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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anus 天王星

專題文章

天王星是天空之神，水瓶座的守護星，它是改變之行星。天王
星於1781年被發現，當時電力開始發展，正正代表了天王星如
閃電一般預期不到的變化特質。天王星不依傳統、求創新，而且
獨立的能量可從它的運行軌跡看到。天王星的自轉軸是傾斜近90
度，它的北極並不像其他行星一樣垂直，而是平行的，反映了它
離經叛道的特質。



神話中，天王星的守護神是烏拉諾斯。烏拉諾斯是最古老的
天神。據說大地女神蓋亞從混沌中出生。蓋亞和烏拉諾斯結
合，孕育了地球上的生命。他們一起生下了12位泰坦之神，
三位獨眼巨人及其他醜陋的妖怪。烏拉諾斯非常討厭他們，
將他們關在地底。蓋亞要求烏拉諾斯釋放兒子，但他不肯，
於是蓋亞便串通最小的兒子克諾斯殺害他。從天王星的神話
中象徵了不斷的變革和不受權力與傳統的束縛。

天王星正面的特質是有創意、獨立、突破傳統。當天王星成
長發展得正面時，它能夠產生一些獨立的意念，很有直覺
性，和與眾不同的才華，發掘出更多未知的可能性。但發揮
負面的一面時，它是古怪的，無責任感、沒秩序的， 只為改
變而改變。

由於天王星的運行比較慢，7年才一個星座，故此在個人命盤
中天王星落於哪一個星座對個人的影響並不明顯。除非它與
內行星有重要相位。天王星的守護星是天瓶座，守護第十一
宮。天王星落於個人命盤中的任何一個宮位，都代表這個宮
位所代表的範疇是你生命中變化最大，反映當事人在哪種環
境中最想尋找變化和改變自己， 或有那一方面的獨特天賦。

天王星特質強的人都會很有原創思想，喜歡打破傳統、與眾
不同、愛自由，但極端的天王星就會給人怪異難相處、喜歡
搞對抗的感覺。



上述提過由於天王星運行較慢，天王星
在星座的位置，就比較反映不同世代的
共同思想與改變，多於個人思想的影
響。因此天王星與行星於個人命盤的相
位，大多只會着重於與內行星的相位，
而天王星與外行星的相位，則對社會整
體的影響較大。

現時流年天王星與土星正處於對相的位
置，這表示社會上一些原本以為是很穩
固的、可倚靠的東西會面臨重大改變，
而且是突如其來的改變，所有隱藏了很
久的問題，都浮現出來，一些舊有的規
矩、方式也需要改變。這些改變是不可
抗拒的，社會上人人都會對這些變化感
到一些恐懼。這個時候，可以做到的就
是順其自然。變化本是必然的事，改變
有時候並不是壞事。

以下我們將會簡介一下天王星在個人星盤中不同宮位的影
響， 和流年天王星落入個人星盤中12宮位對個人流年的影
響。



HOUSE 1

本命盤的天王星

•會表現得與別人不一樣，
本身感覺似局外人而採取很
獨立及冷漠的態度。

•是一個很獨立的個體， 可
以跟別人沒有連結， 而且
不容易妥協。

•會為朋友成為改革先鋒，
而外表給別人的感覺有機會
比內在的反叛性高。

流年天王星

•對舊有重複乏味的生活渴望
作出改變

•希望不受舊有任何模式約束
•需要給別人感覺跟以前很不
一樣， 尤其是外觀或個人特
質。

•感覺可能是苦惱的， 如過往
都是不太勇於改變， 這是一
個很大的機會給你去接納新
的事物， 朝新方向作出勇敢
的轉變。

HOUSE 2

本命盤的天王星

•有機會在財富上有一次很大
的轉變。

•通常會透過個人的創造力、
獨特的才華在工作上賺取資
源， 尤其是跟科技或機件
設計有關。

•重視過程及自由， 跟金錢
的價值同樣地重要。

•個人價值及資產一定是獨立
而不受別人干預的，對錢的
觀念也有很特別的一套想
法。

流年天王星

•你的金錢或財產有機會經
歷很大的改變

• 你必須處於一個很彈性的
態度去處理問題。

•價值觀也跟以往有重大轉
變， 可能跟你收入來源上
有關。

•有機會會轉工或轉往不同
的工作領域， 接受改變是
最好的方法， 或許新的方
向會帶給你更多機會。



HOUSE 3

本命盤的天王星

•勇於表達個人意見， 不怕
別人的批評而提出獨立的思
考

•有著直接及跳脫的思想模式
•表達出擁有獨特的一面而跟
群眾是不一樣的， 但有時
候可能會過份極端， 變得
偏激。

•可能跟兄弟姐妹的觀點有著
明顯分別

•不喜歡跟別人有相同的想
法。

流年天王星

•思考模式有新的轉變， 有
新的精神思維， 新的溝通
方法，

•腦海裡會有很多新的閃
念， 影響你日常生活跟過
去的不再一樣。

•這是一個好時機去學習新
的事物， 尤其是不傳統的
學問， 對知識有多角度的
分析思考。

•有機會多短途旅行。

HOUSE 4

本命盤的天王星

•因求變深切， 不情願或很難
扎根下來

•不能被傳統的家庭模式所束
縛， 很獨立， 傾向喜歡獨居

•不平凡的家， 成為團體或組
織的聚腳點

•擁有原創性格， 自由意志，
不傳統的父親 / 或跟家人感
情冷漠的父親

•小時候可能經驗預期不到，
經常搬家的家庭變化

流年天王星

•變化重點會展現在生活中最個
人和親密的面向，如家庭生活
狀況出現突變， 如被迫搬家、
離婚、意外等。外在的環境因
素令生活根本不再可靠。

•被迫去看清和面對個人生活上
會出現的問題或緊張狀況。

•越能靈活地接受新的觀點和啟
示， 越能夠給自己釋放掉舊有
的模式，感覺自由。

•潛意識會經歷深刻的變化，對
外界有嶄新的視野角度。



HOUSE 5

本命盤的天王星

•必須透過創新和與別不同
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獨特個
體性。

•通常創意來自一刻閃過的
靈感， 有豐富天馬行空
的意念。

•年長時會追求神秘或另類
的興趣。

•不傳統的愛情關係突然開
始，又突然結束。

•需要被迫在個人自由空間
和照顧子女之間作選擇。

流年天王星

•有豐富的創意和趣味， 願意放
膽嘗試新體驗。對藝術、設
計、電子媒體和技術會有嶄新
的意念。

•不平凡的戀愛關係可能會改變
你慣常的戀愛模式，二人之間
或會有很大差距， 不容易穩定
下來， 不是沒機會長久， 但
首先不要期待會是長久的。

•子女會經歷很多變化的階段，
如反叛、意外等，對個人來說
將是困難和挑戰，但透過與孩
子共處會有正面、新鮮和刺激
的體驗。

HOUSE 6

本命盤的天王星

•較適合當自僱人士， 較難
容忍例行公事和跟團隊合
作，有可能經常轉工。

•工作環境中經驗預期不到的
變化，追求創造力的開發。

•有不傳統的老闆和同事
•需要學習必需先改變內在才
能改變外在， 自我檢視有
助彰顯天王星在第6宮的正
面能量

•由於沒有釋放壓力、緊張、
憤怒和不滿，身體出現敏感
症狀。若思想態度健康療癒
速度會很迅速。

流年天王星

• 以新的態度面對工作， 與之建立新
的關係。

• 厭倦當下的工作，渴望轉工，讓自
己從責任和義務中釋放出來， 需要
個人的自由空間

• 在原來的工作事務上可能出現破壞
性的挑戰而被迫作出改變， 但長遠
來看反而是有利的。這意味著是時
候去面對和接受新的機會和責任，
可能會接觸大量新科技的東西， 如
需要大量運用電腦。

• 以願意作新嘗試的態度面對無可避
免的變化對個人較為有利。若過分
堅持舊有模式，可能會反應在身體
上， 影響心臟、神經， 或會遇到意
外或須動手術。



HOUSE 7

本命盤的天王星

•在關係中，其中一方特別
需要有個人的自由空間。

•適合長距離的婚姻狀態。
•關係上比較獨立。
•特別的婚姻/合作關係。
•一拍即合(突然的而來)的
婚姻/合作關係。

流年天王星

•婚姻和合伙關係有突然的轉
變。

•需要檢視和改變你和伴侶或
伙伴之間的關係。

•婚姻中更需要空間，要學習
獨立。

•有可能開始一段新奇、刺激
但不穩定的關係。

•小心一些意外事件及法律方
面的議題。

HOUSE 8

本命盤的天王星

•有一閃而過的洞察力，念
頭比較極端和多變。

•在投資和合作上，易有突
然的變動，大起大落。

•對生死、性、慾望、人的
黑暗面等議題有獨特(奇
怪)的睇法。

•在以上的議題上，接受不
同觀念的能力很高。

•可能會突然得到／失去財
務的繼承。

流年天王星

•和他人金錢狀況有突然的轉
變。

•在和人的資源分享上面出現
改變。

•面對生命的轉化，可能是深
層觀念的改變。

•對生死有新的體會，或者是
因為一些刺激而改變。



HOUSE 9

本命盤的天王星

•廣大的視野，愛好自由，
喜歡哲學。

•對社會有獨特的見解，烏
托邦思想。

•享受一個人去旅行，體驗
冒險的旅程。

•不傳統的學習方式，接受
新思想的能力很高。

•獨特宗教觀念。

流年天王星

•有機會去見識外面的世界，擴闊
視野。

•學習一些另類和獨特的事物。
•突然和外地有聯繫，如移民等。
•對宗教、哲學等觀念有新的看
法。

•小心避免法律的議題。

HOUSE 10

本命盤的天王星

•在事業上，運用創意、多
變來達到成就

•適合從事個人化的工作，
需要獨立自主

•從事的工作是創新、冷
門、與高科技有關

•公眾形象是獨立、古怪、
反叛

•對上司/權威人士的觀念
定義與眾不同

流年天王星

•在工作上突然升職或者地位提
昇

•突然會同上司或者高層在工作
上有衝突

•因獨特創意的工作達致成功
•名譽、地位突然的大轉變
•公眾形象有巨大的轉變
•突然對成就、社會地位有獨特
的睇法



HOUSE 11

本命盤的天王星

•參與不同的團體，會突然
加入，突然離開

•在人際關係/團體內有很
多特別的朋友

•在團體內需要保持獨立自
我空間，

•對社會大眾的事表現出冷
漠、疏離的態度

•或者對社會不公平/公義
的事會作出推翻行動

流年天王星

•認識很多不同界別的人和團體
•會對團體、大眾的事多了關
注。

•會加入一些理念相同的團體。
•更加關注自己或者團體、大眾
未來的事。

•或者會突然情況下離開團體
•多了創意的念頭，會將創意發
揮在團體之中。

HOUSE 12

本命盤的天王星

•會有突然地退隱的行動
•用抽離冷漠方式面對世界
•內心的潛意識有反叛、逃
走的想法

•不容易接受自由自在的創
意

•創意能夠連結社會大眾的
潛意識

流年天王星

•用抽離冷漠的態度對待外界
•很想有個人的自由空間。
•或者有突然退隱的想法出現。
•內心有一種反叛的動力出現。
•對心靈/靈性的事物突然產生
興趣。

•突然會有服務大眾的想法 或
者投入慈善的事業。



好書推介

2012重生預言 MM

我向大家介紹這本書，並不是要你們相信
2012年是世界末日這個預言。我之所以被
這本書吸引，是因為書中帶出的訊息，是
很值得全地球上的人好好思考。

書中提到：「人難道都要面對巨變與失
去，才會開始思考甚麼才是人生重要的事
嗎？」其實人人的明天也可能是2012年，
沒有人能夠擔保自己的生命何時會結束。
若果人人都能抱着明天很可能是最後一天
的心態去計劃自己的人生，這樣每個人所
過的生活，都應該是他想過的生活，此生
也會無憾了。要做到「活在當下」的狀態
其實不容易，試試想像：如果2012年之
前，你真的開始做自己喜歡的事，跟別人
用真心相處，就算2012年沒發生甚麼，這3
年你所累積的生命和智慧，必定給你更大
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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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過後我一直不停的在反思想自己究竟有否在浪費生命,抑或
過著自己不喜歡的生活,幹著自己不喜歡的事情,若果明天生命就
要結束,我會感到後悔嗎?其實人真的很渺小, 生命的長短不由得
我們去選擇, 但怎樣去過生活我們是有選擇的權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