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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分享會 – 風象的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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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年2月26日 (星期四) 
時間：7:30-9:00pm 
地點：灣仔駱克道212-220號洛洋閣6B2室
費用：$50 (會員), $70 (非會員)

星盤解讀練習

每月不同的專題，讓占星班的同學互相分享和練習，將占星知
識活學活用。

本月專題：宮位基本(宮頭星座)解讀

日期：2009年2月9日 (星期一)
上課時間：7:30-9:30 pm
上課地點：灣仔駱克道212-220號洛洋閣6B2室
名額：8 人 (曾報讀星舍占星班)
收費：$100
報名及查詢： info@hkastrologyclub.hk / 9675 6231 (Lilian)

聚會時間



專題文章

什麼是宮位?

若一個人的出生圖上擁有2-3顆行星座落於同一宮位中，那麼該宮位的
事情必然對這個人生有特別的意義。
一般而言，太陽座落的那個宮位對一個人的人生尤其重要。其次則是
上昇（即第一宮頭），在一個人出生那一刻，東方地平線與黃道的交
匯點就是上昇星座，亦即是第一宮宮頭的星座。同時亦決定了跟著以
後的十一個宮位的星座。

上昇星座的守護行星座落於出生圖上哪一個宮位，也是值得注意的。
還有就是月亮所座落的宮位，它是影響一個人情緒的重要人生場景。
不過，沒有行星座落的宮位，並不代表不重要。該宮位的星座的守護
行星，對於這宮位也會有影響的。

宮位就是以我們出生地為中心把四周的
空間劃分成十二份，如將一個球體切割
成十二份，而十二宮位的界線與黃道十
二星座的交匯點就成了宮頭的主宰星
座。

占星學中的黃道十二宮代表了人生的十
二個範疇，而十二宮位亦被稱為「後天
宮」。因為十二宮位代表了一個人與外
在世界的接觸，在人生不同的場景的表
現和心理狀況。宮位就如一個人生舞
台，而行星是演員，星座則是一個人在
該人生舞台上以怎樣的方式去演繹自己
的人生，而行星座落於該宮位則反映了
一個人在這人生舞台的角色和能力。



十二宮位中的一宮和七宮成一水平線，即上昇和下降，而四宮和十宮
則成垂直線，即為天底和天頂，此四個宮頭稱為「四角」。四角的宮
位對一個人的人生非常重要。而星圖上，一至六宮是關於「我」向內
的，而七至十二宮則是關於「我們」向外的。是我和世界的連接。
跟著我們將會以內外對比方式解說一下十二宮位的意義。

十二宮位就如一個循環，當流年行星經過每一個宮位時，我們就好像
經歷人生的一個循環，學習每個宮位帶給我們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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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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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 PARNTER

我自己
出生環境
自己完成自己

如何透過行動發揮潛能,才華
預期人生旅程
外表的展現,外貌特質

早期經驗影響我們對世界的
看法,世界怎樣看你
別人對我的印象
能夠激發別人的天賦

個人形象,標誌
演員面具,希望成為的形象

自我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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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白羊座
守護星 : 火星
特質 : 開創
元素 : 火象

You

一對一的關係
出生時周遭的人
需要外在的人或事實去完成
自己
平衡個人需要與別人的需要
追尋的關係
自己的特質投射到對方身上
如一面鏡子
與對方相處關係中認識和尋
找到自己
我給別人什麼
處理關係的方式,通過關係學
習怎樣合作
合作伙伴,婚姻
公開的敵人,自己不承認的一
面

婚姻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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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天秤座
守護星 : 金星
特質 : 開創
元素 : 風象

Partner



HAVE & SHARE

自我的資源,自我的價值
我與生俱來的天份
我運用天生的生存技能、工
具賺取更多金錢
我利用物質製造安全感
我要擁有金錢、物資,享受物
質帶來的安全感
是物質性的價值觀,還是個人
在世界的自我價值
愛美麗的東西,追求美麗事物
的永恆價值

金錢、理財能力、商業活
動、藝術、藝術品有關

金錢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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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金牛座
守護星 : 金星
特質 : 固定
元素 : 土象

Have

自我與他人的融合
原始的求存本能
原始的生存慾望
強烈的性能量
深層的親蜜關係,渴求得到深
層的融合,
我們之間沒有界線
性、死亡, 禁忌、陰影與恐
懼
有關死亡的事物
探索死後的世界,玄學,神秘,
人性,心靈上的事物,
內心的深層恐懼
與其他人分享金錢、資源
遺產的分配
我們以什麼方式迎接死亡
與黑社會, 地下工作, 間諜, 
偵探的事有關

分享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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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天蠍座
守護星 : 冥王星
特質 : 固定
元素 : 水象

Share



COMMUNICATION 
& TRUTH

頭腦方面的自我, 左腦的運
作, 如何用自己的腦袋
我早期學習的模式,基礎教育
早期的教育經驗,學習的態度
語言方面的發展
我如何表達自己

所有形式的溝通, 包括寫
作、演講,
如何發揮文字,語言的力量

資訊的交換,知識的散播
命名和分類物件
比較身邊的事件, 將它們彼
此關聯一起, 再整合聯繫
兄弟姐妹, 親戚, 鄰居, 你投
射了什麼在他們身上
短途旅行

溝通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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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雙子座
守護星 : 水星
特質 : 變動
元素 : 風象

Communication

尋求人生理想,理念的追求
我們如何找到人生意義
我要透過尋找,成長,建立自
己的價值觀
實踐自己的人生目標
如何與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價
值觀
道德價值宗教、哲學思想,
學習更高層次的學問
對宗教哲學上的問題作出思
考
國際事務、政治, 外國的人
和事物
我們透過旅行遊歷增廣見聞

高等教育,大學,研究學院長
途旅行,移民、法律

真理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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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人馬座
守護星 : 木星
特質 : 變動
元素 : 火象

Truth



ROOT & SOCIETY

隱藏的父母對我們的影響 – 父
親
我們個人所喜歡的
當我們靜下來的到時候, 讓自
己的頭腦, 身體和感覺整合

我在這裡的經驗和作為, 讓穩
定的模式來維持個人的特式
內在根本的運作
我們如何將事情完結

家, 根, 家庭的源頭對我們的影
響

早期的制約, 家庭環境和氣氛

種族, 部落給我們的品質, 對我
們的影響
我們晚年的生活環境精力

家庭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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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巨蟹座
守護星 : 月亮
特質 : 開創
元素 : 水象

Root

形成我們性格的父母形象 –
母親
我們的野心
當我們工作時, 我們希望被
看到的一面 (我們的形象), 
我們對達成目標, 認同, 讚賞
的需要
透過服務和影響社會來達成
個人性格的實現
社會地位
我們如何去處理和克服環境
上面的形勢,如何工作, 工作
的方法, 
我們用什麼風格去推廣我們
的公眾形象, 我們希望被記
得的一面
我們被母親, 社會和世界需
要的感覺
我們對權力, 權威和政府的
態度
我們晚年的外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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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山羊座
守護星 : 土星
特質 : 開創
元素 : 土象

Society

事業宮



CREATIVITY & 
GROUP IDEA

需要去分辦自己是獨特的
需要擴張自己的影響力, 成
為中心的渴望
自我的延伸 - 子女
我們的子女的模樣, 我們投
射了什麼在他們身上
我們的內在小孩, 玩樂, 個人
魅力, 當自己被愛時的喜悅
浪漫, 什麼類型會吸引自己, 
在戀愛當中發生的事
個人內在魅力, 吸引別人和
討人喜歡自己的能力

透過自我的追求和表達, 使
我們覺得自己是存在的, 有
生命力的
生產的能力, 有創意的自我
表達
對美, 藝術的表達
康樂, 興趣,  工餘時的活動, 
喜樂的
運動, 賭博, 投機

創造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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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獅子座
守護星 : 太陽
特質 : 固定
元素 : 火象

Creativity

認同和超越現實自我的形象, 
渴望成為比自己更大的

不同類形的朋友和圈子
我們和朋友一起時的行為和
表現,我們對朋友的投射
團體, 組織和系統
團體意識, 烏托邦思想

所參與團體的特質, 我們的
角色, 我們如果感受它, 對團
體的投射
我們的目標和希望
當追求目標時, 我們所面對
的
我們對於環境中新趨勢的敏
感度

社會的改革和路線

朋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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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水瓶座
守護星 : 天王星
特質 : 固定
元素 : 風象

Group idea



DAILY WORK & 
UNCONSCIOUS MIND

我跟別人之間的區別
自我的延伸, 我的教養
如何將自己和別人分類
把東西和事情分析, 分類 (左腦)
選擇和識別能力
評估如何用自己的權力, 能力和
能量
我們內在世界的頭腦和感覺跟
我們外在世界的身體和形態之
間的連繫
每天的生活習慣

與下屬, 同事的關係, 我們的工
作方法
我們的手藝, 對細節的注意, 對
完美的追求, 對技巧的熟練
我們服務他人的品質

調節需要, 設定一些生活的界線
過強或過弱的不平等關係
我們的健康狀況, 關於身體的毛
病, 或透過心理影響而產生的身
體毛病

工作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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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處女座
守護星 :水星
特質 : 變動
元素 : 土象

Daily 
work

渴求回到基本的一體狀態
潛意識的模式和情結
有意識地犠牲, 想分離自我, 與
更大的溶合, 但又害怕沒有界線
混亂, 迷茫, 逃避現實者
同理心, 慈悲, 靜心禱告者
過去或是將來(不是當下的或現
實的)
隱藏的敵人, 身邊和外來的破壞
者
業力, 過去所帶來的影響
我們在子宮孕育生命時的影響
醫院, 監獄, 圖書館, 博物館, 精
神病院, 事業方向的一種顯示
不明來歷, 被我們遺忘但對我們
有影響的事
為別人服務, 為信念和信仰去服
務
背後, 隱藏的活動和對酒精, 藥
物的依賴
一些解釋不到, 支持我們的能量, 
小天使
集體潛意識, 神話原型或聯想

心靈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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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 雙魚座
守護星 : 海王星
特質 : 變動
元素 : 水象

Unconscious
mind



好書推介

家族星座治療 ida

朋友因為星座這個名詞買了這本書, 而我因為隨
便看了一個裡面的治療個案, 便立刻對家族星座
治療產生好奇。
這本書翻譯於伯特‧海寧格的 Love’s ~ Hidden 
Symmetry What Makes Love Work in 
Relationships , 英文書名比較貼切因為書裡面的
治療個案很多是關於家族親密關係及角色相處指
導, 而我是從了解如何愛一個人的角度去看這一
本書, 獲益良多。
海寧格是德國享譽盛名的心理治療師, 尤其他創
新整合的 “家族星座” 系統, 更是轟動了整個歐洲; 
而且近十年來, 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先進的國家, 更
爭相邀請海寧格到他們的國家做演講示範及課程
研習。
家族星座治療 Family Constellation, 是把家庭比
喻成夜空中的星座, 宇宙星座運轉有一個隱藏的
規律, 海寧格也觀察到有一個共同的力量在家庭
背後運作, 影響著家庭的每一個成員, 它會將整個
家庭系統看成是一個整體單位, 並遵循著愛的序
位 (Orders of Love) 。 家庭中所發生許多負面事
件, 包括家庭失和、身心疾病、 傷害自殺、 意外
犯罪等, 常常都是因為牴觸了這個力量所導致, 而
使 “愛的序位” 受到干擾, 有的甚至會重複地發生, 
延續到下一代。
我最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是它包含了很多家族治療
的個案故事、分析及與學員分享的資料, 每一個
個案的結構及最後的分析結果, 雖然只得短短幾
頁, 都已非常有吸引力, 會令你同時思考分析背後
的意思及技巧。 當然, 要有專業的心理治療師才
可以帶領每個都能走進問題核心的複雜個案。
而同時你亦要了解, 治療的過程, 其實是與邏輯分
析不太有關係, 這是家族星座治療微妙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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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