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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講座 (預告篇)

台灣占星師Claire Can 將於12月初，遠道從英國到港，舉辦四天的講座，分享
她在英國跟隨世界知名的占星師修讀心理占星學的心得，必定令大家獲益良
多。
先在這裡預告一下內容及時間，有關詳情請留意網頁公佈
日期：2008年12月6,7日及13,14日 (星期六,日) 
時間：上午 10:00 至 下午5:00 (一小時午餐)
講座內容：06/12 (星期六) 命盤中的十字架---談上升／下降與天底／天頂軸線

07/12 (星期日) 星盤配對synastry---誰是今生的
Mr ／Miss Right

13/12 (星期六) 以心理占星的角度看宮位的解讀
14/12 (星期日) 流年推算的整合技巧

地點：烏溪沙青年新村
名額：30人
語言：廣東話
費用：一天講座收費HK$1000，如報四天講座，費用為HK$3600

星舍會員額外 9折



十月分享會 – 探討木星的幸運

相信大家都很喜歡木星，木星在星盤上的所在宮位便我
們發揮得最輕鬆最愉快的地方。木星有著樂觀擴張的正
面意義，但也代表著誇張過度的負面能量。藉著這次分
享會，讓我們從多角度探討木星的能量，好好把這幸運
星發揮得更好。
日期：2008年10月28日 (星期二) 
時間：7:30-9:00pm 
地點：灣仔駱克道212-220號洛洋閣6B2室
費用：$50 (會員), $70 (非會員)

星盤解讀練習

每月一次, 不同專題的解讀練習, 讓中班或以上同學, 以
自己的星圖作練習, 從中學習和分享。
本月內容：解讀事業
日期：2008年10月30日 (星期四)
上課時間：7:30-9:30 pm
上課地點：灣仔駱克道212-220號洛洋閣6B2室
名額：6 人 (曾報讀占星中班以上)
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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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06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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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及查詢： info@hkastrologyclub.hk / 9675 6231 (Lilian)

聚會時間



專題文章

什麼是四元素?

元素就是生命的基礎，分為火、土、風、水四大類。西方哲學家恩培
多克勒提出「四根說」認為火、土、風、水是「化生萬物的四個
根」，即萬物的本原或根基是由四大元素構成。而世界萬物是由四大
元素以不同比例結合完成。這四種元素的型態，即
輻射態→火
固 態→土
氣 態→風
液 態→水

簡單來說，火是直覺的，土是實際的，風是智慧的，水是情緒化的。
很少人在他的星盤上能夠取得四種元素的平衡。而每一顆行星的元
素，都會回應行星對個人影響的重要而不同的比重，就如日和月的元
素一定會比其他行星的比重為高。不過在星盤上欠缺了其中一種元素
也是值得注意的。

而十二星座被分為火、地、風、水、等四元素：
火象星座 － 白羊座 、 獅子座 、 人馬座
土象星座 － 金牛座 、 處女座 、 山羊座
風象星座 － 雙子座 、 天秤座 、 水瓶座
水象星座 － 巨蟹座 、 天蠍座 、 雙魚座

風 火

土 水

陽(外)
同一元素的星座，具有相同的
性質，所以相處融洽，而與你
相對的星座，個性不同但可互
補。

各元素互相的關係 --
火需要風思考力
土需要水的引導
風需要土的穩重
水需要火的動力

陰(內)

理智 激情



土元素

土是我們站立、成長的地方。土元素的人傾向可靠，實際、現實和踏
實的。他們重視物質，關注身體，尤其金牛和山羊。他們需要一些能
夠觸摸得到，量度得到的東西，才會有安全感。
一般人都認為土元素的人是非常重視經濟上的安全感，有些土元素的
人的確會追求較好的生活質素，但大部分的土元素人所渴求的是一種
物質的安全感而非金錢上的富有。土元素的人不相信任何不真實、虛
浮的事物，唯有通過實質的親身驗證才會相信，尤其那些超自然和神
秘的事物。土元素的人實際的個性，最懂得將一些概念化成具體可行
的計劃而實行。他們亦能夠處理日常生活的事務。土元素是最不能承
受風險的，他們處事謹慎小心。一般來說，土元素人的想像力都和直
覺力都比較弱。他們個性平靜、沉著，不會有太多的情緒起伏。在表
達個人感情和愛方面，他們只會做一些實際的行動。不過有時會令到
對方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火元素的直覺和遠見，觀察事物的方法是直接迅速的，不喜歡花費很
多時間了解事實和考究細節，也不喜歡對事情深入調查。他們可以將
非常複雜的想法用簡單直接的方式表達出來，不轉彎抹角就是他們的
特質。
火元素的人也會有情緒，惱怒和生氣可能只在一迅之間，但是，這些
激情通常亦會很快被淡忘，他們很容易被激怒的事情或人忘記，不會
放在心上。

火元素

火元素與勇氣、力量、堅持、意志、魄力、侵略、靈感、喜悅和熱情
有關。火元素的人是個人主義者，他們很多時對事情都很理想化和有
遠見，有創造力，對於想做的事情很多時都很有計劃。他們要控制自
己的命運，而不是成為外在環境的受害者。正面和樂觀的想法可以幫
助火元素的人排除困難，當然也會遇到挫折的機會。生命對直接和開
放的性格的火元素人來說，必須是有意思和有目的。
火元素的人有開創性的精神，一般都是自發性的。無論目的是為了什
麼，他們溫暖且熱情的個性，都可以吸引別人聚集在一起，而且產生
共鳴。他們的創造力很能展現在工作項目上，但視野或實踐計劃未必
是他們的長處。對每日瑣碎的工作會很容易表現得不耐煩，而且覺得
不切實際。他們很難有耐心投入想法或實踐計劃，除非有固定的元素
幫助。



風元素

風元素就如風一般，沒有形態，到處飄遊。聲音、語言、音樂也是倚
靠空氣的震盪傳達，風元素的人活於資訊、意念世界之中，各種形式
的關係、溝通、交流、聯繫都是屬於風元素的人。對於風元素的人，
他們強烈需要溝通，他們一般都有很高交際技巧，他們有邏輯、理
智、客觀、有遠見。風元素的人愛討論、愛思考，對他們來說，處理
一些抽象的概念，比其他元素的人來得容易。他們總是能夠帶出一些
新意念。應付緊張激烈的場面時，風元素理智的個性，能夠以冷靜、
平和的態度回應。
不過，風元素的人最不懂得處理自己的情緒和感受，他們會覺得當眾
表達激烈的情緒是不文明的表現，所以當風元素感到沮喪失落的時
候，他們會冷靜地分析自己的感受，而沒有好好的表達出來。隨意失
控的哭泣或表現憤怒，很少會在風元素的人身上發生。

水元素

水元素的人就如水一般的難以捉摸，他們泛濫著大量的情緒。水元素
的人是屬於感覺和情緒的世界。他們以情主導著生命。每種元素的人
也會有情緒，但相比起來，水元素的人對於感覺和情緒是非常的主觀
和個人的。
水元素的人最強的是他們的同理心，憐憫之心和敏感度。他們天生就
有一種可以感受到別人的能力。他們敏感的心，能夠察覺到對方的細
微反應，明白和體諒對方的處境，而不需要任何的客觀分析。
水元素的人非常重視情感上的安全感，如巨蟹座需要家庭的歸屬感，
天蠍需要親密的關係，雙魚則是靈性上的需求。
水元素就如一塊“心靈海棉”，很容易把周圍的情緒和感覺吸起來，有
時候他們會被這些情緒浸沒而感到痛苦。水元素的人經常接收著不同
的情緒，因此他們都較容易受傷害和悲觀，傾向保護自己和隱藏自
己。
由於擁有大量的情感，水元素的人在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和體驗時，
多不能尋找到合適的字眼來形容。雖然言語表達不到，但他們憑著豐
富的想像力卻非常擅於利用藝術來表達自己的內心，如寫作、音樂、
跳舞、繪畫等。



火

正面特質：
性格熱情, 果斷, 自
信, 率直和天真

注意地方：
過於自負, 專橫, 霸
道, 衝動和激烈

星座：白羊、獅子、
人馬 (直覺型、性格
激烈及有個性)

FIRE



輻射態
energy

競技場

消防局 溫暖

運動

白羊座 – 燃燒最迅速的火, 白羊座具戰鬥
性與充滿競爭性, 善於開創, 常能成為開路
先鋒, 凡事有衝勁而且幹勁十足, 表現出白

羊座勇往直前不怕困難的一面。

獅子座 – 燃燒中最光的火, 代表事物的中
心及焦點。 獅子座需要別人注意目光, 光
明而熱情但自我中心, 喜好華麗耀眼明亮
的事物。 他們天生具有領導能力, 像太陽
一般四周照耀別人, 慷慨大方的付出自
己。

人馬座 – 燃燒中最熱的火。 人馬座天性樂
觀, 坦率而直接, 自信及充滿活力。 他們性
格不羈酷愛大自然, 不喜歡受拘束, 喜歡探
險、追求知識、新挑戰與文化探索。

有關火象的東西

熱情

太陽



土

正面特質：
腳踏實地, 穩定, 負
責任, 善於應用實踐, 
具組織和執行力

注意地方：
固執, 保守, 謹慎, 
非常實際, 過於重視
物質和感官的享受

星座：金牛、處女、
山羊 (以感官, 體驗
和滿足實質的需要)

EARTH



固態
body

錢錢錢錢

健康, 身體

政府大樓(政府機關)

金牛座 – 如豐饒肥沃的土壤, 金牛座需要
物質帶來的安全感, 他們珍惜和重視他們
所擁有的, 較極端者, 則會顯示其佔有慾和
過於重視物質的一面。

處女座 – 最實用的土地, 處女座需要顯示
其“有用”的一面, 他們善於分析, 踏實, 努力
工作, 有規律, 照顧每人的實際需要, 高標
準的個性有時則顯得過分挑剔, 吹毛求
疵。

山羊座 – 如堅硬的岩石, 乾旱的荒原, 他們
收起情感的需求, 努力不懈的工作, 爭取屬
世的成就, 他們嚴謹, 自律, 克服困難到達
頂峰, 有時顯得過於功利和冷漠, 不近人
情。

有關土元素的東西

熱情

食物, 生活



風

正面特質：
理性, 客觀, 公平,友善, 
思考敏捷能一舉反三, 
社交能力強,多才多藝

注意地方：
冷漠, 抽離, 精神緊張, 
不切實際, 虛假偽善,多
而不專, 過於重視邏輯
和思考分析

星座：雙子、天秤、
水瓶 (以頭腦, 理性分
析來了解世界)

AIR



氣態
mind

交通

電腦,互聯網

旅行

雙子座 – 思考反應敏捷如沙漠上的風, 雙子
座思考應變的方式是變幻莫測, 他們好奇心
強,重視心智活動, 吸收知識的能力佳,能快速
處理外界資訊,由於口才了得,能運用特有的
方式表達意見,由於學習多而雜,往往會流於
淺膚或者博而不專。

天秤座 – 如平原上的風, 天秤座需要顯示其
公正平等的一面, 重視平衡和諧的關係,他們
天生有正義感,會為人和事作出公平的仲裁 ,
亦由於太重視和諧協調的關係,有時會作出犧
牲及妥協的行為, 讓人感到是虛假偽善不夠真
誠。

水瓶座 – 如高原的風, 冷漠而抽離, 思考創意
無窮,獨特而前衛,有創新發明的精神,他們重
視團體及友誼,對世上的人博愛,卻害怕深入個
人情感的深處, 由於行事特立獨行,會為反對
而反對,為改變而改變 ,讓人感到古怪或者是
特異份子。

有關風元素的東西

人際關係

知識資訊交流



水

正面特質：
感性、體貼、有同情
心、依靠直覺、豐富
想像力、心思細膩、
藝術天份、善於情感
的表達與交流

注意地方：
過於情緒化、猶豫不
決、易受人影響、自
憐、放縱

星座：巨蟹、天蠍、
雙魚 (感受自己與他
人的情感 )

WATER



液態
emotion

夢工場 電

影業, 夢境

潛意識

水中生物

海豚

我們的家

巨蟹座 – 如海洋孕育大地, 巨蟹是最具母
性的星座, 喜歡照顧他人, 巨蟹座亦如大海
的另一面, 起伏不定的情緒, 洶湧澎湃。

天蠍座 – 如在暗處流動的地下水, 她們了
解一切事件的背後, 她們的情緒流動各處, 
感受一切, 卻不為人知。

雙魚座– 如精神和靈魂的海洋, 無界限, 接
納和包容一切, 她們吸收週圍見不到的情
緒, 將自己和他人也溶到精神之海上。

有關水象的東西



能量補充：經常泡澡、到海邊漫步、欣賞水流

•情緒主導，傾向易哭和易怒
•非理性，遇到問題時，難客觀
看清楚事件
•排外，易有偏見或過份保護親
密的人
•難用文字表達自己

水 缺乏 過多

•缺少敏感和同情心，難以感覺
到自己的情緒
•害怕或不信任自己的感覺
•心情不好的時候，選擇遠離情
緒，保持客觀
•冷漠抽離

火
•很少能感受到自己的傾向所帶來
的問題
•衝動
•自我中心
•不惜一切想立即付諸行動的慾望
•沒有耐性
•壞脾氣
•善忘

•缺少旺盛的精力
•消化系統較弱
•不信賴生命的特質
•對人生的信任不足
•不夠樂觀
•自信心較低落
•意志消沈的傾向
•對滿足生命的需求缺乏興趣

土

風

缺乏 過多

缺乏 過多

缺乏 過多

•不切實際, 無法適應物質的世界
•對身體的需求不看重, 怕運動
•日常生活的程序顯得混亂, 作息
和飲食也不定時
•不集中, 不穩定, 欠缺常識

•沒有想像力, 忽略理想和遠景
•以表面去看事情, 被動且洞察力
不足
•保守, 跟隨傳統, 偏狹的思想
•控制情緒, 難以釋於憤怒和受傷
的記憶

•過份強調理性客觀, 處事態度冷漠
•凡事會以理性來分析,不懂得用心感
受
•熱衷於心智上的活動,忽略身體的健
康
•說話滔滔不絕, 或者光說不做
•過度耗用頭腦,神經系統活躍和敏感, 
精神易消耗

•思考不清晰, 或者所思所想的不切
實際
•表達或接收方面會造成誤會
•缺乏對人生的洞察, 不會從客觀角
度看自己
•只顧物質或行動感受等層面, 較少
思索事件背後的意義

•不容易適應外在環境的轉變

能量補充：多作戶外活動、曬太陽, 讓身體流汗

能量補充：親近大自然、踩踩泥土

能量補充：從事理性交流的活動、刺激腦力，往高地走走，
呼吸新鮮、流動的空氣



最後的演講 ida

“我們改變不了上天發給我們的牌, 只能決定怎樣打這手
牌。”
這本書的作者蘭廸‧鮑許, 是一位熱情、 風趣且教學認
真的大學教授, 在46歲時被診斷出罹患胰臟癌, 於兩年後
(2008) 7月逝世。 在他可能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裡, 蘭廸
教授應大學之邀請發表了一場演說, 這場演說不僅是一場
充滿啟發性及智慧的演講, 而且是蘭廸教授打算在未來20
年要教給他三個年幼孩子的事情。
蘭廸教授的父母一直都非常深愛著他, 培養他從小便擁有
童年夢想。 從每次實現自己的夢想, 到幫助別人實現夢
想, 蘭廸教授明白所有的重點都不在於你要怎樣去實現, 
而是在於怎樣過你的人生。 到了他的人生盡頭, 他不但
沒有怨天怨地的不做什麼事情, 反而更珍惜每一分鐘努力
完成這場人生最後的演講, 將他的人生經驗、熱愛生命的
事情一一摘錄下, 作為送給現在年紀還少的孩子日後要好
好過他們人生的指引。
每個人都有發揮自己潛能的空間, 正如蘭廸教授說 “重點
是在於怎樣過你的人生”, 如果我們都能以正確的方式去
珍惜每一日, 去實現我們的夢想, 夢想總有一天會自己實
現。

好書推介

占星進階辭典 lilian

這本不單是一本占星辭典, 而且是內容非常多元化的中
文占星天書。 從簡單的12星座是什麼, 到什麼是龍頭
圖、時辰占星學、婚神星、阿拉伯點……你都可以一
一從這本辭典中找到解釋。你可以說從網上的搜尋器
或者百科全書中也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你不一定能找尋
出全面的中文解釋, 這本辭典適合在學習占星學或對占
星有興趣的朋友閱讀。
這本書的作者魯道夫先生畢業於巴黎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及倫敦的占星學院, 期後一直追隨心理占星學與凱龍
研究權威的Melanie Reinhart老師學習, 以專業的占星
教學, 將現代的人文、心理占星觀念帶入華人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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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