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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年海王星

Transit of Neptune

海王星 環繞太陽一圈需要花164年，由於海王星的運行非常慢，每

一次經歷海王星流年都需要很長時間去慢慢體驗它帶給你的課題。流
年海王星究竟是好是壞，那就要看你如何面對它，是對抗它還是接受
它，與它好好相處。海王星是一顆靈性而充滿夢想的行星，很多時剛
剛開始經歷流年海王星時期都會感到相當迷惘和混亂，海王星帶給我

們最重要的課題是幫助我們與夢想世界連接。

當流年海王星進入我們出生圖的任何宮位，或與任何本命行星產生相
位，尤其是硬相位那一部分，都會讓我們感到不真實，尤如飄浮空
中，捉不到的感覺，所有界線變得迷糊，對未來感到混亂迷惘。舉例
當流年海王星與本命太陽產生相位，我們不知道該向哪裏走，究竟自
己想要的是什麼，若果涉及金星的話，我們的感情生活會變得十分混
亂和不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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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n One and one in All.

常聽說有關尋找自我，就是通過我們的成就去發現完整的自我身分價
值。但海王星的出現則剛好相反，它會讓你失去自我，模糊了自我的
界線。自我就是我感覺自己是獨立個體，我就是“我”，我不是其他。
人不是一出生就能分辨什麼是自我，我們都是在母親的胚胎中成長，
與母親形成一體。但當出生後漸漸長大，我們會漸漸懂得分辨我們不
是只來由母親，同時亦源自於整個環境，我會學會認識我與其他人的
分別。不只於分辨我與他人，還有我們不同的人格部分，因此在“自
我”當中亦會有不同部分和界限，我們會承認自己喜愛和善良的一面，
否定或抑壓負面和破壞的一面。

而海王星就是一個溶解器，它模糊和溶解了我與他人之間的
界線，同時也會推倒我們的自我意識與無意識之間的界線。若果我們
一向認知自己是一個強壯、有自信和能幹的人，在經歷流年海王星
時，我們會發現自己軟弱、無助、迷惘的一面。

Positive
-刺激創作力和想像力,預言直覺力
-更體會別人的感受
-關注別人多於自己的需要
-施比受更有福的感覺，發現自己
獲得更多

Negative
-過多的幻想，想法不真實
-太多幻想，常做白日夢
-行動力下降
-有關欺騙、不誠實的事情發生
-成為受害者奉獻自己

一體與獨立
它加強我們對生命一體的察覺，增加對萬物的連接與同理心

世界萬物皆不是獨立個體

失去自我
令我們不知該往哪裏走，發現自己身處於一種“我並不想這樣卻不知道
該那樣”的狀況，這時的我們需要學懂放手，犧牲原本在我們生命中很
重要的事物，不論是人和事“學習放手”是流年海王星中的一個課題。
我們就像離開了地面，失去支持、失去倚傍，思想會變得負面，渴望

時光倒流，讓一切維持原狀不變。
其實只要我們懂得放手，我們才能看到一切幫助我們面對難題的可能

性，創造更遠的將來，進入生命的另一個階段。



流年海王星與宮位

• 這時的你會變得敏感，
情緒容易受外界影響。
過去老舊的自我失去，
感到非常迷惘，我們會
對自我身分的界線變得
迷糊，對於未來方向不
清，因此會有焦慮和恐
懼，有些會失去自信
心、體力不足。

1 • 對於自我價值的改
變，或會對金錢理財方
面變得不小心，對於物
質感到不滿足，希望想
擁有更多，但其實海王
星尋找的不是外在的東
西，而是我們的內在滿
足，當流年海王星進入
二宮，我們的價值觀會
改變，對生命中的抉擇
自然也會改變，因為對
自己的需要已有不同。
可能通過有關海王星的
工作賺錢，如攝影、繪
畫、舞蹈等工作。

2

• 直覺力增加。思考混
亂引致情緒問題，但能
夠利用想像力去表達自
己，如寫作、詩詞等東
西。一些過去思想理
智、清晰的人，這段時
間會覺得很難捱過去，
所有的事情不再只有黑
白兩面這樣清晰。我們
會常有不同角度去思考
一件事情，與別人的溝
通可能會出現誤會，互
相誤解雙方的想法。

3
• 有關家庭和過去的迷

惘，需要為了家人作出
某些犧牲。第四宮是有
關內在的家，我們會不

確定我們是誰，我們為
什麼要在這裏，將要往
那裏去，所有感覺都失
去根據。我們對於現在
處於的周圍環境感到不
滿足。這時要尊重一下
內心的需要，過去的回
憶這時或許會由我們的
潛意識浮現出來。

4

“lose self”



• 多姿多采的感情生活
• 有時會被愛情蒙蔽現

實，有些可能會遇上一

些糾纏不清的關係，
小心因此而受到傷害。
流年海王星，所有事情
都會被放大，快樂會變
得更快樂，當感到傷心
時會變得更沮喪，對於
創作的人，這段時期海
王星會帶給你無限的創
意和新想法。不過有時
候可能要為了實行創意
而作出某方面的犧牲。

5
• 影響有關工作和健康方

面的事情

• 精神容易緊張，身體
亦會對於外在環境變得
敏感，因此而影響了健
康。身體的復元能力關
乎我們的信念和態度，
所以必須保持正面的思
想。工作方面，我們可
能需要犧牲更多時間去
工作，或被迫做一份不
能滿足自己的工作。學
習當我們嘗試改變事
情，問題自然會懂得解
決，或者做些有關慈
善、服務等工作，能夠
幫助你渡過這段時間。

6

• 有關一對一的關係方面
會產生變化，不穩定的
感覺，對於關係不確
定，總是對身邊的伴侶
很多的不滿，或感到對
方不負責任。有可能或
會發展一段高層次的關
係，明白到沒有人能控
制另一半的。

• 在尋找另一半的時候會
有過高的期望，最後當
發現真實的一面會感到
非常失望。這段時期，
經常會發生有關受害者
與拯救者的關係，有時
流年海王星七宮有可能

是讓我們學習放開一
段關係，而與對方分
離。

7
• 流年海王星八宮會將我們

有關性、死亡、親密關係
和分享方面的界線模糊
了，有關債務供貸的問題
有可能發生。屬於你的或
是屬於我的兩方面的界限

模糊了。沒有了“我”而
變成了“我們”的意味。
八宮亦有關死亡，這時可
能會接觸到有關死亡的事
情。有些人可能會選擇逃
避面對死亡的現實，有些
可能因此而更深入了解有
關死亡。我們或會對於心
理學或神秘事物產生興
趣。

8

“lose 
boundaries”



• 這是有關哲學、高等教
育的宮位。我們會相信
有關宗教，信念方面的
事情。但有時會因此參
與了某些不正軌的團
體。因為對於信念的過
高期望而受傷害。流年
海王星九宮時，我們的
性格會變得溫和，有更
多的同情心，這是一個
好時期去深入學習治
療、靜修、哲學、宗教
等事情。不過，另一方
面海王星會令我們對於

生命的未來失去方
向，而不自知該向哪方
面學習才對。

9
• 不知道將要怎麼做的感

覺，不知道繼續保持
舊有的道路上，還是
重新開始另一條新道
路，想要有怎樣的成
就，可能會對於現時的
事業不滿足，想跟隨自
己夢想而放棄原本穩定
的事業。不過有時可能
會有太多幻想而不實
際。事業上別人會期望
你做他們想要的你，而
不是真正的你。

10

• 對於世界的看法改變，
覺得現有的想法太過狹
窄，你會與一些和你有
共同理念的人一起，吸
引更有靈性的朋友。不
過有時候你會發現他們
並不是你所期望的，對
於朋友或友情會感到難
以捉摸和不確定。我們
很難找到一些令我們感
到安心或合適的朋友和
團體。有時還會出現被
朋友背叛或遺棄的經
驗，或許這是海王星讓
我們學懂放手，終止不

適合我們的關係，學習
寬恕和接受他人。

11
• 十二宮是海王星的家，

當流年海王星進入十二
宮是最佳的位置。你會
覺得相當愉快，充滿著
夢想，對於未知的事情
充滿期望。流年海王星
十二宮激起我們內心深
層的感覺，情緒泛濫得
不能自己控制，有些人
或會感到恐懼，最好的
方法是接受這種感覺，
嘗試接觸有關心理治
療、靈性或自我開發的
事情。要相信自己的直
覺，聽聽真正內心的感

受。這個流年有一種潔
淨心靈的作用，讓我
們感受愛、和、平、
寬恕而得到新生命去迎
接流年海王星經過上昇
的考驗。

12

“lose direction”



分享

海王海王海王星 by Ida

現在正處於流年海王星四分相本命月亮及對相太陽。 感覺良好, 除了
非常懶洋洋及記性差了, 身體的小毛病也多了。
先說說健康, 不是傷風便是咳, 不是咳便是頭痛, 常常吃藥, 也有懷疑
自己不吃藥心裡不安樂。 最大問題是懶洋洋的我到外出散步的動力
也沒有了, 上班的動力也沒有, 又怎會去做運動? 唯有吃多一點補充營
養。
我知道這段期間不易作一些重要決定, 我只好往內看看, 去認識自己, 
這的確是一個時機。 作靜心的時候, 也會特別易投入。 所以, 曾這個
海王流年, 我暫不往外在環境了解及看了, 靜靜的休息一下, 偷懶的好
時光。
記性一直都不是好, 以往都會用記事簿部記下該做的事, 現在身邊沒有
人要求我記東西, 腦袋便沒有什麼用了。 現在的記憶, 可能比一個六
十歲的婆婆好一點點, 因為一切只需為自己負責, 所以不記得也容許不
記得, 常常與朋友分享我的老人痴呆症的笑話。
對我來說, 這一切都是輕鬆的, 暫沒有什麼壓力, 可能是一條水中的魚, 
有問題都不知道, 或往理想的一方去想了。 不管那麼多, 一年後再看
看, 或許那刻我不工作會發神經呢!

Life is full of Dreams



by Rita

流年海王星入4宮
在童年時的成長環境雖然是安定，可是家人仍然要為住屋的問題而
苦惱。
在流年海王星在4宮的當年，家庭環境雖算是安定，可是跟充裕的標
準仍有距離，居住的地方是租來，家人時常有一種擔憂，就是很怕
會有居無定所的一天。
那時租住的地方是家人花了很多時間細心挑選，是家人心目中理想
的房子，業主亦很好人，多年以來都沒有怎樣加租，雖然如此，家
人仍然為了擁有一個理想安樂窩而煩惱，希望買到一間媲美當時租
住的房子，而且是可以在經濟上負擔得起的房子。
曾經找到很多地方，因價錢的問題談不攏，亦有申請多次居屋，每
次抽籤都落空， 直到某一次的機緣，已經移民海外的業主，回港處
理有關物業買賣事宜，家人藉此機會向業主提出購買居住中的單
位，沒想到業主一口答應，家人感到很高興，能夠用負擔得起的價
錢，購買到相宜而又環境理想的房子。從此，都不用再為住屋的問
題煩惱了，可算是生活上無後顧之憂了。

流年海王星入5宮
流年海王星入5宮，一定想到跟愛情有關，在這個流年中，容易遇上
不會有結果的感情事。
這是舊公司同事的故事，我跟這個同事可以算是談得來，而且有交
流，他本身已經有女友，更有計劃準備結婚，可是他籌備結婚期
間，他參加了一個改造生命的團體，就是因為參加這個團體，令他
當時的生活起了變化，他跟女友見面的時間減少，兩人的交流更加
少，後來因為籌備結婚的事鬧翻，最後更分手收場。
同事當然傷心了一段日子，後來，我在某個場合之下介紹一女性好
友給同事認識，女性朋友因為剛剛失戀，彼此有著差不多的經歷，
大家因為同是天涯淪落人，不久二人成為情侶，大家更認為對方是
理想伴侶，開始有組織家庭的打算，過了一般時間後，大家開始發
覺性格上互有矛盾，原本以為是優點的性格，不再是優點了，時常
為一些芝麻綠豆般的小事吵架，最後，大家都是忍受不了對方性格
上的缺點而分手。
總括來說，兩人在未認真地認識了解清楚對方的性格，靠著一種同
病相可憐的想法走在一起，最終，只會換來分手收場，然而，這對
男女分手後仍然可以做朋友，女性朋友更謂從這場戀愛上學懂怎樣
去愛人。



海王星三宮 by Lilian

海王星代表了藝術和靈性的追求，付出與犧牲，到底它是讓我們有
廣闊無界線的想像力還是讓我們迷失在幻想世界中，就視乎個人的
性格和發揮。
流年海王星過宮位，大約停留在該宮位14年的時間吧！這段時間，
我們在該宮位所掌管的事情上，便有著海王星的特質，例如理想
化，無規限但有點不切實際的想法等。當然，影響力的大少，除視
乎本身的性格外，也和我們的年齡有關，例如十五歲經過10宮和三
十經過10宮，差別便很明顯了。
記得就在我讀中小學的時候，海王星便經過我的第三宮(有關初期學
習，溝通思考，兄弟姐妹等)，由於我的年齡正處於發展第三宮的階
段，影響可以說是很大。當時我不喜歡和太多的人溝通和連結，總
是沉迷在自己喜歡的事上，例如小說的世界。那時候最喜歡在上堂
課本下夾著一本小說在看，一本書已可以帶給我無限的想像空間，
讓我在現實的課堂上無邊際的幻想……當然，這代價便是成績越來
越差了……奇怪的是，當海王星慢慢離去，我上堂便專心了不少，
占星的確是很奇妙呢！(如果那時候我知道占星，便可以試著運用它
正面的影響，也許可以寫出一個小說劇本呢！)

流年海王星入6宮
流年海王星入6宮! 大件事!
對於做事認真、事事講求有秩序的處女上昇的人來講，簡直是有種災
難來臨的感覺。
海王星的混亂、迷失、模糊不清、不切實際、對現實的無感的力量，
當時令到我很緊張，很擔心在這段海王星流年時期，個人會不會很迷
失，很混亂呢? 
現在的海王星進駐我的第6宮，當它剛進入第6宮的時候，起初不見得
有什麼當初想像的事發生，後來，公司來了一位新同事，這位新同事
帶來海王星的特質，讓我在工作上吃了不少苦頭，亦令人抓狂，加重
不少工作量。
新同事自覺自己的學歷不錯，自我感覺良好，有時對其他人的忠告沒
有放上心，在工作方面錯漏百出，已經告知有問題要改正，他沒有認
真更正，有時甚至越改越錯，不改正比改正更好，最後唯有由我自己
做更正的功夫! 有時，他跟客戶的溝通混亂，及模糊不清的態度，令
客戶火光及不滿要向大老闆投訴，他雖然多次被人投訴，可是對他來
講是沒有影響，依然故我地做回自己，大老闆也拿他沒法，只得對他
採取放棄態度，令他知難而退自動離職。
後來，當他決定離職，大家都覺得鬆了一口氣，再不需要忍受他的迷
糊、混亂的工作態度了。



海王星 by mandy

流年海王在1992年進入我的第一宮，原來我從要開始應付數個重要
的公開考試的時期，就是這樣混混沌沌的經過了。現在回想起來，我
也不知道自己是怎樣撐得過去的，胡胡混混又每次都給我順利過關，
相信這可能是海王星給我的傻福氣！（我也常常跟海王上升的朋友
說，傻人有傻福！）
海王在我的第一宮停留了16年，在這段期間我在人生中都需要為自己
作很多重大的決定，例如選校、選科、選老公、結婚生仔．．．受海
王星的影響，在做決定之前，我真的沒有百分百肯定之下便去做了，
雖然之後要承受因為沒有好好準備的後果，可能還是在濛查查的狀
態，回想起來，感覺不是太糟。也在這段期間，讓我接觸到身心靈的
東西，從另一個角度去體驗自己的生命。

2008年這一整年，海王星在我的第一宮各第二宮之間游走。最明顯
的是，我不應加入投機活動，雖不至於損手爛腳，卻未嘗過過癮的感
覺，海王現正影響著我的金錢，更加提醒我不要亂來．．．。之前的
我很愛名牌，現在不是不愛，（始終是天秤嘛，嘻嘻！）不過看這價
值觀已經跟以前的不同了。以前覺得揹起名牌包包人也會自信起來，
其實內心的富足和富有才是對自己最好最滿足的。有趣地，當海王星
正式進入我的第二宮時，我突然很想學畫畫、音樂、舞蹈等東東，也
看多了心靈書籍，這都是海王帶給我的靈感吧！
在太多枷鎖的社會生活中，海王星讓我濛查查一點，真是蠻享受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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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理占星學全書 Lilian

今次要介紹一本新的占星書，就是剛於上年年
尾推出，Claire和魯道夫合著的心理占星學全
書。
這是一本很完整而實用的占星書，雖然說是心
理占星學的書，但讀者不會看到一串串難明的
術語，因為作者以輕鬆的筆觸，更貼近日常生
活的描述，使讀者更易連結自己的處境，產生
共鳴。
如果你是初接觸占星者，看這本書的方法很簡
單，只要依據書中的教授，在網路上找出自己
的星盤，再從書中找出相關的解釋。你會發
現，你的大部份個性特質都在書中的文章呈現
出來，還有，不可忽略那些實用的生活建議
呢！
已有占星基礎的朋友，別只當它是一本cook 
book來翻閱，不妨細心看看它對星座、宮位和
行星的介紹！由於這是學占星的第一步，我們
常認為自己已經懂得這個，但這是易學難精的
一步，如果我們不懂整合和應用，就証明還需
要一點時間消化了。這本書對星座、宮位和行
星的介紹像翻開了表面的一層，帶領大家從神
話、原型中尋找星座、行星的核心意義，既有
趣又易記，說不定大家能從中得到深刻的領會
呢！(也可儲儲自己的生字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