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tal Relief

紓壓安眠
這個系列的魔法油是為了生活忙碌且過度使用
腦力而無法入睡的人們所設計，所含有的香氛都
具有放鬆、助眠的效果，希望能協助大家在睡眠
中儘快恢復身體機能及精神的強度。

睡美人魔法油
Sleeping Beauty Magic Oil 

【使用說明】
本產品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結，否
則僅具有芳香產品的效力。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油少量塗抹在手上或身
上不易敏感部位，也可以塗抹在枕頭上，建
議睡前使用。
亦可塗抹在手上或不易過敏處，以提升身
體能量。

【成分】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精油：德國洋甘菊、薰衣草、迷迭香、玫瑰（原精）
浸泡油：珍珠（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天
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洋甘菊花、珊瑚

【啟動步驟】
1. 打開瓶蓋，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2. 使用慣用手食指與中指合併作為魔杖，
有魔杖者可以使用魔杖。
3. 以手指 / 魔杖在瓶口上方以順時針旋轉，
心中觀想畫面：自己熟睡的樣子，並唸誦咒
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Elements of astral I summon thee
Give me the power to sleep
Give me the power to sleep
Give me the power to sleep
星界的精靈我召喚你
讓我入睡 讓我入睡 讓我入睡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
放入魔法油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關緊瓶蓋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油充分
混合均勻。

協助身心放鬆，讓身體進入睡眠的能量波動中，獲
得舒眠能量並深層釋放壓力，讓您醒來後活力更充
沛、精神更佳，得以從生活中找到新的靈感與想法。

【推薦對象】任何人

【隱藏技能】將睡美人魔法油滴在水式薰香燈裡，
透過火焰加熱來加速魔法能量實現。

【注意事項】
本魔法油請自己施咒、自己使用。請勿將施
咒後的魔法油給他人使用，家人亦然。
請勿使用擴香機器，可以水燈薰香。

＊保存方式與使用期限與其他魔法油相同，請參閱
相關說明。 
＊長期身心疲累之人初次使用此魔法油，可能會有
嗜睡現象，這是正常狀況。

Inspiration

靈感泉源
可補充身體裡的月亮能量，強化右腦開發作用，
讓過度使用的現實能量可以休息，內在心靈能量
得以源源不絕地湧現；這會讓直覺 / 靈感 / 創造
力 / 愛的能量都不斷增加。如果你的工作常需要
使用到右腦，需要藝術的直覺、審美的眼光、更
高的意識狀態，歡迎使用這系列的魔法油。

魔法 / 巫術基本上是指使用各種自
然 物、象徵 物，或 以非 科 學所能

理解的方式，將世間事物與內在心念串
連起來的方法；儘管兩者看似不相關，
卻能因此形成互相影響的關係。簡而言
之，魔法 / 巫術就是一種看待世界的特
殊方式，進而能改變我們的意識狀態與
生活。而以日常生活中常見所見之物製
作而成，被視為帶有魔力或神力的物品，
就稱為「魔法物」或「聖物」，被人為製
作出來之後，便具有力量。

而青月巫作坊所使用的魔法 / 巫術，都
是以增強能量的方式來協助我們完成
願望，或是更快速、更順利地達成願望；
只要你的意圖與心念設定在合宜的方
向上，並配合適當的魔法產品，就能大
大提升成功機率。

所以如果因使用魔法產品而獲得成功，
也無須擔憂後果的問題，因為青月巫作
坊的魔法產品並不是藉由屈人意志或

使喚魔靈來發揮效果，只能加速或加強
你內心真正期待的目標；如果你達成了，
那也是你能得、該得的。如果你的願望
沒有辦法如願達成，那或許說明你需要
重新調整目標，也可能這實在不是你真
正需要的。

舉例來說，即使用了豐盛類型魔法油，
如果您不去工作或改變開源節流的方
式，那可能也是花無百日紅；即使用了
人緣和合方面的魔法油，如果您只是單
戀一枝花， 但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那
恐怕也無法符合您的期待。換句話說，
如果使用者一心只想要靠法術完成自己
想要的過程跟結果，不管他人意願或自
身安全，那恐怕是妖 術，就超越我們所
能提供的幫助了。

所以在您選擇魔法產品之前，請先調整
自己的心態，並且認真考慮自己是否需
要這股自然之力的協助。

魔法如何滿願 
Magic and wishes



月光海洋魔法油
Moon on Ocean Magic Oil

【使用說明】
本產品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結，否
則僅具有芳香產品的效力。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油少量塗在手上或身上
不易敏感部位，也可於靜坐冥想時取少量
塗抹在額頭以及髮際線處。
亦可塗抹在手上或不易過敏處，以提升身
體能量。

【保存方式】
請避免陽光直射，放置陰涼處即可。可隨
身攜帶，時時塗抹。

【使用期限】
請於製造日後三個月內開封使用，並於三
個月內使用完畢，以確保最大效力。未開
封可存放半年。
＊ 製造日期請見瓶身標示

【注意事項】
本魔法油請自己施咒、自己使用。
請勿將施咒後的魔法油給他人使用，家人
亦然。
請勿使用擴香機器，可以水燈薰香。

【成分】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精油：梔子花（原精）、檸檬、羅馬洋甘菊、
茉莉（原精）
浸泡油：青金石（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天
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紫羅蘭、紫水晶

【啟動步驟】
1. 打開瓶蓋，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2. 使用慣用手食指與中指合併作為魔杖，
有魔杖者可以使用魔杖。
3. 以手指 / 魔杖在瓶口上方以順時針旋轉，
心中觀想畫面：滿月在海洋上發光，並唸誦
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Ocean mother, Queen of the sea
Hear my plea and answer me
Mother of secrets, Mother of fish
Accept my gift and grant my wish
By the power of moonlight
Make me a peaceful life
海洋之母，海洋之后
傾聽我的祈禱並回應我
秘密之母，水族之母
接受我的禮物賜我願望
依月光的力量，賜我平靜的生活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
放入魔法油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關緊瓶蓋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油充分
混合均勻。

帶來放鬆能量的魔法油，讓人在意識清醒時也可以
享受到放鬆於心靈之海的狀態。適合用在冥想或進
行精神旅程等非睡眠但又需要保維持放鬆且清醒
的狀態。只要塗抹在手上聞香，即可讓身心靈迅速
平靜，獲得和諧安寧的能量。

【推薦對象】身心靈工作者 / 腦力大量使用者

【隱藏技能】將月光海洋塗在書桌上，可以增加吸
收力以及圖像式記憶能力。

月夜之星魔法油
Star in Moon Night Magic Oil 

【使用說明】
本產品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結，否
則僅具有芳香產品的效力。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油少量塗抹在手上或身
上不易敏感部位，也可以使用塗抹在枕頭
上，建議睡前使用。
亦可塗抹在手上或不易過敏處，以提升身
體能量。

【保存方式】
請避免陽光直射，放置陰涼處即可。可隨
身攜帶，時時塗抹。

【使用期限】
請於製造日後三個月內開封使用，並於三
個月內使用完畢，以確保最大效力。未開
封可存放半年。
＊ 製造日期請見瓶身標示

【注意事項】
本魔法油請自己施咒、自己使用。
請勿將施咒後的魔法油給他人使用，家人
亦然。
請勿使用擴香機器，可以水燈薰香。

【成分】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精油：沒藥、天竺葵、伊蘭伊蘭、茉莉（原精）
浸泡油：紫水晶（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
天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茉莉花、紫水晶

【啟動步驟】
1. 打開瓶蓋，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2. 使用慣用手食指與中指合併作為魔杖，
有魔杖者可以使用魔杖。
3. 以手指 / 魔杖在瓶口上方以順時針旋轉，
心中觀想畫面：滿月旁有一顆閃亮的金星，
並唸誦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I can feel, I can dream
Magic power shine in me
Become a star roaming in sky
Drink the sweet in moon light
我能感覺，我能夢見
在我體內閃耀魔法
成為星辰漫游天空
月光之中飲用甜美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
放入魔法油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關緊瓶蓋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油充分
混合均勻。

讓身體放鬆但是潛意識活躍的魔法油，可帶來順利
做夢的能量，協助提升夢境的清晰度，找到神聖訊
息，適合需要各種訊息或夢境訓練者。睡前 / 洗浴
時在手上塗上少許，就可以啟動夢境探臉的能量。
＊做夢能力人人不同，須時常塗抹保持能量穩定

【推薦對象】身心靈工作者 / 藝術工作者 / 靈感大
量使用者

【隱藏技能】想獲取某些問題的重要訊息時，可將
問題以白紙黑字寫下，將魔法油塗在紙上，就寢時
放在枕頭下即可。

＊ 同一類型魔法油請勿在同一天擦在身上，可
能會造成魔法能量紊亂的問題；不同類型無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