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化版精靈之門魔法油是以Seer魔法油進階
課程中的星宮魔法油為基礎，能夠對應占星系統
中的第八宮，協助我們遠離災厄禍害，真有需要
時，遇到難關就能夠順利通過考驗。精靈之門的
配方建立在「逢凶化吉」概念上，可將生命能量
完全轉換，建立起受到精靈守護的能量層，讓危
險的負面能量自動滑開。

精靈之門魔法油
強化版

Door to Fairyland -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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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在蠟燭上點燃，或
者使用在希望避開災禍的物品或地方。

可以塗抹在手上或其他不易過敏處，增加身
體能量。

情緒能量過於激烈時，也可以使用魔法油來
緩和情緒能量。

＊另有建議使用方式，請參考後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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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洋甘菊、白馬鞭草、薰衣草、雪
松、玫瑰草、檀香

浸泡油：白水晶（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天
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一般馬鞭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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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下的精靈小門，並唸誦
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Door of magic open to me
Show me the way to joy
魔法之門向我開啟
向我展現快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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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幸運星是呼喚幸運能量主動靠近，精靈之門
就是厄運不沾鍋，讓厄運無法在運氣不好時沾附上
身；而強化版的精靈之門就等於是全身型的能量防
護，讓所有負能量的侵害自動避開。

對於常常需要在能量較低弱的場所工作，或是感覺
自己已經倒霉一陣子的人，或許可以試看看。而感

覺自己正在走運的朋友們也或許應該在家中常備
一瓶強化版精靈之門，以備不時之需。

【推薦對象】所有人

【隱藏技能】請見後頁建議使用方式。
＊精靈之門屬於守護平安類，請勿與其他同類型魔法油 (幸運星、巫師
之心、神聖祭壇、光明火焰 )同時塗抹在同一對象上；請錯開使用對象
或間隔24小時。魔法噴霧及香粉之能量路徑不同，故可同時使用。

Door to Fairyland - 
Plus

精靈之門
強化版

強化版精靈之門魔法油是以 Seer 魔法
油進階課程中的星宮魔法油為基礎，能
夠對應到占星系統中的第八宮，協助我
們遠離災厄禍害，真有需要時，遇到難
關就能夠順利的通過考驗。

精靈之門魔法油的配方建立在「逢凶化
吉」的概念上，就像是愛麗絲跳入兔洞
一樣，將生命能量完全轉換，建立起受
到精靈守護的能量層，讓危險的負面能
量自動滑開。

以「大地的蘋果」──羅馬洋甘菊作為主
調，帶來療癒心領及撫平創傷的強力魔
法效果，就像在大地上開滿雪白洋甘菊
花一般，將所有負面能量轉化，成為新的
力量來源。強化版的精靈之門魔法油則
添加了被認為具有超強淨化能力的白馬
鞭草（White Verbena），並加入一般馬
鞭草作為魔法祝福成分。

清新的白馬鞭草是令人神清氣爽的療癒
植物，也被認為可以協助我們抵抗外來
的負能量，讓消化系統與呼吸道都健康
滿分；甚至有人稱呼它為農曆七月最適

合擦在身上的香氣，因為呈現出來的香
氣細緻能量極高，所以也能驅走邪惡的
力量。而一般馬鞭草則是著名的防魔植
物，它的神聖力量可以擦拭掉惡魔的痕
跡，讓人感覺到內在的神聖之光。這次
Seer 讓配方更強化，用以面對這個充滿
挑戰的年度，希望大家都能在黑暗襲來
之後乾乾淨淨地全身而退。

如果說幸運星是呼喚幸運能量主動靠
近，精靈之門就是厄運不沾鍋，讓厄運
無法在運氣不好時沾附上身；而強化版
的精靈之門就等於是全身型的能量防
護，讓所有負能量的侵害自動避開。對
於常常需要在能量較低弱的場所工作，
或是感覺自己已經倒霉一陣子的人，或
許可以試看看。而感覺自己正在走運的
朋友們也或許應該在家中常備一瓶強化
版精靈之門，以備不時之需。

關於精靈之門



【魔法答客問】使用魔法，是在預支
未來的運氣 /財富……等等嗎？ 
 
這個問題是許多被奇怪因果論恐嚇的人
會問的問題，想要嘗試魔法的力量，卻又
擔心自己要付出代價。真的是這樣嗎？
這裡面有很多可以討論的部分。 
 
當然，所有的魔法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但是這個代價跟你所想的可能是不一樣
的，因為這個代價可能是你會需要開始
很忙碌的工作，並且全心投入在生活 /
感情 / 工作之中。也可能是你開始全方
面的有所提升，而你也會需要協助其他
有需要的人們。 
 
但是預支未來什麼？首先你需要有自己
這一輩子的運氣或財富的完整數據才
對，這樣才有辦法佐證運氣是會這樣被
用掉的，不是嗎？所以我想說出這種恐
懼語言的人，需要先負責任將你這一生
的財富數字或幸運指數拿出來，並且舉
證它們會越來越少。而且難道你過去不
會有沒有用完的財富 / 幸運 / 桃花嗎？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魔法如何看待時間。
一般人認為的時間是線性的，過去 / 現
在 / 未來，這三個時間點是有順序的流
動在時間線上。但是我們可以從女巫信
仰的女神變化就知道，女神有過去 / 現
在 / 未來三個面向，分別化身少女 / 母

親 / 老婦，然而這三位女神卻是同一體的女
神，可以結合成一位女神。因此在巫術的時
間觀念上，過去現在未來三者並沒有差別，
當我們調整現在的能量也就會影響過去對
我們造成的痕跡，並改變未來的路線。因此
女巫的時間觀念中，過去現在未來是一起轉
動的，因此當我們施行一個改變自己的儀式，
例如在重生節儀式中進行火盆轉化，燒去這
一年裡困擾自己的負能量或負面議題。當這
股能量運作時，不是只有轉動我們的現在，
也會轉動過去這個議題對我們造成的影響，
讓這個影響的效果變小。更重要的是也調整
了在未來的運程能量變化。 
 
魔法產品的能量來源有很多種，都能夠達到
調整現在 / 過去 / 未來的能量變化，有些是
與鬼靈結盟或與神靈訂立契約來製作魔法
商品，而有些是使用材料原本的能量，加上
使用者的意念來讓產品有效。 
 
在青月巫作的製作物中，沒有跟鬼神簽訂契
約而產生的產品，所有材料都來自於天然，
並藉由咒語連結使用者真正的意願，讓植物
與礦物的力量產生回應，作用在日常生活中。 
就以守護平安類型的魔法油來說，我們有一
些與運氣有關的魔法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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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以上有任何需要先使用你的未來好
運來應用在現實生活中嗎？幸運星魔法
是利用正面能量來吸引正面的力量以及
好運或善良精靈。而精靈之門則是提高
警覺閃過危險，光明火焰事先進行淨化，
讓能量通暢了再說。而如果您有這種疑
慮，在進行施咒時也一定不會有很正面
的意圖，魔法油的效果也顯現比較遲緩，
這樣還是建議您暫時不要使用喔。 
 
我們所推廣的魔法是利用大自然的能
量，來創造圍繞在自己身邊純粹與美麗
能量，透過植物與礦物力量的協助，讓我
們能夠盡快完成各自的理想。這個過程
只要保持不傷害他人的心念，並且堅持
付出自己的努力，總有完成的一天。而如
果你成功了，代價就是比別人更努力以
及流更多汗水。如果下次有人這樣跟您
說，記得先跟他要一張「終身運氣總
數表」，用以佐證喔。

如果說幸運星是呼喚幸運能量主動
靠近，精靈之門就是厄運不沾鍋，讓
厄運無法在運氣不好時沾附上身；而
強化版的精靈之門就等於是全身型
的能量防護，讓所有負能量的侵害自
動避開。對於常常需要在能量較低弱
的場所工作，或是感覺自己已經倒霉
一陣子的人，或許可以試看看。而感
覺自己正在走運的朋友們也或許應該
在家中常備一瓶強化版精靈之門，以
備不時之需。

強化版精靈之門魔法油是以 Seer 魔法
油進階課程中的星宮魔法油為基礎，能
夠對應到占星系統中的第八宮，協助我
們遠離災厄禍害，真有需要時，遇到難
關就能夠順利的通過考驗。

精靈之門魔法油的配方建立在「逢凶化
吉」的概念上，就像是愛麗絲跳入兔洞
一樣，將生命能量完全轉換，建立起受
到精靈守護的能量層，讓危險的負面能
量自動滑開。

以「大地的蘋果」─ ─ 羅馬洋甘菊作為主
調，帶來療癒心靈及撫平創傷的強力魔法
效果，就像在大地上開滿雪白洋甘菊花一
般，將所有負面能量轉化，成為新的力量來
源。強化版的精靈之門魔法油則添加了被
認為具有超強淨化能力的白馬鞭草（White 
Verbena），並加入一般馬鞭草作為魔法祝
福成分。

清新的白馬鞭草是令人神清氣爽的療癒植
物，也被認為可以協助我們抵抗外來的負能
量，讓消化系統與呼吸道都健康滿分；甚至
有人稱呼它為農曆七月最適合擦在身上的
香氣，因為呈現出來的香氣細緻能量極高，
所以也能驅走邪惡的力量。

而一般馬鞭草則是著名的防魔植物，它的神
聖力量可以擦拭掉惡魔的痕跡，讓人感覺到
內在的神聖之光。這次 Seer 讓配方更強化，
用以面對這個充滿挑戰的年度，希望大家都
能在黑暗襲來之後乾乾淨淨地全身而退。

精靈之門 使用說明
How to Use Door to Fairyland - Plus Magic Oil

建議使用方式

思逸 Seer 自己的使用方式如下：

【精靈之門蠟燭護身法】

1. 感覺自己最近運氣很背時，選擇一天
比較有力量的狀態下，使用六個小蠟燭，
然後塗上精靈之門點上後圍一個圈，讓
自己包圍在燭火之中。

2. 感覺到自己的能量開始充滿了溫暖以
及光的轉化，精靈的光芒充滿在身邊。

＊可以站著或坐著，一次需要 15-20 分
鐘以上的時間，要感受到溫暖能量才能
夠結束，這樣可以協助人們度過劫難。

【精靈之門找到新方向】

當感覺自己已經被生活困住時，產生各
種讓人痛苦的感覺，這時候如果又沒有
確定的生命方向時，將會感覺好像在浪
費生命。這時候可以密集每天使用精靈
之門在自己身上或者居家空間裡，並且
對自己保持信心，讓精靈之門的能量協
助我們少鑽冤路，甚至可以創造更多可
能性的未來，或許這就是愛麗絲找到的
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