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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北交點 - North node & South node
Moon Node月交點
月亮軌道與黃道相交的兩個點，
我們稱之為月交點，在北邊交接
的，我們稱為北交點，又叫龍頭；
在南邊交會的，稱為南交點，又
叫龍尾。
在古代中國或印度等地，都充滿
著這兩個交會點的記載，因為當
新月(即日月合相)，同時和南⁄北
交點接近就會產生日蝕；而滿月
(即日月對相)同時和南⁄北交點接
近就是月蝕。
傳統上月交點常被應用在業力占星學，或一些前世今年的課程上，
因為傳統的占星師認為，北交點與我們的幸運與福報有關；而南
交點則是前世與業障。
近代的心理占星學為南北交點加入另一層面的解讀、占星學者都
有其獨到的見解，綜合不同的觀點，得到的簡單總結就是：從心
理占星的觀點來說，南北交點象徵我們的人生旅程中的精神、心
靈、潛在能量，經整合後，我們的人生旅程將得到更大的成長。

以下是南北交點的一些資料
週期：南北交點的週期大約是18.9年，與一般行星相反方向。製
作星圖時，我們可以選True Node(月交點的實際位置)，或Mean
Node (月交點平均值，古代要計算實際位置並不容易呢)，兩種月
交點的位置也有占星師採用。
學習方法：解讀北交點和南交點，最貼身、最簡單的，就是從南
北交點在星盤中的宮位和星座入手。當南交點在一宮時，北交點
必定在七宮，如此類推。先了解它所在的宮位，再去了解南北交
點的星座(白羊座和一宮的主題相若、金牛座和二宮相若、如此類
推)，再進階一點、可以研究南北交點和我們行星形成的相位，形
成困難相位的行星可能是成長中要面對的挑戰、而形成柔和相位
的行星則是幫助。

Understand your current spiritual goals
南交點的宮位和星座：
這是我們熟悉和習慣的領域和特
質，無論是正負面、我們都累積
了不少經驗，南交點的位置讓我
們感到舒適卻無法成長。(前世
或30~36歲之前的習性)

北交點宮位和星座：
我們選擇的人生任務、生命課題、
成長的方向、要完成的使命，這
同時是我們的天賦潛能、有待發
展的特質

南北交點的應用
人生是不斷的經驗、學習、成長、前進、再經驗、再學習、再成長、
又再前進......南北交點就是這樣的一條軸線，引領著我們走向自己
精神成長的領域。
南交點的宮位和星座是我們前世(或指30-36歲之前)所累積下來的經
驗，那是一個相當舒服的位置，因為我們已習慣了。但是，若我們
任由自己無意識地停留在南交點、對我們整個人生的成長沒有幫助。
北交點則是一個我們想去探索的領域(北交點宮位)或需要學習的特
質(北交點星座)，若我們不走在北交點的旅途上，我們也許會感到
迷惘“我這一生的目的是什麼？＂“我接下來應該要做什麼？＂就
是內心這份好奇和探索精神，我們衝破困難和障礙，跳出安全區域、
走在北交點的旅途上、找回喜悅和踏實的感覺。

但南交點的宮位和星座並不是沒有用途、在學習北交點的過程中，
我們總會遇到挫折和失敗，這時我們可以回到南交點的環境暫時休
息。同時，我們可以透過南交點的宮位和星座，找出我們已擁有什
麼工具和特點，剔除南交點的負向習性、利用其正面的能量、向北
交點前進、整合兩者的能量。
舉一個例子：南交點在四宮或巨蟹座 / 北交點在十宮或山羊座
南交點在四宮或巨蟹座的人可能一直擁有家人的照顧和保護、他們
可能較依賴和被動、不過同時也擁有照顧他人的能力。他們會被溫
暖安全的家庭生活吸引。
然而、他們的人生也會擁有不少機會、發展自己的志業、找尋自己
在事業中的位置，縱然這未必一帆風順，但過程中也感受到自己內
心的喜悅和渴望。
這是內在安全、私人空間的需要和外在志業、身份成就的追求之間
的軸線。南北交點在這兩個位置的人，會同時被以上兩個方向吸引。
他們需要學習把依賴變成照顧他人、以溫暖平和的情緒能量活用在
人生志業上、取得事業和家庭兩者間之平衡。

南北交點在十二宮位

南交點在第1宮，由於過去曾經驗個人的觀點被分歧，導致傾
向主導或不願與他人合作, 私下相信自己是正確的，或所爭取
是最好的。
北交點在第7宮，當個人的意見跟別人不一樣時，要學習發展
能力去接受他人。 親密關係及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是一個機會
去學習與人相處及聆聽別人，尋找共同協議，或再評估個人的
特質。

南交點在第2宮，過去只看重個人價值來幫助別人，沒有考慮
別人的需求及價值觀，需要要經歷內在的轉化，才能了解物
質上的擁有並不會帶來真正的滿足。
北交點在第8宮，從物質轉為看重精神，從掌握權力轉為分享
權力，不只分享自己所累積的資源，還可以支持他人及幫助
他人建立夢想。而深層次的親密關係，與別人緊密的情緒連
結，以及性都可以讓你更深切的明白生命及死亡。

南交點在第3宮，過去嘗試操控別人來接受自己的觀點，思考
傾向狹窄化，喜歡從書本中或邏輯思維中尋找答案，這可能跟
早期教育有關。
北交點在第9宮，發展信念及能力去作清晰決定，學習跳脫邏
輯性，要信任自己的直覺，找出屬於自己的真理並表達出來。
學習不受其他想法或觀點動搖，不受細節或好奇心分散個人決
定。

南交點在第4宮，過往依賴他人的照顧和認同，很容易受自己的
情緒影響家庭關係，認為保護及＂照顧＂家人才會得到安全感。
北交點在第10宮，學習投入這個世界的職場生涯，設定目標並
致力完成，為自己的生活負起責任。透過工作將心力放在自給
自足與自我發展上, 學習控制並管理個人情緒而不是別人。

南北交點在十二宮位

南交點在第5宮，對於其他人做的事一點都不感興趣，總是用
自己創意的方式來表達, 期望所有事情都要以他們為主導。
北交點在第11宮，需要把博愛、仁慈看得比自身的慾望重要，
利用累積了的創作才能、領導技巧、堅強意志這些特質去促進
眾人奮鬥的目標或大眾的福利。學習與他人合作，以展現夢想
或群體的理想，貢獻天賦。

南交點在第6宮， 日常生活當中傾向理智，凡事都要有次序及
以正確的方法處理，注重細節，但很容感到易焦慮及事事擔心，
認為每件事都必需要表現完美才能夠達到預期結果。
北交點在第12宮，發展心靈意識和理解能力，追求心靈的真理，
將心靈的層面帶入日常生活之中。 學習慈悲及靈活性, 經驗生
命及克服困難來發展自我。

南交點在第7宮，以往習慣了聆聽他人的聲音，以他人的意見為
先，習慣了他人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究竟這個聲音、這個意見
是否真是自己的呢?
北交點在1宮，需要學習做真正的自己，學習獨立自主，學習聆
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學習什麼是自我，學習為自己做決定，學
習作為領導的技巧。

南交點在第8宮，以住習慣了聆聽他人的意見，容易受到他人的
價值觀影響，以他人的意見為依歸，究竟這些意見對自己，是
否真的是沒有問題嗎?是否真是對自己有用嗎?
北交點在2宮，需要學習建立自己的價值觀，學習建立發展屬於
自己的資源，而不是依靠由他人提供資源，亦要學習自給自足，
建立信賴自我的能力，信賴自己的身體能做得到一些事。

南北交點在十二宮位

南交點在第9宮，以住習慣沉迷成長、信念的追求，以及對知
識的執迷，在思想上著重邏輯分析、深入思考研究，可是不懂
得如何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北交點在第3宮，要走出[象牙塔]式的學者的高深層次，要學懂
如何將所學所知的，化深為淺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將專業或者
抽象化的文字，轉化為顯淺易明的語言讓人明白。

南交點在第10宮，擅長在職場運籌為握，能解決工作上大大小
小的問題，利用成就事業來肯定自己的存在，認為負擔起工作
就代表擔起世界擔起人生使命。
北交點在第4宮，人生事業不只局限在工作上，亦要學習建立個
人生活領域，建立內心的家，了解人生不只獨是工作及成就事
業，建立家庭都是一件重要的事，家可以帶給人一個身、心可
以依靠的歸屬之地。

南交點在第11宮，過去習慣關注世界大事、人道博愛、團體大
眾的事，著眼於未來人類福祉，相信理性、客觀、科學能夠能
帶給人類幸福。
北交點在第5宮，學習個人自我發展也很重要，發展自我獨特的
一面，培養個人的興趣，展現個人的創造力，對生命來講亦是
很重要。

南交點在第12宮，沉溺於造夢、冥想、靜修、靈性的追求，迷
失於幻想的國度，有一顆敏感慈悲憐憫之心，會為拯救他人作
出犧牲的舉動。
北交點在第6宮，要學習活在現實當中，發展有條理、著重細節、
實際的技巧與技能，擔當起俗世的事務，踏實地服務他人，明
白關心身體健康與心靈的健康同樣重要。

南北交點經驗分享
by Maxine
The biggest challenge I face concerning my nodes is the fact
that my Sun conjunct my South node and Saturn conjunct my
North Node, so in essence, my nodal lesson is what I need to
develop into (Sun) is also what I need to move away from
(South node), and my innate insecurities (Saturn) are
hindering me from exploring my destiny (north node).
As I become more acquainted with my nodal axis, I realize
that I need to move beyond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my South
Node in Pisces (e.g. procrastination, escapism) and to work
on the positive aspect of my Sun in Pisces (e.g. creativity,
imagination, spiritualit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xis, I need
to move beyond the negative aspect of Saturn in Virgo and
use its positive aspects (e.g. determination and endurance) to
manifest my North Node in Virgo, which is to serve the world
in a practical way.
What is your nodal lesson?

by MayMay
南交點在二宮的我從小就習慣獨自用自己雙手、用自己的方式來
做好所有工作， 因此我從來都不懂得接受別人的幫助，更不懂
與其他人合作。 而另一方面，北交點在八宮，最難做到的就是”
改變”以及”放棄”現在擁有的，尢其在工作方面。停留在現在的工
作環境已經超過十年了，一天又一天重複而又沒有進步的工作狀
況，慢慢地讓我開始失去動力，提不起勁來。再加上我從不會要
求別人幫忙，喜歡把所有工作都扛上身的壞習慣，令自己感覺更
加疲累，每天都感覺被壓制著，可惜當要下定決心放棄長時間以
來累積了的一切，包括地位和安全感，我就會感到非常恐懼和憂
慮。
我相信”改變和分享”對於我來說是今生非常重要的人生課題。不
知道現在是時候擺脫舊有的狀況，展開人生另一個階段嗎?

好書分享

Cosmic Love by Jan Spiller
Written by the author of ‘Astrology for the Soul’,
‘Cosmic Love’ is yet another one of Jan Spiller’s
outstanding work on the nodal axis. This
insightful book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In Part I, the nodal axis is analysed through the
signs and houses with a focus on relationships.
Spiller evaluates on how each sign interact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and how intimacy could be
unintentionally blocked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 Part II, the nodal axis is discussed in terms of
synastry by house, where Spiller investigates the
gifts your significant other is bringing you when
their North Node falls in your x house and vice
versa.
In Part III, the nodal axis is also discussed in
terms of synastry but this time, by aspects.
There is also a section on composite charts.
I particularly enjoyed reading about the idea of
past life connections in relation to nodes, but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not believers of
reincarnation, I still highly recommend this book
to you because of its high standard of
astrological contents, especially on syna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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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