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度限定新品，帶來滿滿守護
充滿天蠍能量的 2018 年，相信更多潛

的飛龍能量，12 年一次的木星大運啊！

能等待著我們去發掘，也會有更多挑戰
在路上。正義之風再次吹起，我們也將需

為了慶賀如此強大的能量，Seer 決定製

要更多的支持才能穩穩地走過風雨。

作沉寂多年的黃金龍氣魔法噴霧，呼喚
凱爾特的龍之魔法，吹入龍之氣息而製

在這個年度，我們也準備了一些限定新

作的魔法噴霧，讓 Seer 自己也感覺熱血

品，協助大家度過可能會洶湧而至的災

沸騰！

厄。伴隨著土星與冥王星能量在 2018
年會合，這個被占星師認為與戰爭有高
度關連的星象，通常也會讓人們的安全
感瓦解。這樣一來，能夠守護內心能量、
順利避開各種危險的魔法產品，就顯得
更加重要了。

黃金龍氣，迎向12 年一次的起飛大運！

這一款使 用珍 貴 天 然 龍 血 以 及琥 珀、
零 陵 香 豆 釀 製 的 高 級 噴 霧，被 視 為
具有 龍 的 守 護 力量。在 凱爾 特 文化 之
中，龍 是 具 有 智 慧 的 超 凡 生 物，他 的
魔 法 將協 助 我 們 飛 向 光 明 世界；不管
有 多 遠，只 要 願 意 都 能 飛 到 目 的 地。
想當年這款噴霧協助 Seer 以及朋友們

相信經歷一連串的變化之後，2018 將會

改變生活能量，就像是黃金龍帶領著我

讓人脫胎換骨；然後，歲星將在年底轉移

們飛翔一樣，真是令人期待。當然因為材

到射手座，也就是木星自己的家──這是

料昂貴又需要親自釀製，所以肯定也是

充滿著理想以及飛行的能量，讓人起飛

檔期限定又限量的產品，再次敬請見諒。

黃金龍氣魔法噴霧
華麗尊貴版

Dragon’s Golden Breath Magic Spray

這一款使用珍貴天然龍血以及琥珀、零陵香豆釀
製的高級噴霧，被視為具有龍的守護力量。在凱
爾特文化之中，龍是具有智慧的超凡生物，他的
魔法將協助我們飛向光明世界；不管有多遠，只
要願意都能飛到目的地。

Dragon’s Golden Breath
Magic Spray

黃金龍氣
華麗尊貴版

你的靈魂是否與古老的神聖龍族相聯繫？黃金
龍氣將喚醒你內在的龍之本性，摧破阻礙順利
達成目標。這股能量是強大的財富之氣，能夠提
升使用者本身的富有意識，讓自己接受黃金能量
的指引，並且找到生命中的寶藏。

【推薦對象】所有人
【隱藏技能】使用後能呼喚龍的能量，讓龍的力量
降臨在空間之中。若要搭配其他魔法產品，建議優
先使用此噴霧。
＊更多建議使用方式請參考背面說明

【成分】

【啟動步驟】

【注意事項】

基

1. 打開瓶蓋，將本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本魔法噴霧請自己施咒、自己使用。

精 油：乳香、檀香、岩蘭草、月桂、肉豆蔻、
橙花

底：藥用酒精、橙花純露、月桂純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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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泡精華液：黃金（使用礦泉水浸泡純天然
礦石）

3. 以手指 / 魔杖在瓶口上方以順時針旋轉，
心中觀想畫面：紅色火龍口中噴出黃金龍氣
與火燄，並唸誦咒語三次（中 / 英文不拘）：

請勿將施咒後的魔法噴霧給他人使用，家
人亦然；但本魔法噴霧使用後能守護空間
中所有生命，將豐盛與守護分享給所有人。

魔法添加物：金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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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避開月
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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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帶來龍的能量，驅逐
貧窮能量以及匱乏意識狀態，帶來正面光
明的氣息。
使用後能呼喚龍的能量，讓龍的力量降臨在
空間之中。若要搭配其他魔法產品，建議優
先使用此噴霧。
＊更多建議使用方式請參考背面說明

火焰灑在空氣中，火焰來自龍之息
地底之金銀，在你爪之下
你守護我從未曾見的所有珍寶
你給與純潔靈魂真正財寶
口中吹出你的氣息，讓它成為火熱的無價之寶
Fire in the air, Fire from dragon’s breath.
Gold under ground, from your claw.
You are the protector of all treasure I never saw.
You are the wealth giver for pure soul.
Blow your breath from your mouth.
Shall it become Hot well-worth.
4. 念完三次咒語之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
福放入魔法噴霧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關緊瓶蓋然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噴霧
混合均勻。

使用後能呼喚龍的能量，讓龍的力量降臨
在空間之中。若要搭配其他魔法產品，建議
優先使用此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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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方式】
請避免陽光直射，放置陰涼處即可。可隨身
攜帶，時時噴灑。
【建議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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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黃金龍氣魔法噴霧
Introduction to Dragon’s Golden Breath Magic Spray
你的靈魂是否與古老的神聖龍族
相聯繫？黃金龍氣將喚醒你內在
的龍之本性，摧破阻礙順利達成
目標。
黃金龍氣配方的由來
在凱爾特神話之中，龍是非常神聖的生
物。有別於一般西方神話對龍的畏懼與
恐慌，在凱爾特人的神話裡，龍是非常神
聖而且高貴的生物，不僅能夠說出不同
的語言，還具有古老生命的智慧，精通
各種知識以及醫學；據說他們身上的血
肉是極好的醫藥，就連鱗片也是不可多
得的仙丹妙藥。
而他們能夠透過氣味找到金銀財寶並以
此為食，沈浸在這個氣息之中，所以一旦
找到了寶穴，就可以長長久久沈睡其中。
龍的力量令凱爾特人感覺到非常神奇，
德魯伊們更是傳說中獲得龍族智慧的傳
承人。凱爾特的龍族或許不像東方龍族
一樣擅長控制天氣來呼風喚雨，卻能夠
噴出火焰驅逐邪惡，一眼看穿人心中的

黃金龍氣的能量特色
黃金龍氣既然稱為黃金，就是龍族食用
黃金之後吐出的氣息，這股能量是強大
的財富之氣，能夠提升使用者本身的富
有意識，讓自己接受黃金能量的指引，並
且找到生命中的寶藏。

黃金龍氣更能夠摧毀沈重而且令
人墮落的能量場，讓糾纏自己的
貧窮能量或負面情緒場被淨化，就
像是火之能量的燃燒一樣，讓這
些沈重的意識狀態在龍氣中轉化，
成為更輕盈的狀態。
對於一直以來都覺得生命沒有進
展或者不知如何向前的人來說，
無疑是一種強大的推動力。
或許可以說，這黃金龍氣與古老的龍之
魔法有關，在那古老的年代裡，魔法的
細項尚未定論，只要能量夠強大，就能在
許多不同領域產生作用，黃金龍氣也是
這樣的存在。以龍的能量引導我們成為
更有力量的自己，讓那些阻礙物被火燒
盡，而我們也可以找到自己尋找已久的
珍寶。

多年前，Seer 也曾經帶領眾人製
作原始版本的黃金龍氣，與會者後

醜陋，更能夠帶來療癒以及財富的訊息。
而黃金龍氣就這樣誕生了──過去是用各種
花草的汁液製作，用來連結龍的能量；現在
我們則是用精油製作成噴霧來調和，其香味
能讓我們感覺到溫暖與光明的力量。

當初也是為了增加財富豐盛的能量，
所以找出這個古老的配方，希望可以
借用熱愛黃金的凱爾特人能量，為自
己找到財富的更多可能性，開發自己
尚未了解的財富潛能。
龍之寶血 X 德魯伊龍儀式，完整融合龍
之力量
製作黃金龍氣的母酊劑使用昂貴的天然龍
血樹脂，這是過去製作魔法龍血墨的材料，
據說使用此種墨水寫出來的咒語符印具有
強大的龍之魔力，讓精靈們一率照行。
這次除了天然龍血之外，我們更是加入了琥
珀原礦以及零陵香豆樹脂，所有昂貴的材料
齊聚一堂，將會釀出尊貴的龍之寶血，紅色
的母酊劑。

來都反映這香氣有很強的推動力，讓
人的能量場瞬間清晰起來，啟動身體
中的太陽神經叢脈輪，更積極面對生
活上的問題。而且透過連續持續使用，
似乎原本卡住的事物也有所推動，看
起來當內在能量足夠時，外在事物也
將獲得改變。
而這一次的華麗尊貴版中，不僅在母酊劑裡
額外添加了琥珀原礦與零陵香豆，讓香氣更
濃郁，能量也更強大；思逸 Seer 也已經獲
得更奧秘儀式的點化，能夠帶著德魯伊龍魔
法能量來作龍之儀式，相信製作出來的噴霧
將帶有更為不同的魔法能量！

＊今年 11 月，大吉星木星將回到射手
座，帶來 12 年一次的超強能量，就像
射手的金箭即將發射；你不會想要錯
過這次可以讓人生向上跳的機會！如
果有神聖龍族的協助，是否可以飛得
更高？

思逸 Seer 將親自進行德魯伊的龍之儀
式，呼喚龍族的力量祝福母酊劑，在這個
儀式之中，我們將連結存在於地風火水
之中的元素之龍，請求龍的力量融合在
這如龍血一樣的母酊劑之中，完整獲得
龍的能量。

來自古老資料的植物配方，啟動與龍
族的連結
而香氣則是參考古老資料中，數種與龍
族相關配方的植物，將他們集合起來取
得平衡。
乳香 / 月桂據信是龍的火焰能量，吸收
太陽之光後轉化成光明的火焰，燒去一
切阻礙在我們眼前的事物；檀香與橙花
讓能量變得尊貴而且充滿純淨的力量，
成為龍的氣息最重要的一部份。
而岩蘭草如同龍喜愛的金銀財寶味道，
當這股香氣出現，就能吸引龍族降臨。
最後肉豆蔻振奮人心，啟動所有使用者
的靈魂裡與龍族相接應的部分。

如何使用黃金龍氣？
當我們需要使用黃金龍氣以及其他魔法
油 / 魔法噴霧 / 魔法粉時，建議優先使
用黃金龍氣，連結神聖龍族的能量；等
待 3-5 分鐘後，感覺到龍族的降臨，再
使用其他魔法產品。
＊若要搭配 12 女神魔法油，也建議如此
使用，因為可以請神聖龍族先降臨，為女
神能量開啟通道。

建議搭配
強力招財：黃金龍氣＋金色龍寶財富香，
快速帶來金色財富能量，祈請龍族找到
財富之道。
強力保護：黃金龍氣＋巫師之心 / 神聖
祭壇，龍氣淨化能量後，守護平安系列
魔法油能效果更好。
強力好運：黃金龍氣＋幸運星魔法油 /
噴霧，讓龍族驅走阻礙後，幸運更能輕
易招徠。
強力守財：黃金龍氣＋豐盛金雨，龍族守
著所有財富，不讓帶走一分一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