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是有人際關係的問題？感情關係裡總
是冷戰熱吵不斷？家庭成員的關係冷漠
沒話說？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我們最頭痛
的問題，也常讓人心痛萎靡。
這時候歡迎使用人緣和合系列的魔法
油，三款魔法油各有千秋！

★ 提升魅力，化解戰意，觀念溝通更順暢 ★

香甜的【玫瑰皇后】不僅能帶來桃花、貴人或
提升夫妻情趣，也能用在冷戰熱吵的觀念溝通
過程中！因為它可以軟化能量僵硬的問題，解
除人與人之間的刺蝟氣場，讓人降低戒心恨
意，也就能床頭吵床尾和了。 

今晚不開心？玫瑰皇后一下吧！洗完澡之後使
用，香氣更雋永。這是一個增加魅力，無論已
婚未婚單身都可以使用的美麗魔法油喔。

★ 誘惑指數如花綻放，桃花朵朵開 ★

【花開美神】則是能將內在的慾望與魅力帶領
出來的香氛，它能夠提升荷爾蒙的活躍程度，
散發出來的香氣可以勾引到與自己氣場相符的
人喔。 今晚單身聯誼PA？花開美神帶出門吧！

這款魔法油也是有口碑的「好孕油」，因為荷
爾蒙活躍之後，往往能造成「令人興奮」的效
果，進而提升成功做人的機率。

★ 真心話好好說，家庭關係更和諧 ★

處理家庭成員之間的問題時，則可以使用【月
神宮殿】魔法油，這是一個細緻優雅的香氣，
適合在面對家庭溝通問題或者真心話大冒險的
時候使用。 今晚要開家庭會議？月神宮殿不妨
用一下，塗抹在家中傢俱或使用水燈薰香，都
可以將溫暖能量帶給家中成員。

如何同時使用人緣類魔法油，又能避免能量紊
亂問題？

只須避免同時使用在同一對象上就可以囉！例
如：玫瑰皇后滴入蠟燭中 / 花開美神塗抹飾品上 
/ 月神宮殿塗抹在夫妻臥室或家裡餐桌上，就不
會互相干擾了！其它類型魔法油也適用於此一
原則。

如果要將同種類的不同魔法油使用在同一對象
上，例如：將玫瑰皇后魔法油及花開美神魔法
油都塗在同一個地方，兩者請務必間隔24小
時，以免引發能量紊亂，造成身心不適。

＊魔法噴霧的能量路徑與魔法油不同，故不在
此限；換言之，玫瑰皇后魔法噴霧可與花開美
神、月神宮殿同時使用在同一對象上。

人 緣 和 合
魔法油／噴
霧的比較與
使用方式

【使用說明】
本產品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結，
否則僅具有芳香產品的效力。施咒啟動只須進
行一次即可。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油塗抹在家中傢俱、牆壁上，
或使用水燈薰香，將溫暖能量帶給家中成員。
每日使用量以及次數不限，可以隨身攜帶，時時
使用。

【成分】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精油：檸檬、伊蘭伊蘭、艾蒿、玫瑰（原精）
浸泡油：月光石（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天然
礦石）
魔法添加物：紫羅蘭、紅石榴石

【啟動步驟】

1. 打開瓶蓋，取下瓶塞，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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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手指/魔杖在瓶口上方以順時針旋轉，心中觀
想畫面：月光照耀自己的家，並唸誦咒語三次（中/
英文不拘）：

Lady of moon, pray for me
To the moon for love
To the love for home
To the home for peace

月光女神為我祈禱
向著月亮求愛
向著愛求家
向著家求寧靜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放入
魔法油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裝上拍瓶蓋，關緊瓶蓋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
油充分混合均勻。

這張說明書上的魔法油都不可以同時塗在身上喔！
想知道還有哪些產品也是守人緣和合類，有這個限制嗎？

請手機掃描→
（噴霧或不同種類魔法油均無此限制，可以安心使用！）

穩定精神與心靈的和諧能量，強化家庭
之中的所有關係，或者是親密關係需要
溝通時，可以帶來和諧能量。在居家之
中也有保護作用，適合塗在家人的房間
之中，或者是夫妻臥室裡，可以帶來幸
福能量。

【推薦對象】任何人
【隱藏技能】每天家人回家後，塗抹在飯桌
上，增加晚餐的和諧對話。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月神宮殿魔法油
Moon Goddess’ Palace Magic Oil



願望型

必須啟動．不可分享

人緣和合
魔法油．噴霧系列

這系列是以提升人際關係中的貴人能量為主，當然也
會帶來桃花能量，在人群之中吸引別人的目光，讓你
在他人眼裡總是閃亮且受歡迎的人。只要你時常需要
面對眾人或想要吸引他人眼光，就可以使用這系列。
＊此系列無法針對特定對象，但是會吸引到你所需要的人。

 

【使用說明】
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結，否則僅
具芳香產品的效力。啟動一次即可。啟動後的
魔法油可滴入沐浴乳/香水/乳液中，調和之後
使用。
啟動後的噴霧可噴灑在空間之中，將會帶來美
麗與自信能量，就像盛開的玫瑰一樣。
每日使用量及次數不限，可以隨身攜帶，時時
使用／噴灑。

　

【成分】
魔法油基底成分：有機橄欖油
噴霧基底成分：藥用酒精、大馬士革玫瑰純露
精油：玫瑰（原精）、茉莉（原精）、薰衣
草、天竺葵、雪松
浸泡油／精華液：粉晶（有機橄欖油／礦泉水
浸泡純天然礦石）
魔法添加物：玫瑰花、紅石榴石

 

 

 

【啟動步驟】

1. 打開瓶蓋，取下瓶塞（噴霧則須取下噴頭），
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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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手指/魔杖在瓶口上方以順時針旋轉，心中
觀想畫面：瓶中開出一朵紅色玫瑰花，並唸誦咒
語三次（中/英文不拘）：
Queen of Roses listen to me
Hold me, love me and kiss me
Flame on my love is our wish
make me a beloved witch.

玫瑰皇后聽我說
抱我 愛我 親親我
一起點燃我的愛之火
成為幸福被愛的巫婆/巫師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放入
魔法油/噴霧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裝上拍瓶蓋，關緊瓶蓋（噴霧則關緊噴頭）後
搖晃瓶身，讓力量與油／噴霧充分混合均勻。

【注意事項】
同種類魔法油不可同時使用在同一對象上，須
錯開使用對象或間隔24小時。噴霧或不同種類
魔法油則無此限制。
噴霧與油因基底與比例不同，味道不會一致。
本類產品請自己啟動、自己使用；啟動後請勿
分享他人使用，家人亦然。但噴霧使用後能守
護空間中所有生命，將魔力分享給所有人。
施咒一次即可，毋須每次使用都進行啟動。
請勿使用水氧機等擴香機器，以免造成噴嘴堵
塞損壞；建議使用蠟燭加熱之水燈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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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美麗與信心的能量，強化個人魅力
並軟化氣場中僵硬或稜角部分，容易獲
得他人好感，帶來貴人相助的能量。

能為單身者增加曖昧與邂逅的機會，已
婚者也可增加情趣及改善關係中的負面
能量。

【推薦對象】任何人
【隱藏技能】出門談業務的時候，先使用玫
瑰皇后，增加眼緣好感度。

【使用說明】
本產品第一次使用前，須先進行咒語啟動連
結，否則僅具有芳香產品的效力。施咒啟動只
須進行一次即可。
請將啟動後的魔法油滴入沐浴乳/香水/乳液
中，調和之後使用。（此款油魔法油較適合單
身者使用）
每日使用量以及次數不限，可以隨身攜帶，時時
使用。

【成分】
基底油：有機橄欖油
精油：茉莉（原精）、檀香、梔子花（原精）、玫瑰
（原精）、薑
浸泡油：菱錳礦（使用有機橄欖油浸泡純天然礦
石）
魔法添加物：茉莉花、紅石榴石

【啟動步驟】

1. 打開瓶蓋，取下瓶塞，將說明書放在瓶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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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手指/魔杖在瓶口上方以順時針旋轉，心中觀
想畫面：粉紅色玫瑰花瓣在瓶中圍繞著紅色愛心
旋轉，並唸誦咒語三次（中/英文不拘）：

By the rose of Venus, By the water of Epona
I welcome love into me
By Dagda’s cauldron, By Brigit’s �ame
I command abundance and love upon my life.

維納斯的玫瑰，愛波娜的水
我迎接愛來臨
達格的女神大鍋，布莉姬特的火焰
我要求愛與豐盛同時出現

4. 念完三次咒語後，心中想著：將所有祝福放入
魔法油裡，在瓶口上吹一口長氣。

5. 裝上拍瓶蓋，關緊瓶蓋後搖晃瓶身，讓力量與
油充分混合均勻。

增加美麗與愛的能量，打開內心的害羞
與糾結，開拓感情之路，讓正面桃花朵
朵開的魅力魔法油。較適合單身者使
用，讓火熱且快速的感情可能性為你敞
開，只要你也願意接受魔法油的可能
性。最好每天使用。

【推薦對象】單身者/尋找第二春/對感情失
望者
【隱藏技能】天天將魔法油滴入蠟燭中釋放
能量，改變自己的戀愛氣場。

玫瑰皇后魔法油．噴霧
Queen of Roses Magic Oil．Spray

花開美神魔法油
Bloom of Venus Magic O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