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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

星盤解讀練習

內容：以參加者的星圖作為練習，大家分享解讀技巧
日期: 2008 年5月2日(星期五)
時間: 7:30-9:00 pm 
地點: 灣仔
名額：4-6 人(占星中班或以上)
費用: $100

星盤咨詢聚會

此活動歡迎從未接觸占星或對占星有興趣的朋友、透過
星盤咨詢聚會, 我們可以認識自己, 也可以認識什麼是占
星解讀。我們會以一對一的形式, 讓參加者體驗星盤解
讀, 同時讓占星師獲得經驗分享的機會。
日期：2008年5月21日 (星期三)
咨詢者 (名額6人)
時間：8:30-9:30pm (45分鐘解讀, 15分鐘分享)
費用：$150
占星師 (名額6人, 已完成占星高班者)
時間：7:30-9:30pm 
費用：$80



六月分享會 – 我的愛情觀

每個人都有不同的愛情觀, 有的要求獨立的伴侶, 有的會
不斷的為對方犧牲, 有的要控制對方的行為,  甚至思想, 
你是那一種愛情觀? 你的愛情觀又與星座有什麼關係, 
想認識更多你或你的伴侶是如何對待愛情, 六月的分享
會會跟你一起分享。
日期: 2008 年6月25日(星期三)
時間：7:30-9:00pm
地點：灣仔
費用：$50 (會員), $70 (非會員)

魯道夫占星講座

日期：2008年9月20日及21日
時間：10:00am 至5:00pm (午飯時間︰1:00pm - 2:00pm)
講座內容：
20/9 (星期六) 星盤整合技巧
21/9 (星期日) 凱龍與心靈治療
地點：九龍尖沙咀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1107室
名額：30人
費用：兩天講座合共 HK$2000 (於30/6 前報名及繳費減收 HK$200)

(如只報名一天講座, 費用HK$1100, 30/6 前報名及繳費減收 HK$100)
註︰以上費用不抱括午餐
星舍會員 9折
講座有翻譯區, 向部份有需要的人提供翻譯。

五月分享會– 我的太陽月亮星座

你或許常聽我們說太陽星座是怎樣, 月亮星座又怎樣, 可
能其實你不知道你的太陽及月亮星座兩者其實有什麼分
別, 它們在占星學上是代表了什麼, 之間是協調或是有著
什麼衝突...... 一連串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透過分享上, 聽
聽每個不同太陽月亮星座的組合, 讓你了解更多。
日期: 2008 年5月28日(星期三)
時間：7:30-9:00pm
地點：灣仔

費用：$50 (會員), $70 (非會員)



*以上活動詳情請瀏覽星舍網頁

星舍占星課程時間

占星學-星盤解讀中班 (外行星系列)

課程內容：講解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在各宮位的影響
上課日期： 2008 年 5 月 16 日至 5 月 30 日 ( 逢星期五 )共三課
上課時間： 7:30-9:30 pm
上課地點： 灣仔
名額： 10 人
收費： $600 ( 會員九折 )

占星學-星盤解讀初班

課程內容包括：
1. 占星學的歷史, 種類, 十二星座
2. 人生場景 – 十二宮位
3. 星體的特性
4. 相位簡介
5. 流年簡介
上課日期：2008年5月26日至7月7日 (逢星期一, 公眾假期不用上課) (五堂)
上課時間：7:30-9:00 pm (1.5hrs)
上課地點：灣仔
名額：10 人
收費：$600 (會員九折)



專題文章

冥王星- 成長與轉化

冥王星在人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就如一位創造
者與毁滅者的結合。
它是終結與新開始，也代表靈性上的成長與重
生。
它是地下的主宰，掌管天蠍座。

在占星學上，冥王星帶著重生與轉化的能量，
代表著深層、埋藏著的力量。
冥王星負面的一面是對於權力與控制的強烈慾
望和對事物的破壞力。

在占星命盤上，冥王星落於那一個宮位上，代
表了當事人對於那一方面有著深層意義的追
求，同時，當事人的生在這領域亦與改變、權
力、衝突和執迷、控制和劇變聯繫著。
因此冥王星在星盤上哪地方出現，就是我們需
要尋求改變和轉化的領域。若果我們拒絕接受
冥王星的能量，或害怕面對我們的黑暗面，它
的能量便會化成毁滅與破壞。總而言之，不論
冥王星落在哪個宮位，都會強化哪個宮位的能
量，這股能量可以是正面的意志力、專注力，
也可以孤獨的、不愉快的。

由於冥王星代表著我們老舊的自我，故此我
們必須利用冥王星的能量，放下老舊的身
分，才能經驗新的人生方向。就好像古老的
煉金術的轉化理論，先把物體分離溶解，再
結合成另一種全新的物體。冥王星就是要讓
我們的生命蛻變，先是毁滅破壞再重生。



冥王星圍繞太陽走一圈大約需要248年,是所有行星中移動最緩慢的,因此停留在某
一個星座的時候,它帶來的影響是世界性的總而言之，不論冥王星落在哪個宮位，
都會強化哪個宮位的能量，這股能量可以是正面的意志力、專注力，也可以孤獨
的、不愉快的。
冥王星推進時通常會顯示出死亡與老舊事物的毁滅，因為老舊事物毁滅了之後，
新的東西才能生長出來。冥王星就是萌著這種淘汰的力量，當中還有自癒力，把
生命中不需匚的淘汰了，讓自癒力慢慢更新我們的生命。 。

冥王星推進時象徵著一種集中的力量。冥王星打破不真實，虛浮的幻想，尋找完
全真實。在個人星圖上流年冥王星是讓我們進化與重生的機會。冥王星追求深刻
轉化的經驗。在經歷流年冥王星的初期，我們或許會感到強烈的恐懼。我們需要
面對我們黑暗的隱藏了的一面，我們原始的天性。雖然這些經驗有時會令我們感
到困惑或痛苦，若果我們能從中學習到新的洞見，將會發現一個完全不同的人生
視野。

由於冥王星的運行緩慢，一般人都不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全理解，冥王星推進為我
們人生帶來的真正意義，我們或許要花上好幾年的時間才能明白當中的深層意
義，發現內在的自我本質，若果抗拒這些改變，後果是加強內在的恐懼與壓力，
產生負面的能量。



流年冥王星行經命盤四角

冥王星流年分享 Claire

冥王星是12個星座之中最極端也最有力量的一顆星--代表破壞與重建,毀滅與重生.
尤其是當流年的冥王星經過本命的上升點,是所有的流年運程之中影響最劇烈的.當
事人生活中的各個領域,都會面臨嚴重的考驗,冥王星的目的,就是要讓舊有生活中
不再合適的模式,關係,習慣,甚至工作,家庭...全部搗爛拆除,然後才有舊區重建,浴火
重生的可能性。

當事人如果事先毫不知情,完全沒有任何心理準備,一進到這樣的流年轉換,不要說
頓時被生活中的打擊撞的天昏地暗,更有可能因為長期走不出陰霾(冥王星移動的很
慢,加上逆行,有時長達兩三年)而感覺到沮喪絕望,甚至引發憂鬱或是自殺的念頭.我
自己當時就同時經歷了工作,感情,家庭,財務上的層層考驗,每天都是哭著入睡,然後
希望可以一睡不醒,再也不用見到明天的太陽...要不是親愛的Gatien先生拉我一把,
開始引導我走上自我探索,靈性成長的道路,怕是今天的claire早已在那時患上憂鬱
或是做出傻事嚕。

冥王星的黑暗打擊有其極為光明正大的意義.如果你很幸運的,一路走來都是依照自
己的“真實本性”在過生活,則當冥王星的考驗到來可能對你不會有太大的影響,最多
只是讓你更加激發出自己的內在力量而已.但是如果你一直以來並不清楚自己的“天
命”是什麼,總是活在別人的期望,或是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當中(我們大多數的人都是
這樣),那麼冥王星就像是一部功能強大的碎石機,非得幫你把層層堅硬的岩石外殼
粉碎,直到露出當中晶瑩剔透的寶石為止。

這是最艱辛危險的遊戲,但是撑到最後的人得到的是最珍貴永恆的禮物--活岀你夢
想中的新生命.不論那是成為一個自由自在的魔法作家,還是環遊世界的旅人,如果
你心中一直有個召喚的聲音,你可以不用等到冥王星踢你的屁股才去實踐;但是如果
你已經在危機當中,正在經歷痛不欲生的困境,請記得這是上天快遞來應允你的願望
的禮物,就放手讓自己完全蛻變吧,一隻美麗的蝴蝶正等待著破繭而出,自由自在的
翱翔於天地之間.



冥王星進入上昇 Angel

冥王星彷彿是一位地獄使者，但「不知死，焉知生」.冥王星的特質是「死亡後的
重生」，我常跟來諮詢的朋友開玩笑：「死亡一定的，但能否重生就看你自己
啦！」
其實冥王星背後總是帶著禮物，問題是你必須願意面對、接受試煉，當然過程會
是痛苦，因為人是習慣性動物，時間久了，任何東西（事業、家庭、關係……）
就算有問題也不願意處理，痛苦是會習慣，慢慢會變得麻木，但當冥王星的流年
一到，就賞你一記大耳光，然後就到處放火，但冥王星要燒的是已經不適合你的
東西。
流年的冥王星合我上昇點時，就「燒了」我經營十年的小店，那段期間，生意莫
名其妙的差，大小間題接踵而來，遇到的人或事是前所未有的麻煩，以前的經驗
完全派不上用場，經歷了差不多一年的混亂，我終於投降，我終於承認我根本不
喜歡做這類型生意，我不喜歡與這個圈子的人打交道，之前我純粹只是基於經驗
考慮，害怕自己沒有其他賺錢的能力。
冥王星雖然冷酷，但亦給我置情緒於死地而後生的勇氣，在對將來沒有任何打算
的情況下我結束了生意，全然跳進「未知」。
這是數年前的故事，現在我的職業變成占星師、塔羅師、靈氣導師，很快冥王星
就來探訪我的太陽了，可能到時又有一番新改變啦！

冥王星進入第4宮(天底)                                                               Rita

懂得占星學的都知冥王星之性質是死亡與再生、意志力、轉化、掌控。第4宮的意
義是家庭、家族、內心的家、母親、祖母。
當檢視千禧下半年某段時間的流年星圖，是我人生及家庭經歷了一個番天動地的
轉變，那年正是冥王準備進入第4宮，合相天底的時間。
冥王星開始合天底的時候，家中發生很多事，父親的身子不好，經常進出醫院，
跟著住在家鄉的祖母病逝，當以為一切安頓好的時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親
發現患上未期腸癌，曾經有段時間父母同住一間醫院，每日放工後到醫院探病，
穿梭來回兩間病房。後來母親調去靈養院住，明白相處的日子不多，儘量爭取跟
母親相處的時間。
不久，母親病逝，之後的日子感到內心有掏空，缺失一角的感覺，這種傷痛是很
深很痛，但明白到自己要真正成長，不能像以前有母親依賴照顧的日子，而且還
有家人而要照顧，要重新站起來，要振作為家人好好生活下去。經過一段時間，
心中的痛苦慢慢平復，雖然，心有點痛印象依然深刻，可是，冥王星入4宮，要經
歷有關家庭的傷痛，這個成長的重要階段，才能正式成長。



你可以不怕死亡─（一行禪師） Angel

很喜歡一行禪師溫柔慈量的品質，他的著作沒有賣弄佛教
的詞匯，只用最尋常最簡單的手法來指導我們如何生活。
「不知死，焉知生」，一行禪師以他兒時喪母的故事作引
子，帶出「滅絕只是我們的一種概念罷了」「當條件充足
時，事物自然顯現出來。如果條件不夠，它們就會隱退，
靜待着適合顯現的時刻」。
文中並不是只講概念、道理，禪師亦有教導深觀及觸摸大
地修持的方法，「死亡」在禪師的詮釋下變得「活潑」起
來。死亡既是逃不了的事實，就讓我們借用禪師的角度探

討一下。

好書推介

冥王星進入下降 Astrid

每個人一生當中總有激發抑鬱症的時機. 而我, 就正正是冥王星行經我命盤下降位
置的時候 - 下降位置指的是我與另一半的關係. 當時那重要關係的崩塌直接影響著
我整個生命的建構. 人生的方向, 重心, 自我價值… 到最後, 對人對愛的信心也粉碎
掉. 在那些最難過的日子, 只有不斷湧出來零亂的記憶, 與無休止在傷痛情緒中的
沉溺. 沒有生趣, 沒有動力, 無法集中, 連日常工作, 考試都沒法應付. 胃酸倒流和消
化不良意味著身體上沒法接受… 結果是, 短期內激瘦十磅.
強烈的冥王星能量將一切拉進深淵. 吊詭的是, 它也有復活的意味, 可是能否死而
後重生, 和時間要多久, 也是要看自己. 我選擇了尋求靈性之途. 學習塔羅、催眠、
占星、解夢去了解內在的自我, 嘗試以不同凡角度去面對. 療程中揭示了自己最深
心處的恐懼和焦慮的根源, 然後重新了解, 學習, 重塑…
就像一場大手術, 要拿出勇氣. 去扺受長期治療的痛苦煎熬, 但不知何時復原,
所以我會說, 它的來臨是災難, 也是超越的契機.



冥王星入各星座對世界的影響

水瓶座-
1778 ~ 1798

水瓶座主張獨立思
考、不受拘束。 美
國的革命運動, 由美
國國會的建立, 保障
人民權利及人道精神
的美國憲法制定, 真
正民主在這階段誕
生。
主張自由平等的法國
大革命亦是同時期爆
發, 在當時人民已享
有及體會自由的機
會。

雙魚座-
1798 ~ 1822

這個時期心靈活力強
盛, 人類進入一個前所
未見的神秘境界。雙
魚座代表是深層潛意
識的活動、神秘經驗
及直覺藝術創作, 加上
冥王星的權力愛好在
這段時期於文化上出
現劇烈轉變的時刻, 許
多表達著崇高、博愛
思想的藝術作品出
現。代表人物有自封
為法國大帝的拿破崙
及音樂歷史上最有影
響力的音樂家貝多
芬。

白羊座-
1822 ~ 1852

十九世界中期, 歐洲各
地出現大革命風潮, 白
羊座是十二星座之首, 
代表開創、新的經驗, 
人類透過勇氣, 克服困
難, 是為建立新生而推
翻君王政體。

1778 1798 1822



1854 1885 1914

金牛座-1854-1884

冥王星在1854年進入
金牛座，並逗留三十
年之久，直到1884為
止。金牛座是關於金
錢、物質和享受。在
1848年美國加利福尼
亞州發現金礦引發掏
金熱後，這些年間，
很多人因為採金而生
活富裕起來，生活質
亦較以前大大提高。
除此之外，自1860年
美國南方各奴隸州相
繼脫離聯邦起，陸陸
續續有國家解放奴
隸，而著名的美總統
林肯發表解放黑奴宣
言亦在1863年發生，
這都代表有更多人可
以脫離不公平的艱苦
生活，並有權用自己
的能力去換最物質和
享受。

雙子座-1885-1913

冥王星在1885年進入
雙子座直到1913年為
止。雙子座代表溝
通、早期教育及短期
旅遊。十九世紀未
期，西歐及美洲開始
建立早期普及教育系
統，設立官立小學，
讓更多人受到教育，
此舉將教育從有錢人
專利轉化成大眾福
利。1876年貝爾發明
電話後，當冥王星經
過隻子座的時候，由
於電話技術不斷改良
及普及，改變人類傳
統以書信的溝通方
式，同期報章的快速
增長，也對當時社會
有極重要的影響。或
許大家都沒有忘記冥
王星是和秘密有關，
為針對一些國家與國
家之間的秘密溝通、
情報及罪行，美國於
1908年成立 FBI - 美
國司法部的主要調查
機關，對間諜活動進
行調查。

巨蟹座-1914-1938

冥王星在 1 9 1 4 年至
1938年經過巨蟹座。
巨蟹座代表母親、家
庭、國家、滋養及安全
感。當代表毁滅和重新
的冥王星進入巨蟹座
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
發，雖然第一次世界大
戰於1918年結束，但
往後的日子仍有許多國
家發生內戰和宣佈獨
立，直到1939年，第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
止。在這二十四年期
間，世界版圖不斷改
變，多國人民痛失家
園，無家可歸，食物短
缺，人們失去以前的滋
養，饑荒到處皆是，相
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每
天活在惶恐當中、失去
安 全 感 的 痛 苦 。 而
1929年至1939年之間
所發生的全球性經濟大
衰退，更令大部份生活
困苦的家庭雪上加霜。



1938 1957 1971

獅子座-1938-1957

冥王星強調的是權力
鬥爭和控制, 獅子座要
表現自我得到大眾認
同. 兩者強勢碰上, 世
界在負面的力量影響
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一九三九年爆發。一
九四五年以太陽(獅子
座)為國家象徵的日本
被投放原子彈(冥王星
), 造成了該世紀最大
的災難。一九五四年, 
貓王皮禮士出了第一
張唱片,風靡全球,成為
近代第一個超級巨星(
獅子座)。

處女座-1957-1971

冥王星擁有毁滅而後
重生的能量, 處女座著
眼於健康, 工作, 組織, 
每天生活的規律。此
時是對世界生活重新
檢視和定義的時候。
“歐洲共同體”在喜歡
組織的處女座影響下, 
於一九五七年成立。
在冥王星的影響下, 容
易神經緊張的處女座
可能有依賴外力幫助
鎮定的需要, 於一九六
O年便有一系列的鎮
定劑的開發。一九六
一年, 一向精於計算的
處女座被冥王星神秘
不可測的力量考驗, 出
現了數學上的 “混亂理
論”。一九七一年綠色
和平組織成立, 為保護
地球的健康跨出了一
步。

天秤座-1971-1983

冥王星進入天秤座, 破
壞了天秤所主義和平
共處的原則。這段期
間, 世界各地破壞和平
的戰事不斷, 以色列、
黎巴嫩、安格拉、伊
朗、伊拉克、美國等
地, 無論內戰或侵略戰
都頻仍不斷, 冥王星的
負面力量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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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蠍座-1983-1994

冥王星在1983 – 1994
回到自己的家天蠍
座。天蠍座，大家都
會立刻想到神秘和性
愛，1981年6 月，美
國首次發現愛滋病病
例後，愛滋病即迅速
在全球蔓延，這個神
秘的疾病令世人人心
惶惶，同時間亦迫使
人類面對性愛和社會
禁忌(如同性戀)等問
題，直到 1995年由華
人發明雞尾酒療法後
才能將愛滋病的死亡
比率減低。
此外，冥王星亦和核
子能源有關，當冥王
星經過天蠍座的時
候，核能和核武都成
為當時人類所關注的
問題，世界強國都開
始研發最新核子武
器，核廢料處理的方
法亦令各國大為頭
痛。而令人印象深刻
的切爾諾貝爾核電廠
大爆炸亦於1986年發
生。

人馬座-1995-2007

冥王星於 1995 進入
人馬座，並剛於2008 
一月離開。人馬座代
表自由、真實、宗教
和哲學，而冥王星代
表權力、死亡、神
秘、毀滅、混亂和重
生。2001 年發生一件
震撼全球的911事件。
最初恐怖份子宣佈要
發動聖戰（宗教），
他們偽裝成美國人，
訓練成空中人員（這
些都是隠藏的表
現），讓自己可以避
過防衛，自由出入，
以此引發襲擊。亦因
為911 事件，航空運
輸(長期旅遊)亦嚴重
受到影響，人們再不
能像以前自由地乘坐
飛機穿州過省，而是
必須通過嚴密的檢查
方可上機。而全球各
國都因為911 事件，
更關注自由的定義及
宗教問題，希望能透
過會議達成共識，保
障全球人類安全。

山羊座-2008

冥王星於今年一月二
十八日正式進入山羊
座。山羊座代表政
府、架構、事業和基
建等。冥王星對上一
次進入山羊座是大概
在 1762 年，當時英
國對北美殖民地不斷
增加稅收，並操控茶
葉貿易，因為這種嚴
重不公平的殖民地管
理方式，終於導致
1775年4月的美國獨
立戰爭(政府、架構、
重生)。
回到現在，今年年
初，全球經濟都因為
美國次按問題拖累，
世界金融市場都受到
沖衝。最近西藏內亂
問題亦引起全球關
注，反對者上街破壞
商店，一直以來西藏
的宗教自由問題在這
時終於爆發。而這些
事件為冥王星進入山
羊座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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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

最愛刺激好玩的白羊座, 別人不敢試的新玩意, 
白羊座都會身先士卒, 第一個報名! 所以, 他
們去旅行當然要選一個多新鮮事物, 又刺激又
有動感的地方了, 澳洲會是個不錯的選擇, 到
大堡礁潛水, 玩激流划艇, 或是玩越野四驅車, 
滑草, 乘熱氣球, 跳傘, 駕駛大擔飛機……無
論海陸空, 要多刺激有多刺激!

金牛座

金牛座講求實際而且精打細算，要是去旅
行的話，他們必定預先安排好一個又經濟
又能享受的旅程。不過金牛座的人對物質
的生活享受也是非常注重的，泰國是一個
又平宜又多美食的地方，價廉物美而且還
可以在那裏享受香薰SPA按摩。這些應該
也符合金牛座的要求吧！

雙子座

百足多爪的雙子座, 旅行當然要去新鮮有趣
又刺激的地方, 最好是每次都是從來沒有去
過的國家, 以滿足他多變的性格。 美國地
大物博, 融合各地不同的民族文化, 資訊科
技又發達, 而且美國崇尚自由的作風與不苟
禮節的生活態度會讓雙子座覺得很輕鬆，
很有趣！



巨蟹座

注意家庭生活的巨蟹座，如果真的決定要
出門(因為巨蟹朋友總覺得沒有其他方會比
家更好)，必然會一家大細，整整齊齊的出
動。或許你會選擇回去家族祖屋渡假，打
理一下祖屋的事務，並了解一下親朋戚友
的近況。其實你也可以到一些鄉村味濃的
國家，如紐西蘭，參加 Bed & Breakfast 
的自由團，讓你旅行之餘亦不失有種”家”
的感覺。

獅子座

無論任何時候都愛享受尊貴的感覺, 
同時也浪漫得可以的獅子座, 一生總
要豪華一次的首選, 當然是極盡誇張
奢華, 富甲一方的杜拜, 親身感受這個
集東方的神秘, 西方的科技於一身的
城市, 再住進全世界最高, 超六星級的
杜拜帆船酒店(Burj Al Arab), 享受有
如油王般的頂級服務和貼心安排, 在
空中餐廳或海底餐廳與情人享受美酒
美食和美景, 應該會一世難忘吧!

處女座

追求完美而又好學的處女座，在花錢
旅行之餘，亦希望從中獲得一些進
步，故此他們會計劃一趟知識之旅給
自己。到英國也是一個不錯的選擇，
當大家在瘋狂購買名牌商品的時候，
他可能會到大英博物館、白金漢宮、
大笨鐘等地方，靜靜的一個人看看當
地的歷史文物和古蹟，滿足他們那些
旺盛的求知慾和好奇心。



天秤座

擁有優雅迷人氣質的地方絶對是天秤的首
選。浪漫又美麗的地點, 總可給天秤一大視
覺享受, 也可讓他陶醉在其氣氛當中。擁有
幾千年歷史的希臘古城,不論是其建築的精
細雕工讓人嘆為觀止,其特殊文化氣質更令
人陶醉。來到這樣美麗優雅的國家,尤其當
地各具特色的希臘小島,天秤座能夠完全融
入當地的氣氛,完全的享受浪漫的感覺,彷似
自己就是維納斯女神,心情會相當愉悅的
喔！

天蠍座

天蠍座的朋友可以選擇到百慕達大三
角，探索一下這個死亡國度。但是要到
百慕達旅行可能要面對死亡的問題，天
蠍座雖然和死亡有關，但要超越對死亡
的恐懼，是天蠍座今生的其中一個課
題。在這之前，我建議大家可以到柬埔
寨的吳哥窟或埃及金字塔，感受一下古
老的神秘世界。

人馬座

最愛旅行, 體驗生命的人馬座, 基本上整
個地球也想去一次, “不怕辛苦, 最緊要
好玩” 是他們的口號, 不理是上山還是下
海, 赤道還是地極, 只要是新嚐試, 夠動
感, 要流汗的地方就很適合人馬一族。
未去過沙漠地帶的人馬可以考慮去摩洛
哥, 坐四驅車去撒哈拉沙漠, 騎駱駝, 迎
日出, 看海市蜃樓等奇景, 應該也是不個
的選擇。



山羊座

嚴謹刻板的山羊座，他們做事認真，可能
是最不懂享受旅行樂趣的星座，在準備旅
行前他們必定花時間去做筆記，預先計劃
好行程。所以建議平日工作忙碌的山羊
座，旅假時可選擇一些能夠旅鬆自己的地
方，台南等地方，符合山羊座的經濟原則
之餘，亦可以到附近的溫泉地區，浸浸溫
泉，做做按摩，讓天生工作狂的山羊座消
除工作上的疲勞和壓力。

水瓶座

只要能夠表現獨特品味,與衆不同的一
面,都會是水瓶座的考慮之列。一般的
購物或風景欣賞並不能滿足水瓶座;可
以去尋幽探祕, 發掘少為人知的事物則
完全乎合了。像南北極, 去體驗與平常
完全不同的環境, 若能親眼看到極光, 必
定能滿足水瓶座好奇的心。

雙魚座

浪漫愛幻想的隻魚座，你有否想過到童話搖籃
丹麥，看看這個童話世界和你所想像中差多
遠？到丹麥，你可以參觀安徒生博物館、樂高
樂園等旅遊點，這必讓你有一個難以忘懷的旅
程。如果你是活力派的雙魚座，也可以到世界
各地的迪士尼樂園，比較各樂園的奇幻特色，
提高你的想像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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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