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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列⽊⾥亞花精



在美國西部的聖塔芭芭拉製作。聖塔芭芭拉是列⽊⾥亞古

⽂明的能量遺跡。這是⽐亞特蘭提斯更古⽼的先進⽂明，

據說列⽊⾥亞⼈意識狀態甚⾼，會運⽤植物和⽔晶做能量

療癒。由於列⽊⾥亞特殊能量錨定在聖塔芭芭拉，這是做

花精的上好地點。從海岸到⾼⼭，做花精的⾜跡遍及其中

最⾃然純淨、遠離喧囂之處。全系列共64⽀，從解決⽇常

情緒，乃⾄追尋靈性提昇。此套花精能量協調，⾃成⼀套

完整的療癒系統，不論您有何種⼼靈需求，全都能顧及，

單⽤、並⽤都很棒！

美西列⽊⾥亞花精

遵照花精創始⼈巴赫醫師古法

升級採⽤世界各聖地於特殊星象或靈性節慶期間加持的神聖療癒⽔製作

花源保證皆為⾃然野⽣，能量頻率最優

殊 勝 品 質



紫苑花的名字來⾃希臘⽂Astron，意思是「星星」。能⿎

勵你連結⾃⼰的星星，讓⾃⼰散發閃耀光芒。這瓶花精能

加強與靈魂的深度連結，了解⾃⼰的靈魂藍圖，進⽽了解

個⼈的靈魂使命、天賦才華和⼈⽣⽅向，以及這些如何與

整體連結。紫苑花將你溫柔⽽深刻地帶到⾃⼰的內⼼，靜

⼼省思、重新考慮，獲得更新，無論外在境況如何。也能

協助連結夢境。做出對⾃⼰最⾼善的選擇，擁抱新⽅向！

無論在何種環境下，都能享受內在的空間、適應⼒和內⼼

平靜。很適合在收容所⼯作者使⽤，以及安寧照護的過

程。減輕焦慮、提昇⾃尊，在各個層⾯獲得淨化更新。

1 適應⼒──紫菀花                      

使⽤波斯菊花精，讓你更容易將想法化為語⾔，真誠表達思

想。讓你⼝⿒流利，清晰有效地說話，擁有組織整合資訊並

傳達真實靈感的能⼒。可使思考與⾔語相互協調，使溝通更

能讓別⼈理解。閃耀靈魂的能⼒，讓內向的⼈也能閃閃發

光。在任何與說話表達有關的領域都有幫助，讓你更清晰平

穩且⾃信地溝通。對於東碰西碰、⽅向渙散、貪多嚼不爛的

⼈，波斯菊花精也能讓你更專注於當下，將⼀件事切實完成

後，再進⾏下⼀件。回到當下。成為當下。你有充裕的時間

來思想、說話和⾏動。

3 能說善道──波斯菊
清晰連貫地溝通

更溫和地溝通，更恭敬地使⽤⾔詞。當你正⾯使⽤語⾔，

無論對⾃⼰或他⼈，都能確保結果會更好，獲得溫和、冷

靜和療癒的功效。無論在什麼⽅⾯都要對⾃⼰⾮常溫柔，

好好去感受。

2 溫柔溝通的藝術──⾦盞花

靈魂溝通。提昇多元能⼒。

舒緩你的靈魂。虔誠使⽤話語。



展現天才。神聖繆思。

靈魂充實的創造⼒。鳶尾花花精是你的繆思⼥神。培養美感、

展現靈巧天才、發揮發明⼒、創意和想像⼒。

4 藝術靈感──鳶尾花   

⺟奶，愛的⽀持。

這⽀花精能舒緩我們的靈魂。⼤地之⺟稱這種花為「⺟奶」，

因為它充滿神聖⺟親的能量，帶來安全感和滋養。此花對孩童

和寶寶特別好。我們將受到來⾃更⾼次元的愛的環繞，直⾄滿

溢。受滋養吧。

6 受滋養──⽩⾊⼤果美洲茶   

吸收經驗，輕鬆看待。

與靈魂更平衡地連結，與過去整合。更新思維。提醒我們放輕

鬆，別緊張。如果你想讓過去的事獲得完結的話，或是想擺脫

過去的沈重，⽤這⽀花精吧。

8 完美過去式──歐丁⾹

助你選擇感覺好的想法。如此簡單，如此重要。開⼼⼀點。

這瓶配⽅提醒我們選擇帶來喜悅快樂的想法。釋放焦慮，感覺

安全愉悅。強化氣場，讓光進⼊⾃⾝的能量場。當感覺⾃⼰如

墜五⾥霧或烏雲罩頂時，請⽤這瓶。因為季節感到情緒低落

時，⽤這瓶花精讓⾃⼰振奮點吧。特別適合⽤來泡澡。

5 開⼼點──聖約翰草        

清晰、冷靜⽽放鬆

減輕緊張，特別是思考導致的緊張。感覺提振更新，思考更清

晰。釋放燒灼的情緒，讓⾝⼼整體都獲得冷靜清爽感，正如此

花的英⽂名稱Feverfew所⽰──熱度少⼀點。

7 頭腦清晰──夏⽩菊



和諧的關係。從競爭轉為合作。

熱忱、正⾯⽽平和的社交。從競爭改變為合作，對⼯作場域、

家庭和遊樂場都適⽤。能幫助⼿⾜之間的競爭獲得正⾯的轉

變，包括爭奪玩具、爭奪寵愛的孩童或寵物，甚⾄⼤⼈也是。

能促進團隊合作、社群連結，讓⼤家擁有更⼀致的⽬標，同時

每個⼈都有發聲的空間，充⾜的空間，就像亞瑟王的圓桌，地

球上不再有「我」這個字，只有「我們」。

9 合作服務──洪堡百合   

尋找內在的⿈⾦。⼼能量的完美平衡。

我們每個⼈內⼼都有⿈⾦。如果能找到這份⿈⾦，你將能珍視

⾃⼰的天⽣珍貴，做出真實的抉擇。

當在追尋靈性時，流於膚淺及表⾯，⾦杯花精能協助我們真正

觸及靈性的核⼼──⼼。這個振頻對成癮者或沈醉於幻想世界

者也特別有幫助。

⾦杯花精帶來⼼的平衡。將靈魂的核⼼與宇宙中⼼連結。向內

看，你將找到⿈⾦。

11 ⾦杯──加州罌粟                      

創意眼界，保持集中。

⽀持創造⼒和保持集中。激發新靈感。有能⼒保持精⼒。

勇於夢想新夢想。對電腦族尤佳。對讀書也很有幫助。

10 聚焦創造──藍花楹       

優雅。美麗。耀眼。

這⽀花精協助我們優雅地流過⽣命，讓我們開始動。對任何

形式的神聖動作都有幫助，特別是跳舞。⽤這⽀花精，舞過

⽣命。同時可⽤在⼈際關係⽅⾯，與周遭的⼈以完美的節奏

和諧共舞。也舞進⾃⼰的內⼼旅程吧，舞進神聖能量的源

頭。這是宇宙之舞。不需要理由，你就可以感覺很好！

12 跳舞──九重葛



神聖靈感。吸氣與吐氣。

這⽀花精有關呼吸，吸吐⽣命，付出與給予。打開擴展你的

胸，記得要呼吸。呼吸可以讓我們回到⾃⼰的內⼼。特別在創

傷之後，深呼吸可以協助我們釋放，以免情緒⻑期積壓。深呼

吸也可以協助我們歸於中⼼，不易受到別⼈影響，尤其是卻乏

⾃信者容易過度受到他⼈影響，甚⾄偶像崇拜，這⽀花精可以

平衡這種情形。當我們⾃然⽽然深呼吸時，神也在呼吸著我

們，靈感就是吸進空氣，也是將⽣命吸進靈魂中。

13 深呼吸──尤加利                      

家庭和諧。信任。

給早覺醒的⼈，讓他們更肯定⾃⼰。這⽀花精協助適應加速成

⻑或提前成熟，喚醒神聖潛能，成為正⾯的神聖⼯具。對進展

神速、覺醒得⽐別⼈早的孩童或⻘少年很有幫助。保持警醒。

期待，信任，了解。

15 早慧之⼦──酢漿草

向靈性世界敞開。⾂服。

向靈性⼒量覺醒，信任上天的指引。增強靈聽⼒、通靈

⼒，成為上天溝通的管道。願意允許轉化在⽣活的任何層

⾯發⽣：內在的⾂服。

14 神聖使者──天使喇叭花  

接地與連結。歸屬感。

協助讓我們在地球上感覺「在家」，無論⾝在何⽅，都有

歸屬感、接受⽽輕鬆。感覺有所連結，舒適，扎根於社

群。願意成為世界的⼀份⼦，在其中扮演⻆⾊。對想家有

幫助。轉學或剛上新學校的孩⼦、旅⼈、留學⽣、移⺠

者、任何⾯臨⽂化衝擊的⼈，都適⽤。對分離焦慮的寵物

也極有幫助。無論你在何⽅，那裡都能成為甜蜜的家。

16 地球是我的天堂──⾹豌⾖



強化。保護。修復。

紫錐花是北美印第安⼈智慧傳承的草藥，在作為草藥時，能透

過增強免疫⼒的⽅式，協助⼈們對抗各種蟲蛇咬傷、傷⼝膿

腫，更有「感冒剋星」之稱，因此榮登現今北美銷售第⼀的草

藥。當紫錐花製成花精，可強化保護我們的氣場。當我們保持

⾼頻，沈重的能量就無法影響我們。

17 能量強化──紫錐花

恆久的愛。靈魂交流。

對靈魂關係的覺察，無論是在⼈世，還是與在其他空間的⽣前

或死後的親友。對痛失親友的哀悼期⾮常能提供⽀持，或分⼿

之後也適合使⽤。協助明瞭我們的靈魂永是彼此連結著的。甜

蜜的靈魂與靈魂間的溝通，現在或此後。對遠距關係或分居期

間也能提供⽀持──知曉彼此的⼼從未分離。

19 甜蜜記憶──勿忘我                   

⾝體與情緒的安康。平和。從上癮中獲得解脫。

從任何束縛你的⼈事物中解脫吧。解放。優雅地放下任何

拖累你的壞習慣，特別是⾹煙。集中意念，使⽤花精，牢

記⾃⼰的意念然後深呼吸。每次使⽤這⽀花精時，都這麼

做。此花⾮常接地，對不同次元或世界之間的旅⾏很有幫

助。可以解放潛能，並淨化我們的能量系統。

18 解放──光煙草  

宇宙的接受。⼒量宏⼤，不受動搖。

菽⾖花是知名的重建植物，當其他植物活不下去時，它竟

能出現⽣⻑，協助聚落再次欣欣向榮。如此強⼤的耐受

性，菽⾖花花精能提昇各個層⾯的接受度，從⽇常⽣活到

靈性⽣活。抗拒令⼈分⼼的事物。就算是從前會讓你感到

不舒服的事物，如今你擁有耐得住它的⼒量了。

20 耐受強⼤──菽⾖花

◎紫錐花花精並⾮草藥，不具⾝體功效，僅能作為純粹能量保護⽤途。



21 覺知擴展

親密的新境界。愛意滿溢的性。

雖然和巴赫花精的溝酸漿是近親，黏猴花的能量⼤有不同，主

要是增加性關係中的愛與親密，獲得更深的結合。優雅表達愛

和情意。戴上新濾鏡，以新的觀感來經驗性事。

23 情⾊之花──黏猴花                  

閃亮的⾃尊。給所有年齡層的⼩⼥孩。

當個公主（或王⼦）吧！當個你⼀直想成為的英雄，即使你

已遺忘這件事好久好久。擁有美麗、智慧、權⼒和魔法⼒

量，以及戴上王冠的權⼒！擁有⾃信和舒適，無論是在⾃⼰

的領域中，還是在整個宇宙中。對應⾃尊、不安全感和⻘少

年議題，或任何時候你感覺迷失在森林中，需要重新記起如

何使⽤魔杖來召喚獨⻆獸！也能協助建⽴正⾯的⾝體觀感，

相信每個⼈都有內在⼥神，相信整個世界。

22 精靈公主─賽西莉布呂娜玫瑰

為了付出和接受。感到獲得平衡。

為了優雅地付出和接受。這⽀花精提醒我們從「⼼」來施

受，協助進⼊原諒的頻率，為了原諒⾃⼰，也為了給予⾃

⼰。將亮⿈⾊的光帶進⼼輪，療癒傷痛的⼼。

24 為了原諒──銀荊



滿⽉能量。沈睡。

這⽀薰⾐草花精在⽉圓之夜製作，可以處理滿⽉時的焦躁難眠

和⼼緒不佳，也包括在⼥性每⽉例⾏的情緒週期中，使⼼情易

於放鬆舒緩。平衡⽉圓能量，好讓這能量能被駕馭和善⽤。

25 滿⽉週期──薰⾐草 

提昇意識

能量提昇。⽣命⼒。由內在點燃靈魂之光，創造出奇蹟似的

平和與神聖狂喜的氣場。擁有⼀切都是可能的的內在知⾒。

打開⼀條路，讓恩典流動。認同那最神聖⾼貴的⼀切，喚醒

極樂的境界。將光脈衝⼊腦部，獲得神聖感知。透過此花精

歡快催情的品質，在直覺的右腦與分析的左腦之間創造出連

結。幫助靜⼼冥想和靈視，包括清明夢（「夢境是⼼的許

願」）。這⽀花精特別適合⽤來作為祝福、塗油禮和獻禮。

27 造物恩典──藍蓮花               

男性能量平衡。性別療癒。

結合男性和⼥性能量，讓這兩股能量在我們的性別中獲

得整合。這⽀花精能在很深的層⾯協助性別療癒，並平

衡第⼀脈輪──海底輪。⾹蕉花精能幫助我們處理對關係

中的性或性別問題，使我們能從更⾼、更平衡的頻率來

看待這些事情。

26 男⼥神統⼀──⾹蕉花  

輕鬆改變。光的注⼊帶來舒適。

優雅轉換花精是當你要經歷重⼤改變時的極佳花精。對穿

越次元後平衡⾝體能量也有幫助。如果在運作光時感到不

舒服，可使⽤這⽀花精來舒緩。和「錨定光花精」⼀起使

⽤，效果通常很好。接地效果很棒。也能減輕在頻率轉換

的過程中的暈眩感。

28 優雅轉換──茴⾹



優雅的⼒量。魅⼒的整合。

有⼒、美麗⽽謙和。平衡各層⾯的謙虛，從過度謙虛到過度⾃

⼤，都能藉這瓶花精調整到中庸狀態。對太降低⾝段來避免與

⼈起爭執的⼈，以及怕展現⼒量會無法控制的⼈，都能給予協

助。同樣的，對傲慢⾃⼤或⾃我中⼼的⼈，也能從這瓶花精獲

得平衡調節，與真實的⾃⼰歸⼀。培養個⼈魅⼒，獲得平衡。

29 中庸謙虛──加州野芍藥                    

開啓⼼房。點燃三聖⽕焰。

在⼼中停泊無限。深深敞開⼼。這⽀花精能⾮常⾮常深層地開

啓⼼房，幫助我們認出⾃⼰可能仍抱有的批判。每個⼈⼼中都

有三聖⽕焰，粉紅荷花煽動⽕苗，點燃我們內在的三聖⽕焰。

有時，在使⽤這⽀花精後，會感到⼼中湧起溫暖。在古埃及時

期，蓮花被視為重⽣、回春和永⽣。據稱有改變⼼智的能⼒。

粉紅荷花也連結拉克希⽶⼥神（Lakshmi），代表靈性富裕、

靈性豐盛和靈性進化的⼥神。進⼊開啓⼼房的新階段吧。

 

31 ⼼光點化──粉紅荷花 

記得。清楚。

這⽀花精能處理各層⾯的記憶。「我記得我是誰，我記得我

的天賦，我記得我來這裡是要做什麼，我記得如何創造顯

化。」「（我記得我把鑰匙遺留在何處）。」提昇各層次的

清晰度。肯定⾃⼰。獲得創造⼒和內在平靜，以創造豐盛、

療癒⾃⼰、與聖靈結合。也能喚醒關於⾃⾝潛能的記憶。當

我們記得今⽣到底是要來做什麼時，就能恢復⾝⼼靈的康

泰。當我們記得全⼈類應該要做什麼時，就能療癒全世界。

30 我記得──迷迭⾹  

內在的指引。⾼我。個體性。

幫助連接那明瞭答案的⾃⼰：內在的智者。做⾃⼰的導

師。我們每個⼈最終都要成為⾃⼰的救星。

32 內在導師──紫⿏尾草



優雅的柔弱。靠近與被看⾒是安全的。

這⽀深層的花精帶來情感開放和甜蜜連結的禮物。協助展露情

感，與他⼈建⽴私交來往。以優雅、誠懇、願意和怡然的姿

態，敞開⼼懷，體驗親密關係。擁有展露脆弱的勇氣，在情緒

上，在靈性上，都願意展露出來，並溫柔悅納⾃⼰。協助建⽴

合理的個⼈界線，釋放限制。如果是已經有了⻑期交往關係，

這⽀花精能更深⼊地發掘關係中的理解、慈悲、連結和原諒。

此花精也有關耐⼼，能緩和焦躁。如果你被惹⽑了，這⽀花精

能紓緩情緒，改變視⻆。

33 親密關係─毒櫟                  

靈性保護。清理淨化。

⽩⿏尾草花精能協助能量淨化，特別是思想淨化，進⼊最深

沈的休息。清理淨化任何濁重的能量及存有，同時提供保

護。可以塗抹在脈搏點，或加在淨化⽤品、空間噴霧、洗⾐

精、洗澡⽔……任何種類的淨化儀式或神聖典禮，⽤⽩⿏尾草

都超棒。特別和春分、夏⾄、秋分、冬⾄這四個節點有所連

結，因此也很適合在這四個節氣中使⽤。

35 讓光進來──⽩⿏尾草              

輕鬆釋放。創造空間。

甜蜜的釋放。放掉各種依附。以悠然的姿態，放掉任何不再

對我們⾼善的⼈事物，騰出空間給新事物。特別是⽤於⼈⽣

轉化期、整理期，以及懷孕⽣育期。優雅的解放！

34 放⼿信任──野⾺鬱蘭

次元旅⾏

這⽀花精能帶領你到內在你感到連結的地⽅，協助知曉⾃

⼰的⽅向。⽤你靈魂之星的亮光，照亮你的道途。特別適

合在光的靜⼼冥想中使⽤。可以單獨⽤，和其他花精並⽤

也很棒。這⽀花精有⾮常強的祖⺟能量連結。

36 光的領航者──秘魯胡椒⽊



加速療癒

⾝⼼靈療癒的催化劑。讓⾝⼼靈平衡，互相調和，歸於中⼼。

可以單⽤，也可以跟其他花精或療癒法並⽤，增強其他療法的

療癒效益。這⽀花精加速各層⾯療癒的效果就像魔法⼀樣神

奇，能完成整體的和諧平衡。

37 魔法療癒師──⼤蕉花    

⼒量。男⼦氣概。

請看看此花的照⽚，其功效無庸說明。除了適⽤於男⼈之外，

也適⽤於希望增加陽剛⼒量的⼥⼈。處理各種關於⼒量、男⼦

氣概和結構的議題。

39 男性雄風──龍舌蘭      

整體意識。看⾒全景。

看⾒全局。有能⼒看⾒並理解整體，同時可以⼀次集中注意

⼒在⼀處。有意識地擴展靈性⾝分或靈性藍圖，剛踏進或想

擴展⾝⼼靈⼯作者極有幫助。同時能提昇耐⼼，消除依附，

就像僧侶的曼陀羅沙畫⼀樣，如此華美，卻不必強求永遠留

存……在意過程，⽽⾮終點。

38 壯麗曼陀羅──雪⼠達雛菊       

⺟⼦（⺟⼥）情深，療癒與慈悲。⼤地之⺟蓋亞。

增進任何年齡層的⺟⼦之情，從⼦宮，到⼈⽣，乃⾄死後。

以柔和、信任、無條件的愛和溫柔的慈悲，擁抱⺟⼦關係。

增強深層療癒和內在決⼼，無論對⽅是⽣離或死別。協助療

癒童年的失落，感到受⼥性能量的滋養和⽀持，無論這能量

是來⾃⼈，或來⾃宇宙。療癒任何家庭中的⼥性關係，包括

姐妹、阿姨、婆媳、祖孫、姻親都包括在內。與⼤地之⺟連

結，也與聖⺟瑪莉亞連結。

40 ⺟⼦團圓──蝴蝶百合



回到當下。愛⼼。

活在當下，愛這當下。⽤這⽀花精在任何活動中保持專注，讓

這些活動成為你的熱情，包括讀書、藝術創作、談情說愛，以

及許多！帶出你最⾼層次的熱情。擴展欣賞⾳樂的覺知和能

⼒。接收、循環並放送能量。

41 我的熱情──百⾹果花               

夢境。靈視。

有助於發展預知夢，提昇占⼘的敏銳度。增強靈視能⼒和洞

⾒，並加以信任。你可以和夥伴⼀同⽤這⽀花精，然後⼀起觀

想，創造你們的完美未來和夢想。這⽀花精還能提昇開放性和

靈性感知，能提昇整體的敞開度，包括性⽅⾯。

43 預⾒未來──道格拉斯艾草    

更⾼的視⻆。向細節⾂服。

看⾒更⼤的圖像，平衡過度注重細節的傾向。平衡強迫⾏

為，譬如潔癖、不斷滑⼿機等狀況。

42 新觀點──芹葉⽜兒苗       

加速連結神聖源頭

喚醒位於前額以上第六七脈輪的光能量，與神聖源頭連結，

帶⼊神聖能量。當受到這光頻率刺激時，應變能⼒就會增

加。這能量也有關愛的感受，協助獲得滿⾜感，更平靜，特

別是在伴侶⾝邊時。甚⾄能協助過分内向、有點⾃閉的⼈，

表現更合宜。⼀旦此部位的光能量被啓動，頂輪開啓，更多

靈性天賦就會湧現，包括直覺⼒、創意、靈視⼒與同理⼼。

與源頭連結，傾聽⾃⼰的⼼，觀察⾃⼰的思想，保有光，知

道⾃⼰是創造者與顯化者。這⽀花精可單⽤。與「松果光融

合花精」並⽤，更發揮效益。松果光融合代表陰性，垂體精

通代表陽性。當陰陽相遇，就是所謂的「靈性婚姻」。

44 垂體精通──⽕燒蘭



扇⾵點⽕。啓動魔法。

讓它發⽣。點燃創意、熱情和靈感的⽕苗。讓計畫開始動作。

將⼀⽚混沌化為秩序，協助我們不畫地⾃限，全然表達創意。

45 計畫促媒──⽕焰草     

我好喜悅！重燃熱忱。

興奮、極樂、狂喜。無論你原來的快樂程度如何，這⽀花精都

帶你到更⾼⼀級的喜悅。當和其他花精⼀同使⽤時，會增強其

他花精的效果。超適合派對。試試看⽤純粹喜悅花精加「平衡

穩定花精」，來取代雞尾酒。

47 純粹喜悅──橙花   

開啓⼼房。個⼈⼒量。⾃主。

這是印加之花。召喚⾄⾼無上的個⼈⼒量，打開⼼胸，賜予勇

氣。它提醒我們抬頭挺胸，挺直脊椎，站得⾼⼜直。反映太陽

的能量。享受這⾦⾊基督的能量。與⽗親或⽗權取得和諧。

49 太陽能──向⽇葵

在各⽅⾯簡化⽣活。去蕪存菁。

在各⽅⾯簡化⽣活，特別是環境。輕鬆捨棄多餘的事物，包括

孽緣及任何不健康的⼈際關係。清理。優化。協助建⽴更清

淨、綠⾊的飲⻝和⽣活⽅式。淨化⾃⼰的殿堂──⾝體與居家

都算。⾵⽔興盛。

46 簡單純粹──三⽉花葵      

元氣⼒量和滋養

這⽀花精就像精⼒湯⼀樣，能補充能量、滋養元氣，同時淨化

氣場。在精⼒耗竭、病後、創傷過後或感覺⾃⼰能量低落時，

⽤這⽀花精來補充更新能量。

48 充電滋養──異株蕁⿇



珍貴的連結。⽣與死。

這種藍⾊花協助統⼀靈魂團體。讓你與靈魂團、指導靈或指導

上師調頻。在孕期使⽤，可協助⽗⺟與肚⼦中的寶寶連結，甚

⾄與等待投胎的寶寶的靈魂連結。準媽媽可以擦拭在肚⽪上，

或加在⾝體乳或⾝體油中。出⽣後，可以將這瓶花精和「受滋

養花精」⼀起滴在寶寶的澡盆⽔中。這隻花精特別適合臨終關

懷，協助靈魂離開軀體後，能及早找到他所屬的靈魂團體。

50 靈魂家族──藍⾊美洲茶花   

增添趣味。在⼼中舉辦狂歡派對。

喜悅⽽⽣氣勃勃地參與。⽕花、魅⼒。情緒的⽕辣⾹料，從頭

灑到⼼，好好玩⼀場。能增進精神⼒與活動⼒，提振情緒與動

⼒。對過度分析思考⽽拖延計畫的⼈有幫助。接地，讓熱忱、

表達和活動⾃然地從我們之內湧出。

52 勁辣活⼒──旱⾦蓮                        

平衡地使⽤創造⼒，⽽後休息

這隻花精與「平衡」有關。失衡的狀態就像⼯作狂或蛋⿈哥，

把時間太不平均地分配給某項特定事務。事實上，⼯作與休

息、⽤功與娛樂，或辦公室⽣活與家庭⽣活，在取得平衡時，

最有益於⾝⼼健康，也最能獲得快樂。這⽀花精能讓靈魂保持

點燃狀態，⽣命⼒豐沛且保持平衡。平衡地付出與接收。平衡

地安排⽇常事務。對⼯作狂尤佳，對忙碌的⽗⺟也很好！

51 靈魂⼒平衡──翠葉蘆薈   

⼥性的⾃由表達。擁有⾃⼰的⼒量。

說出⾃⼰的真理，特別是在⼈際關係當中，也特別是讓⾃⼰受

到壓抑限制的⼥⼈。擁有⼒量，勇於解放。獲得恰到好處的新

能⼒，讓⾃⼰俏⽪、時髦、敢於調情，偶爾可愛地無禮⼀下。

協助轉化對性的壓抑。甜美⽽華麗。對第⼀脈輪（海底輪）、

第⼆脈輪（臍輪）和第三脈輪（太陽神經叢）有幫助。

53 活潑膽⼤──勳章菊



毅⼒。探險。冒險的勇氣。

這⽀友善⽽⽣機盎然的花精能激發決⼼、勇敢和朝氣。勇於探

險，願意冒險，包括⾝體的挑戰，例如⾺拉松、爬⼭、跳傘、

滑雪等各種從溫和到極限的運動。也與男性議題和健康的陽性

能量表達有關。無論是在⺟⼦關係、戀愛關係、學校或⼯作關

係中，凡是曾被霸凌或欺壓的男性，都能從這⽀花精獲得幫

助。和平地展現⼒量。擁有充滿愛的獅⼦⼼。

54 ⽣氣蓬勃──吊鐘柳                    

任何⾃認的弱點，都獲得強化

擁有內在⼒量，釋放任何⾃認的弱點，特別是氣場上的弱點。⾼

敏感族群或容易感受到別⼈情緒的⼈，⽤這瓶花精後，能創造、

修補並強化能量界線，將⾃⼰和他⼈或環境的能量劃分清楚。此

花有許多天賦，⼀⾔蔽之就是讓⾝⼼靈獲得整體的強化。

56 阿基⾥斯之⼒──⽩西洋蓍草

對⾃⼰抱持健全的觀感。連結真相。

激發⼒量、勇氣和決⼼，堅守⾃⼰的⽴場和個體性。為⾃⼰發

聲。與⾼我建⽴清晰直接的連結管道。了解⾃⼰與⾃⼰的關係

是我們所擁有的最重要的關係，它會影響我們所有其他的⼈際

關係。這⽀花精對⻘少年極有幫助，能應對同儕壓⼒及批評困

擾（任何年齡層都適⽤）。允許⾃⼰做⾃⼰。這⽀花精也對反

應過度者有幫助，例如碰到狀況時就想逃⾛，或做負⾯反應

時，請使⽤它。堅定⽴場。⾃信⾯對眼前⼀切，泰然處之。

55 昂⾸挺胸──加州⼀枝⿈花

對新事物保持清晰和怡然

進⼊新時期時，能保持平衡。每當我們覺得獲得提昇或進⼊⼈

⽣新階段時，都能從這⽀花精獲得幫助。在擴展時，保持清

晰，與神聖連結，並輕鬆調整進⼊新頻率。

57 甜美新開始──多花素馨



感受性、清晰、輕盈──內在外在皆然。

協助接收通靈訊息，清楚轉譯出來，成為清晰的「看⾒者」。除

了增強通靈接訊⼒之外，也提昇整體感受性，幫助做出正確的決

定。⾒事清晰。以輕鬆的⽅式看⾒真相。看⾒未來，⽽不會看得

太嚴肅。帶著歡欣、開放、精準⽽深刻的⼼情，進⾏直覺解讀、

諮商療程或各類療癒，過程滿是笑聲與⼼的連結。讓我們整體都

更外向、更善於社交，準備好隨時可以慶祝了。快樂通靈者！

58 ⼼電感應──快樂⿏尾草  

對⾃⼰和他⼈的慈悲。寧靜。

給予旁⼈溫柔的無條件的慈悲，也給予⾃⼰。進⼊⼀種沒有什

麼能冒犯我們的境界。與他⼈建⽴信任，理解我們不需要什麼

都⾃⼰做，同時能對他⼈設⾝處地，理解他們是被什麼動機驅

使，並了解他們的需要。這是有關互相幫助的花，對家⼈、朋

友、鄰居乃⾄陌⽣⼈，即使是⼩事情都有意義。紓解焦慮緊張

感，釋放批判憤恨和恐懼，選擇慈悲關愛和理解。了解他⼈即

是⾃⼰。

60 真慈悲──蝴蝶草                      

我愛⾃⼰本是的樣⼦

繁榮亮麗，愛⾃⼰，接受⾃⼰。擁抱⾃⼰的性別，及⾃⼰對性別的

偏好。獲得性別能量的調和。知道⾃⼰是純潔的，也純潔地表現這

樣的⾃⼰。最深層的真實，放下⾃我。與抹⼤拉的瑪利亞連結。

59 我本如此──海芋

迅速轉念

以淨化的紫焰，轉化想法、能量和頻率。恐懼焦慮和其他負⾯

情緒都化為和平安樂。重新訓練⾝⼼與正⾯喜悅歸⼀。對於以

物質主義和貪婪之類的本能運作者，也能受到這瓶花精的協

助。無論我們原本的頻率如何，淨化與轉化都會在各層⾯發

⽣。轉化個⼈能量狀態，轉化集體靈性經驗。擴展進更⾼層級

的純淨與服務，在其中我們的存在能轉化負⾯，解放他⼈。

61 紫焰轉念──紫⾊魯冰花



品嘗⽣命的花蜜。靈性反射。

這⽀甜蜜的花精是關於⼼的智慧，以及快速朝任何⽅向前進的

能⼒。提昇適應⼒及快速吸收新知的能⼒。同時提醒我們擁抱

並享受⽇常⽣活中雖⼩巧卻神奇的經驗，就像隨時隨地品嘗⽣

命的花蜜。有助靈魂使命，找到意義的職業，追隨天賜之福，

做⾃⼰擅⻑且熱愛的事，並從中獲得豐盛。在你追隨靈魂使命

的過程中，⾝邊可能有親友會受到衝擊，這瓶花精也能協助潤

滑你與他們的關係。要知道，當我們追隨⾃⼰的⼼，實踐天

賦，每⼀⽅都會贏。與仙⼦、精靈和其他元素能量調頻（當然

包括蜂⿃）。園藝⼯作者和任何想與這些元素能量連結者，⽤

這瓶花精都很棒。這是第五次元的花精。

62 天賜智慧──蜂⿃⿏尾草                  

玩樂、遊戲。放輕鬆。滑稽⼀點。

嚴肅退散。協助放鬆、敞開。⽤更明亮燦爛的眼光看世界。

從內⽽外，整體都放鬆。

64 搞笑藝⼈──百⽇草    

啓動完美的⾝⼼靈藍圖

我們的⾝⼼靈具有天⽣智慧，只要我們好好善待，它擁有強⼤

的⾃我平衡能⼒。然⽽我們可能會以不良飲⻝、負⾯情緒和限

制性想法，來讓⾝⼼靈失衡，最終便不得不上醫院。這⽀花精

提醒我們善待⾃⼰，相信⾝⼼靈的天⽣智慧，讓⾃我調節能⼒

發揮作⽤，回歸完美平衡。使⽤之後，你通常會感覺好多了。

63 睿智⾝體──墨西哥接⻣⽊

◎花精不具⾝體療效，請勿取代醫藥。



使⽤⽅式

美西列⽊⾥亞花精15ml皆為濃縮瓶，

建議每種4滴，晨起時滴於⼀杯

不超過200ml的⽔，在當天內頻繁使⽤。

每瓶約340滴，可使⽤近3個⽉。

亦可製成噴霧、加⼊保養品、外敷、泡澡。

同時不要⽤超過七種。

沒錯，花精製作者的名字就叫星

星。曾在放射藥物科擔任14年

的主任技師，星星的⼈⽣泰半是

在為成為花精製作者所準備。時

間到時，星星轉向了更⾃然的頻

率療癒法：花精。

 

星星⽣⻑於聖塔芭芭拉，同時與

祕魯有⾄深緣份，親和熱情且富

有薩滿能量，多次出現在電視或

廣播節⽬分享花精知識。如今星

星花精公司已有25年歷史。星

星最深的渴望就是這些花精能對

⼈類進化和世界和平有所貢獻，

讓每個⼈都能幸福安康活在這美

麗的地球上。

 

花精製作者 - Star奶奶

◎花精極為溫和，無副作⽤、無成癮性、⽤錯無害。

可與任何藥物或療癒法並⽤。孕婦、孩童皆可⽤。

◎請直⽴存放陰涼處，⻑期儲存請距離⼤型電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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