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由零開始，是我們星舍一貫的工作方式。在沒有心理準備下，十幾位熱愛占星的朋
友在今年一月一日那一天成立了星舍 -- 一個給占星朋友交流的網頁平台，從而帶出
心理占星的熱潮。占星課程、占星分享會、咨詢聚會等， 從計劃到實行，從實行到
被接納，這一切都讓我們星舍眾委員非常之有滿足感。

星舍的委員可說是每一位都充滿火星能量。甚麼是火星能量? 簡單來說，星舍每次
工作會議或舉行活動，委員都會第一時間參與及支持，行動迅速，表現亦非常出
色， 令有幸能夠成為第一屆主席的我非常自豪。能夠與一班充滿熱誠及能量的占星
師相處，是我及星舍的福氣，這個火花希望可以永遠閃爍下去。

第一期星舍季刊終於面世，內容除了每期有一個關於占星的主題外，還有最新活
動、聚會及課程簡介等等，務求將最新的消息及有關占星的資訊帶給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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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

星舍十月分享會(1)

日期 : 2007 年 10月16日 (星期二)
主題 : 你的靈魂伴侶
時間 : 7:30-9:00 pm
地點 : 九龍城富豪東方酒店14/F－Sky Lounge
費用 : 委員及會員 $80， 非會員$100，食物及飲品提供
人數 : 15人上限

星盤解讀初班

日期：2007 年10月27日至11月24日( 逢星期六) 
時間：3:30-5:00pm (5堂共7.5小時) 
地點：灣仔
名額：10 人
收費：$600 ( 會員九折) 
課程大綱：請參閱網頁

最新活動

各位星舍會員我們將會與富豪東方酒店合作，駐場於酒店的婚禮展。提供合盤分析
服務， 給你和你另一半有一個心理探索。從合盤咨詢中， 我們一同分享 : 如何在
婚姻生活中讓愛情保鮮? “透”視雙方在婚姻中面對的小問題， 如何處理生活細節
等， 讓我們一同踏入甜甜蜜蜜新階段。

主題 : 星舍 - 從占星看二人關係
日期 : 2007 年 10月7日(星期日) 
時間 : 3:30-5:30pm 
地點 : 九龍城富豪東方酒店
歡迎參加， 每節咨詢約10分鐘。

聚會時間

星舍十月分享會(2)

日期: 2007 年10月31日(星期三)
主題: 元素 + 萬勝節party 
時間: 7:30-10:30 pm 
地點: 九龍城富豪東方酒店14/F－Sky Lounge 
費用: 待定



金星掌管對美的追求，在金星逆行期間，大家容易打扮得古古怪怪，所以這段
期間並不是轉變外表、形象或裝修房子的時候。再者，金星逆行會令社交活動
出現阻滯，或不能如期進行，同時會對於人際關係造成許多不良影響，故此大
家在這段期間應多溝通，避免不必要的誤會。在此期間認識的新朋友，亦要先
多作了解，不要一下子過份交心。

愛情方面，有重遇舊情人的機會，或容易發生曖昧關係，或結束某段關係。這
段時間，亦會讓伴侶之間面對長久以來沒有解決的問題。若果不趁這時弄清楚
問題，只會破壞彼此的關係。至於單身者，這是一個好好的時機去嘗試與不同
的異性約會。不過，這不是作出任何重要決定的理想時間，否則有可能做出令
人後悔的決定。大家最好利用這段時間檢視清楚自己在感情關係上的真正需
要。

專題文章

金星逆行

為甚麼金星會逆行？正確而言，金星是
不會倒退而行，亦不會慢下來的。從地
球的角度來看，金星逆行這現象只不過
是一個錯覺，這是由於地球環繞太陽運
行的速度，與其他星體有差異所致。大
約每18個月，便會出現40-43日金星逆
行的現象。金星本身代表愛情與價值
觀，因此在金星逆行期間，我們會特別
傾向於希望檢討或思考甚麼是值得或誰
是值得。

當天空中的星體出現了逆行的情况時，
我們就會把更多的注意力集中在我們的
主觀意識層面上，因為星體逆行的能量
本身帶有一種主觀性，所以我們的主觀
意識層面，會在星體逆行期間被這種逆
行能量喚醒。而金星逆行這段時間對於
美、人際關係、財務計劃容易產生誤判
和價值觀扭曲，故此不太適合在這時期
內下重大決定，例如結婚或開始一段新
的關係，同時財務上的計劃亦暫時不建
議斷然實行。



若果金星逆行在某人的本命盤上，他對於周圍的感覺亦來得特別深刻，在人際關
係方面，亦顯得特別謹慎。他們在年輕時通常都比較內斂害羞。由於金星管轄生
活中一切與美有關的事物，所以當某人的本命盤中的金星是逆行的話，在評估一
些藝術品、一段愛情甚至是伙伴關係時，往往會想得過多並且太過主觀。他們追
求内在的情緒滿足，多於被外在所吸引。

就個人情感而言，本命金星逆行的人極為重視感情的和諧性，所以他們比任何人
都愛得更為投入。但是他們善於隱藏及壓抑個人情感的個性，使得這些人很難坦
率地把自我的内心世界真實的情感向外界表達出來，在愛情世界中往往會顯得較
為慢熱。金星的逆行能量同時也會導致金星中力求完美的特性更加深入，因而追
求一段更為脱俗的愛情。

至於金錢方面，絕不建議在金星逆行時期做重要的財務決定或花大錢的買賣，否
則，當逆行時期結束，你可能才對自己的錯誤選擇如夢初醒。金星逆行時花費在
吃喝玩樂的活動也會特別多，應好好衡量自己的個人財務。

當然，每次金星逆行時所處的星座都有不同，但若每次金星逆行時所發生的問題
都沒有好好解決，那個問題只會不斷重複出現，令你要重新正視。

某些人對於金星逆行會特別敏感，由於金星的掌管星座是金牛和天秤，他們會特
別感覺到金星逆行所帶來的影響。還有，若果本命圖上的二、五、七宮是屬於金
牛或天秤，金星逆行對他們的影響亦會特別明顯。如上昇是白羊，關於婚姻的第
七宮是天秤；關於財務價值觀的第二宮便會是金牛。還有若上昇是天蠍，金牛便
會在第七宮，是關於合作夥伴或婚姻關係。



就社交關係而言，金星逆行的人傾向離群的生活。他們在感情方面比較獨立，不
但很少去依賴他人，而且也很少會主動地與他人建立親密的友誼關係。因為相比
之下，與其與他人接觸，他們覺得自己更傾向於自我内在的情緒滿足。這些人常
給人一種較為冷漠的氣質和距離感。本命金星逆行的人很少會愛上那些無法理解
自己的人。

今年最近一次的金星逆行是從7月27日至9月8日，處女座2度開始逆行回到獅子座
16度。由於今次金星逆行徘徊於處女座與獅子座之間，故此對於戀愛以及日常生
活上的事情影響較為明顯，當然還要視乎金星逆行發生在你的本命盤上那一個宮
位以及金星與其他星體之間的相位。就如今次除了正值金星逆行之外，太陽、水
星與土星的合相，並且與海王星產生逆沖狀態，造成美國次級房貸引發的全球股
災。

金星逆行生活交流

金星逆行於十宮 Lilian

金星逆行時, 我沒有在意她對我的影響, 但翻看日記, 卻看到不少的事例, 最明顯的
是價值觀這問題。
金星逆行位置我的第十宮(有關事業, 和上司的關係), 在這一段時間, 我和上司及另
一部門的同事吵了一場, 主要原因倒不是工作, 是對他們的品格, 操守和價值觀等
很有保留, 以下是我日記的一段：

世界是否真有公義？
當你知道, 你捐的錢, 只會落在福利機構員工, 作人工交際宣傳費時, 感受如何？
可以捐錢去那個機構, 才幫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管錢的行政部, 想盡辦法慳, 前線的社工, 卻想盡辦法花......

其實這不關我事, 不知為何就是生了數天的悶氣, 也許金星逆行使我對價值觀這議
題特別敏感吧……

至於其他小小的影響, 也寫一些和大家分享：
1) 見多了舊朋友
2) 識多了異性朋友 (而且順行時份就消失了……)
3) 買了新衫又不喜歡 (這個倒是經常發生)
4) 懷舊起來, 穿回一些以前很喜歡……但現在已顯得有點老土的衫…… (一定是逆
行影響才會出錯 !!!!)



金星逆行於八宮 Mandy

在金星逆行這段期間，相信是這年內遇上最多的舊朋友。就連中三以後便沒有再
見面的同學也給遇上了。一位我從來都不知道他有遊覽我的部落格的老朋友也給
我留言約見面。真巧！真是與舊相識重新遇上的好時機。

金星逆行在我的第八宮，關於自己與他人的價值。我不斷地重新檢視自己在一段
關係中的位置，應該怎去面對這段似乎是日增煩惱的關係。要為自己想多些？還
是為對方想多些？要改善還是要把它解決掉? 結論是：我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一個要給學習，給轉化的課題。

第八宮也關於金錢，順行是可以運用別人的金錢；但逆行這個嘛…..這期間的大肆
揮霍，待銀行月結單到來時也把自己嚇壞了….

金星逆行於十二宮 Rita

占星學上金星是關於愛情、價值觀、金錢、社交等等，金星逆行時間會將金星有
關的問題浮現出來。

對於我來講，今次金星逆行於愛情方面沒有大問題浮出來面對，社交方面倒沒有
見到許久不見的朋友，但是同金錢扯上少少關係。這段期間開銷大了少許，無端
端加大了保險額，擦了信用咭3個月保費，失了一點點預算，不過，我不算損失
大，有朋友在這段期間破財更大。

首先金星逆行初段，他的手提電話壞了，電單車被人破壞，要花錢買新手機，及
找人修理電單車，以為算了告一段落，到了逆行的最後階段，有一晚，他打算去
取車時，發現電單車被人偷了，他起初沒有太大反應，可是後來發覺損失不少，
開始需要認真處理，還好，於金星開始順行時，憑藉一張告票通知，知道電單車
的下落，幸運地他的電單車沒有被拆散運走，而是齊齊整整泊在街邊停車位，總
算他的損失不太大。

今次金星逆行提醒我對金錢的價值，學習物質的價值，學習自我理財，明白人生
不是每次那麼幸運，可以尋回失去的東西，失去的便失去。



金星逆行於八宮 Angel

金星由8月17日逆行到我的八宮至10月2日才離開。八宮對我來說是最難駕馭的人
生題目。關於死亡、黑暗、性、權力、他人資源等，全都是深不可測的深淵。美
麗的金星當逆行時所帶來的能量就好像頭上插了角，背上長了翼的魔鬼天使混合
體，帶來了失序，試煉和禮物。

尤其今次經過了我的八宮，要我深深地面對死亡─摯友的離世。跟他昏迷前的道
別，死前數小時伴在病榻的情境。他年邁的父親望着棺木內兒子的遺體的神情，
還有從小到大種種的片段。每一下都足夠將我打垮。這陣子只能維持很低的能
量。除了基於支持會出席星舍的活動外，其他朋友的邀約一律謝絕。很感謝朋友
們的體諒和關心。

山羊座的我還是適合一個人去面對傷痛，這段時間，盡情讓自己，觀照着悲傷，
慢慢感覺到摯友好像沒有離去。他的愛、他的精神還在，他仍是我最敬愛最引以
為傲的好友。

悲傷的背後，令我更明白面對「死亡」的重要性。奧修曾說過，人所有的恐懼都
是源自對死亡的恐懼，很諷刺吧！死懼一件肯定會發生的事情。
流年行星的能量每每是幫助甚至使我們面對自身的問題。離禮物還很遠，眼淚仍
然不自覺地流滿了一臉，唯願能堅持一小步一小步走過通往成長的試煉。

好書推介

<占星‧業力與轉化> Jackie

四年前已擁有此書的英文版但當時還在初學占星的階段，
看著此書似懂非懂的，最後都把書放回書架上。

四年後的某天，好朋友從 MSN 推薦此書的中文譒譯版，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再看此書，誰知這次一看便對此書愛不
釋手。

本書作者史蒂芬。阿若優在<占星‧業力與轉化>重點解釋
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在星盤上所扮演的角色。
史蒂芬透過經驗分享，講解外行星落入宮位及與其他星體
所形成的相位，帶出和星體力量被誤用的關係。與一般的
"cook book" 不同，作者在本書的寫作手法給讀者有很大的
思考空間，若果外行星在你的命盤中有重要的位置，此書
必能為你帶來震撼力，促進個人成長。



占星專區

12星座婚紗

白羊座婚紗

天真坦率， 敢作敢為不喜歡做作的白
羊座新娘， 一件簡單剪裁， 充滿活潑
可愛個性的禮服最適合不過， 尾擺最
好不要太累贅， 一方面不會阻礙白羊
急速的行動; 二方面當然不可浪費展露
長腿的機會。

金牛座婚紗

金牛新娘本來對於美已經很有自己的見
解， 她可能會自己親自設計一套婚紗給
自己， 不過非常實際的金牛， 合符經濟
原則還是首要。 經典大方的款式， 質料
柔和舒服， 加上自然氣息的鮮花頭飾，
已能夠發揮金牛典雅端莊的一面。

雙子座婚紗

活潑好玩而又善變的雙子， 她選的婚紗總會
是最流行的款式， 又或可能給你一個驚喜: 一
件前面是端莊的長裙， 後面卻是跳脫的短
裙， 或者是可多種穿著方式的款式，
充分表現她的獨特風格和多變的性格。



巨蟹座婚紗

溫柔感性的巨蟹， 不妨選擇一套精
緻手工， 鑲有珍珠， 刺繡及款式古
典的婚紗， 再配柔軟絲絨披肩和長
手套， 加上精緻的淡黃色
珍珠項鍊， 發揮巨蟹溫婉柔美的一
面

獅子座婚紗

愛成為對焦點的獅子新娘在婚禮
當天必定表現出獅子座的風範，
她會選擇一件華貴而且鑲滿閃亮
的水晶的婚紗，或會花錢買名師
設計的禮服， 再配襯誇張的小皇
冠及鑽飾，定必搶盡風頭。

處女座婚紗

清秀脫俗是處女座女生給人的印
象，太複雜，太誇張的服飾並不適
合她們。一件樸實簡潔的婚紗配合
一頂薄薄的頭紗，加上乾淨清簡的
髮型，已經令處女新娘散發出一種
清雅的秀氣。



天秤座婚紗

優雅的天秤最怕累累贅贅的衣
飾。 設計簡單有品味， 而又能
帶出天秤親切氣質的禮服，
是天秤心目中的理想。雖然她們
在挑選時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決
定，但她們必定能選擇最適合自
己的。。

天蠍座婚紗

天蠍女生總有一種令人無法表
達的神秘吸引力。所以一件質
料亮滑，貼身而帶點性感的婚
紗便已經令天蠍新娘表現出她
的女性美。

人馬座婚紗

崇尚自由的人馬新娘不妨選擇
帶點性感的露肩禮服或一襲瀟
灑的短裙加上長靴或波鞋， 突
出人馬活潑好躍的個性。。



山羊座婚紗

沈實保守的山羊新娘不妨選擇
復古款式的禮服，貼身剪裁再
配合小禮帽加碎花薄紗， 長袖
高領設計最適合山羊的內歛特
質。

水瓶座婚紗

風格獨特，喜歡創新的水瓶新
娘必會成為非一般的新娘，她
們的禮服款式不會跟隨一般傳
統的設計，一件設計清新脫俗
再加上一頭飄逸的長髮，已能

夠突出水瓶知性的智慧美。

雙魚座婚紗

感性浪漫的雙魚新娘，最渴望
童話式的夢幻婚禮，所以她們
的禮服應該是飄逸輕柔， 點綴
以浪漫的厘士輕紗，
加上長長的尾擺，表現出一種
靈性美。

各位星舍會員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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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