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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 火星
planet of passion(慾望)

火星，戰爭之神，是白羊座的守護

星。 占星學中，火星是地球上的能
源、 行動和慾望。 它是生存的本能，
可以認為是人的動物本性。火星掌管我
們侵略、 憤怒和生存的動物本能。 我
們的性慾望也是由火星統治。 金星掌
管浪漫的吸引力，而火星則是最基本外
在身體的吸引力。 火星是一個行動的
行星， 它代表原始的能量，是沒有經
過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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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是由戰神愛瑞斯(Mars)守護，代表
戰爭的暴力與殘酷。他是宙斯和希拉天
后的兒子，他長得十分英俊，性格好勇
鬥狠，十分喜歡打仗，而且勇猛頑強，
是力量與權力的象徵，好鬥與屠殺的戰
神。後來與愛神維納斯相戀，生了幾個
小孩，就是愛神丘比特，另外兩個兒子
弗伯斯(敗退之神)與戴摩斯(恐慌之神)
為戰場帶來腥風血雨的殺戮。在希臘人
眼中，他是帶來暴力。

火星是一顆熱情的星，代表我們的行動力，競爭力、精力、
決心和勇氣。有時候火星會被人說成為“破壞王”，因為他們同
時代表了戰爭、衝動、吵鬧、強勢或者是一些身體上的受
傷。一個人的做事態度、待人處事的方式也和火星有關。火
星的能量人人也有，如何發揮就要看他落在哪個星座和宮位
了。

火星所屬的星座代表一個人以哪種方式完成他們的慾望。他
們的脾氣如何，以什麼的方式與他人競爭。如何展現他們的
精力。火星落在火象星座的人，競爭力和行動力都很強，要
注意自己的衝動、火爆和三分鐘熱度。火星落在土象星座，
就加入了穩定的元素，行動變得較為持久和踏實。火星落在
風象星座，思考則是最大的運動(只有想，沒有實際行動)。火
星落在水象星座，則會將精力都發泄在情緒上。
在愛情和情慾方面，火星在男性星圖中，可以看到他對性的
態度和能量，而在女性星圖中，也代表了她喜歡哪類型的異
性形象。如火星在雙子，她會對多才多藝，口才了得的男性
特別有好感，火星在處女座，則會喜歡整齊清潔、自律守規
矩的男生。

火星所在的宮位表現出一個人對什麼的人事具有慾望，在什
麼的場景發揮精力，他們的慾望在什麼樣的地方，在什麼地
方會讓他們衝動，容易與他人爭執，和一個人的行動力在生
活中哪一個範疇展現。 如火星二宮，精力都用在賺錢，火星
六宮，精力都用在服務和工作上。

有時候火星容易讓人產生暴力傾向，不過只要能夠意識到火
星的正面和負面的能量，他會使我們更積極。



•火星白羊座

•以行動力見稱, 行事手法迅速且直接了當
•勇敢果斷, 確立目標後能勇往直前, 為心中想要的不遺餘力
•主動熱情, 有自信, 無懼為自己鎖定的目標作出膽大妄為之舉動
•獨立自我, 一旦定下目標, 會執意而行, 別人難以左右
•好勝心及自尊心強, 與對手競爭下更顯遇強越強

•火星金牛座

•不容易立定決心想要得到什麼, 難免給人怠慢遲緩之感
•一旦確定所想追求的, 便會費盡心力及耐性, 為目標堅持到底
•實事求是, 慣以最沉穩務實的手法行事
•驚人毅力, 不易被打倒, 12星座中數一數二
•佔有慾強, 亦不願改變現狀, 得到的便絕不放手,為目標過於賣
力及盲目時, 不排除會逼使別人退讓及妥協

•火星雙子座

•火星雙子是頭腦上的活躍，他們反應快，口才好，表達力
強，會不斷的思考用什麼方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他們最善於一心二用，喜歡同時間做不同的事情，追求不
同 的滿足，和火星處女座一樣，有時候會因為想得太多，
而讓自己變得有點神經質呢！

那麼火星於12星座會以何種方式完成他們的慾望呢?



•火星巨蟹座

•最講感覺的星座，他們最想追求的事情，一定是能引起他們
感受的東西

•會積極爭取安全感，有不少的行動都是為了保護自己和家人
•行事謹慎, 防禦心很重
•敏感的巨蟹非常懂得利用情感打動對手

•火星獅子座

•熱情，誇張和張揚的
•有創意和戲劇化的手法來行動
•太過自信, 覺得自己的方法一定是對的
•堅持自己的目標, 希望得到別人的肯定
•光明正大的爭取想要的東西, 絕不鬼祟行動

•火星處女座

•行事細心謹慎，有組織, 有效率
•要有周詳的計劃和分析才行動
•完美主義，有時會過份執著細節
•道德觀念重, 不會為了得到想要的而做出違背良心的事
•缺點是太被動，太計較和太挑剔

那麼火星於12星座會以何種方式完成他們的慾望呢?



•火星天秤座

•對著想追求的東西, 會主動出擊與人競爭, 但又要考慮對方
的心情, 會否傷害到別人

•他們會用較溫和的方式爭取, 使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同時也
不會得失別人

•行動往往猶豫不決
•他們很會利用自己的迷人魅力得到自己想要的

•火星天蠍座

•雙重火星的能量, 他們會為了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標, 不顧一
切地去爭取, 務求達至成功

•高效率, 決斷
•他們擁有堅毅不撓的意志. 為了完成目標, 容易令身邊的人
帶來壓力

•很會洞悉人心,懂得利用人去達成目標

•火星人馬座

•會根據自己的信念，想法而行動
•充滿精力, 會積極追求想要的
•一旦確立目標，理想或信念，就會以自己覺得對和自由的方
式行動

•如果覺得想要的東西很有意義 ﹐可以突然放下一切﹐甚至離
鄉別井去追求那讓他覺得很有意義，很有理想的目標

•缺乏耐性和持久力

那麼火星於12星座會以何種方式完成他們的慾望呢?



•火星山羊座

•追求自己目標的方式是打持久戰，有不屈不撓的意志和決
心。不達成目標，絶不罷休，即使要放棄其他生活的範
疇，個人的享樂﹐時間。追求目標的整個過程可以是兩三
年或十年的時間

•他們通常以穩定，傳統，安全，不冒險的方式去追求目標
•按部就班的計劃行動

•火星水瓶座

•會不惜一切地爭取個人的自由, 但會保持理性
•會用一些反叛、反傳統, 獨特的方法，爭取自己的理想
•主觀,不在乎別人的看法
•喜歡獨立行動
•應變能力不算太好，總愛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獨特思想

•火星雙魚座

•行動力較弱,無精力和懶洋洋的, 但因此有時很容易得到身邊
的人幫助去完成目標

•不會與人衝突，不愛競爭，有時甚至樂於犧牲自己而成全
他人

•有很多夢想，其中有很多是不能實行的幻想。如果真是可
以實行出來，將會是造福世界的事情。

那麼火星於12星座會以何種方式完成他們的慾望呢?



火星一宮
•追求刺激的活動
•想要第一
•為了得到讚賞而努力
•渴望展現自我

火星二宮
•追求物質、財政
上的成功

•想靠自己的能力
去找自我價值

•努力賺錢，也努
力花錢，適合做
生意

火星四宮
•追求和積極維護安全感
•想要一個熱鬧的家庭，
精力都用在家庭事務上

•關心一些和土地有關的
事情(例如自然環境保
育) 

那麼火星在12宮位對什麼的人事具有慾望，他們的慾
望又在什麼的地方呢?

火星三宮
•追求和別人溝通的機會
•喜歡學習
•喜歡到處走走,多短途
旅行

•有競爭力的頭腦，講話
直接而鋒利

火星五宮
•追求生活樂趣, 浪漫
•希望別人看見自己的才華
•喜歡富競爭性、冒險性、
速度性的運動

•能量用於小孩, 愛情, 自
己的興趣, 運動或投機上

火星六宮
•工作進取, 愛競爭
•對於有關健康的資訊
特別有興趣

•熱心為他人服務
•重視工作環境



那麼火星在12宮位對什麼的人事具有慾望，他們的慾
望又在什麼的地方呢?

火星七宮
•可能很早急著投入親
密關係中

•在伴侶或合伙關係可
能產生競爭性

•以行動建立人際關係
•愛控制生活伴侶

火星八宮
•強烈追求在感情上的連
結，對性的表達很熱情
及直接

•喜歡考古學, 陰謀論者
•會渴望了解及探索心理
學、玄學等議題, 深入
了解自己的心理層面

火星九宮
•為真理而戰
•精力用在旅行, 戶外活
動, 學習, 尋求真理(宗
教,哲學)

•追求教育, 個人成長
•喜歡到海外遠征

火星十宮
•有事業的野心, 努力為
事業打拼

•追求成功地位,身份
•被公眾視為有勇氣的人
•適合投身軍事、消防、
政治、管理工作

火星十一宮
•多社交活動
•會主動約朋友
•朋友間的競爭
•為理想而戰
•活躍於團體, 愛結交
有共同理想的朋友

火星十二宮
•不知道自己的慾望
是什麼

•喜歡自己做事, 不想
告訴他人

•精力不足
•宜將精力用於慈善
工作



好書推介

占星相位研究 Lilian
(作者：蘇. 湯普金，譯者：胡因夢)

學習占星的人都知道，相位是整個星盤
中，最重要而又最難掌握的部份，行星與
行星之間的互動(相位)，揭示出不同的心
理特質和相關事件，如何連結行星的各種
相位，又能解讀得生活化、不抽象難懂，
絶對是解讀星盤的一大考驗。
當代占星權威蘇. 湯普金女士，憑藉她多
年的諮商研究以及教學經驗，製作這本經
典好書。書中主要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為行星、相位的介紹，及相位元
素與星座的特質 (別小看這部份，基礎越
熟練，對解讀越有幫助)。第二、三部份為
解讀行星及四交點的不同相位。學習占星
的朋友，透過書中清晰的關鍵字應用、生
動的表達及所列舉的名人盤，加上譯者流
暢的翻譯，必定能獲得更深刻的洞見。為
了認識自己而看這本書的朋友，作者以精
準的文字所描述的各種情境，也能讓你有
會心微笑的醒悟。
中文占星著作不多，論相位的好書更難
求，本書得到胡因夢女士翻譯成中文，實
在是華文占星界的一大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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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