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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學上，十粒主要的行星(10 Planets)是星盤
中重點的解讀。除此之外，一些小行星亦成為
不少占星家的研究對象，其中，凱龍星是近年
大熱的小行星, 究竟它有什麼特式讓一眾占星家
著迷？讓我們在今期的季刊中，一起探索這顆
特別的小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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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凱龍星的發現和它的軌跡

凱龍星被發現於1977年11月1日，實際上，早
於1895年已有天文學家拍得凱龍星的蹤影，但
沒有被正式紀錄下來。它的符號由K和O組成，
這個像鎖匙般的符號是來自發現者的姓氏-
Kowal。

凱龍星圍繞太陽的軌跡非常特殊，一邊距離太
陽比土星還近，接近木星的軌跡，另一邊則遠
至接近天王星的軌跡。也就是說，它經過每一
個星座的時間並不一樣，最長是由雙魚座到金
牛座，每星座停留約8年的時間；最近則是由獅
子座至人馬座，每星座只停留約年多兩年的時
間。而由於凱龍的軌跡橫跨過土星與天王星的
軌跡，它就好像是土星跟天王星的橋樑，一個
調整兩顆行星的中間人角色。

凱龍星

Chiron



土星令我們恐懼、壓制、保護自己，讓自己走
不出去。它是屬於過去的、是我們抗拒的、存
著戒心的範疇，而天王星是要打破保護，讓自
己走出去成長。我們就是要利用天王星的正面
能量去面對凱龍的問題。如果我們逃避不去面
對，為這課題下功夫，問題是會重來的。我們
要學習與凱龍星正面相處，和諧地活在一起，
而不是用天王星的冷漠去漠視傷痛。

至於星座，凱龍的星座通常代表我們處理傷痛
的方式。由於凱龍軌跡獨特，從雙魚座至金牛
座(約1960至1984)，約6-8年的人會擁有相同
的凱龍星座，我們會認為這是較世代的影響，
這些人會以較抽離的方式面對傷痛；而從獅子
座至人馬座則會較個人化，可能會將傷痛放在

自己身上或將社會的問題帶給自己。



神話中的凱龍
神話中，凱龍是克羅諾斯(土星)變為馬匹後，強
暴了女神Philllyra所生下的兒子， 由於凱龍一出
生便是半人半馬，母親對於生下怪異的人馬感到
很哀傷，她遺棄了凱龍並請求宙斯將自己變成一
棵樹。被父母遺棄的凱龍得到太陽神阿波羅的收
養，阿波羅將自己的知識都傳授給他，使他成為
一個預言家、治療者、音樂家和智者，上至天文
下至地理，無一不精。學有所成的凱龍，來到人
類的世界當中，由於他擁有很多智慧和能力，得
到希臘各地國王貴族尊他為賢者。

很多戰士帶著從戰爭的傷口來找他，凱龍除了以
草藥和外科手術來醫治他們外，同時傳授他們領
導能力、哲學、音樂等學科，這些戰士都成為人
類世界的英雄，而凱龍，則是他們的老師。

但凱龍的下場並不太美滿，在一次和人馬的宴會
中，學生海克力士（希臘非常出名的英雄人物）
和人馬發生衝突。混亂中，凱龍不幸被混有九頭
蛇毒的箭誤傷，雖然他精通醫術，但這劇毒卻連
神也沒法治療。由於凱龍也有神的血統，擁有不
死身，他雖然不會因此而死，但結果卻是每天抵
受著劇毒的折磨，活在痛苦當中。

最後, 他請求宙斯容許他以自己的不死身和普羅
米修司（拿“火”到人間而給宙斯懲罰）交換，從
痛苦中解脫。而宙斯在他死後，將他放在星空，
成為人馬座星群(Centaurus) 。

凱龍經歷了人生中兩次重大的傷痛，一次是被父
母遺棄，另一次是被毒箭所傷害。他受到心靈,
及肉體上的傷害，而心靈上的傷害有時是很難被
自己察覺到的。



占星學上，凱龍星的意義
凱龍被發現的七十年代，很多有關心靈創傷的認
知，整全療法(結合身心靈的治療)等學說紛紛建
立，在占星學上，凱龍星也帶著關於我們的創傷
與治療這個議題。
而從凱龍星的神話原型當中，我們見到更多的特
點，這些都被應用在解讀凱龍星在星盤上的代表
意義。

解讀個人星盤上的凱龍特質，首先我們可以參考
凱龍星所在的宮位，凱龍的宮位暗示當時人心靈
創痛的生活範疇。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關鍵的代表意義：

1. 童年的成長環境造成的傷痛，特別是關於男
性長輩，如父親等。

2. 感到獨立，或被遺棄的部份。
3. 陰影部份，我們的自我不願承認的部份，以

至放在潛意識未必被察覺。
4. 我們感到脆弱，卻會裝作堅強的部份。
5. 強調作為治療者，導師的角色 (尤以凱龍在

1, 6, 8,10及12宮者)
6. 我們具有能力幫助他人的地方，但對於發生

在自己身上的相同問題，卻處理得較弱。
7. 該範圍 (宮位) 的事情對我們來說是一些傷

口，使我們困擾，亦因為我們有這樣深刻的
傷痛，我們更懂得在該範疇上幫助或傷害別
人。

8. 記憶與傷痛並沒有辦法完整地根治，有些人
會選擇置身事外，不去覺察。

9. 如果想將它的潛在影響減低，我們必須成熟
的面對，認清傷痛的來源，學習如何與它共
存。

後頁，我們會有一些分享文章，透過他們第一身
的感受，讓我們了解一下，凱龍星在某些宮位的
影響。



分享

Healing your soul

凱龍星 by Mandy

凱龍星所在位置代表來自於我們心底最深最黑暗最遙遠的恐懼，自己
不願承認的或根本未能察覺到的傷痛。因為很痛，所以寧願逃避，但
是能成為自己甚至乎別人的治療師，治療心靈與記憶的傷痛，第一步
首先要學會面對。
我的凱龍在三宮合天底對分相日月，三宮關於學習溝通，回想起當自
己碰到一些嚴重問題而不想面對時，真是會以笑遮醜的，容易以說笑
逃避痛苦。且通常我都忽略了自己，而最終會把責任投射到他人身
上。肯定自我和表達自己對我來說是十分重要的，我還要努力學習
中。
加上凱龍合天底還跟我的日月成緊密的對分相，我對這個展示感到十
分奇怪，似乎這個必定會展現在我跟父母的關係，他們對我來說必定
是傷痛的來源。但回想我的童年是超級幸福的，深得爸媽疼愛，只是
不滿媽媽偏心弟弟，到了成熟後也就放下了這股“怨氣”啦！那到底是
甚麼呢？原來凱龍在上昇下降天頂天底軸線上，及擁有合相對分相三
分相的人，比他人更難察覺凱龍帶來的傷痛。我就是這個呀！或許這
份傷痛隱藏在童年的記憶和個人意識的陰影中，還未被發現或不願意
回想面對……
我常常想，雖然爸媽給我一個溫暖的家庭，他倆相敬如儐，但事實上
他們上一個年代的感情當中是否是真愛呢？我現在婚姻上的行為模
式，或多或少也會受到他們影響的吧，但是，到這刻我還未能整合。
我一定要把這個傷痛找出來，雖然感覺有點變態，但藉著了解和療癒
這個傷痛，我才會更有能力幫助治療他人的傷痛。



凱龍9宮 by Ida

凱龍與傷痛和治療有關。 要了解凱龍星對我的傷痛, 其實也不是太肯
定。 魯道夫在講座時開玩笑說, 凱龍9宮的人會對自己很有自信, 把自
己當作神之餘, 他們這些人的驕傲大過他們的傷痛, 是凱龍星最舒服的
宮位。 身邊的朋友也常常神呀神呀的取笑我, 我也樂於接受這個稱呼, 
哈哈!
要將凱龍星和我拉上關係, 我會認為是過去對自己的自信甚高 (其實
心裡面很沒有自信, 只是心口有個勇字), 真的可以要多驕傲有多驕傲, 
當然其實是以獅子座浮誇的方式演繹我的自信, 但我也可以隨時發揮
那種吸引人注意的手段。 人越大, 便會越來越收歛, 也很配服自己以
前的不成熟, 但當知道自己那種自我中心的性格有很多問題後, 我便不
會重犯, 真的, 我真的有點討厭以前的我, 現在我會從很多成長中的生
活體驗來表現自己。
我的信念也有可能因成長中被很多外在環境的影響, 而打倒我的自信, 
現在我的人生觀是那種對生命非常沒有計劃, 很體驗生活的由宇宙安
排如何走我便如何走, 比較隨心, 跟以前很不一樣, 希望我這傷痛有一
日能夠有能力可以治療別人。 經驗讓我選擇新的我, 帶著這傷口, 一
起向前走。

我是誰？ by My. L

我的凱龍星是白羊座座落於代表自我的第一宮，凱龍星第一宮正正代
表了自身的傷痛。童年的時候，我對於自我的身份真的非常的不確
定，經常會覺得自己比不上別人， 有被忽略、被嫌棄的感覺。有時
候甚至會懷疑自己是否適合存在於這裡，有一種無助孤獨的感覺。這
樣的背景對我的成長影響很大，令我從小至大都很在意別人對我的看
法， 使我變得非常敏感。當稍有覺得自己被遺棄的時候就會感到很
受傷害。 或許是為了要保護自己，慢慢的變得對人很冷漠，很怕與
別人過於親密。這也許是凱龍的天王星特質吧。
表現自己的創造力是唯一一個可以讓我肯定自己的方法。因為我的凱
龍星與太陽三分相，而太陽又座落於與創作有關的第五宮。通過創作
我可以得到一些肯定。若果在這方面失去了認同和或受到批評，會令
我變得非常非常的失落， 找不到自己的位置， 那一種被嫌棄的感覺
又回來了。
從前無論在生活中任何的一個範疇，我經常會問到的是「 我還有存
在的價值嗎？我屬於這裡嗎？」而所謂的存在價值多半是來自於別人
對我的肯定，即一宮與七宮這條關係軸線上的問題。到現在長大了，
我還在學習怎樣去自己肯定自己的價值，而不需要依靠別人。凱龍的
意義就是要我們擺脫土星舊有的束縛，超脫傷痛，重新面對世界面對
自己。



人際關係的傷痛 by Rita

人際關係對我是一個學習的課題，你對人好，人未必會對你好，你
沒有侵犯人，人會無故跟你作對，及想辨法來排斥你，有時會人用
一些認為對你好的方式處事，然而，卻是深深傷害你心處最痛的方
式，這些這些痛苦都是跟凱龍星的在7宮你與他人的傷痛有關。
凱龍星7宮的痛苦是由他人引起，當事人未必是刻意招惹返來，跟人
有互動會容易受到大大、小小不同程度的傷害，有時更承受些很無
辜性質的傷害。
曾經發生一件事，在舊公司跟某個同事是好飯伴，每日都會相約一
起午飯風花說月一番，由於她性格較為內斂平時很少表達自己意
見，多會選擇做一個聆聽者，後來，我由於某些經濟原因減少了出
外午飯，逐漸少了跟某同學的交流機會，加上她見我和另一個她不
喜歡的同事時有交流，她認為我有意的疏遠是因為受那位同事影響
有關，她作了一些默然的無聲抗議行動，沒有想到這行動是衝著我
而來。
後來，我是從上司口中得知原委，當刻真是感到很無辜、很傷心，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事!明白發生什麼事，就要拆彈解決問題，經過一
段日子，終於令她對我的態度有所改善，雖然跟以前的友好態度仍
然有所距離，不過，她能重新接納我的友誼已經不作他求，不久，
同事突然患上重病去逝，跟她的友誼到此為止，我把握最後的機會
為她做了一點事，作為對她的友情來劃上一個句號。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有關於凱龍傷痛的小小故事，久不久都會出現跟
人有關的課題要面對，人與人的關係是我今生要學習的課題，每次
經歷過後化作成長經驗，可以應付往後更多有關的挑戰。



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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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靈魂的符號 – 從占星學發現你的宿業 by Ida

這本書重點以月交點所在的宮位及星座, 來看
待你這世的生命任務與障礙, 作者吉娜‧蕾克
是一位懂通靈的占星師, 書中所示的出生星盤
與前世的關係, 資料是出於作者的通靈, 加上她
的占星學知識, 讓她更透徹了解, 從月交點帶出
這一世你可能會面對的困難以及如何處理這些
事。
書中的另一個重點, 是找到每個人生命進程中
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包含過去累世未能解決
而這世必須解決的問題。 而作者也特別教大家
如何了瞭解自己的宿業因果, 透過星盤的分析
解讀, 都可以找到答案。
此外, 還有星座的演進、 星盤相位的介紹、 月
亮相位及行星星座與童年環境。 如果你相信有
前世今生, 因果宿命, 這本書是一本可以參考閱
讀的書籍, 了解如何從靈魂占星學的角度去解
讀星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