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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s 金星
planet of love & money(愛與金錢)

占星學中，金星運行一個星座需約20日、金星的自轉速度很慢，
軌跡呈曼陀羅形狀，表現了金星追求美的特性。

金星是金牛座和天秤座的守護星，即第二、七宮的主星，表示了
我們的生活的兩個主要領域： 愛情和金錢。是一顆有關愛的
星，我們如何表達愛、對美的欣賞、對美的價值，精神以至物質
的享受，對金錢的觀念，都是由金星掌管。
金星掌管了我們的情緒，我們的價值，和我們在生活中的樂趣。
優雅、 魅力與美都由金星管理。通過金星我們瞭解我們的口
味、 快樂、 藝術傾向，並使我們快樂。



金星的神話是有關愛與美的女神維
納斯，傳說她是天神烏拉諾斯
(Uranus)被殺時，他的性器掉入海中
而變成的。她象徵愛和美，亦有說
她是由宙斯的腦袋出來，維納斯她
到處留情，不顧一切的追求愛情。
因為她太美，成為眾神追求的對
象，就連她父親宙斯亦追求她。不
過因為她拒絕了宙斯而被迫嫁給一
個很醜的火神瓦爾肖，後來她又愛
上戰神瑪爾斯(Mars)，生了幾個兒
子，其中一個是大家都熟悉的愛神
丘比特。

金星可以反映一個人的喜好和如果獲得快樂。
在星盤中，從金星可看到我們如何處理關係的態度，以及什麼事
物可以讓我們高興的。金星是一顆有關愛的星，和愛情自然有關
係。金星在哪個星座，可以影響我們對愛情的看法。在女性方
面，金星星座可以看到她在情人或異性面前，展現的感情態度、
表現的模式。在男性的星圖中，則代表他喜歡的女性或情人形
象。如金星在白羊的容易一見鍾情，追求刺激的感覺；金星在獅
子雖然是火象，但由於他選擇的一定已經最好的，所以非常專
一。
傳統上，占星師對於男生和女生會以不同的方式解釋金星在星圖
中的意思。原因是男生可能傾向於不承認他自己在星圖中的金星
的女性特質的想法。這時金星的能量會投射在他身邊的女性。然
而，以我們的經驗，金星的作用對於男生和女生是同等程度上
的。



除了看到大家對愛情的態度外，金星所在的宮位亦可以看到我們較
容易在哪個地方遇到戀愛對象。如金星九宮，容易有異地情；六宮
的工作上易有對象。同時金星所在的宮位，會讓當時人在該宮位所
在代表的生活層面上特別愉快。金星在星圖上座落的宮位揭示哪些
領域的生活是我們尋求平衡的、和得到樂趣的。如在第六宮的金星
我們會在日常工作中感到特別高興 ，在第九宮的金星則喜歡研究和
旅行，或在四宮的金星會關心我們的房子和家庭。

金星亦可以顯示我們的價值觀，所以和我們怎樣處理我們的錢也有
關係，喜歡買什麼類型的東西，什麼類型的東西讓我們覺得有價
值，和我們願意花多少錢於休閒活動上。金星是我們第二顆幸運
星，座落哪宮位，我們在哪方面的生活也較順利。金星一宮外表美
麗；二宮、八宮的財運較好。

金星有關我們的吸引力 ,包括個人對他人的吸引的能力和被吸引的
東西。金星可以看到我們有哪種特質讓人喜愛。

和諧是金星的能源，這就是為什麼在自己的星圖金星突出的人往往
都是和平使者。金星讓我們尋求受讚賞和感謝的需要。金星還掌管
其他的事情、 如藝術、 愛浪漫、 美、 錢、 娛樂、 休閒和舒適。

由於金星運行軌跡接近太陽，金星與太陽之間相差不超過48度，即
可能是同一個星座或前後兩個星座。

(+)：
妥協、 締造和平、

充滿愛心，和有品味

(−)：
自我放縱、 以自我

為中心、 虛榮，和
虛偽



金星1宮

金星位於星盤第一宮的人, 通常也有迷人的外表, 給人一份舒
適、優雅的感覺。人緣好、社交能力強是他們的價值所在, 他們
渴望和別人關係融洽, 因此, 也很適合公關的工作。另外, 他們
懂得欣賞美的事物, 也懂得享受生活, 對生命態度樂觀, 只要注
意有些時候別太虛榮呢！

金星2宮

金星落入二宮的人, 有一點愛財的味道, 而他們也確有金錢方
面的運氣。他們懂得欣賞物件的價值, 那一些較保值、那一
些較名貴, 他們可以一眼看穿。他們喜歡累積財富或有價值/
可增值的東西, 對於名貴美麗的身外物, 他們是抗拒不了想擁
有的慾望, 要注意不要讓自己太物質主義呢！

金星3宮

金星位於第3宮的人, 通常擁有良好的早期教育環境, 童年的
時候有不少機會接觸音樂藝術方面的學習, 他們也展示出這
方面的天份。他們愛社交, 愛分享, 和兄弟姐妹或童年相識
的朋友能保持親密友愛的關係。金星帶點懶洋洋的特質, 因
此金星三宮的人在學習方面會讓自己“悠閒”一點, 不會太勤
力刻苦了。

金星在12宮位-覺得什麼是有價值和喜愛的事物



金星4宮

金星落入第4宮的人，最有價值的事物是有關於家庭、家族有關
的事項，很樂意花費金錢在家庭、家人身上，這是很有重要的
事。他們很渴望擁有一個和諧、和洽的家庭氣氛，喜歡享受留
在家中，認為這是一件美好的事。更會留意一些有關於家居設
計的事物，會花心時間挑選喜愛的家居設備、或者佈置飾品，
佈置一個美麗的家居。

金星5宮

金星落入第5宮的人，會在戀愛之中找到自我的價值，明白
自己的人生在世界、或者在戀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何重要。
對於從事創意工作的、或者跟藝術有關的人，金星的落入會
從創作之中尋找到個人的價值，認為從無到有是一件神奇、
美妙的事。他們喜歡跟小孩相處，有一個和諧的親子關係是
最有價值的事。一些金星5宮人，很喜歡參與一些娛樂、冒
險、玩樂的玩意。

金星6宮

金星落入第6宮的人，會從工作之中找到自己的自我價值，
因為，能夠完美地完成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事。若果，有一
個和諧平衡的工作、生活環境就更加好。另外，能夠擁有
一個完美、健康的身體，是很有捧的事，為了使到自己更
健康，會尋找很多與保健有關的資訊、食品。另一樣很有
價值的事是些服務人群，都是他們很樂意做的事。

金星在12宮位-覺得什麼是有價值和喜愛的事物



金星7宮

金星位於星盤第7宮的人, 一般都很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尤
其是對於伴侶及親密友人, 更加會不遺餘力地保持愉悅的關係。
他們愛追求美好及和諧的事物, 所以或多或少有藝術設計的觸覺, 
亦是擅於保持關係融洽的公關能手, 這些天賦的本能, 可能會為
他們帶來財政上的收入。

金星8宮

金星落入8宮的人, 往往很重視感官上的享受, 無論是肢體上
的親密接觸, 或是純感覺上的觸動, 都能為他們帶來快意, 尤
其是帶有點點神秘感的事物, 更加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及好
奇。 他們的佔有慾一般較強, 情感色彩濃烈, 在兩性關係中處
於主導位置, 對他們來說有一定程度的重要性。

金星9宮

金星位於9宮的人, 多對外國事物很感興趣, 而且愛到處遊歷, 
享受不同風俗文化帶來的氣息。 而哲學及宗教藝術, 也是他
們離不開的生活議題, 透過了解及體會人生哲理, 或是接觸
富有宗教色彩的事物, 甚至成為虔誠的教徒, 而得到心靈上
的滿足感, 有些人會成為這些方面的學者。

金星在12宮位-覺得什麼是有價值和喜愛的事物



金星10宮

金星落入第10宮的人， 他們喜歡不太辛苦的事業，但又賺到金
錢的事業是他們最喜歡。他們也會喜愛一些與藝術，美容，女
性有關的事業。而且他重視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形象，對公眾的
時候總會擺出和諧，平和及友好的形象。

金星11宮

金星落入第11宮的人，喜歡交朋友，與朋友一起玩樂，也喜
歡參加不同的興趣小組，或團體。能夠幫到社會的不同階
層，令生活變得更好的事都感興趣。另外他們重視將來的遠
景，目標，如果能找到共同人生目標或夢想的伙伴，為著共
同的信念而努力對他們來說是很有價值的。

金星12宮

金星落入第12宮的人，喜歡低調，不被人看見，更喜歡在
家休息和發白日夢。他們覺得能夠幫到貧苦大眾和有需要
的人士是很有價值的。例如孤兒，病人，老人家等等。他
們覺得捐錢給有需要的人，做義工是很有價值的事情。

金星在12宮位-覺得什麼是有價值和喜愛的事物



金星在12星座

金星白羊的女生﹕

勇往直前、不怕挑戰，會爭
取自己的幸福，遇上心儀的
對象，可以拋開所謂的矜
持，為自己製造機會。但
是，她們的愛情持久度比較
短暫，要與她們維持長久的
關係，可能需要花盡心思，
製造一浪接一浪的驚喜。

金星雙子的女生﹕

需要可以溝通得到、同聲同
氣的情人。最好大家有共同
的話題及興趣，也很喜歡有
網上輕輕鬆鬆的交流。她們
有無窮的話題，但很可能會
在同一時間與很多的男生交
流不同的話題，因此比較容
易令人引起誤會。

金星金牛的女生﹕

重視享受，最好能與戀人一
同吃吃喝喝、手拖手行街街
就是最開心了。對她們來
說，愛情重要，麵包也是同
樣的重要。故此，她們看得
上眼的，必然也需要有一定
的經濟基礎。另外，細心的
身體接觸，如拖手、拍拍肩
膀等也是很需要的。

女生對愛情的態度

金星白羊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活潑好動, 爽朗直接, 快人快
語, 忠於自己, 勇於嘗試, 有
個性, 不拖泥帶水, 還有點孩
子氣的。

金星雙子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愛說話, 不沉悶, 時常有些小
點子, 不時帶來小驚喜, 還要
男生逗她開心的。

金星金牛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可能是比較沉穏, 生活有規律
或節制, 會堅持, 有理財觀念, 
或懂得享受的。男生自己也
可能希望累積一定的財富, 令
自己及喜歡的人有實在的安
全感。

男生喜歡的女性形象



金星在12星座

金星巨蟹的女生﹕

她們用情很深。在投入一段
感情時，能夠把其他的人或
事情放到看不到的暗角，心
中只有她們的戀人。為了捍
拒戀人及其戀情，好她們可
以不惜犧牲一切。如果能成
為她們的對象，的確是相當
幸福的，但也需要受得住她
當你兒子一般的照顧。

金星處女女生：

她們看來比較害羞，溫文。
她們談戀愛的態度是比較被
動，含蓄的。但對心儀的對
象是比較有要求。戀愛中的
她們，可以可以保持冷靜，
不會被戀愛沖昏頭腦。

金星獅子的女生：

喜歡主動追求看得上眼的對
象，對她們來說，談戀愛是
公開的，不怕別人指指點
點。儘管態度熱情的她們是
對愛情相對開放，她們談戀
愛的態度是十分專一的。

女生對愛情的態度

金星巨蟹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有愛心/母愛， 顧家，會打
點家中的大小事項, 令他們
回到家中會覺得温暖不拘
束。這種女生因可能不時都
有情緒想舒發， 所以男生
可能會喜歡做她們的聆聽
者。

金星處女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外表打扮要整齊。 天生聰
穎、心思慎密、井然有序；
工作認真而友善的女生。

金星獅子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瑰麗大方、熱情開朗、 帶點
霸道，像公主般。懂得將最
好的東西放在身上， 好讓自
己成為焦點、惹人羡慕， 讓
男生可以向人炫耀。

男生喜歡的女性形象



金星在12星座

金星天秤女生：

她們有高貴，典雅的氣質，
溫文有禮的態度。儘管遇上
心儀的對象，她們會再三考
慮，猶疑。她們期望先做朋
友，後做伴侶。她們是對談
戀愛的態度是比較也是慢熱
的。

金星天蠍女生：

喜歡低調地裡結識心儀的對
象，戀愛關係對她們來說，
談戀愛是私隱的，她們喜歡
刺探心儀對象的私隱，她們
是對談戀愛的態度是一點都
不冷靜，不含蓄的，一旦愛
上對方，也許會表現得熱情
如火。

女生對愛情的態度

金星天秤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要是天姿國色、溫柔賢淑、
舉止優雅、學識高等；才顯
得要求和諧持平的特點。

金星人馬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樂觀開朗, 大方健談, 能令他
們感到無拘無束的女生, 怕悶
的他拍拖時有許多有趣新奇, 
充滿變化的活動, 但最重要是
女友不會過份依賴, 要獨立有
個性。

金星天蠍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神秘迷人、雙眸吸引。越是
複雜難測， 越具挑戰性越吸
引。還有能夠讓他們信賴的
女生。

男生喜歡的女性形象

金星人馬女生：

喜歡跟情人有共同人生目
標，喜歡輕輕鬆鬆談戀愛，
最理想可跟情人周遊列國，
無憂無慮地玩樂；常用做朋
友的態度和情人相處，對愛
情非常樂觀，就算要面對關
係結束亦不會悶悶不樂，因
為愛情對她們來説是冒險而
非人生最終目標。



金星在12星座

金星雙魚女生：

喜歡浪漫、夢幻股的愛情故
事，愛幻想的她們常在戀愛
中迷失自己，她們不理會自
己是否真正愛對方，只想一
直沐浴於情人的呵護中；但
她們也會為情人奉獻一切，
募求從情人身上獲得被需要
的感覺。

金星水瓶女生：

對朋友與情人之間沒有明顯
界線，喜歡若即若離的戀愛
關係，因為她們除了需要人
陪伴外，也需要有自己的私
人空間，對她們來說，傳統
的婚姻制度太沒趣了，她們
認為真正的愛無須要有固定
形式，最想要一段與別不同
的愛情。

女生對愛情的態度

金星山羊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認真的女人最美麗, 他們需
要一個踏實穩定, 積極負責
任, 成熟且體貼細心的女生
在身邊陪伴他
。

金星雙魚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他們未必有特定的喜愛女生
形象, 但浪漫, 柔弱的女生能
觸撞他們的同情心(是同情心
還是愛情哩, 他們通常都分不
了); 喜歡女生依賴他們, 可以
對每個女生都”專情”是他們
的本領。

金星水瓶的男生﹕

喜歡的女性形象:
他們嚮往輕鬆的關係, 所以親
切如朋友, 獨立開朗, 能給他
們空間的女生是他們所喜愛
的; 還有理智和有智慧, 變化
多端的女人能滿足他們與眾
不同的愛情需要 。

男生喜歡的女性形象

金星山羊女生：

對愛情認真的她們期望安穩
的生活、重視承諾，對她們
來說穩定、有經濟基礎的婚
姻是最理想的；最適合跟事
業上的伙伴談戀愛，始終同
時工作和談情是最乎合經濟
效益,而且一旦認定對方就會
傾盡一切去維持關係；但因
對愛情較卑觀，因怕被拒而
不去主動表白。



好書推介

天使米奇的十四堂課 Lilian

原文作者：Marc Gellman 
繪者：筆撒列 譯者：劉清彥

這是一本很有意義、值得深思的故事書。
任何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無可避免會遇到
令我們傷心、害怕、失望或擔憂的事情，
而對於天真活潑的孩子來說，這些事情真
的太沉重！而作為成年人的我們，如何幫
助孩子處理生命難關所帶來的這些情緒
呢？這本書正是良好的工具，讓我們和孩
子一起談談生命中的甜酸苦辣。
藉著一個受訓天使米奇對上帝的疑問，作
者透過天使長加百列談論了他的一些看
法，例如：這個世界有上帝嗎？發生不幸
的時候，上帝在哪裡？祂為什麼不阻止那
些不好的事？如何能走過生命難關而不會
受傷？上帝會偏心嗎？我可以生上帝的氣
嗎？害怕的時候該怎麼辦？
無論你有沒有信仰，作為成年人的你我，
相信也曾為這些問題困惑過、尋問過，書
中透過米奇從一個又一個的短故事中學
習，由天使長加百列的指導下，從心中領
略以上問題的答案，每一章節後面的想想
看，亦協助我們延伸思考。
當苦難避免不了的時候，讓我們一同感
受，困難背後的希望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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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