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 2017 年收穫節檔期推出的檔期限定款，可
以幫助大家除去人生道路上的障礙，讓前途重現
光明，能夠更快速解決所有的難關。

不論是工作或事業上遇到任何瓶頸，或是出現來
自人際關係的阻礙，都可以用光明火焰燒出一
條光明道路。

光明火焰魔法油
Bright Flames Seasonal Magic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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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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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魔法油請自己啟動、自己使用；請勿將施
咒啟動後的魔法油給他人使用，家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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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橄欖油
的大分子造成噴嘴堵塞損壞；建議使用蠟
燭加熱之水燈薰香。

少數敏感體質者於使用時如果產生頭暈不
適現象，請減少用量，且避免與其它魔法油
產品混合使用。

【成分】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精　油：肉桂、羅勒、佛手柑、月桂、廣藿香

浸泡油：黃水晶（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天
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肉桂、黃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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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油中充滿火焰能量，並
唸誦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I am strong, I am fire
Nothing will distract me
Burn the mess, clean the bad
Success show up on the fire way
我很強壯如火焰，無所阻礙無所懼
燃盡混亂，清理惡難，
火路盡頭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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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這次推出的光明火焰魔法油曾經在思逸 Seer 的
魔法油進階課程之後受到推崇，不少學員的反饋就
是他們感覺很好用，好像是生活中的瑣碎事情都會
自動地解決，內心之中想要完成的也會逐漸地達到
目標。因此有人將它做成蠟燭來使用，或將之滴入
蠟燭中，每一次點燃都能夠有光明火焰的力量。

【推薦對象】所有人

【隱藏技能】將光明火焰滴入蠟燭中，並搭配金色
龍寶財富香或大地之財魔法油，點亮前程並提升工
作效率。

Bright Flames

光明火焰

Lammas Only

收穫限定

在魔法的世界中，運氣有很多展現的方
式，也有很多改變運氣的方式。人類一
直以來都在嘗試調整並且改變自己的運
氣，並且發明很多種方法或儀式，就是希
望能夠越來越好運，也希望自己能夠更
快速解決所有的難關。我想這是魔法產
品在人類歷史中長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也因此各種類型的產品就應運而生，而
且每一種的功能還有目標其實都不一
樣，使用的時候也應該要思考一下自己
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運氣呢。

＊吸引好運氣：這類型的產品通常會帶
有吸引好運或者是善良精靈的效果，其
中所使用的魔法植物也通常會是具有招
來好運的效果。例如：幸運星魔法油。

＊避開壞運氣：這類型產品通常都能夠
協助使用者遠離不好的負面能量，並且
提高使用者的警覺性。例如：精靈之門。

＊除障且啟動新能量：這類型產品通常

也都含有淨化與驅邪的作用，並且能夠
讓人連結上新的能量，此路不通我就開
路走。例如：光明火焰魔法油。

我們這次推出的光明火焰魔法油曾經在
思逸 Seer 的魔法油進階課程之後受到
推崇，不少學員的反饋就是他們感覺很
好用，好像是生活中的惱人瑣碎事情都
會自動地解決，內心之中想要完成的也
會逐漸地達到目標。因此有人將它做成
蠟燭來使用，每一次點燃都能夠有光明
火焰的力量。

這樣的效果尤其是在工作事業上面遇到
瓶頸的時候更好用，很多來自於人際關
係的阻礙或者是嫌自己能見度不夠高的
朋友，在使用之後也都表現出驚人的成
果。所以，非常推薦給想要在自己生活之
中更進一步的朋友，讓光明火焰燒出一
條火焰道路吧，讓雜亂的能量不再擋在
你面前。

認識光明火焰



或是更快速、順利地達成願望；只要意
圖與心念設定在合宜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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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這不是你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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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心態，認真考慮自己是否需要這股自
然之力的協助。 
 
魔法油是什麼？ 
 
魔法油是將天然的精油 / 藥草 / 礦石透
過特定比例調製而成，在歐洲巫術的歷

史中已流傳幾百年。魔法油原本是使用藥草
浸泡來製作，近代精油工藝發達後，發現以
天然精油製作的魔法油擁有更芬芳而持久
的香氣，願望實現速度也隨著香氣傳播而更
快速，故多改使用精油來製作。
 
在魔法世界裡，植物精靈是大地之母的孩子
之一，為人類保留了大地之母特有的療癒方
式，說明女神的慈悲與殘酷面；也常常協助
人們學習對抗疾病且強健身心靈的方式。

植物的身體帶有直接療癒力量，常被人直接
藥用，而以植物蒸餾萃取出的精油，則具有
振動較快速的靈性層面，可快速將力量散發
出來，帶來深入靈魂的效果，就像他們的香
氣一樣令人難以忘懷。而植物的浸泡油就像
其精神品質一樣，穩定而雋永，這也是古老
女巫最原始保持植物力量的方式。
 
青月巫作坊在思逸 Seer 技術指導下，使用
精油與有機橄欖油調和魔法油，將特定藥草
放入魔法油裡，引導能量穩定；並善用水晶
礦石的魔法特性，使用浸泡多時的寶石精華
油做成基底油，並在魔法油產品中搭配放入
相應的水晶礦石，加速魔法油能量的顯化。 
 
如何使用魔法油？ 

當您拿到魔法油之後，請記得先開瓶完成啟
動手續，好將魔法的能量與您的能量完全結

合。因為在製作魔法油產品的過程中，
我們使用的是完全天然的材料，具有豐
富的能量，如果能跟您的能量與意圖連
結在一起，就能更快速地進入您的生活
之中，帶來魔法的力量。而我們所提供的
咒語也是為了強化您的意圖錨定，投射
在您真正的目標上，讓願望能更快更精
準顯化。所以請不要幫家人朋友施咒開
啟喔，自己的願望自己來。
 
第一次使用魔法油時，建議您先滴幾滴
在手上，聞聞這個味道，想想自己心中剛
剛所想的美好場景以及願望；這是為了
讓魔法油的香氣能與你的意識連結在一
起。下次再使用魔法油時，你的身心都會
想起當時所想像的美好場景以及願望。

不同的魔法油有不同塗抹的地方，雖然
所有產品都是使用純天然成分，但是為
了避免危險，建議不要將魔法油塗在身
體上較為敏感的部位，以免造成皮膚問
題。有些魔法油則是要塗在空間、傢俱
上，或是塗在錢包、物品上，而有些只要
塗在手上聞香感受即可，請詳細閱讀每
一款魔法油的說明書。 
 
魔法油是能調整及補充能量的產品，所
以可以常常擦塗，不需要看時辰或時間，
只要施咒開啟之後，就可以無限使用
魔法油囉。 

使用光明火焰魔法油為自己的人生除
去障礙增添光明之後，您還可以搭配
其它相應的魔法產品，帶來更多美好
與豐盛。

請注意，光明火焰屬於【守護平安】
類，因此要避免與同類別的幸運星魔
法油、巫師之心魔法油、神聖祭壇魔
法油同時使用在同一對象上；其他類
別的魔法油、所有魔法噴霧及魔法香
粉並不在此限，可以同時使用。

建議使用方法

【1】陽性力量添光明

1. 請準備無香蠟燭（茶燭亦可，可以使用
黃色、綠色或白色）、光明火焰魔法油、
金色龍寶財富香，數量不拘。

2. 點燃蠟燭，將光明火焰魔法油滴入蠟
燭之中；若為長餐燭，可以順時鐘方向自
蠟燭底部由下往上塗抹魔法油，再點燃
蠟燭。

3. 以小茶匙挖取金色龍寶財富香約 2~3 匙，
將之堆疊為小丘狀或長條丘狀，並將香粉點
燃。不須使用特製香盤，陶瓷製耐熱器皿（如
小碟子）亦可使用。

＊請注意，香粉用量若不足，將不易點燃或
容易熄滅。

4. 同時點燃蠟燭與香粉後，請靜心冥想，感
覺這兩股強大的陽性能量正引領著你向前
方邁進，前程一片光明。

＊進行此法毋須避開月空時間；如有需要，
可以天天進行。

【2】提高效率事事順利

1. 請準備無香蠟燭（茶燭亦可，可以使用黃
色、綠色或白色）、光明火焰魔法油、大地之
財魔法油 / 噴霧，數量不拘。

2. 將大地之財魔法油 / 噴霧塗抹 / 噴灑在
工作場所的傢俱或牆壁上。

3. 準備蠟燭並將之點燃，在蠟燭裡滴入光明
火焰魔法油；若銀使用長餐燭，可以順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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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自蠟燭底部由下往上塗抹魔法油，
再點燃蠟燭。

4. 定期 / 長期進行此法，可以保持工作
效率，並且能讓工作一切順利 ! 進行此
法毋須避開月空時間；如有需要，可以天
天進行。

＊＊＊＊＊＊＊＊＊

魔法如何滿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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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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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