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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太陽 vs  Ascedent 上升

太陽一年走一圈，即30天運行
一個星座，1天運行一度。
太陽是獅子座的守護星，太陽
的守護神是太陽神阿波羅，在
希臘神話中阿波羅是宙斯與樂
樂的兒子，是光明之神，在他
身上找不到黑暗，他從不說謊，
光明磊落，所以他是真理之神。
他不僅是太陽神而且還是音樂
與詩歌的保護神。阿波羅擅長
彈七弦琴，又精通箭術，百發
百中，而且從未射失。他亦是
醫藥之神，把醫術傳給人們，
而且由於他聰明，通曉世事，
所以他也是寓言之神。阿波羅
掌管音樂、醫藥、藝術、寓言，
是最多才多藝的一個，也是最
英俊的神。

planet of self (自我)



太陽代表的自我特質，是太陽系的中心、是我們最原始的精神、
本質、核心。所以若果沒有了太陽，我們就不容易察覺到其他
星體的存在。太陽是陰陽中的陽，代表權力、渴求、願望、未
來的目標和想追求的事物。太陽在哪個宮位，就代表那人在甚
麼樣的人生場景中最能展現自我的能力和創造力、著重那個生
命領域、那裏最能表現自己和被賞識。舉例，如果太陽落在四
宮，則代表一個人會非常著重建立安全而完整的家庭以得到成
就感。而太陽落在甚麼星座，則可以形容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展
現方式。
太陽代表一個人的自我形象，我們重視的特質，我們未來的發
展方向和人生目標。
太陽象徵活力，所以如果太陽與其他行星有良好相位時，會為
該行星帶來力量，但如果太陽的力量太強的話，此人就會變得
自大傲慢，眼中只有自己，非常自我中心。。

上升點
上升點代表我們迎接世界的方式，
和世界怎樣看我們。上升點就如我
們的人格面具，我們把自己準備成
什麼樣子去面對別人，帶給別人第
一個印象。上升點的星座即代表我
們以何種方式與人產生互動。上昇
星座就像一塊顏色鏡片，不同顏色
看世界便有不同的色彩。我們會從
上昇星座的角度看世界，從中吸收
經驗，這些經驗會影響我們如何和
他人相處，累積成為我們性格的一
部分，成為我們面對世界的方法。
(這就說明為什麼坊間星座書會有
36歲後性格會像上昇星座的誤會
了!)



太陽與上昇的分別

初學占星者，也許會對太陽星座和上昇星座的意義感到混淆，如前
段所提及，太陽是我們的人生使命和目標、我們的方向；太陽代表
我們自我的身分認同，我們渴望自己如何被欣賞。上昇星座則是一
種方式/方法，上昇星座和我們出生有關，所以，當我們初去接觸新
事物/新朋友/面對新世界時，我們便會展現出上昇星座的特質。

英國占星天后麗茲‧格林常以“英雄之旅＂去形容我們的太陽星座。
如果太陽星座是我們的目的地，那麼，上昇星座便是我們的車子，
載著我們駛向目的地。

簡單來說，我們會用上昇星座的方式，去達成我們太陽星座的人生
目標，以下便是數個太陽星座和上昇星座的組合例子：

上昇白羊，太陽山羊
會以開創和果斷的行動，去展現／發掘自我對社會地位和成就的追
求。(想像一輛衝鋒車，前向“CEO”的寶座)

上昇白羊，太陽處女
會以開創和果斷的行動展示自己，渴望別人認同他是一個有貢獻、
具服務精神的人。(同樣是一輛衝鋒車，但它可能只想証明自己是很
有用途和有實力)

上昇雙子，太陽雙魚
透過學習、了解以及和別人的溝通，去發掘／成就自我對他人的同
理心和服務他人的精神。

上昇天秤，太陽巨蟹
透過一對一的關係／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友善的態度去認識新朋友，
期望自己能成為一個細心體貼、敏感他人需求的人。

上昇天秤，太陽獅子
透過一對一的關係／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友善的態度去認識新朋友，
期望自己能成為一個受重視、被尊重和欣賞、具創造力的人。



太陽在12星座的人生方向及目標

太陽白羊座
性格熱情積極、有活力、讓人感覺有點孩子氣，行動一馬當先
不喜歡拖泥帶水。
做事進取主動，有開創能力，遇到困難會有勇氣面對，會為完
成目標一鼓作氣去完成。
做事有膽色，而且有很強的競爭心，不甘落後於人，會為爭取
第一名，而奮戰到底。
目標: 能成為獨立自信、有勇氣的人，適合當一個軍人、戰士、
運動員、消防員、 CEO。

太陽金牛座
處事穩重實際、務實、可靠，因為著重安全感，做事循著固定
的模式進行，不會輕易轉變做事模式。
喜歡安定、享受悠閒的生活方式。
他們五官感受性很強，對於美麗的事物、美食及藝術方面有很
敏感的觸覺，有鑑賞事物的才能。另外，對音樂、唱歌很有天
分，天生有一把很動聽的嗓子。
目標: 為了能夠得到優質生活，會很努力做事賺錢來花費。可
成為銀行家、藝術家、美食專家、音樂家、歌手。

太陽雙子座
是個天生坐不定的孩子，好動，健談，喜歡結交新朋友。
愛嘗試不同的新事物，希望每一天都有一個新鮮的開始。
立場多變，善於溝通和應對，有不錯的理解、吸收和表達能力。
目標: 以輕鬆、多元化、好動的方式過每一日，不斷留意世界上
新奇好玩又有趣的事物。適合從事傳訊工作、記者、老師。

太陽巨蟹座
天生很敏感，同時很需要安全感，容易被外在環境掀動情緒。
可稱得上是最感性、最温柔的星座。
性格較內向，一般較少作為主動的一方。
很會顧及身邊人的感受，尤其是與他們最親近的家人和朋友。對
於被列入為圈內的人，尤其是家庭成員，會付出無比的愛心、照
顧和關心。對家人的包容性很大。
目標: 希望成為一個懂得照顧別人、體貼、充滿愛心的人。對他
們來說，得到親密和有安全感的關係，能給予他温暖的感覺，而
當中能夠付出愛和被愛都是很重要的。



太陽獅子座
有領導才能，喜歡在人生舞台上表現出領袖風範，更渴望成為
皇者。
祈望在人前發揮自己的才能，爭取別人的認同、肯定和掌聲，
確立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
為人忠誠、慷慨，信守承諾，是可以信靠的摯友。
喜歡玩樂，尤其是與大夥兒一起暢玩，而當中最好能帶點競爭
性，讓他在勝利中得到更大的樂趣。
目標: 想成為舞台上的主角、眾人的領袖，或從事充滿創意的工
作。

太陽處女座
喜歡服務他人，為社會作出貢獻。
為人勤奮努力，生活有規律，亦很注重生活的健康。
做事細心，處事嚴謹，是個可靠的人。但偶爾會因為太愛挑錯處
而使人感到煩厭。
對刻板、單調的工作也甘之如飴。
目標: 傾向實際的人生方向及目標，理想成為一個最完美的服務
提供者、助手或秘書。

太陽天秤座
致力於保持與人之間的關係，期望和所有人皆能和諧共處。
凡事追求公平，無論在人際關係中，或是在處理事情時，希望
各方都能夠得到平等的對待。
行為優雅得體，說話有分寸，厭惡粗鄙低俗的人和事。
很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多時會為保關係中的和諧而遷就
身邊人，以致性格上帶點猶豫不決的特質。
目標： 成為眾人眼中的和平使者，適合從事公關和外交人員，
追求平等的律師。

太陽天蠍座
洞察力強，直覺力敏銳，輕易感覺到身邊的危機感，同時希望
能洞悉身邊每人的想法和感受。
意志力驚人，對自己所作的決定和固有的想法從不輕易改變。
擅於將內在情緒隱藏，但他們往往是待人熱情和感受性強的。
常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因為他們天生便偏愛神秘事物，喜愛
探究事情的真相，與及別人的動機。
目標： 洞悉世事最真實的面向，了解自己和他人的深層感受，
接觸人性的陰暗面，作為心理學家、研究員或偵探，甚至考古
學家，都相當適合。

太陽在12星座的人生方向及目標



太陽人馬座
性格開朗樂觀，對於自己有興趣的事情表現得相當積極。
愛冒險，愛自由，不接受任何有束縛的關係
喜歡探求真理和抽象的意義，視人生為一個有趣的冒險探索旅
程。
目標是: 希望生活保持輕鬆自在，可隨時出外遊玩見識，不須負
起沉重的責任，閒來又可思考抽象的東西和尋求真理。

太陽山羊座
有野心，做事認真，務實，刻苦耐勞。
思考周全和實際，善於組織，不喜歡投機，會以目標為本。
會預早計劃將來，分析利害以求萬全之策，務求做到穩步向上，
期望計劃下的事情都在能掌握之中。
目標: 經過努力和磨練，成為成功或專業人士。

太陽水瓶座
不喜歡被人感覺平凡，希望自己展現得與眾不同。
努力地顯示自己多元化、獨立、創新的一面。
非常重視公平公正，只要有不公平的事，即使是傳統或規矩，他
們都會不惜一切去反對。
對任何事都有個人的尺度和道德標準，絕對不會因世俗的眼光而
妥協。
目標: 想成為思想創新的發明家、科技研究員或為民請命的革命
家。

太陽雙魚座
對情感泛濫的他們來說，愛是無分種族、性別和界限。
感情豐富，很嚮往沐浴在戀愛的感覺當中。
愛將感情投放到藝術層面上，例如舞台劇、現代舞等。
目標: 用無私、無我的大愛去奉獻社會，幫助有需要的人。如舞
者、演員、義工、神職人員 …，總括來說，所愛的人的目標，
就是他們的目標。

太陽在12星座的人生方向及目標



太陽第1宮
個性主動、自信、有活力，做事光明磊落。
非常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標，為自己訂下的目標而奮鬥。
懂得表現自己、突顯自己的專長和才能
自我肯定的方法：靠自己！雖然渴望得到他人的重視及認同，
但他們不用依賴別人來肯定自己，他們會用自己的方式來帶
領身邊的人，成為他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太陽第2宮
本身有種天賦能力，能夠鑑別每件事與物的價值所在。
對於如何賺錢、做生意、投資等能夠增加財富的事很在行。
在追求物質或自我價值的議題上，最能展現出他們的活力。
自我肯定的方法：用創意、概念及創造力來賺取金錢、或者
建立能夠賺取財富的生意。有機會成為成功的商人、理財或
財務專家。

太陽三宮
聰明，思考反應敏捷，有自己的觀點和想法。
喜歡與人溝通聯繫，可能有不少短途旅行的機會。
在學習、和人交流分享上，最能展現出自己的活力。
自我肯定的方法：透過和人連結、學習、溝通、書寫、表達等，
得到肯定和認同。

太陽四宮
重視自己的內心，渴望有內在、精神上的成長。
晚年更能展現自我的特質和創造力。
在家庭/家族/房地產等事務上，展現出自己的能力。
自我肯定的方法：建立自己的家庭，透過家人/家族的肯定，獲得
自我的身分認同。

太陽在12宮位的人生那一個範疇中更能發揮和肯定自我



太陽五宮
能全心全意地投入生命，享受和體驗生命的樂趣。
他們可以從戀愛、培育孩子成長、具創意的表演等方面，獲得
身分的認同。
透過創作、藝術、表演、運動、娛樂活動等，展現自己的光彩
和活力。
自我肯定的方法：有創意、自由地生活，受到他人欣賞自己的
特色。有一些人則會將自己的渴望投射到孩子身上。

太陽六宮
重視健康，懂得保持良好的身體，面對日常的生活。
不喜歡無所事事，懂得有效率地編排和處理日常工作。
渴望自己有一項技能，能在工作上發揮。
自我肯定的方法：透過服務別人，感到自己有「用處」，是
肯定自我和增強自信的方法。

太陽七宮
對他們來說，關係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環，非常在乎與別人
的關係。
容易受另一半影響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另一半可能是個較自我中心和非常自信的人。
自我肯定的方法：受到另一伴的肯定和認同。有心理治療師
的天分，擅於帶領別人從關係中尋找自我，也是外交人員的
好人選。

太陽八宮
渴望活出多姿多彩和強烈的人生，對社會的禁忌或神秘的事
物著迷。
有治療別人心靈的傾向，希望能轉化別人的生命。
重視別人的資源和財產，亦容易得到別人財務上的幫助。
自我肯定的方法：渴望和內在的自己以及他人有更緊密的連
結，吸納別人的資源以獲得更多的價值感， 適合做研究工
作、投資顧問、調查員，甚或心理醫生。

太陽在12宮位的人生那一個範疇中更能發揮和肯定自我



太陽在第9宮
對精神上、宗教上的事情或異國文化很感興趣。
通常很喜歡外遊，見識世界上萬事萬物，擴展知識、擴闊眼
界。
對人生觀有深刻的體會。
一般都有不俗的學歷/經歷。
自我肯定的方法：透過旅遊探索世界，希望讀萬卷書更希望
能行萬里路，追求不刻板及充滿生氣和活力的生活和工作。

太陽在第10宮
有很強推動力去發展事業。
很有社會責任和使命感 (或要在社會扮演某種角色)。
覺得人一定要有屬於自己的事業或專業，而且會想法子把工
作做得妥善。
自我肯定的方法：成為某方面(可參考太陽星座)的權威，渴
望事業有成，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或聲望。

太陽11宮
富正義感、思想客觀理智。
重視社會、朋友和團隊精神。
很多時在團體中都扮演領導者的角色。
自我肯定的方法：希望成為團體的中心，成為一個有遠見，
能夠帶領團體去謀福祉的人，如工會領袖、區議員…等，但
他們的出發點是為大眾社群而不是個人。

太陽12宮
比較自我封閉，喜歡隱藏自己。但同時他們的確需要獨處的
時間。
有的不喜歡展現人前，有的反而因怕被忽略而故意惹人注意。
對神秘學、心理學特別有興趣。
自我肯定的方法：個人目標對他們來說並不重要，最適合做
一些幕後的工作，能表現他們的才華，但又毋需露面。

太陽在12宮位的人生那一個範疇中更能發揮和肯定自我



白羊
-外表開朗、活潑好動，像一個長不大的
小孩子
-有創造力
-有時會比較火爆，衝動性急
-習慣表現成勇者
-頭部會有明顯的特徵，可能是大頭兒，
又可能比較喜歡配帶一些東西於頭上，例
如帽子等

金牛
-外表成熟穩重，好像是很可靠的類型
-氣定神閒的姿態
-有耐性
-比較喜歡身體上的接觸，很可能會在說
話時與對方靠得很近
-很有親和力，多數天生會有一副好嗓子

雙子
-不能停下來，多變
-愛說話，常常有說不完的話題
-喜歡傳遞訊息，他們會在與你談話時同
時與不同的人在MSN、說話及上網
-外表多是比較嬌小的，但可能有很長的
手臂及手指

上昇在12星座面對世界的方式

頭部/額頭較大

身材結實
耳邊有鬢髮

雙眼較分開

多話



巨蟹
-細心，愛照顧別人，在朋友中是一位很好
的褓母
-情緒化
-喜歡美食，也喜歡老舊的東西，衣著可能
會比較傳統，又或是帶有民族風
-多數的巨蟹身材都比較豐滿，女的更可能
有令人羨慕的上圍

獅子：
-給人充滿氣勢的感覺
-喜歡在人前顯示獨一無二的實力
-處事要得到眾人的認同和回應
-極力希望得到讚美和敬重的掌聲

處女：
-做事認真，一絲不苟，對自己或別人同樣
要求高

-擅於分析和過濾複雜的事情，令事情更臻
完善
-懂得憑個人經驗，對社會福利毫不吝嗇地
作出貢獻
-做事太有規律性和執著，令自己疲憊不堪
-利用自我批評、辨認能力而得到認同

上昇在12星座面對世界的方式

臉較圓

頭髮蓬鬆

身材瘦小

打扮仔細



天秤：
-令人覺得有和諧、舒服和愉快的感覺
-凡事要求客觀、真實和持平態度處事
-由於太多考慮，故常有優柔寡斷和猶豫不
決的情況
-若事情並非如願時，可能會變得挑剔

人馬
- 一副樂觀進取的樣子，希望以輕鬆方式把歡
樂帶給所有朋友
- 對世事充滿好奇，想要找出其意義
- 正面看是熱情並愛好冒險，負面則可能十分
魯莽及不夠實際
- 行為舉上難免會有點粗魯，即使是女孩子，
也鮮有斯文溫柔的小鳥依人

上昇在12星座面對世界的方式

俊男美女

舉止優雅

天蠍：
-冷靜，神秘
-對於黑暗、禁忌、隱藏的事，都會沉著應戰，有
堅毅不屈的意志

-觀察力強，能洞悉他人背後的動機
-重視心靈上的溝通，對於別人的舉動和態度也很
在意
-暗藏情感、權力操控的慾望
-將問題抑壓於心底，埋下伏線，伺機作出反撃

眼神銳利

眉毛濃密

臉較長

臀部/大腿較粗



山羊
- 給人務實、嚴肅的感覺
- 行為舉止端莊大方，讓人感到可以信賴
- 做事有毅力，冷靜而堅強
- 會以社會的道德標準看世事，重視社會的
規範，也講求實際效益
- 經常覺得自己做得不夠好，常試圖掩飾自
己內心的恐懼

水瓶
- 他們眼中看到的是一個大同世界
- 著重朋友和群體生活，和善並尊重每個人
- 想法奇特，又帶點冷漠，會冷眼旁觀世事
- 在群體和保持自我風格中取得平衡

雙魚
- 看似什麼都無所謂，隨心而為
- 浪漫敏感，活於夢幻世界中，像藝術家一
樣難以捉摸
- 覺得世界是虛幻的，樂於為他人或外在世
界而犧牲，可能帶點迷糊或迷失
- 他們看世界是沒有什麼界線，和世界融而
為一，所以對世事抱有同理心和慈愛心

上昇在12星座面對世界的方式

身材較瘦

有骨感

衣架子身型

衣著特別

雙眼大而無神



電影推介

生命樹 Tree of  Life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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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泰倫斯馬力克（Terrence Malick )

如果想要看曲折離奇，故事緊湊的電影，這部絕
對不是。電影故事非常簡單， 但要表達的意思卻
需要用心感受，而且每個人領略到的都會有所不
同。
電影講述五十年代一個家庭，一開始已說出穿越
生命有兩種方式，一是恩寵 “grace “，一是本
性＂nature “。母親一直教導三名兒子要學會恩寵，
內心要有愛，才可看到世界美好的一面， 但另一
方面父親卻告訴兒子世界是殘酷的，要知道適者
生存就是大自然生存之道。夾在他們兩人之間，
大兒子在成長過程當中感到十分迷惘。

直到其中一名兒子因意外死去，母親開始懷疑上帝，經常問上帝 ＂
袮在那裡?” 此時電影出現大量有關大自然的畫面，由盤古初開、恐
龍出沒、火山爆發、汪洋大海、星體相撞、以至細胞分裂的畫面。
看完這些壯麗的畫面，我心中有一陣陣的感動和震撼，宇宙真的很
浩瀚，大自然不斷的循環不息數十億萬年了，人類只是其中微小的
一部分。生死是大自然循環的定理，人類也沒有例外，也有生老病
死，我們的力量極之渺小。現在的都市人生活在摩天大樓，從來沒
空間去感受大自然，欣賞宇宙的一切。
電影中上帝說＂我創造萬物時，你又在那裡呢?” 顯示出人類的渺小。
到後來母親終於想通決定把兒子的生命交予上帝，回到恩寵。電影
的宗旨不是要你相信上帝，這不是一部傳教的電影，我想它是想告
訴我們要欣賞宇宙給我們的一切，所有萬事萬物都是有始有終的，
不要過分執著某一些事，只要心中有愛，懂得感受恩寵，一切都會
是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