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香粉使用說明與注意事項
青月巫作的魔法香粉是採用歐洲古代配方，將天然藥草曬乾後以特定比例研磨成粉末，讓藥草的香氣與藥性在研磨過程
中彼此混合，透過研磨時唱頌特定祈禱文的過程，讓香粉充滿祝福的能量。因為是使用植物本體為主，蘊藏能量也更為多
元豐富，加上攜帶方便且用途廣泛的特性，使它成為許多女巫鍾愛的魔法產品，隨身不離。

【如何使用】
1. 灑在空間 / 物品 / 身體周圍
用手指拈起少量魔法粉，灑在想要增加能量的空間、物品或自己及他人身上。灑出時唸誦咒語，強化魔法粉能量；
唸完後觀想畫面，然後說出願望。
2. 點燃香粉 ＊建議使用小茶匙，挖取 2~3 匙香粉並堆成小丘狀，以確保香粉順利燃燒；用量不足將無法燃燒。

Love Renewal
/ Attraction
Magic Powder
Set

使用耐燃器皿，放入少量魔法香粉後將之點燃，所產生的煙霧可加速魔法能量，並將魔法能量釋放到空間之中，
讓置身於同一空間中的所有人都能分享。建議點燃時唸誦咒語，唸完後觀想畫面，然後說出願望。
3. 製成香包
準備茶包袋或小袋子，將魔法粉裝入袋中，之後念誦咒語，觀想畫面，然後說出自己的願望。魔法香包可以佩帶於
身上或是放在隨身包中，讓魔法能量持續運作，直到香氣完全消失為止。

【注意事項】
本產品於製作時即已經過儀式祝福，不須另外啟動。使用時念誦咒語並觀想畫面，然後說出個人願望即可。
咒語只須唸誦一次，中英文不拘。

愛情除障
吸引香

※ 魔法粉與魔法油可同時使用沒有禁忌，即使相同領域類型也可同時使用；但建議先使用魔法粉，再使用魔法油。
以愛神狂潮吸引香為例，建議點燃薰香或灑在空間後再使用花開美神 / 玫瑰皇后魔法油，一起增加桃花能量。

【保存方式】
請避免陽光直射，放置於乾燥處。可隨身攜帶，時時使用。如有需要，可自行換裝至可密封的玻璃瓶中保存。
※ 魔法粉的香氣是判斷魔力能量是否還存在的重要指標，所以如果香粉完全失去香氣，就需要使用新的魔法粉。
失去香氣的魔法粉可以點燃薰香或埋在土嚷中。
※ 我們的魔法粉使用經認證之天然有機香草製作，完全沒有添加礦石粉或化學粉末，更沒有摻入非品項成分的
藥草；製作時也未加入任何化學材料。一旦受潮可能會有發霉的情況，這時請停止使用，並將香粉埋入土嚷中。

【使用期限】
請於製造日期內一年內使用完畢，以求最大效力；如超過期限仍可使用，但不保證祈禱力量仍在。
※ 製造日期請見外包裝標示

關於愛情除障 / 吸引香組合
Introduction to Love Renewal /Attraction MagicPowder Set
愛情鬼遮眼，總是愛不對人？愛情除障香，讓人愛中重生！
2018 年是十二年一次的木星天蠍能量，雖然這股力量常常為我們的
生活掀起舊帳，甚至不斷鬼打牆，但許多陳舊的問題也都會在這一年
之中獲得重視，尤其是最纏綿人心的愛情課題；過去在愛裡面的傷痕
累累，就趁這一年好好細數吧。
年初推出了決別之刃，幫助大家將關係斷捨離，獲得的迴響相當熱烈；
針對愛情路上遇人不淑，我們則製作愛情除障香，將牛鬼蛇神驅逐出
境，掃除自己命運中的天煞孤星，讓愛情的道路能有機會稍微平坦一
點。還有，那些隱藏在內心之中的愛情恐慌，除障香也能夠將之一一
清理出來，不再鬱悶在心頭，久滯成內傷。
於是我們呼喚在愛情神話之中，曾經走過被人懷疑的傷痛並且被糟
蹋多年的女神瑞安儂（Rhiannon），透過她的魔法能量加持，搭配
能夠從內而外潔淨身心的珍珠白茶，讓茶香帶領我們清潔淨化曾經
的痛苦；而矢車菊 / 洋菝葜 / 檸檬馬鞭草 / 接骨木都具有洗滌靈魂
以及眼力（矢車菊）的作用，幫助我們脫胎換骨。
鈴蘭 / 紫羅蘭 / 繡線菊花 / 薰衣草 / 小荳蔻，則都是預言真愛並且
協助人類找到真愛的魔法植物；尤其是為我們吹響幸福號角的鈴蘭，
就像是婚禮的鐘聲一樣清脆悅耳。
希望從此之後，我們能一舉除去愛情鬼遮眼的障礙，在愛中重生，珍
愛自己也愛別人。

原來愛情這麼香！愛神狂潮吸引香，只吸愛情不吸蒼蠅。
這款香粉是思逸 Seer 構思愛情除障香之後，進行精神旅程時得到

的靈感──愛情障礙除去之後，應該要有一股新的香氣啊！因為這樣的
念想，竟然讓這個香氣驚人的吸引香粉現身。
將翻箱倒櫃找了很久的愛情靈藥配方重新組合之後，配出來的香氣。寫
作時，這股繚繞人心的香味彷彿還在身上；誰也不知道這樣配起來可
以這麼香，原來愛情這麼香。
當我將這香粉吹到空間裡時，香氣就像浪潮一樣撲鼻而來，千軍萬馬
的姿態真是令人難忘。
他的驚人還有昂貴的驚人，使用的香料都十分名貴而且一絲不苟，光是
那奉獻在神聖婚禮上的乾燥橙花，還有挑起陰陽和諧的琥珀，這兩款
香料都是價比黃金的上選，他們兩者的香氣成就了對於愛的堅定信念
以及吸引到也願意真誠相待的人，當香氣散發出來時，他們就如同金粉
一樣閃耀在氣場上。
而帶來甜美愛情的甜木樨與梔子花粉，兩著交織成一種如蜂蜜一樣的
香甜能量，讓人幸福的沈浸在他們所帶來的幸福花海一樣。搭配上代
表與對方百分百合適，心靈相通的藍錦葵，真是幸福關係中最重要的
一環了，甜蜜的對待彼此並且心靈相通的了解對方真的需要什麼。
最後是千年來始終屹立不搖的玫瑰 / 乳香與沈香，特選了台灣的有機
紅玫瑰，香氣濃郁襲人，而沉香混合在其中更是補足了愛情裡的氣勢與
長情，加上乳香的溫香柔軟，真是點燃了愛情之中慢火溫燒的聖火，使
用了之後，但願此情綿綿無絕期。
希望能夠為一直沒有自信可以獲得幸福的人吸引到愛的目光，願愛神的浪潮
將我們淹沒，成為愛情海裡的游魚般快樂。

【功能】調整愛情體質，轉化在愛情之中受傷的痛苦，並且淨化在身邊的爛桃
花亂姻緣，讓自己眼清目明，不再沈溺於愛情的迷霧之中。
【推薦對象】對愛情困惑者 / 長期單身者 / 總是愛不對人的妳 / 你

愛中重生除障香
Rebirth in Love Love Renewal

Rebirth in
Love Love Renewal
Magic Powder

1. 與决別之刃一起使用：將愛情的困擾寫在紙上，塗上决別之刃魔法油；點燃
紙條後，點燃愛情除障香，讓空間充滿香氣，也解放過去為愛受的苦。
2. 倒入少許在浴缸中泡澡，洗去身心裡愛情的沈重能量。

【成分】

【魔法粉許願示範】

薰衣草、檸檬馬鞭草、矢車菊、
繡線菊、馬鬱蘭、喜馬拉雅山珍
珠白茶、接骨木花、紫羅蘭葉、
洋菝葜、鈴蘭、小荳蔻

＊使用愛中重生除障香，將香粉少量放在器皿中點燃薰香，點燃時念誦
咒語並觀想畫面，唸完咒語之後說出願望：
Rhiannon the goddess of magic,
with your blessing no more heartbreaking.
Let us see through everything.

【咒語】※ 只須唸一次，中英均可。

愛中重生
除障香

【隱藏技能】

R h ia n n o n th e g o d d e s s of
magic, with your blessing no
more heartbreaking. Let us
see through everything.
瑞安儂，魔法女神，你的祝福讓人
不再傷心，看透一切吧。

瑞安儂，魔法女神，你的祝福讓人不再傷心，看透一切吧。
（願望）希望除去感情路上的障礙，爛桃花不再來！
※ 請注意，願望的部分請許在合理範圍之內，魔法粉能量才能發揮得更
好，更有效地協助您儘快達成願望。
※ 此範例僅供參考，許願時請以個人情況為準。

【觀想畫面】
女神騎乘白馬奔馳而來，揚起一
陣大風，將糾纏的黑暗愛情能
量吹走。

【功能】散發出吸引真愛的香氣以及能量色彩，為真心希望幸福出現的人牽起
紅線，感受到幸福降臨的體驗。也可以增加親密感。
【推薦對象】使用過愛中重生除障香的人 / 尋求愛神祝福的人

愛神狂潮吸引香
Tide of Venus Love Attraction

Tide of Venus Love Attraction
Magic Powder

【隱藏技能】
與花開美神魔法油或玫瑰皇后魔法油 / 噴霧一起使用，將會獲得意想不到的
愛情能量喔。
可以身上塗花開美神魔法油或玫瑰皇后魔法油 / 噴霧，頭上、身上撒上愛神狂
潮吸引香粉。

【成分】

【魔法粉許願示範】

甜木樨、藍錦葵、紅玫瑰、乳香、
沈香、橙花、梔子花粉、琥珀

＊使用愛神狂潮吸引香，將香粉少量放在器皿中點燃薰香，點燃時念誦
咒語並觀想畫面，唸完咒語之後說出願望：
Pray for the rose of Venus, make me wear the color of true love.
祈求維納斯女神的玫瑰能量，讓我穿上真愛的色彩。
（願望）希望獲得愛神祝福，找到值得愛的人！

愛神狂潮
吸引香

【咒語】※ 只須唸一次，中英均可。
Pray for the rose of Venus,
make me wear the color of
true love.
祈求維納斯女神的玫瑰能量，讓
我穿上真愛的色彩。
【觀想畫面】
全身散發著彩虹的光芒，閃閃星
光一直閃爍。

※ 請注意，願望的部分請許在合理範圍之內，魔法粉能量才能發揮得更
好，更有效地協助您儘快達成願望。
※ 此範例僅供參考，許願時請以個人情況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