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吉雅女神 x 眾神之泉魔法噴霧
第一次與海吉雅女神深刻連結，是在大

後來在羅馬與希臘各大博物館中，我一

英博物館中看見她的雕像，身邊環繞著

直看見這位女神的出現，也可以感覺到她

大蛇而手舉著一個水缽。我以為她是阿

對人類社會無與倫比的貢獻；預防醫學

波羅的女祭司，或是某個蛇之女神，想了

一直以來都是醫學之中最重要的一枚盾

許久；突然不知道哪裡來的聲音告訴我：

牌，在疾病的痛苦來臨前就先做好準備，

這是醫神之女，而古希臘醫神阿斯克勒

讓人有機會不必經驗痛苦。我想這是所

底俄斯（Asclepius）則是阿波羅的兒子，

有療癒者都希望追求的力量。

掌握醫療藝術的神子。在醫神的神話中，
因為他將巫術與醫術分開，使用醫學救

細說眾神之泉配方

治許多人起死回生，讓冥府之王一狀告

當我在女神的神諭世界中追尋著 12 女

到宙斯那裡，說他破壞生死的奧秘；為了
維持生死的平衡，宙斯召喚天雷將他擊
斃，阿波羅則將他放到天上，成為蛇夫座。

神配方時，這位女神帶著巨蛇現身，讓我
聞了那水缽之中的眾神之泉，泉水芳香而
帶有一種怡人的清爽。雖然沒有能喝上

醫神之女的療癒力量

一口，但是那股芳香馬上讓我聯想起香

阿斯克勒底俄斯意志的五位女兒各自將

許多傳說之中都有起死回生的神效，也

醫神與阿波羅的力量傳承下去，其中海

是帶來生命甜如蜂蜜的聖草。

吉雅 女神被認為承接了父親的巨 蛇能
量，她的塑像是身上環繞著巨蛇，另一隻
手則是舉著水缽讓蛇喝水（或者吐水）。
初期的她與雅典娜女神合稱為 Athena
Hygieia，被認為是全能雅典娜的化身，
後來慢慢地被眾人注重；因為在城市化
的過程中，保持城市的衛生是最重要的
條件。到了羅馬時代，她甚至被認為是社
會福利的重要守護者。

眾神之泉

海吉雅女神魔法噴霧

Spring to Immortal
Hygiea Goddess Magic Spray

蜂草，被稱為生命萬靈藥的神聖植物，在

自古以來被認為承接阿波羅之 光的月
桂，溫暖帶有豐富變化的香氣正是女神
透過父親承接阿波羅的醫療能量，畢竟
阿波羅是最早將醫術傳授給人類的神
靈，如同他放出的溫暖陽光一樣療癒人
的身心。而乳香所帶來的太陽能量正好
撫慰靈魂的傷痛，不管是身體或靈魂的
傷口都可以穩定黏合，癒合所有的創傷。
（未完，請見背頁）

眾神之泉是與健康能量連結的魔法噴霧，在這個配
方之中，有著著名的健康相關成份，能幫助我們連
結自己身心靈各種層次的健康能量，期待我們獲得
來自於健康女神的祝福，不管遇到什麼健康問題都
能夠被支持，並且增加信心。

Spring to Immortal
Hygiea Goddess
Magic Spray

眾神之泉
海吉雅女神魔法噴霧
2019 年，我們開始呼喚女神的力量進
駐生活之中，讓三位一體隨應隨求的女
神成為我們的生活協助者，像是與自己
的內在力量及隱藏於宇宙的神聖陰性
之母祈禱訴說，每天都能連結來自神靈
世界的祝福能量；願女神的光芒閃耀在
你我之內，閃耀在此時此地此人上。

【主要功能】調整健康能量 / 連結身心靈的療癒能
量 / 期望健康降臨
【建議使用時機】日常保養 / 遇到健康失衡的問題
【搭配秘方】女神之手療癒香

【成分】

【使用步驟】

【注意事項】

母酊劑：蒲公英、金縷梅、橡樹葉、聖約翰草、
永久花、香蜂草精油、綠玉髓

＊每次使用都須依照此步驟呼喚女神降福 *

此魔法噴霧無須啟動，每次使用時依照使用
步驟祈請女神降臨祝福即可。

基底：酒精、香蜂草純露
精油：乳香、月桂、沉香籽、龍艾、秘魯聖木、
香蜂草
浸泡精華液：葡萄石（使用礦泉水浸泡純天
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乾燥山金車、白水晶
【使用說明】
建議在使用其他魔法產品前優先使用，以獲
得最純淨的女神能量。
本魔法噴霧已經由思逸 Seer 進行儀式祈福，
並連結女神能量，使用者不須啟動，每次使
用時依照使用步驟祈請女神降臨祝福即可。
可以祝福自己或其他人事物，也可滴入蠟燭
中使用。
本噴霧使用後可立即搭配使用其他願望型
魔法油，強化其能量，無須間隔一段時間。
＊更多建議使用方式請參考背面說明

1. 一次只使用一種女神魔法噴霧，將其噴在
身體周圍，靠近任何需要健康能量祝福的區
域。但請勿直接噴在皮膚上，避免過敏的可
能性。
2. 將噴霧噴出後，伸出雙掌做迎接狀，呼喚
海吉雅之名，並觀想女神藍綠色能量降臨身
上，然後念誦女神祈禱文（中英文均可）：

Great Hygiea, let me drink the spring of
goddess.
偉大的海吉雅，請讓我飲用女神之泉啊。

此魔法噴霧可以分享給親人與朋友使用，一
起分享女神能量。
使用此噴霧後，24 小時內不使用其他女神魔
法油 / 噴霧；當天可重複使用此噴霧。緊急情
況下一天最多可使用三種女神魔法油 / 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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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將迎接女神能量的雙掌放置在胸前，感覺
到女神能量的祝福，或者將雙掌放在需要祝
福的人事物上。

【保存方式】

4. 如果要祝福自己以外的人事物，也可以直
接將噴霧噴在其上（請先獲得他人同意），
呼喚女神之名，觀想女神藍綠色能量降臨後，
直接祝福在這些人事物上方。

【建議使用期限】

＊建議現場進行，遠距離進行無法保證能量
穩定度。

請避免陽光直射，放置陰涼處即可。可隨身
攜帶，時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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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吉雅女神 x 眾神之泉魔法噴霧
（續前頁）墨西哥沉香籽帶來強力療癒
能量，溫暖堅強更有著薰衣草一般的溫
和，透過它的協助也能解除我們原本緊
繃高張的情緒壓力。搭配秘魯聖木神聖
而尊貴的氣息，對於一直無法回復平衡
的人來說，就像是終於有人托扶自己一
樣的安心。

特別加碼：除邪氣常保青春的春天能量

帶來健康能量的搭配密技

新春期間正好到日本進行祈福，參拜東京市

海吉雅身為健康女神，能協助我們保持

區內的日枝神社，這座神社被稱為「皇城之

身心的平衡能量，如果在空間中使用眾

鎮」
，穩固著整個東京的力量。供奉著山神（大

神之泉噴霧，再搭配新月聖女淨化香粉，

山咋神）/ 大地女神（伊奘冉尊 / 伊邪那美）

不僅可以在空間中帶來青春健康的祝

等，也是江戶三大祭之一山王祭的起源地。

福，也能同時將沈重的能量解除，讓身心

加上古代是只有貴族可以參拜的大社，地位

及空間一起清潔溜溜不再悶悶不樂。

母酊劑更是以能療癒身體各部位的著名

極為尊貴。這座神社的神使是猿猴，能夠指

藥草來連結女神能量：解毒的蒲公英 /

引迷途人們真正的方向。

預見問題且增強靈感的密技

這個神社非常舒服，能感覺到大地與山的力

身懷預防醫學絕技的海吉雅女神，能夠

抗敏的金縷梅 / 強化的橡樹 / 解憂的聖
約翰草 / 撫慰的永久花 / 被認為可治療
百病的香蜂草，配上傳說中協助亞歷山
大大帝征服世界卻不顯疲態的綠玉髓。
得知女神要將這個魔法配方做成噴霧，
也是感覺很驚艷，就像是做成可隨時噴
在身上調整能量健康的靈藥一樣。因為
一般魔法產品的能量多是帶來外層能量
的加持，或者吸引聖靈 / 精靈等的祝福；
但是這個魔法能量是由自己的調整做

量穩定地流動，還發現了祈福過的「若水」；
在這裡，若水主要是指元旦時所取的靈水，
能袪除一整年的邪氣，使用或飲用都可以常
保一整年的青春能量，也常用來供奉歲星。
（一般認為，若水的信仰與長生不老的靈藥
有關，尤其是月亮的循環能量，新月 - 滿月 殘月的循環不滅。所以飲用若水被認為能夠
連結青春不老的能量。）

起，讓自己的身心獲得優先調整。這樣

與女神確認後，我們將加入這個來自日本的

一來不僅自己會輕鬆點，面對困境時也

聖水，為海吉雅女神的噴霧增加春天的青春

會更有力量。一旦身心平衡了，流動給願

能量。

預先看見問題的出現，並且幫助我們處
理這個棘手的問題；如果能搭配使用增
加靈感的魔法產品，例如月光海洋 / 巫
師之心等產品，可以強化個人直覺與靈
感，讓我們提早面對問題並且解決問題。

恢復健康的搭配密技
醫療女神最著名的力量還是讓人恢復健
康，找到適合自己的療癒方式。如果搭配
女神之手療癒香一起使用，從外圍能量
場調整到內在身心平衡，失衡身心或許就
能得到調整。畢竟健康才是一切的根本，

望型魔法油的魔力也會更穩定，比較不

不管想要多好的生活品質，都需要健康的

會跳針打結，願望的實現也會順利展開。

支持。一年之計，肯定是從健康開始喔。

關於女神聖化魔法油

青

月巫作女神聖化魔法油系列的母

女神聖化魔法油系列注意事項

油都是由思逸 Seer 親自釀製，以

確保能量上的完整與穩定，並且透過儀

1. 啟動：女神聖化魔法油不須施咒或吹氣啟
動，可以分享，也可以為個人使用。每次使用
時均須依照步驟呼喚女神降臨祝福。魔法油

式來與女神連結。這些願意協助祝福魔
法油的女神，都是思逸 Seer 透過神諭
探尋的方式與之連結，請求女神一一提
供配方以及能量，並不是無止盡地將所
有魔法油冠上女神聖化的名字就可以了；
而且，製作者需要與女神有深度的聯繫，
並且在儀式過程中完整地將女神能量帶
入母油裡，極需耗費氣力與精神。
所謂「母油」，就像是母親般蘊藏著強大
的能量；必須經過完整神聖儀式過程，
呼喚女神力量降下後聖化整個母油，再
透過時間的醞釀，才能產生巨大的能量。

這也是女神聖化魔法油系列與其
它魔法油的不同之處：女神聖化魔
法油必須透過女神的儀式來進行
母油聖化，然後將母油所攜帶的
能量分配出去，並搭配與女神相
關的香氣加以調和，經過繁複手
續才能完成。因此，每個女神聖化
的魔法產品都是限量的。

裡已具有釀製母油帶來的女神祝福能量。
2. 使用：噴霧請直接噴灑，不需滴在掌心
1）每日晨起、睡前或日常生活中，請將魔法
油滴在手心上，摩擦生熱後，觀想女神光芒
降臨雙掌，唸出女神的祈禱文，然後將手放
至胸口，就能讓女神降下祝福能量給自己。
2）如果要請女神祝福物品 / 場地 / 他人（請
先徵得對方同意），也可將魔法油滴在手心，
摩擦生熱後觀想女神光芒降臨在自己雙掌，
再以雙掌覆蓋在對方身上，唸出女神祈禱文，
讓女神可以降下祝福能量給對方。建議現場
進行，遠距離進行無法保證能量穩定度。
＊如果不方便使用雙手，請將魔法油直接滴
少許在物品 / 場地 / 他人 / 自己身上，觀想
女神光芒降臨在其上，唸出女神祈禱文。
3）亦可在蠟燭中滴入數滴女神魔法油（滴數
自己酌量即可），點燃蠟燭後，想像女神的光
芒降臨，也可以連結女神能量。
＊同時間可以點燃不同魔法油蠟燭，也可以

使用不同魔法油 / 噴霧 / 香粉；因魔法
能量路徑不同，因此不須顧忌。
3. 限制：噴霧與油的魔法路徑不同，但
仍建議一天只使用一種 ( 呼喚一位女神 )
1）建議在所有魔法產品之前先行使用，
因為女神聖化魔法油不屬於四大系列，
而是一個獨立的系統，本身已經具有女
神的祝福魔力。
2）強烈建議一天中只使用一種女神魔法
油，但同一種女神魔法油可以多次使用。
3）如果遇到緊急狀況，24 小時中可呼喚
三位女神，亦即使用三種女神魔法油；
但正常情況下建議一天使用一種即可。
4. 與其他魔法油的搭配性：使用女神魔
法油後，可以立即使用其他系列魔法產
品，無須間隔一段時間。每位女神特質
不同，也將強化與她特質相關的魔法產
品，詳見每種女神魔法油的說明書。
5. 2019 版女神聖化魔法油使用後，可
以立即使用其他類型魔法油（願望型或
能量補充型都可以）
，無須間隔一段時間；
只要避免塗抹在同一部位上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