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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瓣 mukhi

2瓣

稀有,拥有意想不到的财富。 治愈慢性哮

和平与和谐,在所有关系中,例如配

喘。 洗除业力。 解放开悟

偶,朋友,商业伙伴等.受月亮影响.

,财富,健康与成功。

与配偶的幸福婚姻.
保佑家庭辛福,儿女平安健康

4瓣 全四方向,都取得成功。消除噩梦。

3瓣. 免除佩戴者过去的过失或业障. 从生
死的无尽循环中解脱出来. 免受火和武器
的伤害. 战胜敌人. 消除压力,低自信心问
题.
患有月经问题的女士受益匪浅。 患有血
压问题得到积极的结果.

有助于学生,老师和所有想要提高他们的

5瓣. 最常⻅的珠子. 木星,知识之
主. 对于学生. 控制自然界中发

6瓣. 掌握六种感官. 成功,健康与幸福。

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人, 都是有益的。能愈

现的五个元素. 增强记忆力,聚焦

疗 甲状腺问题 和 心脏问题

力和集中力

适合于经理,领导人,政客.

7瓣. 吉祥。 财富与繁荣。 最幸运的命理

8瓣. 实现财富与繁荣,通过消除他

9瓣. 强大灵力。没有障碍可以阻挡。 最

数字是七。对于商人,作家。 使那些有经

的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通往成功

适合女性,防护盔甲。 脑与神经系统。在

济困难的人受益

之路。 消除命理的负面影响

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非常幸运

火星. 年轻的外观,无所畏惧和强劲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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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瓣
世界上所有生物的保护者。 吉祥。 从十个方向免于遭受各种伤害。 与所有
行星有关。 适合所有人。 随着 障碍的消除,他变得随和而完美圆满。 消除土
地纠纷和法院案件。 从债务和损失中节省。
治愈恢复 耳朵相关疾病
11瓣
保护,⻓寿和胜利 的结果。保护⻓寿和胜利是结果。

赋予 快乐,消除恐

惧并帮助练习瑜伽
赋予佩戴者,领导者的素质和财富。 高度吉祥的珠子。 能治疗血压和心脏问
题
对那些参加竞争性考试的人有利。 商人还可以从中保护自己免于债务和损失

12瓣
穿戴者永远不会遭受精神或身体上的痛苦。 赋予内在力量如太阳和光芒的统
治。 用于巨大问题(方向性问题)以及解除魔法和强化冥想。 消除了所有罪孽
。 肠道疾病,胃病,糖尿病和消化系统疾病也可 治疗。也适和于那些追求名望
的人

13瓣
想要成就并享受奢华生活的人们应该佩戴它。配戴者从所有的天灾中得到了
加持。 佩戴者不仅应受到祝
福,也应受到女神玛哈·拉克⻄米(Maha
的舒适和奢华

Laxmi)的祝福,她为人们提供金钱上

14瓣
对于领导人,经理,政客
勇气,力量,勇敢和毅力。 提供奢侈品。 治愈所有类型的疾病。 防止 对于患
有不好星相的人极为有益。 对关节炎患者的好处。 对抗鬼邪灵。 帮助人们
做出正确的决定。
最珍贵 most pre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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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ri Shankar
被认为是家庭和平与舒适的最佳之选。 如果一个人在崇拜Gauri Shankar,
那么痛苦和磨难以及其他尘世间的障碍将被摧毁,家庭的和平与快乐会增加很
多. 家庭

Gauri Ganesh or Garbh Gauri
两个自然相连的菩提子,其中一部分比另一部分小。被认为是婴儿象神和
他母亲的形式。 代表这他们母子之间的爱与情。
特别有利于:
1)没有生育能力的无子女夫妇。 2)增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与和谐。 3)
据说,这对那些在怀孕期间面临问题的妇女是有益的。 4)增加佩戴者的意志
力,并通过象神Ganesh的祝福赐予他人智慧。 5)保佑着 小孩平安健康成⻓

Ganesha Rudraksha
非常吉祥,为佩戴者带来了知识和思考能力。 它是繁荣的珠子。 人们总是崇
拜它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并更好 地了解业务。 赋予学者, 知识和智惠。
利润

No Mukhi Rudraksha (Zero Face)
无瓣菩提子。数字0也被视为“虚无”的象征。 这种虚无代表着生活中新阶段的
开始。
对于开始新创业的人来说可能很有用。
当我们尝试静坐达到没有思想的水平时,它对于冥想⺫的很有用。
适和于那些不必要地思考的人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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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dha mala
金刚菩提子串。制成串用 1至14 瓣的菩提子,包括 Gauri Shankar 和 Ganesh 菩提子。 被认为涵盖了
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障碍,例如工作,家庭,法律,焦虑。 由于结合在一起,这串朱变得非常强大能量来源。
增加了可视化,因此涵盖了所有普通活动。最适合于治疗⺫的。

受益于此者 停止服用抗抑郁药可使人镇静和减少愤怒

Siddha bracelet
这手串,用了 2至14 瓣的菩提子,包括 Gauri Shankar 和
Ganesh 菩提子。 非常适合于想要达到最高水平的成功者和
有抱负的人。 它有代表大多数行星。 平衡所有脉轮,因此您
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这是最强大的康复手链,设计用于佩戴
在身体上或贴近人体。 提供丰富的财富,更新的精力,身体健
康,满足欲望

Victory bracelet
这手串带表这胜利。用了

2至16

瓣的菩提子,包括

Gauri

Shankar 和 Ganesh 菩提子。 对于想要达到最高水平的成功
者和有抱负的人。它有代表大多数行星。 平衡所有脉轮,因此
您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这是功能最强大的康复手链之一,

设计可戴在身上或携带在身边。 用第6感,对佩戴者的工作效
果更好。 提供丰富的财富,更新的精力,身体健康,满足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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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瓣
帮助佩戴者正确引导自己的思想并保持专注。 改善直觉思维,更好的未来视
野,可视化功能和冥想。 免受 各种灾难,痛苦和忧虑。 加强关注力。
增强了佩戴者的预警能力和第六感,因此他能够做出精确的决定并朝着正确
的生活方向前进。 也具有 14-瓣 的所有优点和力量,因此佩戴者能够实现丰
厚的经济发展
16瓣
被认为是胜利 金刚菩提子
佩戴者在各个层面上都取得了胜利。 据说它可以帮助佩戴者在新事业, 现
有任务和事业以及生活的其他阶段取得胜利。 这是非常罕⻅的菩提子可以
保护穿着者,它支持整个家庭在各个方向上取得胜利

17瓣 非常有能力获得意想不到的财富,并且还在继续。如股票,房地产,⻋
辆,珠宝等丰富的有形资产结婚的
形式中。 据说,它给佩戴者带来了无限的物质收益

18瓣
代表地球母亲。 这种菩提子的佩戴者始终保持快乐和健康。 非常罕⻅,对
于与任何与大地母亲有关的任何 贸易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工作有联系的人们
都是非常有益的。
例如,石头,铁矿石,宝石的商人,房地产商人,建筑商,建筑师,承包商,钻石商人,
农业学家,农民 或与地球有关的任何其他产品或作品。
根据古代 印度神学 Vedic 经文。据说对准孕妇也很有益

19瓣
吸引了极大的好运。 完整实现物质的圆满需要。 它提供敏锐的业务敏锐度
,并有助于快速,轻松地完成所 有任务。 非常适合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律师事
务所,管理大型企业机构 对改善和增强视力和内脏非常有效。 对压力控制
和心脏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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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瓣 非常稀有
充满了神的力量,所有行星的力量都在其中。
助佩戴者拥有福气,关于艺术或音乐的创造或创造知识。
保佑他人有大量的知识和智慧。
那些为人民服务的人们发现它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愿望。
糖尿病治愈。 耳聋和眼力问题得到缓解。 所有疾病都是由行星位置引起的
,所有行星都受此菩提子控制。
对于那些想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和成名的人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 Face

瓣

Kubera

穿戴者拥有巨大的财富。财富和财富不断流淌,穿戴者。 人生中所有的奢侈
品都是最好的。 保护穿戴者免受眼睛,魔法和邪恶的伤害。 巨大的财富被祝
福满足了佩戴者的一切。 消除了每种疾病

( Even if a poor person wear it, he/she becomes RICH )

Microscopic scanned images of our Rudraksha’s
- to show the Originality & Natural Colour from Shivaya Bless,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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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the Rudraksha Crafted items from Shivaya Bless, Singapore

Please browse and learn more about Rudraksha online, more details and benefits can be
found. Rudraksha can be a friend of you if you treat it as one, try it. Both Male and
Female can wear it on all the occasions and al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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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raksha massage ball
Designed by Aru for Shivaya Bless, Singapore
金刚菩提子 按摩球 制作成用了 5 瓣的菩提子。
帮助平衡人体五个元素
血液循环
针刺
适合⻓时间使用电脑键盘
最适合老年人
帮助神经健康
消除身体的负面情绪
产生正能量
Lantern
灯笼 设计: 生命之花 制作成用了 5 瓣的菩提子。
消除家庭/办公室的负面能量 在房屋内产生正振动 象征中国文化的
美好未来 幸福和财富的象征

OM

梵文字 表现 宇宙
看到它往往会发出 ‘OM’ 音的 超正能量。
制作成用了 5 瓣的菩提子。 消除家庭或办公室中的负面能量
在房屋内产生正振动
Dragon
⻰

制作成用了 5 瓣的菩提子。 消除家庭或办公室中的负面能量 在房
屋内产生正振动

象征中国文化中的财富,成⻓,运气
象征超自然的力量,智慧和力量
Business Tree
树型 制作成。用了 6 至10 瓣的菩提子 和 象神 Ganesh 菩提子。
留在办公桌上对周围环境产生积极的震动 象征中国文化中的财富,
成⻓,运气 带来利润,运气和金钱。 消除障碍,敌人,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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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hagi rudraksha
代表3个大神 Brahma, Vishnu 和 Mahesh (Gauri Paath) 。

代表整个宇宙。 这种独特的金刚菩提子每几年会增⻓一次。 特别
适用于礼拜堂或祭坛桌。

在三位一体的帮助下,增强了佩戴者的创造力,并赋予佩戴者巨大的
成就和力量。
使佩戴者在对抗障碍物和黑暗力量时强大而立于不败之地。
有权力和地位的人应该始终佩戴此鞋,以保持在顶部。
统治行星金星和太阳丛脉轮,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吸引成功和渴望实
现。
推荐给商人,项⺫负责人,政治领袖,社区领袖和精神追求者。
不寻常的类型 1 瓣 金刚菩提子。非常稀有。 它是一个孪生珠,其中
一个珠自然地连接到另一个珠上。

珠子的重要性是似乎在另一珠子上骑着,因此它被称为 Savar
Rudraksha。
据说它的作用是神奇的。 通过忠实的敬拜,它会为佩戴者带来进步,
身心,财务上的繁荣。
它还有助于冥想,并且是精神提升的极佳珠子。 这是最推荐的。

这里出售的产品是来自尼泊尔的纯正的 1 瓣 金刚菩提子 Savar
Rudraksha。 我们有农民祖先种植金刚菩提树,他们也声称,很⻓一
段时间以来,一直没有生产出完美的单圆角圆形。 非常稀有。

象征:湿婆神 Shiva 与 女神 Laxmi
咒语: “Om Namah Shivay “
Shivaya ble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working very hard to bring the best for its clients. All the
best. I trust rudraksha to the best.
Best Wishes
Aaru,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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