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bation
Hestia 

 Goddess Oil

禱告的祭酒
赫斯緹雅女神魔法油

女神聖化系列

女神聖化魔法油的特色
青月巫作女神聖化魔法油系列的母油都是由思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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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女神聖化魔法產品
都是限量的。

女神聖化系列使用注意事項
＊噴霧與油的使用步驟及限制均相同

1.啟動：女神聖化魔法油/噴霧可以分享也可以為
個人使用。使用前不需啟動，只須於使用時施咒
觀想，祈請女神祝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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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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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出祈禱文，讓女神降下祝福能量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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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的祭酒不在一天一位最多三位女神的限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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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霧不屬於四大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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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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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塗抹在同一部位上即可。

優先使用．每次使用須施咒觀想．不須啟動可分享

禱告的祭酒魔法油配方是來自於守護希臘羅馬諸
神宮殿火焰，並且確保神界與人間溝通順暢的永
恆聖女──赫斯緹雅（Hestia，羅馬名維斯塔
Vesta）在2019年秋分之時所帶來的全新魔法油。
透過她的力量將為我們搭起與眾神的橋樑，將我
們的祈禱送到神靈的手上，加速所有願望的順利
實現。這位女神的慈悲謙虛在神話之中讓人感覺
到動容，面對所有人類也都一視同仁，願意轉達。
赫斯緹雅女神帶給我們禱告的祭酒魔法油，強化
了我們與神靈之間對話的穩定度，這位女神秉持
著貞潔以及仁愛的品質，在諸神之間得到崇高的
地位，也因為如此聖潔的能量而能夠在千古以來
守護諸神的火爐以及人間的灶火，等於守護著人
類與諸神的命脈。在這位女神的力量之中，讓我們
所有的訴說都有了歸所，內心也安定了下來。

【主要功能】強化與神靈之間的溝通/將願望傳遞
給特定神靈/讓祈禱之聲順利傳遞出去
【建議使用時機】任何需要向神靈傳遞訊息或訴
說願望/心事的時候
【搭配秘方】任何願望型/女神祝聖魔法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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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後即可立即搭配
使用其他願望型魔法油及女神魔法油。
本魔法油已由思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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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請女神能量後，即可塗抹在任何想祝福的
地方。
可以祝福自己或其他人事物，也可滴入蠟燭
中使用。蠟燭中不可加入其他魔法油。

　

【成分】
母油：葡萄籽油、橡樹皮、月桂葉、艾蒿、
玫瑰花、常春藤、橄欖葉、藍蓮花、罌粟
花、芹菜籽、有福薊、八角茴香、苦艾、羅
馬洋甘菊精油、鑽石
基底油：母油、橄欖油
精油：苦橙、甜橙、零陵香豆、牛膝草、杜
松果、蜂蜜原精、蛇麻草、萊姆
浸泡油：黃水晶（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
天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薰陸香、白水晶

 

 

【使用步驟】

Great Hestia, this is my libation for you!
偉大的赫斯緹雅，這是我獻給您的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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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將雙掌放在需要祝福的人/
事/物上，請先獲得他人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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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特別建議將本魔法油滴入少數到蠟燭中，然
後點燃蠟燭，重複步驟2的呼喚與觀想。

＊同時間可以點燃其他魔法油蠟燭，或使用其
他魔法油；因魔法能量路徑不同，因此不須顧
忌。也可以使用噴霧及香粉。

1. 一次只使用一種女神魔法油。打開瓶蓋之後沾
少許在手上。

2.將雙手上的魔法油搓熱，呼喚赫斯緹雅之名，
並觀想女神葡萄酒紅色能量降臨雙掌，然後念
誦女神祈禱文（中/ 英文不拘）：

【注意事項】
此魔法油無須啟動，每次使用時依照使用步驟
祈請女神降臨祝福即可。
此魔法油可以分享給親人與朋友使用，一起分
享女神能量。
月空時間可以使用女神魔法油。
此魔法油可與其他女神魔法油搭配使用，亦不
在一天最多只能使用三種女神魔法油之限。請
於所有魔法產品前優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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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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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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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期後魔力將逐漸減弱。

＊ 製造日期請見瓶身標示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這是加入我們魔法製作行列的第十三位女神，而她的
現身讓我們整個團隊都非常驚艷，因為這是一位非
常安靜而且從來不搶風頭的女神；而當她願意挺身而
出時，通常都帶有一種扭轉局勢的氣場，讓一切都變
得非常不一樣。
2019年立秋之際正好台灣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有感
地震，在半夜地震前Seer已經醒來，就像是等待著
鬧鐘響起一樣。天搖地動中，請求女神們保守台
灣，請求生靈能平安，在大地釋放能量之時，一切
生命都有守護。而地殼搖晃，精神恍惚之際，女神
的聲音在耳畔響起：「禱告收到了！」

地震過後，還沒有來得及確認是哪位女神的訊息，
就已經被自己為了養生而進行的水晶魔法擊暈，再

次進入夢鄉，第二天醒來也早已忘記這件事情。過
了幾天，台灣經歷颱風的吹襲，狂風暴雨之中Seer
在家中準備資料，感覺到家中的祭壇正在召喚著，
爬上閣樓去點燃蠟燭，正當燃香準備祝禱時，熟悉
的聲音又響起：「你的祝禱，我會聽著！」

這聽起來既成熟又帶著年輕的音調，一時之間想不
起來是哪位，但肯定是一位我應該熟悉的女神，當
下決定靜心追尋神諭，辨認這位女神的力量。這種
讓人感覺到安心放心的溫柔能量，我覺得就像是家
人一樣，一股守護著靈魂的美麗能量。

「我是聖火的守護者，永恆希望的看顧者，諸神與人
的聆聽者。」
這位高潔的女神更與雅典娜（Athena）、阿蒂蜜
絲（Artemis） 並稱為三大處女神，這三者代表堅
定、智慧、純潔的品質。

傳說，如果遇到危險，只要將家門緊閉，燃起爐灶
之火，將酒奉獻到火焰之中，這位女神將守護整個
家庭的平安，並且將屋中可能帶來危險的人事物消
除。如果母親向爐火祈求，那食物將帶來健康與豐
盛。將爐灶灰燼灑在門外將阻隔邪惡事物，在爐灶
前保持對火的尊敬，更將受到女神的庇佑。

這麼一位親民的女神，一直以來都深受Seer的尊
敬，每年過年過節時，都不忘在廚房點起蠟燭來感
謝這位女神。畢竟她守護著廚房中的火，等於守護
我們的食物安全，守護我們的健康，守護我們的財
產。而女神守護的聖火，不只是健康之火，更是家
庭團結之火，也是堅定自己目標的心靈之火。

“Libation.”

女神說出這個發音時，Seer不敢相信。因為從沒有
聽過這個字，也沒有用過，當下還無法用合適的中
文來翻譯；當字母出現在我腦海中，我更可以確定
我沒有用過這個字。

「用它向我禱告，我會讓諸神聽見你們的訴說。」

那溫柔的力量讓我馬上相信這是重要配方，帶著清
甜而又清醒的特殊香氣，一點點醉人氣息隱藏在最
後尾韻。這是第一次在神諭境界中祈求季節魔法油
配方時，求到一個有自己名稱而且專屬於祈禱的配
方。回到肉身之後，馬上搜尋這個字的意思，顯示
為「祭奠的酒，祭酒」──這是在進行儀式之前，
將神酒奉獻給天地，吸引諸神注意並靠近來接受儀
式的聖物。（沒想到還真的有這個英文字，女神一
定是知道我不會拉丁文，所以用英文唸給我聽）

當這個配方試作完成之後，香氣真是令人難以忘
懷，彷彿這個香氣就可以將自己的願望傳遞給天上
諸神。這或許與月神之箭有明顯不同，因為月神之
箭是一向聖潔不可侵犯的月光女神配方，需要搭配
特定願望，並在有把握可能實現時加速願望實現的
速度，讓我們可以瞄準願望。然而禱告的祭酒就像
是對諸神訴說的儀式過程，願諸神以憐憫之心接收
我們的祈願，進而協助我們順利實現。或許願望不
那麼清楚，和善如聖母的女神依然會協助我們轉
達，由她來遞交給相應的神靈。多麼仁慈的配方，
多麽體恤人們的昏鈍，有時候真的就是連自己要什
麼都說不清楚了。我想大概是如此善解人意的女神
才會這麼懂人，畢竟她每天都在廚房聽大家碎碎
念，比其他諸神都還懂人在想什麼。

通往眾神的配方
此次是將原本的2019年秋分魔法油轉變為女神聖
化系列魔法油，因此經過女神的確認之後還是遵循
傳（麻）統（煩）的過程來製作女神的母油，希望
能夠完整取得赫斯緹雅女神的祝福。因為這位女神
能夠聯繫上諸神，尤其是最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奧林
帕斯山十二神，所以在製作母油的時候，特別搜
（費）集（工）了代表十二神靈的象徵植物，希望

藉此讓這款特殊的全新魔法油可以順利撥號成功。

宙斯：橡樹　原本就是他的雷電聖樹，更有強大神
聖陽性力量，堅定的特質。

赫拉：藍蓮花　象徵至高無上皇后地位的蓮花權
杖，忠誠且聖潔的母神之光。

狄米特：罌粟花　來自大地的療癒之血化身，奉獻
給大地之母的靈魂之花。

波賽頓：芹菜籽　迷幻海洋的香氣，穿越靈魂之海
的浪潮，直達目標的彼岸。

阿波羅：月桂　戴在頭上的桂冠葉是勝利以及尊榮
的象徵，光明的神聖植物。

阿蒂蜜絲：艾蒿　月神駐足的聖草，也是守護靈魂
的神聖植物，月光的力量。

阿芙蘿黛特：玫瑰　被稱為愛與美的女神，是玫瑰
的皇后，充滿美好的象徵。

雅典娜：橄欖葉　智慧的女神經過再三深思熟慮
後，賜予人類的終極祝福。

阿瑞斯：有福薊　戰神力量顯化成強悍堅硬的植
物，勇氣與戰鬥的顯化。

荷米斯：八角茴香　四通八達的溝通力量，閃耀著

八道光芒的通行證。

赫菲斯托斯：苦艾　激發工匠創作力量，並且燃燒
靈魂的火神之血。

戴奧尼索斯：常春藤　青春不朽的植物，讓人通往
永遠喜樂的酒神所在。

最後配以被稱為「赫斯緹雅之血」的洋甘菊精華，
讓母油充滿了十三位神靈的祝福；配以土地中孕育
的金剛鑽石，象徵無堅不摧的信念以及祈禱力量。

醉人的香氣配方
而禱告的祭酒調香配方實在醉人，甜橙與苦橙是豐
收的氣息，不管是揮汗如雨的辛勞或者是愉快收穫
的喜悅，都是這兩種黃金果實的祝福。人生本來就
苦甜參半，世界原本就清濁合一，不管是什麼都是
一種經驗一種過程。而萊姆以及杜松果實的力量能
淨化人心，從內而外徹底洗淨黑暗，讓人感覺到自
己的光明靈性重現。

牛膝草與蛇麻草是希臘祭典時常用的聖物，用以焚
燒帶來的香氣能夠引領人直上雲霄，不再受到世間
凡俗的束縛，真正與神連結。這兩種植物也能夠驅
退生活中糾纏著自己的邪惡能量，還你清清白白。
而零陵香豆與蜂蜜的甜美醉人令人難以忘懷，這兩

股令人沈醉的力量帶來心靈中的甜美甘露，讓人打
開心靈解放自我，心裡的話說給女神聽吧。她肯定
會仔細聆聽，不管你有多麽心裡話要說。

最重要的是被譽為「奇歐島（Chios）眼淚」的薰
陸香脂，女神指定不用精油而使用樹脂，因為在奇
歐島上的薰陸香樹所流出的樹脂滴落到白色沙灘上
時，凝結成淺黃色淚滴狀的樹脂，帶著神聖而溫暖
的香氣；在生理上可以排水通氣、修復肌膚，用於
止痛有奇效，近代的研究指出或許有抗癌的效果。
在魔法的世界中，它具有強大的光明，任何黑暗之
物都會遠避離去。而它更是協助所有神聖植物發揮
自己最大魔力的補師，專門支持隊友打怪升級。

「祈禱吧，別忘記了真心祈禱的力量。心中的火不
滅，天上的聖火也不滅。我們從未遠棄，希望人類
別忘了如何與我們對話的方式──真心的祈禱。」

不是秘密的秘密
禱告的祭酒是為了禱告訴說而誕生的存在，因此可
以搭配任何願望型魔法油，甚至是女神聖化魔法
油，不管怎樣搭配都可以無負擔的增加神靈接收願
望的可能性。建議在使用任何魔法產品，尤其是有
著強烈渴望被諸神聽見的產品時都先來上一點。所
有產品都是女神優先，而諸神尊敬這位偉大的聖

女，將她視為諸神門戶的守護者，所有奉獻與祈禱
都會先經過赫斯緹雅女神才會來到諸神手上喔！

因為赫斯緹雅是聖火的女神，所以特別建議每次祈
禱時將禱告的祭酒滴入蠟燭中再點燃，讓香氣與願
望傳遞到神靈的世界。如果無法用火，可以滴灑在
手上，搓熱之後隨著香氣輕聲訴說自己的祈願。

＊禱告的祭酒與月神之箭的小比較＊
禱告的祭酒是由赫斯緹雅女神將願望送上給諸神，
所以願望會比較快速也比較確實得到諸神手上，不
過要不要幫忙還是要看神意。月神之箭是請求阿蒂
蜜絲女神手上的弓箭帶著我們的願望前進，所以隨
著我們的意志堅定以及努力還是可以想盡辦法達成
願望。兩種魔法力量前者著重神助天助，後者注重
自助則天助，可以相輔相成。

關於 禱告的祭酒：
赫斯緹雅女神魔法油的秘密

Libation
Hestia Goddess Oil

完整神諭故事請掃描QR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