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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充滿了海洋波浪的訊息，不論是東方天
干地支理論中的壬水是指大海大河的流動之水
或是西方星相中歲星入雙魚，而雙魚正是海洋
能量的象徵。

而這正符合新年組合中的月光海洋魔法噴霧，過去
我們只做魔法油但是為了這次新年組合而做成魔法
噴霧，相信會帶來更強大的水元素魔法能量。

月光海洋一直以來都是Seer個人用來調整能量波動
的好幫手，具有月光與海洋兩中能量泉源的特質，
他能夠讓人快速回到靈魂核心的能量，讓身心靈都
獲得一種放鬆並且重新整合的感覺。這個配方是來
自連結胡督文化中的葉瑪雅（Yemaya）女神，就
如同這位海洋女神溫柔的胸懷一樣，人類的靈魂能
夠獲得重生以及重新作夢的機會，身心靈三層面都

平衡時，魔法能量也就能夠順利的運作，未來的航
線也就能夠清楚明瞭。

月光海洋配方與2022年的關係

2021年度，世界仍在疫情影響中，但也如同木星來
回於水瓶座與雙魚座間的能量，我們在這一個年度
裡看見各種全新的希望及可能性，就算世界還在封
鎖之中，人們在這樣的困境裡依然努力找出全新的
可能性，並且努力調整自己。在2021年的天時環境
影響下，我們在生命中都面對了考驗瞬間就到眼
前，必須要做出決斷也無法逃避的局面；這一股能
量就像是水瓶座的抽離與決斷，也像是雙魚座的掙
扎與包容，在這一年裡我們似乎了解了人生之中那
些辦不到的事情，但卻也重新定義了我們辦得到的
新目標。

2022年，歲星木星將進入雙魚座之中，並且來回雙
魚與牡羊座之間，木星進入雙魚的能量在傳統上被
認為是一種旺相，代表一種強大的推波助瀾將會出
現，整個世界也進入了大洗牌的最後階段，海浪退
潮後誰的褲子還穿得好好的就顯而易見。

雙魚座所管轄的夢/潛意識/心靈/藝術/迷幻相關領
域也將會受到注目，也或許是因為壓抑了兩年之
久，人類的心靈對於自由的渴求可能從外在轉而向
內在發展，並且探索更深層的心靈能量來取得身心
的平衡。或許這也會協助各種虛擬世界的相關領域
迅速發展，或者關於心理協助的需求大量增加，身
心靈產業的重要性也被再一次關注。這樣的能量也
同樣顯示在2010年承接金融海嘯之後，世界在面臨
經濟受創的問題時也更重視心靈層面的議題。

在2022年中旬到十月，木星也會進入牡羊座，並且
在牡羊座中逆行。木星進入牡羊座時帶來的血氣方
剛正好也會與心靈能量震盪而需要出口發洩有關，
這次木星進入牡羊座將正式開啟一連串戰爭/戰鬥的
行動，甚至是有關於爆炸性自然災害的事件出現；
這股能量令我們可以追溯回2010~2011年木星在牡
羊座時，世界上一連串令人震驚的人為災難以及自
然災害，這肯定會是我們需要密切注意的一年。真
心希望這一年之中突破性的發展是有關於身體健康
的新聞，畢竟木星牡羊也與健康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一年之中的初始日期時，木星落在雙魚座之中，

這說明了2022年將會是人類心靈能量特別敏感也特
別容易被引發的年度，有關於宗教/信仰/思想浪潮/
世界性/自由心靈等議題都會被重視並且持續討論。

上一個靠近我們的木星雙魚能量時期是2010年，這
段時間之中的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浪潮或鬱金
香革命為我們展現了心靈力量所產生的浪潮能夠帶
來影響，而教宗對於兒童性侵議題的正面回應也是
重要的宗教界新聞等等，我們也或許有機會看見隱
藏在海面下的各種醜聞秘辛一一被揭露。本來隨著
科技的前進，許多爆料與秘密都容易被公諸於世，
然而在木星雙魚時，陰謀新聞似乎都會影響整個世
界的變化，例如2010年發生的天安號事件，便影響
著世界與南北韓的關係。

雙魚座的神話原型

雙魚座的神話是因希臘美神阿芙蘿黛蒂（Aphro-
dite）與兒子愛神厄洛斯（Eros）參加眾神聚會
時，遇到巨怪堤豐（Typhon）的襲擊，眾神一片混
亂而難以抵抗這個突襲。缺乏戰鬥能力的神靈們很
快想到要潛入河流中躲避攻擊，化身魔羯座的牧神
潘（Pan）就是在這狀況下變成半魚半羊的形象。

而阿芙蘿黛蒂拿出髮帶，將自己以及兒子綁在一起
之後變身成兩條魚，就成為雙魚座的形象。雙魚以
及繫帶的形象除了被視為母子之外，也被視為兩種
對立能的化身，例如精神與物質，理性與感性，甚
至女性與男性等等。而這樣的象徵也被視為天上人
間的連結，具有一種通神者或救世者的力量，因此
一般占星家也認為雙魚能量在個人星盤中強勢的
話，容易對於萬事萬物多感而且渴望拯救，也更容
易接觸宗教信仰的影響。當然在這樣的力量影響之
下，整個世界也變得有更多溝通交流的機會，也是
在這樣的能量之中我們看見各種隱藏在海面下的秘
密，也藉由此而更了解自己。

數字6：戀人年/雙子座，能量交流啟動新旅程

2022年是數字六號戀人年，這也對應著雙子座的意
向。20與22是審判與愚者的象徵，在最早的時候愚
者這張牌應該是第22號，或許這也意味著整個世界
全新的旅程就要啟動，而這個旅程也暗示著未來將
會完全不一樣。

六號與戀人都被視為陰陽能量交流，一切和合的象
徵，就像是木星雙魚座的特質一樣，強調著各種交
流以及調整的可能性，而這一股能量也的確將會帶
來世界交流與交通上的突破，或許我們也可以期待
在經過疫情的封鎖之後，在2022年我們對於航空以
及旅遊的需求變得非常重要，各種形式的溝通都變
得極為重要，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訪問也將
會大幅提高，然而資訊安全以及相關的議題卻不能
模糊對待。我們依然不能輕忽有關於病毒或疾病的
問題，這也意味著我們其實無法避免要再一次面對
因為疫情所帶來的影響，但是希望這一次我們已經
從過去經驗中學習到智慧，順利的渡過風浪。

或許我們也應該從上一個戀人年──2013來學習，

像是當年度披露的美國資訊監控計畫，就與資訊交
流安全有關係。而在2013也有數個國家重要領導人
更替，至今仍影響世界，例如中國；台灣則有洪仲
丘事件進而影響後來的政治生態以及勢力分佈，另
外則是禽流感事件也令我們需要警惕有關於健康的
問題，或許疫情並未真正的離去？

但是戀人所帶來的豐富性與多元性依然值得我們期
待，就像是各種不同的資源將會出現在我們眼前，
對我們的生活帶來新的影響。不管是星象上或者數
字能量上又或者是塔羅能量上都值得我們思考，這
肯定是全新的未來方向，而我們也不能想著回到過
去，因為接下來遊戲規則也肯定完全不同。

壬寅水虎年，強大陽性能量組合，虎虎生風變動快速

2022年在干支上屬於壬寅，壬為陽水如大江大河一
樣地奔流不息，而寅屬於陽木，像是春天的樹木，
正在努力茁壯之中。所以壬寅水虎年，是一種水與
木相生的能量，這也是一種強大的陽性能量組合，
主張表現會非常快速而且直接。自古以來就帶有戰
爭但是也有快速達成協議的意象，就是1842年清朝

將香港割讓給英國、1902年古巴獨立或1962年同
時有多個國家獨立，就像是虎虎生風的姿態，向世
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樣的能量或許與前兩年的庚子/辛丑有蠻大的不
同，因為水木相生的能量具有非常明顯的開創性與
展望，就像是有機會伸展自己的大樹，在天地之間
獲得義線生機。雖然壬水代表著巨大的變動與調
整，就像是受到大河沖刷一樣，但是這時候如果可
以站穩自己的腳跟，練習在這個變動不斷的世界裡
培養一點耐心與定性，那自然也會有很好的發展。

壬寅年像是黑色的老虎從湍急的河流之中躍起，甩
動著身上的水珠，向前奔馳著，這股能量與速度都
會是非常快速，相信所有人都希望可以在這個巨浪
之上穩穩衝浪。因此我們對2022年的新年組合以及
開運小儀式有一些建議，希望能夠帶給大家幫助並
且與大家一起度過難關。

關於月光海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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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泉源類

為什麼會有同種類的魔法油不可以同時使用在同
一對象上這個規則？因為這樣會造成能量紊亂的
問題；而能量紊亂的原因，則與我們的魔力有關。
【魔力與願望實現的關係】
啟動魔法油時，我們必須先經過施咒的步驟，就是
要讓自己的魔力跟魔法油結合，然後透過我們的魔
力與魔法油的加乘作用，用於我們的願望與咒物
上，加強能量已達到願望實現的魔力標準，然後現
實就顯化了。所以，魔力的強弱與願望實現與否，有
直接的關係。
【魔力有限，願望愈多魔力愈分散】
魔力的概念是這樣：我們每個人只有一份魔力，這
是一個流動的概念，它會隨著我們的意念輸出在不
同領域，像是魅力/豐盛等等。而我們每個人在不
同領域所能輸出的能量有一定的限制，就像是電流
容量一樣，這跟每個人的先天特質有關係；所以當
我們同時使用魅力/豐盛領域的魔法油時，我們的
魔力除了要維持日常生活所需之外，還必須分成兩
部分，輸出於兩個魔力管道。
因此若同時使用魅力類型兩種以上魔法油，這個

管道的魔力就又要分成兩個小出口，以此類推；除
非您魔力夠強大，否則可能兩個小出口最後分到的
能量並不多，作用到現實生活中也會更少。
所以過度使用魔力，造成能量紊亂，就可能魔法效
果不佳，或願望無法落實囉！同一類型的魔法油一
次使用太多種來許願，也容易讓魔力分散不均，目
標太多而造成倍多力分的結果，不可不慎。
【每天最多可使用幾種魔法油許願？】
每個人每天可以使用幾種魔法油來許願，其實沒有
絕對標準；只要您本身魔力夠強，能夠支持，那愛
用幾瓶都可以。但如果您發現在某個領域使用魔法
油許願總是看不到效果，而且同一種類的魔法油
用愈多愈看不到效果，就可以考慮將每次使用的魔
法油降到一種，也許效果反而會比較好！
【個人的魔力是可以強化的嗎？】
可以！隨著你的積極想像及修煉或關注等，是有可
能擴充個人魔力的容量。
1.使用能量補充型魔法油，如季節魔法油或年度魔
法油，都可補充自身魔力；月神之箭雖屬願望型魔
法油，但它的作用原本就是增強能量來幫助我們
實現願望，所以也具有同樣效果。只要塗抹在身
上，不需許願，就能補充魔力能量。這樣的能量補
充是全方位的，可議讓魔力普遍提升。
2.使用願望型魔法油塗在身上，但不許願，就可以
補充該領域的魔力！因為咒語引導意識能量，而魔
法油的咒語本身就是一種許願，所以願望型魔法

油還是會補充相關領域的魔力；只是擦的時候沒
有特別許願，它沒有明顯標的去實踐，就會往相關
領域去補充、調整您的能量。
3.進行太陽慶典或月亮儀式，也可以借助日月星辰
的力量來補充我們的魔力。
【這樣用魔法油，讓效力最大化】
願望型魔法油：同種類一次只塗抹一種在身上，間
隔24小時再塗另外一種。若想同時使用同種類不同
魔法油，請塗在隨身物品上並間隔至少10分鐘。
提醒您：即使沒有許願，也不要同時使用同一類型
的不同魔法油，因為同時使用太多種會使味道太
混淆而影響效果。建議間隔10分鐘再使用。　
季節魔法油：可強化與其季節能量相關的願望型
魔法油，也能提升自身魔力，可與其他願望型魔法
油搭配使用，也可以隨時塗抹在身上，補充魔力。
魔法噴霧的使用：噴霧因顯化速度快但效力較短
暫，比較不會造成魔力過度使用的問題，可以與魔
法油安心搭配。　
蠟燭魔法：建議一次只許一個願望，願望實現了再
許其他願望，以免倍多力分。許願時，可以搭配塗
抹相關魔法油，例如許願「桃花滿開」時，可以在
身上塗抹人緣類魔法油，以及春分/夏至季節魔法
油，強化您的魅力指數。
魔法油是能調整及補充能量的產品，可以常常擦
塗，不需看時辰或時間，只要施咒開啟之後，就可
以多多使用。

 

【靈感泉源類．魔法油有哪些？】

月光海洋｜月夜之星

【推薦對象】身心靈工作者/腦力大量使用者

【隱藏技能】帶來放鬆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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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噴灑聞香，即可讓身心靈
迅速平靜，獲得和諧安寧的能量。

【特別注意】

上述同種類魔法油不可同時使用在同一對象
上（如塗在身上），須錯開使用對象（如一個塗
身上，一個塗隨身物品，一個滴入蠟燭中），或
間隔24小時。噴霧或不同種類魔法油則無此
限制。

本類產品請自己啟動、自己使用；啟動後請勿
分享他人使用，家人亦然。但噴霧使用後能守
護空間中所有生命，將魔力分享給所有人。

施咒一次即可，毋須每次使用都進行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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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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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之中，
將會帶來帶來放鬆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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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以噴灑在居家/工作空間之中，將能量
分享給進入空間的每一個人。

　

【成分】
基　底：藥用酒精、茉莉花純露
精油：梔子花（原精）、檸檬、羅馬洋甘菊、
茉莉（原精）
浸泡精華液：青金石（使用礦泉水浸泡純
天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紫羅蘭、紫水晶  

【使用步驟】
1. 打開瓶蓋，取下噴頭，將說明書放在魔法噴
霧瓶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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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魔法噴霧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裝回噴頭並關緊，然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
油充分混合均勻。

【注意事項】
本噴霧請自己施咒、自己使用。請勿將施咒後的噴
霧給他人使用，家人亦然；但噴霧使用後能守護
空間中所有生命，將和諧與安寧分享給所有人。
噴霧與油魔法路徑不同，即使屬於同種類也可
同時使用在同一對象上。如欲與其他噴霧同時
使用，請錯開噴灑位置或至少間隔10分鐘。
請勿使用擴香機器，可以水燈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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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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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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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期後魔力將逐漸減弱。

＊ 製造日期請見瓶身標示

【魔法答客問】

淺談魔力與願望實現的關係

願望型．須啟動再使用．不可分享．

可以與任何魔法油、噴霧、香粉同時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