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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R U V I A N  F L O W E R  E S S E N C E S

秘魯聖地花精

印加花精



1.第⼗三道閘⾨
打開通道 ‧梵天之⾨ ‧觸及靈性

坎塗花是秘魯國花，被譽為印加⼈的聖花。據說印加⼈

發現它擁有讓⽔維持鮮度的神聖品質，因此在印加帝國

期間⼤為⾵⾏，廣受栽植來奉獻給太陽神。在印加帝國

及現代祕魯的各種典禮儀式中，都可以⾒到坎塗花的⾝

影。

坎塗花能打開頭頂的閘⾨，與靈魂連結，接收宇宙的訊

息。對整合13的能量有幫助，象徵死亡與重⽣，協助結

束舊有、開展新局，你也可以⾃⾏詮釋這個數字的含

意。坎塗花也帶著蜂⿃的療癒能量。在這個凡事加速發

⽣的有趣時刻裡，這⽀花精能磨平稜⻆，是⾮常平和怡

⼈的花精，協助我們改變振動頻率。

這⽀花精的⺟酊液在祕魯聖湖的的喀喀湖畔製作。

 



2.關於臉
所有關於臉的事 ‧⾯對議題

我們⽤臉來⾯對世界。蒲公英花精能協助任何關於臉的

議題，尤其是「⾯對」的課題，讓你能⾯對困境、⾯對

情緒、⾯對各種層次的問題，不再藉由轉頭不看來逃避

問題。

蒲公英能平衡穩定舊有的感受與記憶。這些感受或記憶

如果沒有釋放掉，會⻑期累積，造成不⾃覺的僵緊。蒲

公英能釋放掉這些陳舊的情緒能量，讓我們更能傾聽⾃

⼰的情緒、理解⾝體的聲⾳。

沉迷酒精往往是因為想逃避什麼。這⽀花精也能幫助藉

酒精來⿇痺⾃⼰的情況。

蒲公英要我們⾯對⾳樂、⾯對真相、抬起臉來⾯對陽

光。更要⾯對⾃⼰、反射光明、持續成⻑。每次使⽤

時，都許個願吧！

 



3.勇敢之⼼
快樂的⽣存者 ‧勇氣⾃信 ‧優雅前進

這⽀花精是在秘魯安地斯⼭脈的聖⼭奧桑加特峰所製

作，當時先下了⼤⾬、⼜下了雪，此花遍佈原野。奇

蹟似的，太陽在⼤⾬和⼤雪之中露了臉，剛好給星星

奶奶完美的時間製作⺟酊，⺟酊⼀做好，天氣⼜陰

了。

此花分布在哥斯⼤黎加到智利北部之間，⽬前尚未有

中⽂譯名。事實上，你可能無法在其他花精品牌中找

到這種花，因此屬於⾮常罕⾒的花精種類。我們把它

喚做「勇敢之⼼」，特別有助於舒緩創傷後的壓⼒，

讓你能在逆境中持續欣欣向榮。能增強勇氣和⾃信，

對膽怯害羞的⼈有幫助。有助於表達壓抑已久的愛，

實現幸福快樂。帶著優雅、華美、安全的感受向前

⾏。

 



4.⼥性創造⼒
⼥性⽣育創造⼒ ‧接地

印加⽑⽵⽣命⼒強韌，耐⽔耐旱、耐熱耐寒、還耐貧

瘠，⾖莢⼀撥開，裡頭是有如棉花糖的⽩⾊⽑狀⾖，

吃起來神似⾹草冰淇淋，可⾒印加⽑⽵旺盛的⽣命創

造⼒。這正是印加⽑⽵的能量品質──提昇創造⼒

──尤其是⼥性的。

這⽀花精對各種⼥性問題都有幫助，特別是各年齡階

段⽣育創造⼒的議題。能平衡療癒與⼥性能量的關

係，無論是內在或外在。不管是你內在覺得⾃⼰⽋缺

⼥⼈味，或者外在與⺟親或⽣命中重要⼥性的關係不

睦，都可以使⽤。（無論你是男性或⼥性都可以

⽤。）

這⽀花精會在你覺得「不接地」時，也就是容易恍

神、健忘、糊塗、虛弱無⼒、想太多卻沒有⾏動⼒

時，帶你回到⾝體裡，更踏實地⽣活。

 



5.⼼之⾨
悲憫地淨化⼼ ‧激活腦下垂體能量 ‧

時間∕超脫時間

聖佩德羅仙⼈掌是三千多年來薩滿儀式中的要⻆。巫師

將它切碎熬煮五到七⼩時，喝下後，其中的迷幻成分會

接通意識與潛意識的橋樑，協助巫師進⾏靈視旅⾏，找

出患者的疾病源頭。

製成花精後，效果在能量層⾯運作，更加微妙。能打開

頂輪，刺激腦下垂體的靈性能量，開通所有較⾼的脈

輪，讓光流⼊並散⼊⾝體各處，還能以⾮常甜美、優

雅、⾼頻的⽅式打開你的⼼，開得⽐你所能想像得還要

多，讓愛浮出⽔⾯。藉由打開⼼、感受愛的⽅式，來清

理、淨化、流動⼀切事物。這是諮詢師、療癒師和各種

助⼈⼯作所需要的特質。

此花也對時間和超脫時間有關。這是關於現在、當下、

此時此刻的花精。能幫助我們活在當下，超越時間的限

制。



6.我是慷慨富⾜⼈
巨量財富 ‧慷慨之流

印加帝國素有「⿈⾦國」之稱，宮殿⽤⿈⾦板裝飾，

王座是重達⼋⼗多公⽄的⿈⾦座，御花園裡都是⾦樹

銀花，富裕程度是史上難以想像。⾄今印加帝國失落

的⿈⾦仍是考古和尋寶的熱⾨重點。

此花⾦⿈⾊的花瓣正能連結到印加帝國的豐饒，⺟酊

就在⾺丘⽐丘遺址製作。植株只有⼆⼗公分⾼，花形

卻⻑如號⻆，好似能裝進或倒出好多物質。

當你⾃覺缺錢，⾃然會想節約開⽀，此時，這⽀花精

就是瑰寶，能刺激豐盛意識，提昇顯化能⼒，帶來慷

慨⼤量、富饒泉湧、繁榮豐盛的感受。就像古印加⼈

⼀樣，當你保持豐盛意識，慷慨是⾃然的結果，你將

在巨富擴張的宇宙豐饒之⻆中與⼤家分享。

此花通常在印加聖地⽣⻑，無中⽂譯名，屬於花精界

的罕⾒珍品。

 



7.我是感激
神聖恩典 ‧增強更⾼頻的愛

葶藶和⾙曲巴赫花精的芥末為近親，有帶來喜悅、掃

除憂鬱的異曲同⼯之效，尤其葶藶相較於芥末，是⽣

⻑於⾼⼭，在苦寒的環境中能有如此光明的能量，讓

⼈的感恩之⼼油然⽽⽣，因此這⽀花精⾮常珍貴，能

增強更⾼頻的愛的能量，讓我們憶起優雅豐厚的回報

和神聖恩典，充滿感激之情，成為聖愛的純淨管道。

在使⽤這⽀花精時，請說三次肯定語「我好感激」。

感恩能激起光與能量的隱密源頭，將你提昇到喜悅平

和的新境界。當我們真⼼感恩的時候，就是告訴宇宙

「我願意接受更多」，因⽽能容納更多美好的事物來

到⽣活中。感恩的⼼是宇宙最強⼤的源頭。

 



8.整合
打開並淨化⼼智

這瓶花精促進左右腦的精微能量流動，使⼈更易吸收

學習。也能整合理智體，增強理性，讓思維更加敏

銳，提昇思考⼒、邏輯⼒與判斷⼒，因此很適合考

⽣、上班族、律師、會計師等腦⼒族群。

 

整合花精能打開並淨化我們的⼼智，平衡理智體和情

緒體，以準備進⼊第五次元的實相。提昇⾃尊。對⼈

⽣整合的轉換過程有幫助，特別是混亂時期，讓你優

雅地吸收統合新資訊，掃除思想雜亂困惑的情況。

 



9.芒果天堂
在⾁體中歡慶⽣命

夏⽇的芒果冰是否讓你⼼花怒放，覺得⼈⽣如此美好

呢？

這就是芒果花精帶給我們的滋味，它的能量能提振性

感慾望、感官享樂、津津有味、歡呼喜慶和熱忱活

⼒。它的能量原始、⼊世、⼀點都不複雜、與信仰無

關，單純充滿太陽的⾵和靈魂。這是在⾁體中對⽣命

的歡慶與獻禮。

在製作這⽀花精時，粉紅海豚在我們⾯前開⼼地躍出

河⾯，因此這⽀花精額外帶有粉紅海豚的能量──愛

與歡樂。

 

*粉紅海豚是亞⾺遜河特有的淡⽔豚，體表呈粉紅

⾊，是瀕危動物。



10.⼤師級導師
完美溫度 ‧擴展

⼤花鴛鴦茉莉被視為叢林裡的⼤師植物。翻開藥典，

你會驚訝於它的多才多藝，從感冒、腹瀉、外傷、⻣

傷到梅毒，幾乎無所不包，這正是⼤花鴛鴦茉莉帶來

的禮物──它知道好多，所以會教導我們許多事物，

協助我們各⽅⾯的啓發擴展，連結療癒的光的⼥神。

 

此花有個可愛的暱稱叫「快親我」，因為它開花之後

會在幾天內迅速從深紫⾊變成⽩⾊，幾乎⽐⼀個吻還

快。如此迅速蛻變潔⽩，象徵靈性的淨化。使⽤它可

以帶給我們⼼靈上的淨化、純潔與澄澈感受，脫離毒

害的負⾯思想，讓出空間讓提昇發⽣。

 



11.淨化
聖化 ‧潔淨

這種安地斯⼭脈特有的⾼⼭薄荷，⽣⻑在秘魯的聖地

中，聞起來令⼈煥然⼀新，當⼈們⾛過時，就能受到

它的淨化。它聖化潔淨的效⽤極⾼，不僅能清除氣場

的汙濁，更能從靈魂層⾯、甚⾄因果業⼒的層次，讓

⼈打從內裡獲得潔淨感，可以視為巴赫海棠花精的深

⼊版。能協助我們在清理淨化的過程中，保持平衡。

更棒的是，它的作⽤溫和，淨化過程中不會讓⼈感到

不舒服。

此外，安地斯薄荷也能協助我們通過其他次元的帷

幕，連結指導靈。情緒上，可激發正⾯積極的態度。

你可以⽤許多⽅式來⽤這⽀花精聖化或淨化，請⾃⾏

發揮創意。

 



12.重整旗⿎
優雅 ‧喚醒上古多次元的記憶

藍亞⿇帶來精緻優雅的振動頻率，不僅能讓⾝體獲得

嶄新的活⼒、彈性和優雅，也能讓我們在⼈⽣路上⾏

⾛的姿態更優雅。

⼈⽣路上難免會有跌倒的時候，或著⽣活得好⾟苦，

失去了優雅的姿態。此時藍亞⿇能順暢我們的路途。

即使途中絆了⼀下，也能迅速重整旗⿎，以優雅的姿

態繼續前⾏。

藍亞⿇帶來更⾼的振頻，加速更新，協助⾝⼼靈能量

進⾏精鍊微調，回到平衡校準的狀態。修復強化並滋

養⾝⼼。對⼼輪也有廣泛的幫助。⻑期使⽤能喚醒上

古和多次元的記憶，連結宇宙智慧及全息星球記憶，

很適合在前世回溯、靈魂回溯等各種回溯相關靈性⼯

作使⽤。

 



13.潛能發揮
潛能發揮最⼤化

這是⼀種強⼒、廣效⽽有效的花精，是健康之后，帶

來愉快與尊貴崇⾼的能量，協助我們認出靈的存在。

尾穗莧是印加⼈的神聖植物。這是深紫紅⾊，全年開

花，⽣⻑迅速，能讓我們的氣場如同受到紫紅⾊的⽕

熊熊燃燒，激發熱情與活⼒。有趣的是，今⽇尾穗莧

已進化到能抵擋農藥和基因改造。這代表著純淨與⼒

量，對⾄⾼潛能的真實表達，不慌不忙不妥協。盡其

可能在你⾃⼰的道路成⻑前進，即使⾯對逆境──無

論來⾃內在或外在、過去或現在。

 



14.氣與⼒量
康健活⼒

如果你擁有「我⽣了病就很難好起來」的信念，⽤⽤

「氣與⼒量」這⽀蠶⾖花精吧。

 

這⽀⾼貴的花精能讓你像是蟄伏在⾖莢中，修養⽣

息，養精蓄銳，等候下⼀次的寶劍出鞘。

 

這⽀花精也能促進所有⼼智⽅⾯的功能，包括記憶、

精⼒和幸福安康的感受，能協助過度躁動或注意⼒渙

散的狀況，也能平衡性別能量。⼀旦保持平衡，就能

⾃然煥發⼒量、精神和活⼒。

 



15.巧克⼒萬歲
喜悅腦內啡 ‧滋養通靈管道

巧克⼒的魅⼒無⼈不知。當可可製成花精，如同⼄太

腦內啡，讓我們開⼼喜悅，宛如微醺的戀愛。⼀旦內

在開⼼了，就不再需要從甜⻝尋找滿⾜，因此可可花

精能讓我們更願意攝取健康滋養的⻝物，與甜⻝說拜

拜，對嗜吃巧克⼒者特別有益。因為開⼼的特質，也

適合在⼥性⽉事期中使⽤。

可可能協助達到既放鬆⼜警醒的狀態，這其實就是通

靈所需的特質，因此可以提昇通靈⼒，對諮商和療癒

⼯作也頗有幫助，⾺雅和阿茲提克的薩滿就經常⽤它

來協助通靈。由於可可原⽣於中南美，此花精⼜是從

南美當地製作，特別能協助與⾺雅或印加古⽂明連

結。此外也能清除上古的DNA，強化光體，協助記憶

夢境。

 



16.狂野⼥性
不受壓抑 ‧⾃然⾃發 ‧滋養

野⾺鈴薯外表美麗，根卻能深扎於地。這很滋養。

狂野⼥性的意象就像盡情奔放跳著拉丁舞的⼥郎，

⼗分戲劇性，幫助我們釋放所有的⾯向，放下所有

的束縛，與每個⼈都有喜悅的關係，盡情表達我們

所選擇的與衆不同的獨特性，成為前後⼀致同時閃

閃發光的⼈。

狂野⼥性協助我們以新的⽅式，連結這些重要的⼥

性能量，以熱忱喚醒感官，品嘗狂野⾵味。

現代社會男⼈也可能⼗分壓抑。無論你的性別是男

是⼥，都可以使⽤這瓶花精。

 



17.神聖河流
彈性、順隨、適應⼒ ‧

愛⾃⼰、寬待⾃⼰ ‧⾃由流動

這⽀重要的花精提醒我們保持彈性，像河⽔⼀樣持續流

動，能滋養、⿎舞、給予⼒量，幫助我們即使中途碰到岩

⽯也能輕鬆流動。

⼈⽣難免碰到險阻，有時在受挫之後，你會不願前進、不

願嘗試，把⾃⼰蜷縮起來，不再採取⾏動。神聖河流花精

能鬆解這樣的⼼情，讓你願意重新邁步向前⾛。

其次，這⽀花精能讓你保持彈性，對「僵硬」的⼈特別有

⽤。也許你總是⽤相同的反應與慣性來⾯對各種狀況。這

些做法也許曾經⾏得通，但若是遇上⼤環境的變化，過去

⾏得通的現在不⾒得⾏得通了。神聖河流花精能消解此種

不知變通、固守舊習的習性，讓你跟上⼤時代的變化。

有時，不願意往前⾛是因為選擇活在過去。無論是在過往

的光榮流連忘返，或因過往的創傷鑽⽜⻆尖，神聖河流都

能讓你往前進，因此對某些年⻑者很有助益。就像是瓶中

河流⼀般，這⽀花精能潤滑所有的體，使你氣場閃耀。

此花是南美特有種，無中⽂譯名。

 



秘魯聖地
花精特⾊

⺟酊液皆在秘魯各聖地製作，包括

印加古⽂明遺址、的的喀喀聖湖、

聖⼭奧桑加特峰等，花精能量加聖

地能量，振頻更⾼。

17種花皆為野⽣，野⽣確保能量最

⾼頻，是花精界最⾼品質的作法。

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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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Beauti ful  Blessings  from the Animal  Kingdom

A N I M A L     E S S E N C E S

動物精素



1.喜悅海豚〜成為愛
愛的慶典 ‧療癒泉⽔

海豚精素⾮常特別，能對所有的脈輪作⽤，帶我們

進⼊愛的空間。當我們⼀起我們與萬事萬物的開放

與合⼀性，我們就能無條件的愛。

 

海豚精素也提醒我們去遊玩、放鬆、無憂無慮。

 

海豚精素對於淨化並啓動⽔能量有強⼤的功效，包

括我們體內的⽔。

 



2.⽼鷹⾼⾶
展翅⾼⾶ ‧神聖眼界

⽼鷹精素帶來訊息，揭露天賦，幫助我們連結⾃⾝的

靈魂。這是關於遠⼤的理想、眼界和信任的精素，就

像帶領我們乘上神性之翼。

⽼鷹的能量邀請我們⾶得更⾼，乘⾵破浪，以優雅之

姿，壯麗地⾶上天際，連接⾵元素及更⾼的⼼智。我

們可以從⽼鷹⾝上學習跳脫框架來思考，從頭腦的想

法，進展到靈性的解法，了解到答案通常都在頭腦之

外。我們將有機會以更⾼的⻆度看待⼈⽣，看得更

深、更遠，以嶄新的眼光看待舊有的⼈⽣狀態，看透

先前看不透的⼀切。

⽼鷹也擁有耐⼼的能量，教我們接受來⾃宇宙的禮

物，同時釋放對它的依賴。

⽼鷹啓發我們跳出思考的舒適圈，勇敢進⼊未知領

域。我們將能看⾒更⼤的圖像，拓展⾃我的極限，成

為⽐我們所能想像的更⾼的⾃⼰。

 



3.歡樂⽔獺
家庭和諧 ‧喜悅遊玩

這⽀精素是來⾃亞⾺遜河流域⼀帶的⼤型⽔獺。歡樂

⽔獺精素讓我們「愛⾃⼰」，這是⼀種我們與⾃⼰的

神聖關係，進⽽能讓我們更愛別⼈⼀些。還能促進與

家⼈的美好關係，同時保持個體的獨⽴性，不互相依

賴。能⾃由的愛，增強信任，歡喜接受。

 

⽔獺是寶瓶時代的代表，具有在達到成就的過程中表

現歡樂與遊玩之⼼，靈魂合⼀。

 



4.鯨⿂時光
改變過去 ‧記錄保存者

⼈類⾃古就知道，鯨⿂帶著遼闊的知識，是永恆的記

錄保存者。這⽀鯨⿂精素是灰鯨遷徙通過聖塔芭芭拉

海峽時所帶來的禮物，有數不清的卓著功效，其中⼀

個重要功效就是幫助我們重新創造過去，接受過去，

與過去和解。如果我們能改變過去，事情將會容易許

多，⽽我們的確能改變過去。從今天起，你可以⽤不

同的⽅式回憶過去，你能憶起快樂的童年、快樂的婚

姻……從那裡開始，無論你從前是怎麼回憶過去的，鯨

⿂精素將能協助你改變。

鯨⿂精素還教導我們如何免於滅亡，了解我們的⽣命

都是極有意義的，這對於在世間⾏⾛很有幫助。

鯨⿂和海豚都知道如何服務地球上的新孩童，包括靛

藍⼩孩、⽔晶⼩孩等，鯨⿂精素能幫助我們與這些⼩

孩連結，也能幫助這些⼩孩達成⼈⽣使命。

以上只是鯨⿂精素功效的⼀⼩部分⽽已。

請繼續深潛，進⾏⼀場深⼼之旅。

 



~使⽤⽅式~

秘魯聖地花精及動物精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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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瓶可⽤近3個⽉。

直滴⾆下效果更佳，唯⽤量會較⾼。

亦可製成噴霧、加⼊保養品、外敷、泡澡。

同時不要⽤超過七種。



花精製作者 - Star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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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是與祕魯有⾄深緣份的美國

⼈，⻑年帶領祕魯探訪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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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和的花精
G e n t l e  E s s e n c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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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直⽴存放於陰涼處，⻑期儲存請距離⼤型電器2⽶。

store.sunshineinbottles.com

台灣總代理

晶荷花精購物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