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ardiance

守護平安
這個系列的魔法油 / 噴霧適用於能量保護，其配
方往往兼具著淨化與守護雙重意義，平衡著身心
靈三層面的能量，讓陰與陽歸位。生活在無形能
量壓迫且生活緊湊的現代社會裡，每個人都需要
擁有能量淨化與守護的利器。這個系列的魔法
油適合需要沈穩心性以及生活順利無憂的人們。

巫師之心魔法油
Heart of Wizard Magic Oil 

【使用說明】

本產品第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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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在護符上，增加
保護能量。或塗抹在白色蠟燭上點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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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雪松、百里香、羅勒、乳香、黑胡椒

浸泡油：黑曜岩（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天
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黑胡椒、白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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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中充滿白色火焰，並唸誦
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Candle, Candle magic sparkle
Shine in the dark night, as a star light.
Grow my power, strong my inner
Warm the love, Show the wealth
Keep everything in good faith
Protect my heart from evil forces.
燭光燭光，魔力火光
黑夜閃耀猶如星光
增強我力，堅定我心；啟動愛情帶來金銀
從我善願，真實執行；守護我心不受惡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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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化身體外圍能量場，讓危險與邪惡能量遠離，保
持身心合一的完整狀態，增強直覺及敏感度。感覺
能量壓迫或不適的地方都可以使用。也可塗抹在護
身符或首飾上，確保身心穩定，提升精神專注力，
更容易達到身心合一的狀態。
【推薦對象】長期冥想者 / 易受外界能量影響者 /
魔法實踐者
【隱藏技能】挑戰自己信心不足的事情前，可以先
使用巫師之心來穩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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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相關說明

神聖祭壇魔法油．噴霧
Sacred Altar Magic Oil ．Spray

【使用說明】

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結，否
則僅具芳香產品的效力。啟動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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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空間中的傢
俱或牆壁上，創造出陰陽平衡的神聖空間。

啟動後的噴霧可噴灑在身上能量場或任何
空間之中，將會帶來神聖莊嚴的淨化能量，
就像金、銀色的日月光輝照耀空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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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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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霧與油因基底與比例不同，味道不會一致。

本產品請自己啟動、自己使用；施咒啟動後請
勿分享他人使用，家人亦然。但使用後能守護
空間中所有生命，將神聖分享給所有人。

施咒一次即可，毋須每次使用都進行啟動。

請勿使用水氧機等擴香機器，以免造成噴嘴
堵塞損壞；建議使用蠟燭加熱之水燈薰香。

少數敏感體質者使用時如產生頭暈不適現
象，請減少用量，避免與其它魔法產品混用。

【成分】　

魔法油基底成分：有機橄欖油

魔法噴霧基底成分：藥用酒精、迷迭香純露

精油：乳香、沒藥、丁香、迷迭香、安息香、雪松

浸泡油 \ 精華液：舒俱來石（使用有機橄欖
油 \ 礦泉水浸泡純天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迷迭香、白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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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中同時出現太陽月亮的金光與
銀光，並唸誦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Bright light , shining light 
Illuminate my sacred might.
Cast a circle of sun and moon
Rise an altar between night and noon
By the power of holy scents
By the power of great incense 
So mote it be
明亮之光 閃耀之光，啟明我的神智之光
建立太陽與月亮之圈，升起日夜之聖壇
以聖香之力  神香之力，快速實現吧。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
放入魔法油 /噴霧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關緊瓶蓋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油 / 噴霧
充分混合均勻。

適用於空間的魔法油，可建立陰陽平衡的能量場，守
護空間裡所有生命，驅逐邪惡力量的侵害。在自己居
家或外出需要靜心時均可使用，塗抹在門上或牆壁上
就能守護空間能量，讓人感覺安心與自在。在生活中
也可塗在書房或靜心室裡，時時維護空間裡的神聖能
量。甚至可滴在無香蠟燭之中，強化神聖能量的運轉。

＊ 神聖祭壇魔法油僅於收穫節檔期製作，請注意

【推薦對象】任何人 / 魔法實踐者

【隱藏技能】進行魔法許願時，可以將巫師之心塗
在手上，神聖祭壇塗在周圍牆壁上，便能建立穩定
的能量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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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或避
開使用對象則無妨。



月光森林魔法噴霧
Forest in Moonlight Magic Spray

【使用說明】

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結，否則
僅具芳香產品的效力。啟動一次即可。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噴霧噴灑在身上能量場
或任何空間之中，將會帶來溫暖而且和諧的
能量氛圍，就像是月光中的森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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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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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魔法噴霧請自己施咒、自己使用。

請勿將施咒後的魔法噴霧給他人使用，家人
亦然；但本魔法噴霧使用後能守護空間中所
有生命，將平靜分享給所有人。

請勿使用擴香機器，可以水燈薰香。

【成分】　

基底：藥用酒精、白玫瑰純露

精油：艾草、檀香、岩蘭草、樟樹、茉莉、薑

浸泡精華液：月光石（使用礦泉水浸泡純天
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茉莉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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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色月光灑在森林之上，並
唸誦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Wondrous Lady of the moon! Your light 
upon my soul is a shelter of love.
Show me the forest in moonlight
Guide me into your temple with moonlight
I can feel love is everywhere.
I can feel peace is everywhere.
I can feel goddess of moon is near.
神奇月之女神，你的光是我的靈魂避難所。
向我展現月光森林吧，以月光引導我走入
你的聖殿。我可以感受無所不在的愛，我
可以感受無所不在的寧靜，我可以感受月
神將臨。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
放入魔法噴霧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關緊瓶蓋後搖晃瓶身，讓力量充分混合均勻。

需要創造寧靜與和諧能量時，需要獨處安靜時，需
要美夢時，都是使用月光森林的最佳時機。此款噴
霧具有清香氣息，能夠帶人進入安定與美好的氛圍
之中，感覺到靈魂穩定，尤其是舒壓或需要睡眠時
可以使用。

【推薦對象】任何人，適用於空間 / 臥室 / 需要靜
心放鬆時

【隱藏技能】睡覺前，可以在臥室先噴灑月光森林，
再使用睡美人塗抹身上或水燈薰香，製造更易放鬆
入睡的寧靜氣氛。

幸運星魔法油．噴霧
Lucky Star Magic Oil ．Spray

【使用說明】

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結，否則
僅具芳香產品的效力。啟動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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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在任何物件上，
包含交通工具或行李箱。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噴霧噴灑在身上能量場
或任何物件上，包含交通工具或旅行箱。也
可以噴灑在空間中，帶來清新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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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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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霧與油因基底與比例不同，味道不會一致。

本產品請自己啟動、自己使用；施咒啟動後
請勿分享他人使用，家人亦然。但使用後能
守護空間中所有生命，將幸運分享給所有人。

施咒一次即可，毋須每次使用都進行啟動。

請勿使用水氧機等擴香機器，以免造成噴嘴
堵塞損壞；建議使用蠟燭加熱之水燈薰香。

少數敏感體質者使用時如產生頭暈不適現
象，請減少用量，避免與其它魔法產品混用。

【成分】　

魔法油基底成分：有機橄欖油

魔法噴霧基底成分：藥用酒精、薰衣草純露

精油：薰衣草、茶樹、肉桂、歐白芷根、檸檬
馬鞭草、艾蒿

浸泡油 \ 精華液：土耳其玉（使用有機橄欖
油 \ 礦泉水浸泡純天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薰衣草、白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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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中充滿銀河星光的感覺，
並唸誦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Sunday for light 
Monday for might
Tuesday for right
Wednesday is bright
Thursday has better sight
Friday comes lovely life
Saturday takes high flight
Here is all luck I need
週日有光亮，週一有力量
週二無錯事，週三很舒適
週四好遠見，週五有愛眷
週六就能飛更遠；這裡就是所有我要的幸運。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
放入魔法油/噴霧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關緊瓶蓋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油 / 噴
霧充分混合均勻。

為生活帶來幸運能量，累積小幸福的實用魔法產品，
以水星能量做為主軸，有助於溝通 / 交通等事件上的
幸運能量。它的幸運力量是全方位，可自動補足生活
中需要的小幸運，化險為夷，大事化小。可以塗抹在
手上，或噴灑在外圍能量場、交通工具上，守護交通
平安，閃過麻煩事爛桃花。出國旅遊也可以塗在行李

箱或旅行證件上，常保旅程自在安全，或噴灑在空間
中做淨化，帶來旅行的順利。。

【推薦對象】任何人

【隱藏技能】抽獎或刮刮樂前可以先使用幸運星魔
法油，讓幸運瞬間加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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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或避
開使用對象則無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