面，有更多不同的見解。新的一年,星舍的網頁將會更加豐富,
首先會加入’占星札記’讓我們的占星師與大家分享有關占星的知識或生活體
驗。
第二期季刊，我們以月亮作為主題，希望大家能夠從不同月亮星座的特質，
感受一下月亮星座對你的影響。 在此，在新的一年的開始，祝大家心想事
成!!
IDA

聚會時間(一)
究竟你的星座是屬於火象、土象、風象又或是水
象? 這四個分類又代表了什麼? 一連四個聚會, 我們
會透過解說及分享, 認識這四大元素, 它們當中代表了
什麼, 又如何相生相剋。我們會逐一介紹, 藉著你的太
陽星座特質, 來跟大家分享一下箇中趣味, 加深大家對
星座的認識及印象。

一月分享會
日期: 2008 年1月29日(星期二)
主題:火象星座, 包括白羊座、獅子座及人馬座

二月分享會
日期: 2008 年2月26日(星期二)
主題:土象星座, 包括山羊座、金牛座及處女座

三月分享會
日期: 2008 年3月25日(星期二)
主題:水象星座, 包括雙魚座、巨蟹座及天蠍座

四月分享會
日期: 2008 年4月29日(星期二)
主題:風象星座, 包括水瓶座、雙子座及天秤座
時間: 7:30-9:00 pm
地點:灣仔
費用:會員 :$50 非會員 :$70

聚會時間(二)
星盤解讀練習
日期: 2008 年1月22日(星期二)
時間: 7:30-9:00 pm
地點: 灣仔
費用: $100
名額：4-6 人(適合曾報讀星舍占星中班同學)

課程時間(一)
占星學與自我潛能初階
上課日期： 2008 年 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 ( 逢星期六 )
上課時間： 3:00-4:30 pm
上課地點： 大圍
名額： 10 人
收費： $600 ( 會員九折 )

課程時間(二)
占星學高班
上課日期： 2008 年 2 月 23 日至 3 月 15 日 ( 逢星期六 )
上課時間： 3:00-6:00 pm
上課地點： 灣仔
名額： 6 人 (曾報讀星舍占星中班)
收費： $1800 ( 會員九折 )

*以上活動詳情請瀏覽星舍網頁

專題文章
月亮在你生命中的角色
在占星學上月球佔了相當大的影響力。雖然月
球只是地球的衞星，但月球對於地球的影響是
非常重要的。月球與地球之間的引力造成了潮
汐漲退的現象，而從地球上觀察，太陽與月亮
之間產生了不同的角度，形成新月、滿月、日
蝕、月蝕。這些現象在占星學上也帶來不同的
影響。月亮的圓缺變化，影響了當事人的情緒
和不安。月亮在占星學上代表著潛意識。它顯
示了早期經驗如何影響情感的態度，決定了個
人處理家庭生活，以及與母親的關係。月亮還
象徵了一個人的飲食習慣和食物偏好的指標。
在黃道十二星座的月亮反映個人對於生活情境
的直接情緒反應方式。而月亮所在的宮位則代
表個人憂慮事物或得到安全感的來源。
月亮還顯示了當事人對一般公眾的反應，代表
對日常生活事務的態度和基本需求
在占星學中，月亮的守護星座是巨蟹座，代表著與母
親的關係和女性能量、月亮同時是個人內心的孩童和
母親。母親的角色是給予孩子無條件的和安全感。若
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沒得到所需要的照顧，這會影響當
事人將來在情緒上表達的困難。因此月亮象徵着我們
內心需要被照顧、需要依賴的部分，就像心中一個沒
有成長的嬰孩。月亮除了代表與母親的關係，亦象徵
了一個人的女性特質。在男性的星盤上，月亮被形容
為他的伴侶的特質或與女性的關係。若果月亮的特質
沒有顯示在當事人身上，有時候或會投射在伴侶身
上。
太陽是理智的，月亮是感性的，當月亮帶動情緒、偏
好，太陽會制止和感應到的，但月亮還是會表達了個
人的無意識反應和感覺。基本而言，月亮代表了個人
的情緒反應和每天心情的起伏，一個人的情緒影響了
他的行為表現，從而影響了外界對他的印象、感覺，
就好像月亮本身並沒有發出任何光芒，月亮反映了太
陽的光而變得光亮，就如一面鏡子。月亮對每一個星
體作出回應，就好像飾演着內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調
解角色。月亮的位置還顯示了當事人最敏感的事物。

月亮掌管了第四宮及天底，代表了背景、根源和過去。若太陽屬於未來的人生方
向，月亮則屬於過去的回憶，甚至潛意識，隨著年紀的日漸增長，人們會傾向於
回望從前，著眼於日常生活細節，多於作出人生的重大決定。正因為月亮亦代表
了個人每日周圍發生的瑣碎事情，許多占星家會利用月亮的週期圓缺預測事情的
發生。
月亮代表了個人的家，但由於天底或與天底有相位的行星，還有處於第四宮的行
星更能貼切的形容家庭。不過月亮是家的象徵，尤其是內在的家，一個令當事人
感到安全，可以讓身心休息下來的地方。月亮代表了我們的需要和安全感的來
源，反映了我們用怎樣的方式來保護自己，及保護他人。因為月亮所處的位置是
我們最悉熟的地方，我們會用最令我們感到舒服的方式去面對困難。月亮還反映
了當事人的家庭環境以及能夠與他共同生活的人。

由於月亮影響了我們的孩童時期，因此月亮亦反映了個人的生活習慣，基本需要
身體語言和行為反應。月亮還顯示了個人的飲食習慣和喜好。如一個月亮雙子的
人會喜歡同時吃不同種類的食物，月亮火星的人或會喜歡吃辣和吃得很快。
月亮代表了個人的潛意識, 當你知道自己想要甚麼，但表達不出來，這就是月亮。
你的月亮明白的, 但太陽不能說出來。一些不能言喻的感覺、傷痛、夢等都是月亮
的特質,這亦是你的太陽並不能完全表達出來的事情，所有沒有經過思考、沒意識
的事情都是月亮產生出來的。當我們正在運用我們的月亮時，我們是有創意的，
充滿直覺力、幻想力的，但月亮負面的一面是過份和不理智的情緒化、不穩定。
當個人的月亮處於水象星座（巨蟹、天蠍、雙魚），或個人星盤上月亮與上昇、
下降，第四宮頭或第十宮頭產生合相時，當事人的月亮影響著他的個性會比太陽
還要明顯的。

月亮在你生命中的影響-生活交流
月亮白羊於八宮

Flying Kite

月亮 - 我的需求，想要的，要立即得到。
月亮白羊的我，很害怕等，當我看中一樣物件(如手提電話)，有能力的話，我要
立即得到，請不要告訴我過對面海那裡買會平少許(還有禮物送！)，你知不知道
我要立刻擁有它 ！所以買東西最不想聽到的是 - 小姐，對不起，要下星期才有
貨！！！簡直晴天霹靂！！！
除了購物，如果我突然想去做一件事，便會立即坐言起行，等不得，可能是這原
因，所以不太會打扮，因為太慢了，我要即刻出去！
月亮 - 我的飲食習慣，吃東西要趁熱。
我在家吃東西吃很快(出外要提醒自己盡量減慢)，很不習慣邊吃邊說話(吃完才談
吧！)(但享受咖啡時例外)，所以當我把麵條夾起時，請給我十分鐘，十分鐘後我
再跟你詳談！
月亮 - 我的情緒，來得快，去得快。
有些人說我沒脾氣，其實是我發完脾氣你也不知道。白羊嘛，有點魯莽，有時沒
想清楚便發脾氣，由冷靜到氣憤只需三秒，從發洩到忘記剛才的事也只消三秒，
白羊嘛，就是這樣，所以不用太擔心激怒了白羊，只要不提，我們便不會記起。
但如果要說月亮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影響，我想是……月亮白羊令我永遠都是一
個大細路！坦率直接是我的專利！

月亮處女於十一宮

Lilian

未學占星前，實在估不到月亮對我的影響如此深遠。要令一個自信自我的獅子/
天王星女子，變得無信心，怕陌生，要求高，挑剔，神經質，緊張，少少潔
癖……通通拜月亮處女座所賜！
聽落有點可憐，但我的分析整合能力，尖銳的言詞 (讓我在獅子座的包裝下，和
人爭執增加勝算)，有系統和條理的處事方式，卻也是月亮處女座的禮物。
除了影響個性外，和父親的相處，也是我的功課，就和大多數月土合相的朋友一
樣……不過，篇幅所限，也就不寫了，在討論區/分享會中詳談吧！

月亮天秤於九宮

Mandy Ng

月亮天秤給我最深的感覺是不喜歡吵架，即使內心極度憤怒但最後仍然吞了下
去。常疑問，有需要這樣爭論嗎？不能心平氣和嗎？最怕吵鬧不和諧的氣氛．失
禮！不要為不開心不喜歡的事情煩惱。有時為了遷就別人而委屈了自己，實際上
並沒有這個必要的。其實，這是有問題的．因為怕煩，所以不表達自己真正的情
緒，寧願把它收藏，眼不見為乾淨．是駝鳥！雖知道這對健康是絶對不健康的，
但卻又不斷重複，只要給看到平和的場面便當是解決了，往後的不快就等往後再
打算吧！
吃東西的模式：當有菜有飯時，必定是一啖菜配一啖飯，按次序平均地一起吃
完。
食物質素不是十分講究，但食的環境絶對影響心情。有格調，優雅，有特色的地
方最合我意 。

月亮天蠍於四宮

Ida

天蠍 ‧ 愛回家
我一直以為, 強烈獅子性格的我, 沒有怎樣發揮月亮天蠍的特質, 一切光明磊落, 開
心或不開心的心情身邊無人不能看不見。其實, 簡單的我, 不開心的情緒會很容易
被獅子開朗的性格帶走, 所以我也沒有太研究我的月亮天蠍究竟是怎樣。原來我的
精神壓力, 很大部份來自我的安全感。
月亮天蠍於第四宮, 今年年初, 我終於一個人住了, 我覺得我是開心了。不是跟家
人同住而不開心, 而是不喜歡與人分享的天蠍, 一切不能受到威脅, 加上月亮在需
要保護自己及需要安全感的時候, 有了自己的家之後, 像有了一個殼, 情緒能夠安
定下來了。月亮四宮, 我的家就是安撫我情緒的最佳地方。
一切都是關於我, 我所想所做的都是為了我, 以為因為獅子座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因,
其實月亮亦是自我的一部份。月亮太陽四分相, 當我的太陽曝光太多時, 會為自己
帶來不安和焦慮, 這個內外衝突, 也是精神壓力的源頭。因為, 當我覺得我的表現
給別人看見有問題的時候, 我的情緒便會很低落, 亦同時很難舒發, 直至我的表現
能夠改善完美, 亦因此我會強迫自己改變, 希望能夠更配合別人眼中完美的我, 有
點辛苦。
所以, 我都是喜歡將自己躲在家裡, 特別是今年生命數字行7號流年, 我更加需要單
獨, 回家吧! 繼續將情緒隱藏起來, 繼續保護我的私人空間。

月亮天蠍於八宮

Maymay

一直都感覺我的月亮天蠍比太陽獅子還要強，或許是因為月亮處於水象的天蠍再
加上座落於總是給人難理解的第八宮，月亮天蠍的我總不喜歡讓人知道自己內心
真正的感覺，表面上給人一種冷漠的印象，但其實月亮天蠍的感情是很深的，冷
漠可能是保護自己免受傷害的一種方式，對於剛認識的人總要花上一段時間的觀
察才能得到我的信任。當然其實與某人的第一次見面時，已經在心裏認定了他能
否成為朋友，觀察只不過是在肯定自己的想法。
天蠍座的我最討厭別人不真誠和虛偽，所以只要某人讓我感覺到他並沒有用真心
對待自己的話,我可以用極度冷漠的態度去回敬他。
獨處的時候是我覺得最放鬆的時間，這時候的我終於可以放下對別人的防備。
若果月亮代表與母親的關係，月亮天蠍的我最感覺到是被控制，控制並不是在肉
體的行動上，而是日常的情緒上。這一點很難用文字表達出來，而且月亮天蠍也
不會說出來罷！

好書推介
“The Missing Piece” by Shel Silverstein
Shel Silverstein（謝爾。希爾弗斯）我最喜愛的美國繒本
大師。”The Missing Piece” (譯名:失落的一角) 是她1976
年的作品。書中的大圓滿因為缺了一角，他非常不快樂。
他動身去找他那失落的一角。最後他找到了合適的一角，
可惜因為他抓得對方太緊，那一角被他弄碎了。於是他繼
續滾動著身去找那失落的一角，但這次他卻抓得太鬆了，
那一角最後給溜走了。這則關於愛與生命的故事令我想起
與家人的愛與關係。當你很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不自覺的
把他抓得非常緊，深怕會失去他。一旦你嘗試給他多一點
自由，他也許會愈走愈遠，好像他將會離你而去。
謝爾以簡鍊生動的線條和文字，闡述了有關「完美」和
「缺陷」的寓言。這麼簡單的一個兒童故事背後竟然隱藏
著一個令人值得思考的人生哲理。或許我們應該盡情享受
生命中每一天每一刻所遇到的每一樣事情，而不是盲目的
去尋找你認為自己缺失的東西，忘記了你所擁有的。

winwin

占星專區
12月亮星座母親
月亮白羊座
月亮白羊的本身已是一個 ”大小孩”，永遠都
是純真貪玩，所以你很喜歡跟你家中的孩玩
耍，並能投入遊戲當中，和小孩打成一遍。
但因為你也是一個 ”大小孩” 的原故，所以你
對孩的紀律教育無從入手，而你的粗心大意
也不太懂得照顧小孩身心成長。若月亮白羊
的你不能好好控制火爆情緒，那你和孩子的
關係可能會在不知不覺的入彊局。

月亮金牛座
擁有金牛座的母親是幸福的。不！應該是
讓金牛座母親擁有你是幸福的, 她會給你
最好的 物質上, 你不會感到缺乏。在心靈
上, 也許金牛母親的愛是多的, 但畢竟是土
象星座, 情感的表達始終是較困難, 她會利
用滿足你各項物質上的需要去表達她的愛
和關心。另一方面, 她會希望子女聽聽話
話, 品性溫和, 所以, 遇上反叛和情緒化的
兒女, 可能需要多點溝通了。

月亮雙子座
月亮雙子的母親, 對所有事情都感有興趣, 對自
己和子女的事都不會例外, 不可不知。 親子關
係中溝通是這個母親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她會
從而獲得滿足感。 母親能夠分享子女不同的課
題, 如遇上有興趣的事情, 反應亦會特別雀躍。
因為喜歡學習和接觸不同種類的資訊, , 所以家
中一定放滿不同類別的雜誌書籍。 此外, 她亦
喜歡嘗試新的事物, 令子女接觸外界的機會亦
相對增多。

月亮巨蟹
巨蟹星座的特質, 本來就充滿著母愛。擁有月
亮巨蟹媽媽的孩子一定很能感受到這個母親如
何發揮母愛, 如何體貼地呵護和照顧生活上每
一個細節。 這個媽媽愛吃, 亦愛煮好的食物給
孩子吃, 更會關心會否吃不夠飽, 穿不夠暖。 她
可能將所有感情都放在子女身上, 有點情緒上
的依賴。 注重紀念性的日子, 她會把過去每一
個有紀念性的日子都拍下照片, 或是留下一些
物件作回憶。 一個溫馨的家對她來說, 是這生
所追求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月亮獅子座
月亮獅子的母親會放很多注意力於小
孩身上，你很疼愛他們，所以會盡力
讓孩子在最好的環境、最好的教育中
成長。你希望你的小孩可以以你為
榮，又或小孩能令你引以為傲，所以
你喜歡替小孩報讀畫劇班或音樂班，
讓他們有足夠自信在眾人焦點下成
長。雖然你很寵愛孩子，但你絕不容
許小孩反叛不聽話，原因是要保持你
的權威形象，所以小孩對你又愛又
恨。

月亮處女座
處女座母親並不會將關愛之情掛在口
邊, 作為她們的子女, 未必感受到與母
親很親密的感覺, 卻會感受到媽媽對自
己的重視和要求, 就像管家訓練小主人
一樣。可能, 處女座媽媽從小已經開始
培訓子女的責任感。對她來說, 成就不
是重點, 她希望子女是一個對自己有要
求, 品格好, 謹慎守禮, 態度良好, 認真
做事, 有計劃, 有責任感的紳士、淑
女。

月亮天秤座
月亮天秤的母親, 會令小孩子感覺很
自在, 因為天秤座的高雅特質, 讓母親
不會在公眾地方或大眾面前打罵小朋
友, 而是用令孩子信服的方法說教, 希
望不要令小朋友在被強迫的情況下接
受教導, 始終月亮天秤媽媽不希望自
己的小朋友難受, 另方面亦怕有失大
體。家居方面, 月亮天秤媽媽一定會
給打理得整潔大方, 有格調, 給別人一
個和諧的感覺。

月亮天蠍座
月亮天蠍母親, 要與子女從小培養一個很
信任的關係, 才能打開溝通, 否則她會很容
易懷疑孩子所做的事, 是否會背叛她。她
行事靠感覺, 因害怕被傷害, 故先保護自
己。因為占有慾和妒忌心較強, 有時可能
會無風起浪。雖然這個媽媽某程度上要控
制子女的行為, 但私穩對她來說卻是非常
的重要。看似是令人很有壓力的媽媽,但
只要建立了互相之間的一份信任和信心,
大部份問題就不再是問題了。

月亮人馬座
月亮人馬的你是一個寬宏大量的母親，
你可能是一個有宗教信仰，又或是非常
有道德觀念的人，但因為你不是著權威
性的母親，所以你和子女的關係又能如
朋友般輕鬆。你會以放任自然的方式教
導子女，並非常鼓勵子女學習獨立，希
望他們能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方法
找到知識。而你 “不拘小節 “ 的性格，
則令你不善家庭財政管理，浪費家中資
源。

月亮山羊座
山羊座的人從來也覺得生活並不容易, 也
許, 她們也經歷過一個嚴格的童年。因此,
她相信有成就才得到別人的尊重, 所以作
為山羊座母親, 培訓你成材就是對你最大
的愛, 她希望自己的子女在世上有成就, 有
能力, 受人尊重。她對子女的訓練是嚴格
的, 態度也帶一點冷漠, 也許她就是相信
「棒下出孝子」「慈母多敗兒」等金句。

月亮水瓶座
如果你的母親的月亮星座是水瓶座, 她
會是你的朋友多於長輩。 這個母親獨
立, 能夠給你自由的空間, 因為她追求的
是真理、公平, 目的是達到理性的結果,
並不是控制性的過程。 這樣, 在給予意
見而並不是指示的指導下, 子女有更多
的發展空間, 更可以自由的發揮。月亮
水瓶的母親, 喜歡的家居一定是光猛, 有
大窗戶; 空間高, 沒有壓迫感。

月亮雙魚座
月亮雙魚, 一個令孩子能很感受到她的愛的媽
媽。 她很情深, 跟子女溝通可以很融洽, 完全沒有
隔膜。 相反地, 如果月亮雙魚的母親自我有矛盾
的時候, 在處理子女的問題時, 亦很容易投入子女
的問題從而選擇逃避自己本身的問題。 她有扭曲
事情的能力, 會將自己的幻想跟事情混成一片, 未
能將現實如實反映。 所以月亮雙魚母親應該與子
女關係中建立情緒上的界線, 盡量不要把自己本
身的問題情緒加在孩子身上。

如各位對於今期季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問題,歡迎在網頁上的討論區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