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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ury水星
planet of communication(思想)

專題文章

水星環繞太陽的軌跡最短，所以是運行
速度最快的一個行星，88天週期，7天
一個星座。而由於水星是最近太陽的行
星，運行的軌跡和太陽相距是不會超過
28度的，所以水星一定會座落於太陽前
後或同一星座。

(+)：理性思考, 反應靈敏, 擅長溝
通學習, 好分析, 聰明, 多才多藝

(−)：詭辯, 緊張, 善變, 神經質, 奸
詐, 膚淺, 多言



水星的守護神是漢米斯
(Hermes)，他是宙斯和泰坦巨
人阿特拉斯的女兒所生的兒
子。他相當聰明，於是宙斯派
他做訊息助理使者，成為宙斯
的信使，為他傳送消息，並完
成宙斯給他的各種任務。
Hermes行動敏捷，精力充沛，
可以到處去。他的衣服、鞋、
頭盔、手杖都有一對翅膀，飛
行移動的速度很快，同時掌管
商業和交通。Hermes是眾神中
最狡猾的，事實上他是一個神
偷。他出生的第一天就偷走了
阿波羅的牛，最後他做了七弦
琴向阿波羅賠罪，才獲得原
諒。當阿波羅原諒他時，他才
一併交出阿波羅的弓箭，阿波
羅竟然一點也沒有發現弓箭曾
被偷走了。

水星是雙子座和處女座的守護星。水星帶給雙子靈活、機
靈，和稍微狡猾的特性，並將細密的思維留給處女。水星跟
一個人的思考模式、溝通、學習能力、心智和語言表達能力
有關。水星是一顆有關訊息傳遞的星，水星在哪個星座，暗
示著這個人會以甚麼方式溝通、學習和表達自己。水星落在
任何星座都會影響當事人表達思想的方法，如水星白羊，反
應最快、罵人最棒，但容易講錯說話。水星金牛的人，通常
聲音也特別好聽，但學習卻不算快。而水星所在宮位則可以
顯示這個人對於哪些消息掌握得特別靈通，最有興趣把心思
專注在哪一個人生領域和適合何種工作。如水星座落二宮的
人，會有很多賺錢的念頭、三宮的，語言天份則較高。由於
水星是有關於溝通，所以最接近水星的行星，會是水星的媒
介，影響著我們如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舉例如水星與火星
合相的人，容易會衝口而出得罪別人，水星與海王星合相的
則易有想講而又講不出口的感覺。總括而言, 水星的正面特質
是理性思考、反應快、懂分析、善溝通, 而缺點則是過份緊
張、善變和膚淺。水星能量過強時,會較容易精神緊張，影響
神經系統。



水星白羊座

白羊座令溝通及思考的速度變得很快，也許是12星座中最
快給予反應的人。但是，為什麼他們的思想如此敏捷，反
應如此快呢？因為，他們的意見可能是未經大腦處理過
的。他們只是以他們的直覺及經驗，對有關的議題，以
「第一名」的姿態，搶先在各人之前表達出來吧﹗此外，
他們也是比較自我中心的一群，思考方式多是以「我」為
首要考慮因素。

水星金牛座

金牛的溝通及思考的速度很慢。他們會仔細了解事情才會
表達自己的意見，也會注意自己的意見是否符合優雅、可
行、實際，並會顧及多方面的利益。當然，可以以最舒適
的方法解決問題也是他們重要的考慮﹗要了解他們慢慢的
思考速度，當中可能會給大家一些非常棒的意見，並且能
令大家舒舒服服，開開心心的。有人會說他們懶散，其實
他們是懂得享受人生罷﹗

水星雙子座

水星雙子在思考上是理智、頭腦靈活、聰明，對很多事物
充滿好奇，喜歡收集資訊，他們會吸收、學習不同的知
識，若論到敏捷的頭腦，雙子水星位居前列。水星雙子能
夠於同一時間，處理四方八面來的訊息，更會將收集到的
訊息，透過說話來發佈給他人，或者同一時間處理很多事
情，而且是應付自如。雖然水星雙子好奇心強，不過，當
滿足他們好奇過後，若果再沒有其他吸引的元素，他們會
迅速離開，這就是為什麼給人感覺水星雙子沒有耐性的原
因。

水星位於12星座



水星巨蟹座

水星巨蟹的人會以情感作主導，感性、情緒化、想像力豐
富、著重個人內心感受，或者多思考跟家庭、照顧等有關
的事情，說話的方式都是以感性表達為主，他們的思考模
式是迂迴曲折，說話方式是旁敲側擊，總是喜歡兜一個圈
來表達，有話直說不是巨蟹人的表達方式，只因他們思想
中自我保護的色彩很濃厚，如果直接把話說出，恐怕感情
上會覺得受到傷害。他們是很好的聆聽者，因為有豐富的
同情心及專注力，能耐心聽他人的傾訴。

水星獅子座

水星落於代表君王的獅子座，過強的自尊心及難以承認自
己的無知，令這類人不容易謙虛地學習，造成他們學習上
的最大障礙，因為學習必須從根基底層開始。擅於表演的
獅子座，只要有觀眾就是他們演說的舞台，他們表達意見
時信心十足、手舞足蹈、加油添醋，就算是不熟悉的議題
也會表現得無所不知，擅於虛張聲勢，因為被視為笨蛋是
件很沒面子的事。此外，此類人雖然相當主觀，但忠誠的
他們很少在朋友背後說閒話。

水星處女座

水星落於處女座的人思維清晰敏捷、擅於分析與質疑，但
也會盡力保持客觀。蒐集資訊並有系統地分類及歸納，再
讓資訊變得實用、有用是他們的強項。擅於處理細節的他
們有能力鉅細無遺地將資訊重覆地分析，並加以學習，因
此，這是一個利於專業訓練的水星位置。他們也會喜歡探
討及思考與工作有關的議題，對於健康的議題也會相當感
興趣，甚至會渴望談論探討及撰寫有關方面的文章。



水星天秤座

他們能夠理解到對方的想法和處境，亦能對他人產生同情
心。他們能以優雅、平和、友善的方式去表達意見及想
法，令人聽起來很舒服。他們的說話技巧很高，能把負面
的東西，改頭換面的修飾後讓對方聽得明白之餘，並更易
接受。他們很能看到事情的利與弊，好與壞，進與退，所
以有利於諮詢，外交和公關的工作。他們雖能理解他人想
法，但對自己的想法不十分確定，會有猶疑不決﹐下不了
決定的情況發生。

水星天蠍座

他們有簡潔和機智的表達能力，能一針見血的把事情的要
點講出來，他們對人的心理，背後動機很感興趣，適合作
研究、偵探的工作。他們對人的心理，性，死亡，醫藥，
玄學及神秘學都會感到有趣，想去研究一番。他們會比較
沉默寡言，不易透露內在的想法。但也會有人一開口便十
分熱情，全神貫注。他們心智有很強的專注力和集中力。
他們當專注在某東西上，他們的強勁理解和專注力足以令
他們明白很多深層難明的東西。

水星人馬座

水星人馬座的人重視自己的獨立思考，善於以宏觀的角度
看事情，對事情抱持開放的態度，不受一般想法所束縛，
喜歡探索事情背後的意義和目的。他們想像力豐富，喜歡
和人分享知識和自己的理念。水星人馬座對於哲學、宗
教、旅遊奇聞等題目特別有興趣，更是說故事的高手呢！
不過，人馬座有時說話顯得太直接和衝動，不懂修飾，而
且略為誇張，容易口快快得失別人也不自知呢！



水星山羊座

水星在山羊座的人思路清晰、嚴謹、有系統、帶點保守，
他們會約束自己的想法，說話都經過深思熟慮，知所進
退。他們很有組織能力，善於分配資源，這對作為管理工
作的山羊座來說是相當有利的。他們有很強的集中能力，
能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任務，適合作一些仔細而嚴謹的工
作。山羊座渴望受尊重，因此很怕自己說錯話，和人溝通
時顯得沉默和冷淡一點。年長後的山羊座則會透過不斷學
習，增加經驗，使他們容易成為某一方面的權威。

水星水瓶座

水星在水瓶的朋友有獨特而前衛，反傳統而沒有固定的思
考模式，他們很喜歡客觀思考和分析，有時懶向別人解釋
他們的見解，因為他不在乎別人的想法，有時會過份反傳
統而到了為反駁而反駁的境界．他們有較強的抽離感，永
遠覺得自己是與別不同，例如會說”你們這些人類，永遠
都．．”這一類說話，但他忘記了他也是人類的一份子啊!

水星雙魚座

水星在雙魚座的朋友在藝術上有很大的感受力，他們愛浪
漫和富同情心，但有時到了濫情的地步，欠缺理性分析。
大多數水星在雙魚的人，都未能清楚有條理地表達較實際
的東西，有時令周圍的朋友摸不著頭腦，但他們也很有犧
牲的精神，一相情願地為別人放棄某些東西．或甘心讓自
己演受害者的角式。



水星一宮：有很強的分析
力，擅於思考，透過自我表
現，發揮水星力量。
適合成為偉大的演說家與思
想家，寫作家，科學家等思
考性的工作。

水星位於12宮位的理想職業

水星二宮: 懂得思考不同的
方法賺取金錢。
適合從事頻繁的金錢活動，
例如金融，或者需要靠口才
來賺錢的工作。秘書、運輸
行業,採購或銷售。

水星三宮: 擅於與人交往,有
很強的邏輯力
適合從事需要與人溝通傳遞
訊息的工作， 例如媒體行
業或編輯工作等，或者與兄
弟姐妹、朋友合作的生意。

水星四宮：一般較注重對住
屋的要求，以及對家的安全
感。
適合從事與房屋有關的工
作，例如家居佈置、地產經
紀等。



水星五宮：喜歡藉由工作以
表現他們的創造力， 讓他
們在工作中展現藝術細胞
適合從事娛樂事業或任何與
藝術或小孩有關的工作，
例如演員、藝術家等。

水星位於12宮位的理想職業

水星六宮：天生對有關健康
的課題特別敏感，而且有很
好的分析力。
適合從事有關服務性行業，
醫護人員如醫生、營養治療
師或需要細節分析細節的工
作。

水星七宮：溝通思考上有依
賴性。注重心智上的交流與
溝通。
適合法律仲裁或婚姻介紹業
的工作。

水星八宮： 會被神祕學所吸
引，而對於死亡的問題特別
注意。對於他人的私隱十分
好奇。
適合擔任稅務、玄學、偵
探、調查員或有關心理的工
作。



水星九宮：傾向於追求更高
層次的教育和知識，喜歡接
觸外國的文化。
適合需要深入的研究、或與
教學有關的工作。

水星位於12宮位的理想職業

水星十宮：渴望通過學問、
知識得到賞識和地位，喜歡
思考能夠獲得事業成就的方
法。
適合從商或和政治有關的工
作。

水星十一宮：有活潑 的社
交生活，尤其擅於與團體溝
通，喜與人分享意見。
適宜從事探索有關科學、天
文學、以及時事評論員等工
作。

水星十二宮：深受神祕主
義的吸引。直覺相當強，
想像力豐富。
適合做可獨自完成而又要
保密的工作，如催眠師、
心理治療師等，或者能夠
發揮想像力的工作, 如戲
劇作家。



好書推介

男孩vs 女孩 : 5種愛之語 Lilian
(作者：蓋瑞‧巧門, 譯者：柯美玲) 

愛是人與人之間的連結，我們所愛的，不
止情人，還有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
事，很多人以為愛只是一種感覺，但這本
書提醒我們，愛是經過學習的反應和情感
(Leo Buscaglia, Love (New York:Fawcett 
Crest, 1972) 55-56)，所以，愛還需學習，
也要意志和行動。
究竟怎樣的行動才能表達愛意呢？這本書
有實際的方法教導給我們，書中提到五種
愛之語，，通常有一種會是我們感受最強
烈的，如別人這樣對待我們，我們便會有
被愛的感覺，因此，找到情人、親人、朋
友所需要的愛語，適當的表達，便能增進
大家感情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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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種愛之語包括：
肯定的言詞：多跟對方說鼓勵、讚美和仁慈的話
送贈禮物：不一定要貴重，但不時的小禮物會讓他感覺得到你的
重視
服務的行動：幫助對方處理事情，為他服務
精心的時刻：包括對話、聆聽和活動，創造共同的回憶
身體的接觸：握手，輕拍肩膊或擁抱，以對方接受的接觸方法去
傳遞關心
(大家不妨猜猜什麼星座特別喜歡什麼的愛之語！)

想提升關係，便要學習用對方的愛之語去表達你的愛意，書中會
教導我們透過觀察去發現自己和別人的愛之語。我們學習占星
的，也可以透過星盤的太陽、月亮和金星，五宮主星等，猜想一
下自己和別人的愛之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