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節魔法油 一般魔法油

種 類 能量補充品 實現願望用

製作時間
季節限定，僅有四季能量達鼎盛時可以製
作；一旦過了節氣能量就不再製作。

非月空時間均可製作，但八大太陽慶典時
製作力量最強

配方來源 必須進行星界旅程或冥想占卜，向女神祈
請到神諭才能得知，每一款均獨一無二 有既定配方

使用功效

可針對當年度當季提供能量上的協助，幫
助大家提升自身能量及當季幸運度，亦可
療癒各季節容易產生的能量問題，或協助
其他魔法油發揮效果

願望用油，各款魔法油各有擅場，例如豐
盛類可帶來財富或提升賺錢能力、人緣和
合類可提升貴人運或異性緣、守護平安類
可帶來幸運或提升自身能量等

使用方式 無禁忌，可隨時塗抹，或搭配其他魔法油
使用，強化其力量

同類型魔法油不可於同一天使用在同一物
品 / 同一人身上，恐會造成能量紊亂的問
題；不同類型則無妨

使用時間

全年均可，但當季至下一季能量高峰前使
用效果最佳，對於當季出生的人亦最有效
（例如：冬至魔法油在春分前使用效果最
佳，對冬季出生者幫助最大）

全年均可，但建議於製造日期三個月內開
封使用，並於三個月內使用完畢，以確保
最大效力。未開封可以存放半年。

啟動方式 只須將祝福意念吹入瓶口，與自身連結後
即可啟動

必須先施咒再吹入祝福意念與自身連結後
才能啟動

可否分享 可以分享給家人等其他人使用 僅有施咒者本人可以使用，不可分享

使用限制 無 依其功效而定，同類型不可於同一天用於
同一物品 / 人身上

推薦對象 所有人 依其功效而定

Yule

冬至
這是一種季節性魔法油，是巫師 / 女巫們的四季
百靈油 / 萬用膏，隨時可以塗抹，也可以搭配不
同魔法油使用。使用季節魔法油可以增加自己魔
法能量以及日常的身體能量，提升不同季節的幸
運程度，往往也能夠療癒不同季節容易產生的能
量問題。

Seasonal Magic Oil

季 節 限 定＊魔法百靈油

季節魔法油：冬至
Seasonal Magic Oil-Yule

【使用說明】

本產品使用前須先進行吹氣啟動連結的步
驟；如未啟動，則僅有芳香產品的效力。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油塗在手上或者護身符
上，也可以與家人分享，塗在家人的護身符
或身上，守護全家秋天的生活能量。

亦可塗抹在身上不易過敏處，增加身體能量。

本產品全年度均可使用，但在冬至到春分
（3/21~22）之間使用，效果最強。可與其
它魔法油搭配使用，強化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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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魔法油已經由巫師 / 女巫念誦祈禱文，使
用者只須進行吹氣步驟，讓魔法油與自己
連結即可。

此季節魔法油可以分享給親人與朋友使用，
作為季節祝福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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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精　油：月桂、黑雲杉、檀香、秘魯聖木、
雪松、肉桂、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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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線菊、白水晶

【啟動步驟】

1. 打開瓶蓋，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2. 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放入魔法油裡，吹
一口長氣在瓶口上。

3. 關緊瓶蓋然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油混
合均勻。

※ 季節魔法油不須施咒。製作魔法油時，青
月巫作的巫師 / 女巫已祈請女神祝福，並為
魔法油念誦祈禱文；使用者只須對瓶口吹氣，
讓自己與魔法油連結即可。

冬至魔法油是思逸 Seer 祈請女神神諭之後決定
之處方，此次是由優魯巴聖河及海洋女神葉瑪亞
（Yemaya）所賜，能帶來夢想與保護的力量。

月桂與肉桂就像是冬季太陽能量的結合，照顧身
體中的火爐；而黑雲杉及雪松能夠驅退黑暗，避免
我們在冬日漫漫裡被陰鬱淹沒；檀香與秘魯聖木一
則象徵月亮而一則象徵太陽，神聖陰性與陽性的結

合，能為我們驅走不祥且阻礙前方的一切。茉莉花
就像白雪的夢境一樣，為我們帶來寧靜與和平的狀
態，安心冬眠，修整能量。

【推薦對象】所有人，不須施咒，只須吹氣連結，可
以分享給親朋好友使用。

【隱藏技能】將季節魔法油塗在護身符 / 水晶上，
帶來季節性的全方位守護。

季節魔法油與一般魔法油比一比

※ 冬至魔法油對紓壓安眠以及守護平安系
列魔法油的強化效果最佳：

• 睡美人魔法油

• 月夜之星魔法油

• 月光海洋魔法油

• 巫師之心魔法油

• 神聖祭壇魔法油

• 幸運星魔法油

• 幸運星魔法噴霧



【夏至魔法油 -Lithia】

協助適應夏天來臨之後的強大能量，讓
人感覺到夏日裡的活力與快樂，與喜悅 /
愛情 / 孕育 / 加速目標實現的力量有關。
夏天是戀愛以及孕育的季節，萬物之中
許多在這個季節選擇懷孕與生育。因此
夏至魔法油被認為有讓目標加速實現或
者是能量活絡的效果，可以強化願望的
無中生有。

對於夏天生的朋友（5/5 立夏後～ 8/7
立秋前）來說，夏至魔法油對他們帶來
的幫助最強大，因為其能量型態與他們
出生時的能量相同，因此特別能強化他
們的身心能量。（夏至魔法油人人可用，
並不是只有夏天生的朋友才能用）

★使用時間：全年皆宜，但最適合在夏天
及夏秋之交使用，秋分（9/21 ～22）能
量穩定前均是使用好時機。

【秋分魔法油 -Mabon】

帶來穩定與豐盛的秋天能量，緊接在夏
天之後讓所有孕育可以落實與誕生。與
豐盛 / 金錢 / 享受 / 勝利的力量有關，
秋天是萬物逐漸休息準備潛遁的季節，
它將許多計畫催熟並且讓人享受到成
果。因此秋分魔法油有帶來財運、強化
幸運能量的效果，讓人更快享受成功。

對於秋天生的朋友（8/7 立秋後～11/7 立
冬前）來說，秋分魔法油對他們帶來的幫助
最強大，因為其能量型態與他們出生時的能
量相同，因此特別能夠強化他們的身心能量。
（秋分魔法油人人可用，並不是只有秋天生
的朋友才能用）

★使用時間：全年皆宜，但最適合在秋天及
秋冬之交使用，冬至（12/21 ～22）能量穩
定前均是使用好時機。

【冬至魔法油 -Yule】

冬天的寧靜能量將隨著此魔法油降臨，這是
一種特殊的季節魔法油，往往都有讓人溫暖
且滿懷希望的感受。與寧靜 / 轉化 / 神聖意
志的力量有關，因為冬天是讓萬物休息，進
入自己的未來夢境的季節，因此冬至魔法油
往往能夠協助我們進行計劃制定，在寒冷的
冬日帶來希望與溫暖的愛。

對於冬天生的朋友（11/7 立冬後～2/4 立春
前）來說，冬至魔法油對他們帶來的幫助最
強大，因為其能量型態與他們出生時的能量
相同，因此特別能夠強化他們的身心能量。
（冬至魔法油人人可用，並不是只有冬天生
的朋友才能用）

★使用時間：全年皆宜，但最適合在冬天及
冬春之交使用，春分（3/21～22）能量穩定
前均是使用好時機。

如何使用季節魔法油？

使用時，只要將季節魔法油塗在護身符
或者是常配戴的水晶上即可，常常補充
就可以帶來當季的幸運。即使使用期間
已經進入下個季節也無妨，因為季節魔
法油也被認為可以用來強化不同魔法油
的魔力效果。

季節魔法油最能強化的魔法油如下：

春分：強化人緣和合 / 靈感泉源系列；
夏至：強化人緣和合 / 豐盛生活系列；
秋分：強化豐盛生活 / 守護平安系列；
冬至：強化安眠舒壓 / 守護平安系列。

2016 冬至魔法油是葉瑪亞（Yemaya）
女神所賜，這位優魯巴文化中著名的神
河女神隨著子民來到美洲後成為海洋之
母，傳說中對人類溫柔至極的慈悲之母。
葉瑪亞女神具有強大的靈媒力量以及療
癒力，帶領非洲子民度過各種難關，也是
帶走眼淚與悲傷的母親。她也是夢想的
女神，能滋養人類的心靈強大到足以做
夢，並將夢中的場景完全實現出來。這
是一瓶支持我們一年夢想的配方。當世
界逐漸瘋狂轉動且無法預測時，只有夢
想能支持我們；這瓶海洋女神的冬至魔
法油或許也是讓我們在生命中轉好舵向
的關鍵，人生海海裡，不致迷亂覆亡。

什麼是季節魔法油？

季節魔法油（seasonal magic oil）是一
種特殊的節氣產品，巫師 / 女巫們將它
視為不同季節的百靈油 / 萬用膏，可隨
時塗抹，也可以搭配不同魔法油使用。

每年每季的季節魔法油配方都不同，也
只有當令時才能製作。請注意：季節魔
法油一旦過了節氣能量就不再製作。

季節魔法油是怎樣製作出來的？

依據傳統，女巫們會在節氣力量強盛（二
分二至）的時候，擇吉進行星界旅程或
冥想占卜，針對該年度的狀況向女神與
眾神靈祈請神諭，從中取得配方，並採用
當年度的藥草進行製作；因此，每一年的
季節魔法油都不相同，而且能夠針對當
下時局帶來最有力量的協助。

在青月巫作坊，祈請神諭的重責大任自
然就是由思逸 Seer 負責了！

誰需要季節魔法油？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大家都需要的魔法
油，因為它能協助人們避開最有可能發

生的厄運或災難，在整個季節中都能讓人感
覺受到眷顧；因此可以時常塗抹，就像百靈
油 / 萬用膏一樣好用。

這是因為季節魔法油能夠從能量上進行調
整，在心靈層次帶來轉變的效果，因此可以
協助人們更快適應當年度的季節狀況，提升
使用者的魔法能量及日常身體能量，帶來增
加不同季節幸運程度的效果，往往也能療癒
不同季節容易產生的能量問題，調整身心並
擺脫上個季節帶來的不良症狀。

當然，季節魔法油往往也都具有屬於該季節
的心靈意義以及特殊作用，只要合宜地使用，
也可以帶來不同的靈性作用，甚至在生活中
發揮實際的協助效果。

季節魔法油也需要換季嗎？過季後是否就
不能使用？

使用季節魔法油不限季節，一整年使用都
沒有問題！舉例來說，在秋天使用春分魔
法 油，也會帶來春天的感受。使 用時，請
塗抹在護身符或者是常使用的水晶上，便
可增加它們在春天的療癒 / 守護效果；塗
在身體上也可以。不過，季節魔法油在當
季使用，效果還是最強大的；由於它可以

認識季節魔法油 
Introduction to Seasonal Magic Oil

協助我們度過換季的不適，因此在下 
一季的能量達到鼎盛前均適合使用。有
趣的是，季節魔法油對於在該季節出生
的朋友特別有效！若出生於季節交界處，
則交界兩季魔法油均別具效果。

季節魔法油有哪些？

【春分魔法油 -Ostara】

調整進入春天之後的能量，往往都能夠
讓人身心清爽並且腦袋清晰運作，與智
慧 / 覺醒 / 轉變的力量有關。一般也認
為可以讓人際關係有更多的連結與改
善，因為春天是人們重新聯繫的時節。
因此適當使用春分魔法油可以增加人與
人之間的親密度，讓溝通順利進行。

對於春天生的朋友（2/4 立春後～ 5/5
立夏前）來說，春分魔法油對他們帶來
的幫助最強大，因為其能量型態與他們
出生時的能量相同，因此特別能夠強化
他們的身心能量。（春分魔法油人人可用，
並非只有春天生的朋友才能用）

★使用時間：全年皆宜，但最適合在春天
及春夏之交使用，夏至（6/21 ～22）能
量穩定前均是使用好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