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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牡羊
星光行運魔法油

須啟動．可分享．可與其他魔法油搭配使用

【適用時機】

木星運行到牡羊座，或木星逆行於牡羊座時。

木星運行於牡羊座，使用本魔法油能夠接近相應的正
面能量；木星逆行於牡羊座時，使用本魔法油能夠減
緩相應的負面能量。

【適用對象】

1.星盤之中同樣有木星牡羊組合：

木星逆行於牡羊座之時，如果自己的星盤組合正好相
對應，那就像是太歲當頭坐，能量感受非常強烈；建
議使用本魔法油來幫自己調整能量，減緩負面影響。

2. 星盤之中有本命行星同樣逆行於牡羊座：

當木星逆行於牡羊座時，如果自己剛好本命星盤中也
有行星（太陽/月亮/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
星/冥王星）落入牡羊座，受到的影響將會加倍，屬於
二級重災區。

3. 所有人：

木星逆行時，影響範圍其實並不限於少部分人，而是
全世界一起受到影響；雖然其影響性還是會因為個人
星盤配置而有高低程度不同，但是大家都在同一條船
上，沒有分別，建議魔法油還是要用好用滿，以免掃
到風颱尾。

　

【成分】

木星：
母油：琉璃苣、藥水蘇、忍冬、香蜂草、丁
香、牛膝草

基底油：母油、橄欖油

精油：丁香

魔法添加物：香蜂草、紫水晶

牡羊座：
火星魔法母油（黑刺李、金雀花、冬青葉、黑
胡椒、薑、多香果、石榴石、赤鐵礦）

精油：多香果、羅勒、黑胡椒、薑

魔法添加物：紅胡椒、石榴石

 

 

【使用步驟】

1. 可以單獨使用或搭配願望型魔法油使用。

2. 將魔法油滴出在自己想要連結能量的地方，雙

手或物品上，塗開之後觀想木星符號（　）與牡

羊座（ 　）符號浮現在眼前。

3. 念誦木星 / 牡羊座祈禱文，中英文都可以：

木星的力量，幸運之星。照耀我吧！
Power of Jupiter, star of luck. Shine on me!

憑藉牡羊座的祝福力量，我將變得更熱情！
With the blessing of Aries, 

I will be more passionate in life.

3.想像木星與牡羊座符號能量釋放出光芒照耀在

自己或物品上，讓自己感覺能量充滿。

4.也可以將魔法油滴入少數到蠟燭中，然後點燃

蠟燭後，重複步驟2-3的呼喚與觀想。

【注意事項】

本魔法油已經由Seer進行儀式祈福，並連結行
星/星座能量，使用者不需吹氣連結或施咒，
只需要使用在身上或任何地方
此魔法油可以分享給親人與朋友使用，一起分
享行星/星座能量。
此魔法油可以滴入無香蠟燭中釋放能量，一個
蠟燭中可使用一種星光行運魔法油，搭配一種
願望型魔法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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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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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行運系列的特色
愈是黑暗的時代，也是光明誕生的時代；兵荒馬亂
之中，人們總是抬頭向天上星辰尋求指引的方向。

因此，天界星光應運而生，為大家帶來各種天上星
辰的指引與祝福，不管是補足自身能量缺陷或渴望
追求的目標都會有很好的幫助。

而2023年我們在女神的指引下，推出更方便大家使
用的系列——星光行運，這是緊緊跟隨著整個年度
行星重大行運而創生的能量調整產品；首先推出的
是針對行星逆行的魔法油，希望世界局面大改、往日
榮華不復，需要積極尋找新道路的時代裡，為大家
帶來有感幸運星生活。

所謂「行運」，便是天上的行星運行在不同星座時所
帶給我們的能量，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占星師的追
逐，因為各行星座落於不同星座時，也將為世界帶來
不同能量的影響與波動，而這些波動成就了人間現
實事物的各種徵象，最後也演變成現象，古往今來
皆然如此；歷史的記錄成為協助我們連結天上人間
星光行運的證明。

而在所有的行星行運能量之中，最為人津津樂道以
及有所感應的，便是行星的逆行。

所謂的「行星逆行」，便是從人間的角度來看，原本
應該走在我們前方指引我們的星辰之光突然停滯不
前，接著竟然向後退去，就像是我們依然往前跑，卻
有一個星辰向後跑了；如此一來，我們在這個星辰掌
管的領域中就失去了方向也可能混淆了力量，甚至有
許多難以理解且荒謬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發生。

或許也是這樣，行星逆行的威力一直以來都不容小
覷，甚至在這些年也逐漸成為顯學。有時不得不嘆
服古人對於大自然的理解與智慧，希望我們也能在
這個過程中學習到如何趨吉避凶。

星光行運魔法油的推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容易
使用，讓行星逆行的負面影響減到最輕，並調整自
己的能量至穩定，即使在一片星逆停滯的東倒西歪
中還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堅定地繼續前行。

【適用時機】

行星運行於該星座時，使用星光行運魔法油能夠接
近相應的正面能量；行星逆行於該星座時，使用星
光行運魔法油能夠減緩相應的負面能量。

【適用對象】

1. 星盤之中有一樣的行星逆行組合：

天上有行星逆行時，如果自己星盤組合正好相對
應，那就像是太歲當頭坐，能量感受非常強烈。建議
使用星光行運組合調整能量，減緩負面影響。

例如行運水星逆行於金牛座，如果自己星盤之中也
是本命水星落入金牛座中，屬於一級重災區，將會感
受到更強烈也更明顯的阻礙。

2. 星盤之中有本命行星與行星逆行相同星座：

當天上行星逆行於某個星座時，如果自己剛好本命
星盤中也有行星落入該星座，所受影響將會加倍。

例如水星逆行於金牛座時，如果自己星盤中有其他
行星（太陽/月亮/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
王星/冥王星）也落入金牛座中，屬於二級重災區。

3. 所有人：行星逆行時，影響範圍其實並不限於少
部分人，而是全世界一起受到影響；雖然其影響性
還是會因為個人星盤配置而有高低程度不同，但是
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沒有分別，建議魔法油還是
要用好用滿，以免掃到風颱尾。

i n

【能量特色】

主要功能：帶來木星之神／牡羊座的祝福力量

建議使用時機：需要木星的力量，需要幸運
加持，需要貴人提攜；需要牡羊座的力量，
需要衝勁與熱情，需要勇氣前進時。



木星　掌管社會觀感或者是群體價值觀，也與個人
的幸運能量有極大關係，更是商業體制與經濟體的
重要象徵行星，對於世界的局勢有極大影響力。

逆行時容易造成社會懷舊風、政治緋聞、政治人物
問題、次文化改變等狀況。而木星逆行時也可能會
讓許多原本要推行前進的政策與計畫延誤，讓人感
覺世界停滯不前。 

9/4-12/31　逆行於金牛座　（收穫檔期製作）

＊9/4-9/16同時水星也逆行於處女座，形成土象星
座能量交流而更需要謹慎注意世界上的民生/糧食/
金融等變化

對於個人的幸運度有極大的影響，而針對各種投資
理財計劃也應該更加謹慎，可能出現大型事業體的
崩塌現象。注意自己的貪念與慾望的過度膨脹帶來
巨大的問題。在世界上也可能引發與政治人物相關
的問題，也需要注意重大交通意外。

土星　掌管社會壓力或是團體累積的問題。同時土
星也代表個人感受到的壓力，以及各種生命之中的
考驗，堅硬難以應付的事物。

逆行時容易造成社會體制改革、社會議題擴大、經
濟體制衝擊等狀況。對於個人來說，土星逆行也是
一種生命的考驗與檢視，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經有足
夠能力去面對挑戰，走入未來。 

6/18-11/4　逆行於雙魚座 （春分檔期製作） 

對個人來說容易出現莫名其妙難以理解的壓抑感以
及各種心靈上的挑戰，就像來自未知的前世今生一
樣。心靈之中最需要改變的部分也一一呈現出來。
是非常難以捉摸但是卻讓人感覺到壓力備至的星
象。在世界上也讓我們看見各種宗教/慈善/信仰等
議題出現。

天王星 代表變動與革命，也是代表改變之後的新
結構，是我們生命之中追求改變的動力。對於個人
來說天王星也代表階級轉換的機會。

逆行時容易造成傳統價值的改變、重大社會共識改
變、革命行動、抗議或示威等狀況。對個人而言，天
王星逆行所帶來的衝擊感非常強烈，可以明顯感覺
到生活方式將要改變了。 

8/29-2024/1/27　逆行金牛座（收穫檔期製作） 

對於個人而言是金融以及經濟概念的改變，也可能
帶來轉換工作以及工作領域的巨大能量，這一股能
量甚至會引發金錢議題。對於世界來說這也可能影
響貨幣走向，甚至糧食與民生議題的再次嚴重化。

海王星 代表人類集體潛意識以及心靈的活動。它
也同時掌管了有關於藝術/夢境/演藝事業/醫藥事業
等等相關領域。對個人而言海王星就像是夢想與夢
境的所在，能夠支持靈魂處在愉悅的狀態裡。

逆行時容易造成宗教議題、心靈空虛、追求偶像、狂
熱崇拜等狀況。而海王星逆行時也會讓我們有機會
重新檢視夢想，並且調整在現實世界中的定位。 

7/1-12/6　逆行於雙魚座 　（夏至檔期製作）

對於個人而言這一股能量是重新檢視夢想以及現實
主義距離的時機點，讓我們有機會看見內在的混亂
與軟弱。對於世界來說也是充滿各種與宗教/信仰衝
突等議題嚴重化的時間點。

冥王星 代表破壞舊有制度或建立嶄新方向的力

量，同時它也代表有力的武器火力以及軍事佈局。對
個人而言更是爆發力以及執行力的所在之處。

逆行時容易造成戰爭、抗爭活動、重大社會事件或
重大交通意外等狀況。也可能會為個人帶來巨大的
生活模式改變，或者是離開人事物與環境，更可能會
是嚴重的疾病或意外而使人改變生活方式。

5/2-6/11　逆行於水瓶座 （春分檔期製作） 

剛進入水瓶座即逆行的冥王星充滿不穩定的能量，
對個人而言將會感受到大環境明顯的變動與改變能
量，不管是思想或者對於未來的規劃都會有明顯的
改變，對於自由的追求機會更加明顯。

而對於世界來說這將會挑戰各種與資訊相關的戰爭
式交流，各種追求新生活的聲音也會不斷出現。

6/11-10/11　逆行於魔羯座 （春分檔期製作） 

對於個人而言將會是與生涯規劃有關的巨大改變，
也可能是長期理財計劃的問題需要注意，這一股能
量將挑戰我們對於穩定生活追求的可能性。在世界
上也可能會是與金融機構或銀行系統相關的問題。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特製版木星牡羊星光行運魔法油

2022/12/20-2023/5/17：木星進入牡羊座

2023年被視為疫情後時代的首要之年，在星象上也
屬於木星牡羊的首發之象；因為牡羊是十二星座之
首，代表春天一般勃發的生命力，因此當木星進入
牡羊座之中時，是非常重要的新循環開始徵象。這
股能量將會引動我們接下來生命十二年的重要走
向，實在是不容小覷。

而在女神的巧妙安排之下，木星牡羊星光行運魔法
油竟然就成為了星光行運系列的首發衝鋒軍，加入
新年組合之中實在是非常合適。

木星牡羊是一個勇敢且充滿熱情的能量徵象，代表
世界上各種熱血熱情事務將重新啟動，能量也將會
順利生長奔騰；對於我們個人而言，也能夠協助接

引天時星光的祝福，加入向前的動能，不再感覺到
遲疑與徬徨。

最特別的是，這次木星轉換星座時間點正好是冬至
前夕，而這次冬至檔的木星牡羊魔法油恰恰好能夠
搭上天時的對應與祝福；更重要的是，這次冬至檔
為我們帶來祝福的女神就，是著名的星辰女神阿斯
塔德（Astarte），看起來真是星光魔力大爆發，實
在想不出來有這麼合適又這麼強大的能量組合了！

這完全都是女神世界所帶來的精巧安排，看起來是
希望我們所有使用者都能夠贏在能量起跑點上。

2023行星逆行及相關影響列表

歡迎加入優先提高我們自身的星光防禦力，這是就
算遇到負面事件也能夠快速化解的星光能量協助系
統！2023年有哪些行星逆行以及相關影響呢？讓我
們來未雨綢繆，有準備有保庇。

特別提醒大家：星光行運魔法油不是等行星逆行時
才要拿來用，而是面對行星逆行能量衝擊之前就可
以預作準備的先備工作；一旦行星進入該星座時就
可以派上用場。明明知道接下來能量將進入混亂動

盪的狀態，為什麼要等出事了挨打了才要做準備呢？

水星　掌管溝通/表達/資訊/交通運輸/商業來往。
所有與思考有關的事物都與水星有關，同時也掌握
著邏輯溝通等語言能力需要的部分。

逆行時容易造成交通事件、溝通不良、電器產品問
題、資訊錯誤等狀況。在歷史上我們常可見重大的
失誤發言或者是決策錯誤都在水星逆行時出現，當
然這也是讓我們看見過去並且反省的機會。

4/21-5/15　逆行於金牛座 （春分檔期製作） 

對個人財務與理財規劃有重大影響。對於世界民生
議題也將出現明顯動搖。需要特別注意在經濟與金
融方面的錯誤資訊。

8/24-9/16　逆行於處女座 （收穫檔期製作）

對於個人生涯規劃以及法律/契約等相關事務有重
大影響，需要特別注意詐騙事件。對於世界上的衛
生健康事件也有影響。

12/13-12/23　逆行於魔羯座　（重生檔期製作）

對於個人工作與生活基礎穩定性有所影響，注意各

種事件的拖延帶來的巨大影響。對於世界上的經濟
體制問題也有著影響力。

12/23-2024/1/2　逆行射手座（重生檔期製作）

對於個人信念以及溝通交友有所影響，也可能反映
在過去過度樂觀所犯下的錯誤，將影響未來方向。
對於世界的混亂溝通以及價值觀設定有著影響力。

金星　掌管藝術/美感/情感，以及演藝事業/藝術發
展/時尚風格等事務。

所有讓人感覺到美麗而讚嘆的事物，或者是令人感
覺到醜陋而痛苦的事物都屬於金星的管轄。

逆行時容易造成復古風流行、藝人重大緋聞、分手
潮、離婚潮等狀況。因此金星逆行的時候也是我們
重整自己的感情並且調整親密關係的時候。

7/23-9/4　逆行於獅子座　（夏至檔期製作）

對於個人的感情觀以及婚姻觀將會帶來巨大的影
響，擴張在關係中屬於自己的發聲需求，也可能會陷
入過度自我的問題。在世界上將會有巨星般的人物
出現緋聞，也可能是娛樂/時尚產業的巨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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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天界星光：星光行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