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魔法油：命運之輪】
年度魔法油是思逸 Seer 的創意發想，以古
老的季節魔法油概念作為基礎，為新的年
度調出符合能量調性的香氛；更選擇扣合
星象特徵的神聖植物作為材料，並以女巫
的祝福儀式啟動年度魔法油的力量。這樣
製作出來的年度魔法油，能夠在一整年裡
協助我們生活順利，並且透過星星的連結
祝福而獲得指引，更順利找到前進的方向。
而這樣的星象指標是由木星來擔當的。一
般來說，木星掌管智慧 / 財富 / 幸運 / 尊貴
性等，又被稱為歲星；在占星師眼中，也是
掌握一年年運的重要星辰。當它環遊天際
時，會將一整年的世界能量帶往不同星座，
整個世界就隨之環遊黃道十二宮，更迭交
替，展現不同的面貌與格局；若再搭配與其
它行星間的互動，每一年的世界走向都精
彩萬分。如果我們能掌握到一點「天時」之
利，自然也能獲得木星的感應互動，分享到
它這一年在當值星座中施展的幸運魔法。

2017 年的木星在天秤座，當木星走入這個
位置，一般來說都被認為是國際外交事務
的大變動開始，我們可能會看見國際情勢
產生戲劇性的變化，強國勢力也將重新微
妙平衡；事實上從 2016 年 9 月份起，這樣
的能量就開始了，而且將會越來越強。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這將會是重新整理人
際關係，並且結交重要貴人的年度，因為天
秤座擅長的就是人際關係之間的平衡，並
且創造新的合作機會，或者帶來穩定的契
約。很多人認為，天秤座是與正義 / 法律 /
婚姻相關的星座，因此在這一年之中，所有
關係應該都會回到平衡的狀態，過往不和
諧的關係也將會有機會改變並重新調整。

換句話說，這是人際關係大風吹的一年，
我們要趁這個機會好好調理一下自己的人
際能量，當然更要注意影響自己的「外圍能
量」－－也就是周圍環境及人際關係所帶
來的氛圍影響，這樣的氛圍往往並非來自
於我們自願的狀態，卻會對於身心造成持
續性的影響；如果是正面氛圍當然是很好，
但如果很負面，就會感覺自己被卡住了，無
法動彈也無法前進。這種進退兩難但是自
己卻難以突破的窘境，相信讓人非常痛苦。

於是 思 逸 Seer 在 思考並 且占卜之後，為
2017 年設計了一款由木星神聖植物及天秤
座魔法油配方組合而成的魔法油；而這一
年是靈數 10，正好是塔羅牌中的「命運之
輪」牌，於是就命名為【命運之輪魔法油】。
它充滿著滿滿風元素能量的魔法香氣，而
風元素能為我們帶來清晰的理性，並且吹
動能量場中沉悶不快的人際負能量，讓這
些能量可以順利轉變。所使用的成分有：
玫瑰天竺葵：能夠帶來人際關係的和諧氣
氛，擅長化解僵硬且冰冷的關係；

薰衣草與玫瑰草：一則加強溝通能量，一則
帶走內心累積已久的怨氣與負能量，坦誠
相對讓對話更順暢；
檀香：神聖穩定的它則是做為護心盾之用，
在忙碌且緊張的社會環境下，面對各種卡
關都能夠強心護氣，不因此而沮喪失落。

伊蘭伊蘭：振奮提神，讓內心裡常常感覺到
愛存在於世界之中，微笑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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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el of Fortune
年度魔法油

命運之輪
這一款魔法油原本只送不賣，是思逸 Seer 個人
舉辦 2016 魔塔占活動中的贈品，分享之後頗受
好評，拗不過大家懇請，才決定商請青月巫作團
隊加碼製作，服務一下沒有參加活動的同學。希
望能夠協助大家新的一年都順利轉動命運之輪，
解決所有人際關係上的糾結問題。

丁香：這款木星神聖植物防小人的魔力自
古以來有口皆碑，更是讓邪惡甚至疾病退
散的重要門將；有它坐鎮在最後，自然能夠
守護我們這一年關係不打結，小人不再來。

【認識 決別之刃】
一直以來總常聽到，有人在關係之中牽
連起許多負面且不健康的關係，有時候
卻又深受這種關係的干擾；那些分不乾
淨的關係，或者明明打算老死不相往來
的人，不知為何總是一直出現。就在你
以為說了再見就不見時，有些關係顯得
特別難纏！有時不只是愛情關係，友情
甚或是親情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該怎
麼辦？

Blade of Farewell
決別之刃
《決別之刃》是來自於黑卡蒂（Hecate）女神手
上那一把破開黑暗的白銀巫刃，據說它能擊退
意圖犯天的泰坦巨人們，並且切斷他們重回人間
的道路；這款古老的斷捨離配方能幫助我們放下
令自己痛苦的能量索，斬斷孽緣與惡習，重整彼
此之間的關係，讓我們有機會重新開始。

於是，古老的斷捨離配方就被翻了出來。
它就像是女神黑卡蒂的力量，讓你從黑
暗中清楚看見這段關係應該已經到了
放下的時候，然後白刃一揮讓關係還原；
就算再見面，心裡也不會再起波瀾。
思逸 Seer 曾用這個配方跟「貧窮意識」
說再見。俗話說「送窮送窮」，送走了就
不窮。果然從此之後，好像就改變了自
己原本總是充滿不安全感也常常擔心沒
有錢生活的擔憂心理，財富實力以及豐
盛能量也就慢慢累積起來了。

因此，決別之刃可以適用於人 / 事 / 環
境，只要是自己希望可以跟對方說「慢
走不送」的關係，都可以使用這一瓶魔
法油來幫助能量清理還原，淡化不再需
要聯繫的關係，將人情世故看得更清晰；
讓我們從內心正式放下跟這些人、事、
物的關聯，也放掉原本緊握住的痛苦能
量索。

當這些關係清理乾淨之後，整個人神清
氣爽，自然就能好好迎接新貴人或者新
戀情，感覺才能毫無後顧之憂呢！

建議使用方式

思逸 Seer 自己的使用方式如下：
【一刀兩斷再也不見法】

1. 將想要解除還原的關係寫在紙上，紙
張顏色不拘，思逸 Seer 偏好黑色或白色。
（黑色通常速度更快）
2. 將對方的名字寫在紙張上，在整張紙
上塗滿決別之刃魔法油，然後點火燃燒；
一邊燒，一邊想像彼此之間關係的紅線
被白色的刀刃切斷。
＊ 思逸 seer 通常會搭配說：「謝謝你，
再見。」
【不能不見的自動疏遠法】

無法與對方徹底斷絕關係時，可以將這
瓶魔法油塗在身上，如果工作環境中有
對你不利的小人，將會慢慢疏遠；而需
要不斷面對尷尬關係時，也可以將魔法
油塗在衣服上，出門碰面時就能有效阻
隔對方過度灌輸負能量的狀況。

【這時你需要命運之輪魔法油】

命運之輪魔法油
Annual Magic Oil- Wheel of Fortune

合用，幸運星吸引好運，命運之輪轉走厄運。

＊感覺小人纏身時；
＊需要面對官司法律問題的場合；

【推薦對象】所有人

＊需要面對大眾時；

【隱藏技能】可以與各種魔法油合用，提升魔法油
在 2017 年度的運作效率。

＊感覺運氣不佳連續一段時間時；可與幸運星一起

【成分】

【啟動步驟】

【注意事項】

精油：玫瑰天竺葵、薰衣草、玫瑰草、檀香、
伊蘭、丁香

2. 觀想畫面： 一整年的祝福都會與自己同
在，自己很幸福的笑臉。然後吹一口長氣在
瓶口上。

此 年度 魔法油可以分享給 親 人 與朋友使
用，作為年度祝福用油。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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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迭香、白水晶
【使用說明】

本產品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吹氣啟動
連結，否則僅具有芳香產品的效力。啟動
只須進行一次即可。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油塗在手上或者護身符
上，也可以分享，塗在家人的護身符，守護
家人一整年的生活能量。

1. 打開瓶蓋，將本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3. 關緊瓶蓋然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油混
合均勻。

※ 年度魔法油不需施咒，青月巫作製作巫
師 / 女巫會事先祈請女神祝福，並為魔法
油念誦祈禱文；使用者只需要吹氣跟魔法
油連結即可。

Blade of Farewell Magic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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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魔法油可以與其他種類之魔法油自由搭
配使用，不會造成能量紊亂問題。
【保存方式】

請避免陽光直射，放置陰涼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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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於 2017/12/31 前使用完畢。

可以塗抹在手上或不易過敏處，增加身體
能量；每日使用量及次數不限，可隨身攜帶，
時時塗抹。

決別之刃魔法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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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製造日期請見瓶身標示

讓你清楚看見一段關係已經到了放下的時候，然後
白刃一揮讓關係還原；就算再見面，心裡也不會再
起波瀾。只要是希望可以跟對方說「慢走不送」的
關係，都可以使用這瓶魔法油幫助能量清理還原，
淡化不再需要聯繫的關係；讓我們正式放下跟這些
人、事、物的關聯，也放掉原本緊握的痛苦能量索。

【推薦對象】所有人
【隱藏技能】將想切斷的關係或想告別的壞習慣寫
在紙張上，在紙上塗滿決別之刃，然後點火燃燒，
並想像彼此之間關係的紅線被白色的刀刃切斷。

【成分】

【啟動步驟】

【注意事項】

精油：絲柏、蒔蘿籽、丁香、黑胡椒、檸檬草、
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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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咒一次即可，毋須每次使用都進行啟動。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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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胡椒、白水晶

1. 打開瓶蓋，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3. 以手指 / 魔杖在瓶口上方以順時針旋轉，
心中觀想畫面：白色刀刃切斷自己跟對方
的紅線，並唸誦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

I dance and pray, today and everyday,
Holding the Blade of Goddess Hecate.

【使用說明】

本產品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
連結，否則僅具有芳香產品的效力。施咒
啟動只須進行一次即可。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油少量塗在希望切斷的
關係人事物照片上，或者是需要見到對方
時塗在手上或身上不易敏感部位。

可以塗抹在手上或不易過敏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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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she walk through threshold i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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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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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me the picture I’ve never seen.
A future is bright and new,
I can dance without you.
我日日舞動祈禱，握著女神黑卡蒂之刃。
願當她跨越兩界之境，讓我看見全新前景。
未來光明新穎，而我的舞裡不再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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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方式】

請避免陽光直射，放置陰涼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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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