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罗与风景 
乾脆弄個系列出來…^^…這次介紹在牌面中每一種自然景觀的象徵意義喔！  
 
古代的塔羅牌在會至上其並沒有很注意塔羅牌的『背景環境』，但是晚期的塔羅牌開始

將環境納入繪製中需要考量的一個要素。製作者開始將背景與人物開始連結，使狀況變得更

加鮮明容易理解，有時也會利用背景與人物間的一些關聯來隱喻某些事情。例如『Greenwood 
tarot』、『Wheel of Change tarot』、『羅賓˙伍德塔羅牌』或是『亞瑟王塔羅牌』等等的塔羅牌。

如果大家遇到這種類型的塔羅牌，不妨來看看這篇文章，或許會有幫助喔^ ^  
 
這裡將列舉幾個比較富代表性的自然景觀介紹大家…(真的要全部寫，信不信殿主哭給

你看！)  
 

天空  
 
我們比較不能再天空與顏色間找到十分明確的象徵，不過大體上黃色的天空通常比較有

益，或是和太陽有關，而深藍色通常表示和夜晚以及月亮的能量有關。  
天氣的狀況通常會象徵出某一些『狀況』。像是寶劍五或是寶劍騎士的暴風雨象徵一種

破壞性的事情要發生，而寶劍十或寶劍三的的陰天象徵身體或精神上的痛苦。  
鬆軟的雲通常出現在 A 中，代表神秘的或是美好的開始。同時他也出現在聖杯四、聖

杯七以及世界的牌面上。  
 

水  
 
許多張牌都有把水绘制進去，而水在牌中的意思往往相當重要。水一般代表潜意识的心

理或者是感情上的狀況。如果水是平靜的，感情也是处于沉靜的狀態；如果水是流动或是波

涛汹涌的，感情上的狀況往往就會比較痛苦、有時甚至只是表面平靜而已。例如聖杯二以及

寶劍二在某些牌面上是用沉靜的水面，某些是用流動的水面代表，這樣在閱讀這二張牌時就

需要靠你在現場時的感覺以及與其他牌面的互動來解釋囉。  
另外讓我們來看一下寶劍六吧^ ^  
在某些不同的塔羅牌中，通過的水域比未通過的水域更為波動，這可以象徵一種『自動

盪的過去朝向平靜未來』的一種過程。（這樣舉例不知是否比較容易理解？）另外在這張牌

要注意的是當身體經過了水路，代表通過感情上的一個歷練，提升了心灵。  
另外，流動的水通常與『過去的記憶』有關，經歷過過去之後將會迎向未來！  

山.悬崖  
 
通常代表挑戰或是障碍，我們通常可以在皇帝這張牌中看到陡峭的山崖，象徵他克服了

這些障礙，才會獲得權力。愚者位在山崖中比較平緩的地方，但是前面仍然有挑戰等著他。

隱者克服了險峻的山崖而抵達覆蓋著白雪的山頂。  
 
懸崖象徵危險，愚者牌中的懸崖及是此意。  



 
有時我們可以看到成雙的山或是懸崖，中間還有條小徑引道導大家到達那裡，就像是節

制牌。通常代表經過了考驗或修練後將會抵達的遙遠目的。  
 

动物 
 
在萊德˙偉特塔羅牌中比較少使用到綠色植物做象徵，並且會和陸上的風景融為一體。

例如皇后牌的背景就是由許多綠色植物所構成，代表豐饒、富足與成長。而權杖如果畫成木

製的，有時會冒出一些葉的嫩芽萊，代表權杖不是一種『死的』東西，他是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機會或是一種新的成長。  
 
另外，在倒吊者那張牌上也有一些綠色植物，代表他雖然被倒吊著，卻不是代表一個人

的死亡，’將導致另一種內在的新生。  
 
我們還可以在死神牌與金幣騎士中見到綠色植物。在死神牌中這代表了目前雖然是靜止

的狀況，但是未來仍有新生與轉變的可能。金幣騎士中的植物代表物質上的報答或充足。 
這次輪到可愛（？）的小動物囉… 

蝙蝠 
我們比較常見到的是蝙蝠翅膀（惡魔背上那一對），象徵住在地獄的惡魔、被隱藏、被

壓抑的慾望以及我們內心的陰暗面 
鳥 
鳥代表獨立與自由，有時也代表與上帝（或女神）傳話的信差 
公牛 
公牛象徵金牛座，常常在金幣國王的牌中的寶座上見到，另外再命運隻輪椅及世界牌中

也可以見到公牛作為四元素的代表之一。公牛象徵穩定、力量和權力，有時也象徵頑固（笑）。 
蝴蝶 
蝴蝶象徵轉變、自由與生存的希望 
貓 
在某些塔羅牌中，貓會指出現在權杖皇后的牌裡面，象徵喜愛『感官享受』（偷笑，不

懂就算了…）、熱情以及优雅。貓有著一些獅子的優點，但是牠比獅子更馴服，更被馴養了

喔！ 
蝦（或蟹） 
在月亮這張牌裡面除了有一隻狗、一隻狼，另外就是有一隻蝦子（或螃蟹）了。蝦子（或

螃蟹）經由池塘的水提昇我們心靈的層次。蝦子（或螃蟹）有時也代表我們心中未知的部分、

動物的天性或是『殼』。 
狗 
我們最早見到的狗大概就是在愚者這張牌了。不過這隻狗大家對牠的解釋稍有不同，有

人認為這隻狗是忠實的同伴，盲目地跟隨愚者到任何地方；也有人認為這隻狗是提醒者，想

試著告訴愚者前面的懸崖。 
在月亮這張牌裡面，狗象徵文明的力量與被壓抑（相對於狼的奔放與原始----大家看下

面關於狼的介紹就知道囉），就是看誰能夠最先找到路到達山頂囉… 
狼 



在月亮這張牌裡面，狗和狼分別站在路的兩旁，代表自然的世界充滿激情與不受壓抑的

渴望（一種原始，不要想歪…）同時也代表了暴力與貪婪。 
鴿 
鴿子有出現在聖杯一的牌面上，有時會出現在星星牌中，牠帶來了和平以及『永恆的

愛』…（自己都寫不下去了…） 
龍 
龍通常是古代皇族或是智慧的象徵（龍族的牌不算啦…哪有整副牌都是古代皇族…不要

跟殿主凹其他特殊牌喔！…欠扁…踹！！），通常會在國王（小阿爾克那）以及皇帝（大阿爾

克那）牌中見的到。 
鷹（或隼） 
鷹（或隼）可以在金幣九見到牠，代表思維能力以及精闢的見解、迅速與獨立。但是有

時候這隻鷹是受拘束的，象徵牌中的女人選擇享受物質的快樂與富足，而不是追求獨立或自

由。 
魚 
魚代表水的元素，有時代表基督教或上帝的愛（五餅二魚咩…很有名的故事喔！） 
山羊 
山羊象徵魔羯座，而惡魔牌中的醜惡魔身上也有佩帶山羊的角來象徵一種『夥伴關係』

（笑…有深意呢…）。山羊也會出現在牧神潘恩的身上，象徵嬉鬧、玩笑、惡作劇，有時另

外象徵乖僻與黑魔術。 
馬 
馬是一種表達自我的工具，但是自然或是文明的力量將馬套上了韁繩，控制了馬。騎士

通常是其著馬的，這代表他們駕馭著元素以到達他們希望的目標。 
獅 
在力量這張牌中，獅子可以代表熱情、原始的自我或獸性的直覺。而在宮廷牌中，獅子

可以代表貴族、自尊、勇氣或是驕傲，有時也代表十二星座裡的獅子座。 
兔 
代表肥沃或是繁殖，通常我們可以在金幣皇后的牌中看到它。 
白羊 
在皇帝這張牌中牠象徵白羊座，有時它也象徵生殖力、固執以及好戰的天性（尤其是和

火星一起出現的時候…打的可凶咧…） 
火蜥蜴 
這是一種神話中的生物，我們通常可以看到他被當作衣服上的花紋（例如權杖的宮廷

牌），代表火的元素。 
蛇 
通常象徵女性的智慧或精神上的能力，在伊甸園中牠可以算是一個『帶來智慧的動物』

（笑…這樣解釋才公平咩…）。當蛇吞下自己的尾端而形成一個圓圈（或是一個像 8 的形狀）

時，牠象徵了無限以及永遠，有時蛇也代表了蛻變。 
斯芬克斯 
這也是一隻神話中的動物（就是埃及神話中問迷途旅人謎語的那一隻），象徵四種主要

的占星符號：獅子、人、老鷹以及公牛。它也是神秘知識的守護者。 
在這一篇我們來看一下太陽、月亮與星星的關係。不過這部分因為和中古時期流傳很廣

的一種學術『鍊金術』有不小的相關，所以建議大家能夠先把之前的文章稍微看過一遍在來

看這篇會比較不至看不懂喔。 
 



行星 
太陽 
代表男性或是『陽性』的能量，而月亮則代表女性或是『陰性』的能量（不過有幾個文

化是剛好相反的解釋，所以需要大家多看書、看每一副牌特定的解釋囉！）。在這種前提下，

太陽和月亮是平等的，沒有什麼好與壞的分別。 
然而在塔羅牌的排序中，月亮卻排在太陽的前面。在心理學上的解釋是說因為我們向來

都是與我們自己較陰暗的一面在相處著，經過過度時期與轉變，慢慢達到圓滿的境界。在這

個轉變的過程中，太陽的舞台將會比月亮晚上場，代表我們自陰暗面往光明處走去。（現實

上的解釋釋因為一定有一張會排在前面咩…逃~~~） 
這種將太陽與月亮連繫的說法與象徵是起源於鍊金術。在鍊金術中有三種主要的顏色代

表三種不同的過程—黑色、白色以及黃色（有一說是紅色）。黑色代表鍊金術在轉化中最初

的階層，男性和女性的元素是分開的，經由許多方法將它們重組，在重組的過程遇到的問題

就是以『惡魔』以及『塔』二張牌來代表。之後，這些黑色的物質成功的淨化為白色，用『星

星』以及『月亮』二張牌來代表。最後，當女性（陰性、白色或是銀）成功的與男性（陽性、

或是金色）組合成功，就變成了『黃金』（又稱為『賢者之石』，在漫畫『魔偶馬戲團』裡被

稱為『柔石』…呵…^ ^），而這階段的過程始於『太陽』終於『世界』。 
太陽 
我們在看到太陽的圖案時通常可以看到 2 種不同的光線—直線的與波浪狀的。直線的陽

光向來被稱為『哲學家的太陽』，代表『光之源』；而曲線的陽光代表『熱度』與『溫暖』。 
月亮 
在萊德˙偉特塔羅牌中，月亮的顏色有點偏金色，代表月亮的光芒是反射太陽的光芒（雖

然事實也是如此…呵），而所謂的『地獄』或是『潛意識』都只是現實的反射，引起了扭曲

以及錯覺，讓我們看不到真實。 
從月光落下的露水是另一種鍊金術的象徵，鍊金術士在滿月時蒐集這些露水用來洗滌或

是淨化『銀』。這些露水被稱為『五月露』，是從晚間的空氣中蒐集來的，擁有乳白的顏色，

一般相信它們在鍊金術中與血液與牛奶有關係，所以這裡也代表女性的淨化以及生機。 
在某些塔羅牌中，月亮在外圍有一個圓圈，裡面則是弦月。羅賓˙伍德塔羅牌對這種畫

法的解釋是說：『滿月是新的紋章』，暗示著自然界的循環與易變 
星星 
在『星星』這張牌裡面，七顆星星代表古代占星術（天文學）中的七種行星、七種鍊金

術的操作方式以及七種金屬。中央有八個角的星星代表上古神秘的傳統，在『鍊金術塔羅牌』

中提到：『有八個角的星星象徵八個星球代表的星座，它們不受四元素的影響，因為它們正

是由第五元素所組成—乙醚，而這由乙醚組成的領土就是天國。』 

建築物 
這裡要提到的象徵是『建築物』的部分，同時也是整篇象徵系列的最後一篇… 
房屋或城堡 
城堡這種建築物在羅賓˙伍德塔羅牌中很常見，它象徵『文明』、『安全』以及『穩定』。

不過當這棟建築物是『房屋』時，它的象徵意義就比較沒有那麼嚴重，像是聖杯六或是權杖

十。在權杖八我們可以看到一座崩毀的城堡，這象徵著改變的來臨。 
城鎮 



大的城鎮有出現在幾張牌中，像是錢幣國王或是錢幣四，這些牌直接與商業或是金錢有

關。而在錢幣八中的城鎮入口則可以直接代表一種工作機會。 
室內 
只有極少數的牌會畫出『室內』的狀況，像是錢幣三。這是象徵一種有『聯合性』、『生

產性』的工作。 
牆 
牆是『安全』或『安全感』的另一種象徵，出現在太陽、錢幣國王或是權杖二等的地方。

在某些時候，這堵牆也會保護著想隱藏的過去。在權杖二中，這個人站在牆的後方，安全而

無慮，他的決定要離開這堵一直保護他的牆而出去外面冒險，無論他會得到什麼，這是一個

冒險或是危險的決定。在其他的牌中，羅賓˙伍德塔羅牌的錢幣四則另外有一些『受限』的

意思。 
教堂 
我們可以在一些牌中看到教堂的存在，尤其是錢幣五以及寶劍四。這些牌通常代表一種

精神上的更新與復原，至於錢幣五則是代表要在身體的損害中尋求另一種解決之道來維持生

存。在錢幣三中有一名在教堂工作的男子，象徵即使在一般混沌的世俗工作中，只要靜下心

來，同樣也能聽到神的聲音。 
帳棚 
帳棚通常只能在寶劍七中看到，通常代表一個臨時居所，有時或許也與戰場有關。這張

牌一般可以有三種解釋方法—偷竊（有罪的）或是讓敵人損失武器，再不然就是偷走不屬於

任何人的戰利品。 
塔 
在塔羅牌中出現的塔也不少，讓人印最深刻的塔出現在死神與月亮二張牌中（雙塔）。

雙塔代表二種途徑，與我們有時在其他塔羅牌中看到的雙山有相同的象徵。在死神牌中，雙

塔出現在背景的遠方，但是當你透過雙塔遙望遠方，你可以看到初升的太陽帶來了新的世界，

而有一條小河流向雙塔。通往雙塔唯一的路就是這條小河，但是你必須要放棄強烈的自我，

下意識的由小河帶領你前往這雙塔才行。 
在月亮牌中的塔則有些不同。我們距離雙塔沒有那麼遠，而那裡也有一條路徑通往這座

雙塔。然而，這條路徑是長而彎曲的，而路徑的目的地則通向一個更黑暗的陸地。我們可以

看到雙塔上各有一個小窗戶，或許有人從裡面往外面偷看也不一定（當然是沒有畫出裡面的

人，否則就是靈異事件啦…）。這就象徵我們的意識與潛意識被隔開了，心智在塔的下方，

而思維在塔的上方。 
最後在塔這張牌中，只出現單一的塔。這座塔象徵我們的自我、我們的肉體、我們的理

智、我們的防備措施或是我們的自負，而這塔也像是在巴比倫神話中被毀滅的巴別塔。在塔

的頂端有著巨大的金色皇冠，而它也是最先崩壞的部分，象徵我們的驕傲被摧毀，而該是學

習謙遜的時候了。 
柱子 
在大阿爾克那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柱子的存在，例如女教皇、教皇或是正義。這些『有

形』的柱子象徵著肉體以及精神的世界（教皇以及正義），而在女教皇中的柱子分成黑白二

色，雕刻上具有神秘意義的蓮花，將女教皇與卡巴拉及共濟會加以連結，將女教皇的存在定

為更崇高純潔的地位。女教皇以及正義的柱子中間都有一層紗，象徵她們在保護一些被隱藏

的神秘知識。女教皇的紗上繪著石榴（與女皇有關），顯示即使她是一個未婚處女，她仍然

內含有生產及成為婦女的可能。這塊紗在正義的牌中是紫紅色的，象徵女神心靈上的能力以

及守護因果的力量。在教皇中的柱子是一種非常具體的建築物，象徵這不是凡人能到達的地

方。 



 
王座 
無論是國王、皇后、皇帝或是教皇等都有一個王座（殿主也要…），表示出一種『成熟』

與『統治』的意思。其實在王座中有一些細節是蠻有趣的，例如四元素或是占星符號在椅子

上的裝飾，或者像是聖杯國王的椅子漂浮在水面上，象徵他能夠熟練的使用水元素，在心靈

中創造自己的一片淨土…等等。基本上是說不完的，就等大家自己發現囉^ ^ 
戰車 
這裡講戰車似乎有些怪異，不過當仔細分析後，大家其實可以看到戰車與建築物的關係，

還有一個更詭異的地方喔… 
在這張牌中，戰車其實有他獨有的王座，它是象徵一種行動的決心。沒有這種決心以及

對其使用工具的通達了解（就是車體本身），戰車將無法驅動。戰車車體上的四根柱子代表

四種元素。大家仔細看一下，操縱戰車的人其實是像『裝』在戰車中的（詭異吧…很像灌水

泥…=.=有人發現過嗎？）。這是象徵操縱者與戰車是絕對不可分離的。（其實蠻可怕的…以

後如果再遇到戰車，還有人會敢往好的方向去解釋嗎？灌水泥耶…） 
船 
有幾張塔羅牌中有船在水面航行，例如權杖三、錢幣二等等。在錢幣二中，船是處在暴

風雨般的海面上，象徵情感上的一種不安定或是改變。而在寶劍六的船象徵一種和平且積極

的旅行，冀望離開過去的煩惱，在情感上而言屬於一種比較穩定的狀態。而在權杖三中我們

可以看到一種全然的寧靜以及色彩鮮豔的海洋（黃色的），許多的船航行其上尋求冒險。 
橋 
在萊德˙偉特塔羅牌中好像只有聖杯五有畫到橋，不過既然有畫，當然就要提一下囉！

在這塔羅牌中，這個人離開他的家徘徊在傾倒的聖杯中。河流象徵難以忘懷的逝去的情感，

橋暗示著一條路徑，在圖片不明顯的位置暗示著不易被發現的路徑（好像有點廢話=.=）。這

個人可以選擇繼續在傷心地徘徊，或是撿起地上二個未傾倒的杯子尋找到這一條回家的路。 
墓 
在二張牌中我們可以看到墳墓—寶劍四（不覺得寶劍四的睡姿與死亡相仿嗎？）以及審

判。這二張牌其實並沒有什麼與他人互動的地方，他們是屬於一種精神方面的描述。一個描

繪出一種臨時但卻平靜的休息，等待復原的時間，而另一個描繪出靈魂的永恆以及喜悅。 
 
如同之前顏色的象徵，殿主這次整理塔羅牌中常見的植物象徵給大家做一個參考。以下

所列舉的牌也是以『萊德˙偉特塔羅牌』為主來來解說喔！ 
 

水果 
 

苹果及洋梨  
苹果通常代表智能，在圣经伊甸园中的智能之树就是一棵苹果树。这种智能是属于大自

然中神秘的智能，而当你把苹果切开，种子的形状就是五芒星的形状。洋梨和苹果亦同时出

现在莱德˙伟特塔罗牌中（金币皇后的椅背上），在这里象征着富饶以及充足的食物。（在古

代就是代表有钱啰）  
葡萄  
我们通常可以在金币类的牌中看到这种植物（例如金币九、金币十或是金币国王）。葡

萄同样象征着丰收、兴旺、成功（物质上的）以及庆祝美好的人生。  



冬青植物  
象征男性，通常是非基督教徒在使用的象征，但是后来也被基督教吸收而被基督教所使

用。我们在莱德˙伟特塔罗牌中并不会看到这种植物，但是在其它的塔罗牌中有时会被使用

的，所以特别在这里提出来^ ^  
鸢尾花  
我们可以在节制这张牌上看到它，长在河边的那一丛。象征着神的启示，或者是内心的

导引。它同时也是彩虹女神的象征，暗示未来发展的潜在可能性，以及调合的颜色。  
长春藤  
象征女性。和冬青植物一样，起先也不是基督教徒在使用的象征，后来也是被基督教吸

收而变成他们使用的象征之一-______-|||  
月桂树或是桂冠  
通常我们看到的月桂树是以桂冠的形式出现，代表胜利和成就。（想一下希腊神话就明

白了^ ^）  
百合花  
在塔罗牌中的百合花通常是白色的，而之前在殿主 po 颜色象征时有提到，白色通常象

征着思想或是行为的纯洁、清白、清晰的思路、女莲花  
莲花在传统上是出现在圣杯一这张牌里，有时也会出现在其它的圣杯牌中，例如圣杯骑

士的衣服上面。莲花象征和平与纯净、自我精神上的成熟或是开始朝更高的精神层次迈进。  
橡树树叶  
象征力量、智能、年龄、王者风范。而在塞尔特神话中的另外象征通往来世之道。  
石榴  
石榴出现在莱德˙伟特塔罗牌中的女祭司以及女皇牌中，象征女性的繁衍以及生殖，还

有女神。有时也象征一些极为机密的知识或是复活与再生。  
玫瑰花—五瓣玫瑰花  
五瓣玫瑰花通常象征欧洲以前的一个秘密组织—蔷薇十字会，由四种元素加上神秘的第

五元素构成，而这个第五元素指示了到达天国的方法，与五芒星类似。  
玫瑰花—红色  
红色玫瑰花象征热情、勇气、行动、男子气概、阳性以及血液。通常和白色的百合花一

起出现。  
玫瑰花—白色  
白色玫瑰花通常代表转变，常画成五瓣。最著名的就是画在莱德˙伟特塔罗牌死神牌上

的白玫瑰旗，象征经历过黑暗后重生的过程。  
番瓜与蔬菜  
很简单，就是象征收获。在圣杯三中就是象征丰富的收获与庆祝。而在金币七中象征要

收获是要先付出努力的。（因为还没有结果咩）  
向日葵  
向日葵一直是太阳的象征，就像是塔罗牌中『太阳』那张一样（满满的向日葵耶!）。罗

宾˙伍德塔罗牌中的令牌一以及伟特牌中的令牌皇后中都有使用到向日葵，代表喜悦、生命

力以及充沛的精力。  
智能之树  
智能之树通常出现在恋人牌中，被放在夏娃那一边。它象征有意识的选择知识、转变以

及不可避免的分离（因为吃了智能之树的果子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  
生命之树  
生命之树亦出现在恋人牌里面，通常是亚当站的那一边，有着燃烧的树枝。（这或许也



可说明男人和女人追求的东西？偷笑~~殿主是女的~~啦啦~~）它有时也出现在金币五的教

堂窗户上。  
小麦  
小麦通常出现在女皇的牌中，象征土地的肥沃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它同时又象征健康、

生命、食物、季节的更替（死亡与再生）以及所有『活着』的东西。  
性或是阴性。通常我们也可以看到白色的百合花与红色的玫瑰花同时出现。（例如魔术

师那一张） 
 
在梦中，一些潜意识的内容为了让自己被分辨出来，就会无限的向显意识去靠拢，这时

就会以成双成对的样子出现。（两者并不一定需要完全相同）。这种成对的图形在伟特牌中经

常出现。 
手持两只相同的圣杯的节制和手持两只大水壶的星星，这些牌都显示了“逐渐从无意识

（无形）中显露但尚未完全变得有意识（成形）”这一过程的信息。 
 
教皇牌底部的一对信仰者，他们是背对着我们的，虽然我们可以从他们背面分辨出这两

个图形是代表两个人，但由于是背朝我们所以我们仍分辨不出他们的一些细节信息（他们的

表情、他们的长相等）。这种信息也顺应着教皇的手势：“代表秘传——有些显露、有些隐藏”。

而且也显示出教义传达的过程，从隐秘到揭示。 
 
战车牌面中的一对狮身人面兽表现了战车的驾驭者正在进入二元世界中。 
 
死神牌图的远处有一对双塔（双柱），这是一对象征“入口”的双塔，好似一个“匝道”，

在双塔的这边是死亡（结束），而另一端则是代表永恒的太阳，散发着光芒万丈。 
 
与死神牌中的双塔相同的是，月亮牌面中也有这么一对双塔，同样也是象征“入口”，

连接了我们灵魂之旅中两种意识状态，意识渐渐的浮现、显露一直到全新意识的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