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度限定新品，帶來滿滿守護
新的一年，充滿天蠍能量的 2018 年，相

這款噴霧含有以 21 種聖樹材料浸泡萃

信更多潛能等待著我們去發掘，也會有

取的聖樹精華，使用木質香氣調整，透

更多挑戰在路上。正義之風再次吹起，

過秘魯聖木等神聖植物的協助而製作

我們也將需要更多的支持才能穩穩地走

成。在浸泡時，思逸 Seer 會以德魯伊的

過風雨。

方式進行祝聖施咒，呼喚眾神與女神的

在這個年度，我們也準備了一些限定新
品，協助大家度過可能會洶湧而至的災
厄。伴隨著土星與冥王星能量在 2018

力量加護，所以使用這款魔法噴霧不須
施咒，只要觀想自己站立在聖樹之下，受
到神聖森林的保護即可。

年會合，這個被占星師認為與戰爭有高

賢者之樹可以強化個人能量場，並連結

度關連的星象，通常也會讓人們的安全

神聖森林的宏偉能量；不僅能避免來自

感瓦解。這樣一來，能夠守護內心能量、

三界的干擾，更能防止黑暗力量的糾纏，

順利避開各種危險的魔法產品，就顯得

並帶來 21 種聖樹的守護力量！想要愛、

更加重要了。

豐盛、生命力、淨化、勇氣、毅力、遠見、

聖樹加護，隔絕黑暗糾纏
說到能量上的守護，在 2017 年底魔塔
占活動中贈送給大家的聖樹噴霧，就在

創新……？
輕輕一噴，就 能獲 得一 整 座 森林的守
護！

2018 年初與大家再次見面！原本只送不

因為浸泡材料皆為特地進口的有機乾燥

賣，不過為了回應廣大的需求，我們決定

藥草，價格昂貴，能進貨的數量也十分有

開放一個檔期來製作這款噴霧，並定名

限；因此是檔期限定又限量的產品，敬

為：賢者之樹（Sacred Trees of Druid）

請見諒。

Sacred Trees of Druids

賢者之樹
溫柔守護版

這是擁有 21 種祝福力量的噴霧，輕輕一噴，就
能獲得一整座森林的守護！
與其他守護平安類魔法產品不同的是，賢者之樹
噴霧的魔法可以協助我們將有害能量轉變成有
益於我們的能量，就像森林能淨化有害的空氣
或水源；並提供 21 種祝福，讓我們可享受更有
力量、更豐盛美好的生活。

魔法噴霧。

這是擁有 21 種祝福力量的噴霧，輕輕一噴，就能
獲得一整座森林的守護！

賢者之樹魔法油
溫柔守護版

Sacred Trees of Druids Magic Spray

與其他守護平安類魔法產品不同的是，賢者之樹噴
霧的魔法可以協助我們將有害能量轉變成有益於
我們的能量，就像森林能淨化有害的空氣或水源；
並提供 21 種祝福，讓我們可享受更有力量、更豐
盛美好的生活。

因應2018星象中土星與冥王星同在魔羯座的壓力，
Seer 調整成溫柔守護的版本，希望溫和的力量能
夠在硬碰硬的能量裡，成為各位的溫柔後盾。
【推薦對象】所有人
【隱藏技能】噴在頭頂上以及身體周圍，想像金色
的大樹在自己身後，或者是噴在空間中，想像一整
座森林包圍在這個空間裡，就能獲得想要的力量。

【成分】

【啟動步驟】

【注意事項】

基

1. 打開瓶蓋，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本魔法噴霧已經由思逸 Seer 念誦祈禱文，
使用者只須吹氣，讓噴霧與自己連結即可。

底：藥用酒精、薰衣草純露

精 油：秘魯聖木、檀香、薰衣草、牛膝草、
甜橙、乳香、沒藥

2. 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放入魔法噴霧裡，
吹一口長氣在瓶口上。

浸泡精華液：白水晶（使用礦泉水浸泡純天
然礦石）

3. 關緊瓶蓋然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噴霧成
分混合均勻。

請勿使用擴香機器，可以水燈薰香。

魔法添加物：橡樹苔、白水晶

【使用說明】
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啟動連結，否則僅具
芳香產品的效力。啟動一次即可。

使用後能夠淨化能量場，並且建立一個穩
定的能量空間，讓人的身心靈與能量場都
獲得守護以及寧靜的能量。

※ 此魔法噴霧不需施咒，思逸 Seer 釀製時
已經唸頌德魯伊祈禱文，祈請聖樹精靈的能
量協助；使用者只需要吹氣跟魔法噴霧連結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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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噴霧噴灑在身上能量場
或任何空間之中，將會帶來淨化且純淨的能
量，讓人感覺到有聖樹森林的後盾。

【保存方式】

可以塗抹在手上或其他不易過敏處，增加身
體能量。

【使用期限】

請避免陽光直射，放置陰涼處即可。可隨身
攜帶，時時噴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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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賢者之樹魔法噴霧
Introduction to Sacred Trees of Druids Magic Spray
德魯伊的神話之中，神聖的樹木
是通往神之國度的路徑，也是所
有生靈的守護者。森林裡充滿著
魔力以及生機，不僅能將人們的煩
惱洗去，更能讓人自然走入神聖的
能量場域裡。
2018 是木星天蠍年，世界情勢看來波濤
洶湧，面對種種挑戰時我們難免感到疲
累，就像驚弓之鳥一樣，需要獲得大樹的
庇護。而賢者之樹魔法噴霧便能提供人
們如同走進一整座森林般的守護能量，
不僅能潔淨能量場，更可以帶來受到保
護的感受。
在德魯伊的世界裡，每一種聖樹都具有
不同能量，也因為不同的精靈魔力影響
而擁有各自擅長的領域。若將 21 種材料
找齊，透過古老的萃取方式讓他們釋放
魔力到精華液中，呼喚聖樹精靈之名，就
能讓來自於森林的守護與祝福可以直接
作用在使用者的生活中。
思逸 Seer 釀製賢者之樹噴霧的精華液

時，不只使用了 21 種聖樹的材料，更透過儀
式呼喚聖樹的精靈們，以及 21 棵聖樹的神
話之歌，呼喚裡有德魯伊祭司們認為的聖樹
力量；這樣的儀式能編織出一股屬於聖樹的
魔法能量，讓所有使用者都得以透過這瓶噴
霧與聖樹的精靈們連結，並帶來諸多不可思
議的功效。

與其他守護平安類魔法產品不同
的是，賢者之樹噴霧的魔法可以協
助我們將有害能量轉變成有益於
我們的能量，就像森林能淨化有
害的空氣或水源；並提供 21 種祝
福，讓我們可享受更有力量、更豐
盛美好的生活。

【聖樹功效之一】淨化梳理、保護能量場
就像是走入魔法森林一樣，賢者之樹噴霧能
淨化並且梳理我們的能量場，讓人感覺煥然
一新，並透過魔法能量的運作讓能量場重建
起來；不管過去在創傷中得過什麼，就先將
悲傷擺在背後，進入守護的狀態裡。賢者之
樹的能量還能夠控制流入我們能量場的環
境能量，對有毒能量進行過濾與排除，讓良
好的能量保持在我們的生命裡。
由於賢者之樹能夠淨化能量 / 過濾有毒能
量 / 守護我們的能量，所以當我們遇到各種
問題時，都可以先使用這款噴霧，讓自身能
量平靜並恢復充盈，才能擁有真正的力量來
面對各種問題。再加上 21 位聖樹精靈的魔
力加持，使用時我們能與大自然能量更快取
得聯繫，並獲得大自然力量的協助。

【聖樹功效之二】帶來 21 種祝福的
力量！
在森林中，所有聖樹都會彼此支持，也
支持著森林中的所有生物；賢者之樹魔
法噴霧也具有相同特色。
因為聖樹有 21 棵，每一棵都有自己的力
量與特色，因此這是擁有 21 種祝福力
量的噴霧，當你需要某一種祝福時，只
要將噴霧噴灑在頭頂上或空間裡，遠古
的森林就會支持你，需要愛就給予愛的
祝福，需要勇氣就給予勇氣的祝福。

【21 種聖樹的守護力量】
樺樹－女神的祝福，神聖陰性力量的
補充。

常春藤－毅力的祝福，任何困境都可以
勇敢面對。

花楸－保護的祝福，身心靈三方面的
保護力。

蘆葦－來自家族的最大祝福。

赤楊－引導的祝福，任何時候都不致
迷途。
柳樹－生命力祝福，永遠旺盛的生命
能量。
梣樹－超越的祝福，勇往直前不再原
地踏步。

黑刺李－清淨的祝福，不管什麼負能量都
無法直接傷害自己。
接骨木－蛻變的祝福，一直都能夠順利
改變成長。
榆樹－遠見的祝福，找到未來方向不再
遲疑。

山楂－精靈的祝福，幸運並充滿熱情。

金雀花－希望的祝福，永遠能夠在困境
裡發現新希望。

橡樹－勇氣的祝福，面對挑戰絕不退
縮。

石楠－創新的祝福，不斷找到自己的新力
量，創造自己的生活。

冬青－領袖力祝福，成為引領者，不
再被左右。

白楊－預知的祝福，挑戰來臨能永遠預
先知道。

榛樹－豐盛的祝福，任何狀況都能補
充豐盛能量。

紫杉－重生的祝福，無畏死亡或結束，順
利重獲新生。

蘋果－愛的祝福啊，所有一切的愛都
能感受到了。

槲寄生－奇蹟的祝福，生命之中擁有神
靈的協助，永遠都有奇蹟發生。

葡萄藤－滿足的祝福，任何需要都能
夠滿足。

【建議使用方式】
不限時間地點，需要什麼都可以，只要
噴灑賢者之樹噴霧就能獲得所需要的力
量。噴在頭頂上以及身體周圍，想像金
色的大樹在自己身後，或者是噴在空間
中，想像一整座森林包圍在這個空間裡，
就能獲得想要的力量。

這次的版本因應了 2018 星象中土
星與冥王星同在魔羯座的壓力，
思逸 Seer 調整成溫柔守護的版
本，希望溫和的力量能夠在這麼
硬碰硬的能量裡，成為各位的溫
柔後盾。
願聖樹成為我們的堡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