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納迪葉 –預視自己人生藍圖

 
 

◎ 什麼是納迪葉？ 

納迪（Nadi），印度梵語，意為「經脈」。納迪葉是寫在棕櫚葉的經文；納迪葉占卜術又稱為納迪葉解讀術，葉

子兩面寫著古文字（因此又稱為貝葉經文），是解讀靈魂基因密碼的古老占卜術。印度聖哲們能看到每個人的

靈魂，洞悉每個人的前世今生，除了解讀，也能為問卜者提供平衡身、心、靈之道，以及提供補救之法。 

根據印度古籍記載，早在三千多年前印度聖哲們，如阿迦西亞（Agathiya）、錫如穆拉（Thirumoolar）、高悉嘉

（Koushikar）等。他們透過神性力量，將宇宙知識和智慧，如科學、文學、植物學、醫學、天文學、占星學的

記載下來，有趣的是同時也將每個人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故事刻寫在曬乾的棕櫚葉上，也就是一般我們所稱

的“納迪葉 Nadi Leaf”。經過數千年的天災、戰爭、遺失、毀損，如今留下來記載著個人前世今生的納迪葉已

和原來的數量差距甚多，保存下來的大多由印度的天文占星階級的家族細心保管著。 

  納迪葉上的文字全以古泰米爾文書寫體所刻寫出來的，文字艱深難懂。因此所有的解讀師都必須接受多年

的用心訓練，且經由世代相傳的嚴格把關才能擁有解讀師資格。 



◎ 納迪葉的篇章    (每人解讀的篇章內容會因解讀者當時狀態而有所不同) 

每片葉子解讀所需時間：人生總論約 2 小時；其他篇章約 1 小時 

 

◎ 獨立特別章節  

★  祝福 聖哲對每個人人生祝福。(依個人狀態時間點，不一定每個人當下都有) 

第１篇- 人生總論 

尋求者的姓名和壽命、生活、特性、配偶姓名、父母姓名、目前的

職業、兄弟姊妹、小孩等。也會根據出生當時行星所在位置，所形

成星盤上 12宮的位置來對未來做個簡要預測。(每個人的第一片葉子) 

第２篇- 教育、財富  記載教育，因教育程度所帶來的財富、家庭(夫妻)。 

第 3 篇- 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數目、姓名。與兄弟姊妹之間的互動、關懷、支持或負面

關係、問題。 

第 4 篇- 母親、財產、財富 
母親相關的詳細訊息包括健康及對自己人生的影響。葉子本人何時

會置產；有關房子、交通工具、土地、珍藏、物質享受和成就等。 

第 5 篇- 子女、後代、懷孕 預測是否有子女，說明子女未來。是否會收養及補救措施。 

第 6 篇- 疾病、訴訟、負債 
對於債務，疾病，傷害，敵人，訴訟和徒刑，記載說明及如何避免

或儘量減少其後果的補救措施。 

第 7 篇- 婚姻  
婚姻方面訊息、未來展望、兩人的衝突與契合等。例如日期、時間、

地點、配偶的姓名、是否會離婚、晚婚的成因。 

第 8 篇- 壽命  壽命、疾病、可能的意外是否能避免等。 

第 9 篇- 父親、資產、靈性 
父親相關的詳細訊息包括健康、與父親之間的關係。祖先及父親的

財富。本身的靈性特質。  

第 10 篇-事業、工作、財富 
專業有關的事業或生意，就業或創業，在事業或生意的起伏變化及

未來的預測。 

第 11 篇-第二婚姻  第二段婚姻。有時也會記載您是否會因投資而獲取利潤。  

第 12 篇-花費、外地、來世 
關於您如何運用您的金錢及是否有機會出國旅遊、發展事業及定

居。下一世，您會在哪出生、生活條件如何會不會得到正悟等等。 

第 13 篇-業力、平和、懺悔 
前世在那裡出生、如何出生與今生一些困難有那些相關聯。還有有

關訴訟、負債和前途、政治社會，健康狀況、生意都會在這個章節。 

第 14 篇-療癒真言  
會建議一些合適神祗的神聖地點，告訴您如何保護自己免於受到攻

擊和引誘的建議與箴言。 

第 15 篇-醫藥、草藥、保健 記載自己本身的健康問題，並提供阿育吠陀保健方法。 

第 16 篇-流年 
這一生的流年。在生命哪個階段會發生甚麼。(第一次解讀者不能選

這個篇章) 

第 17 篇-問題與回答 攜帶準備好的問題來解讀,解讀師會在葉子裡尋找出解答! 

第 18 篇-靈性 
靈性的發展，獲得智慧和與上天連接的可能性。誰是您的上師，以

幫助您靈性的成長。 

第 20 篇-政治地位 仕途。(從政) 

第 21 篇-當前狀況 當下狀況問題延伸生命後續解讀。 



◎ 解讀師介紹  

 

解讀師：Muthu(▲右圖)是家中世代相傳 Rajendran 的女婿(▲左圖)，Muthu 過去與 Rajendran 一起緊

密的工作將近 20 年。經過這些年的嚴格訓練，他已經是一位精通納迪葉的心靈大師。也已經解讀了

來自世界各地無數人們的葉子，喚醒無數的靈魂 DNA。 

 

解讀師：Tamil (▲左圖)是 Rajendran 的兒子，出生於印度傳統納迪葉解讀家族，從六歲開始，Tamil

即跟隨著父親 Rajendran 的腳步悉心鑽研納迪知識與占星。 

身為家族第四代的 Tamil 遵循著服務使命，繼續將祖父、父親一輩子在納迪葉上的付出與蘊含知

識的智慧傳承著，用精確的預測與問題解決能力提供世人方向。不僅為印度人民，甚至也將知識服務

範圍擴及海外，使得更多無數人的生命都因此而變得不同。 

 

解讀師：Bavani (▲右圖) 是 Tamil 的老婆，為家中獨生女，在父母結縭六年後才生下她，被家族視

為是上帝的禮物。從三歲開始，她便開始學習濕婆神之舞與靈性學習，直到十四歲，她更決心以靈性

服務作為志業。 

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 Rajendran 大師，並請求大師收為徒弟來學習納迪葉；從那時開始，Bavani

就開始密切地與 Rajendran 與 Muthu 兩位大師一起工作，從中學習納迪的知識。 

直到 2018年七月她才從葉子上獲知有解讀師的資格，自此便全心投入在此；她很榮幸是Rajendran

大師的徒弟也是此神聖家族的一份子，並且將繼續秉持著神聖的態度在納迪解讀上為人服務。 



他們不分身份高低地為許許多多的人做著心靈解讀的服務，包括政府官員、外國重 要人士、演

員、製片、學校院長、醫生、音樂家、科學家、教授、企業領導，以及普通大眾如家庭主婦、學生、

工人等等。 

解讀師此生的使命就是，通過真實地向人們傳遞來到他們生命裡的挑戰與禮物訊息，以此來服務

人們的靈性工作。解讀師很樂意分享他們收穫到的祝福與恩典，以及將一生投入至解讀的工作，傳遞

祝福的能量。透過這一捆捆聖哲高希嘉 koushikar 的棕櫚納迪葉，將宇宙萬有的一切美好事物傳遞下

去，帶給這個世界的人們關於靈性的訊息。 

 

◎ 納迪葉特別的地方  

西洋占星和印度占星都只是分析您出生年月日時的星辰對您的影響。但是納迪葉除了會以印度占星來看您的星

盤外，最重要的是古代的印度聖哲們還將您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故事記載與葉子上。納迪葉通常會提供您： 

1. 預測：讓您知道您的未來。 

2. 診斷：幫助您瞭解到造成您生命各方面困難的根源是什麼。 

3. 您的本質與人事物的和諧性：根據您的星象來助您瞭解自己的本質、與您人生伴侶的和諧度以及

工作事業的和諧度。 

4. 助您做決定：幫助您知道在什麼神聖的時間點進行計畫中的活動，或者回答特定的問題，例如，

何時應該結婚、換工作、開始新的事業等。 

5. 採取解決行動：會提出建議要做的一些行動以減輕、減少、解決、改進任何充滿挑戰的狀況，並

可以幫助您採取這些行動，例如火供、祭拜儀式等。 

 

◎ 納迪葉的提醒事項  

◆ 一個人能否找到葉子，在某種程度上是註定的。由於解讀師每次帶來的葉子是在祈禱儀式後根據

神的指示而帶來的。而且葉子上會精確的說出您在幾歲會讀到葉子，所以一個人的命運是主宰是

否與自己葉子相遇的主要關鍵。如果您抱持著毫無懷疑的感覺，那麼基本上就會找到您的葉子。

依照解讀師幾十年的經驗，百分之九十幾都會找到葉子的。 

◆ 每個篇章有長有短，有些人可能超過 1 小時，有人可能只有 10 幾分鐘。 

◆ 並非所有人都會有所有的篇章(依個人狀態時間點，不一定每個人當下都有)。 

◆ 14 歲以下的小孩不需單獨讀自己的葉子，可以讀父母葉子中的第五章：子女篇。 

 

◎ 納迪葉解讀時應有的正確心態   (欣頻老師分享) 

  納迪葉顯現給您的是以當下您自己思想的頻率來決定未來的生命藍圖，所以當您解讀完納迪葉時，

請保持高度覺知，以不傷害為前提，在對的人生道路上前進，想法意念行為變了葉子再顯現出來的也

會變，如同人的手紋一樣會變。 

  比如我們的老師分享她在 2012 年的時候第一次解讀納迪葉,那時的貝葉上寫著雙親的健康問題及

本身會遇到的問題，解讀師會給我們建議方法，告訴我們如何去化解這些已顯現出來的問題，建議可

能會有需要去做一些儀式或火供之類的，但是最主要的部分還是在個人的修為及心態上最為重要，老

師當時並沒有做任何的儀式，這三年中，老師是以解讀師給老師的建議自己修行，在 2015 年 11 月老

師再看第二片葉子的時候，貝葉上已告知之前顯現的問題已有改變。 

 



◎ Discovery-納迪葉介紹影片  

 

影片一：https://youtu.be/CuCvan8b2Zs 

影片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9cPFyk2L8&t=114s 

影片三：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QnCaU_vPwg&t=91s 

 

 ◆ 問題分享  

 

問：怎麼解讀葉子？ 

答：解讀前報名會請您印好大拇指指紋（女左男右），我們會將您的指紋傳給大師，請大師來台

前先找好相似您指紋的葉子捆帶來，到現場解讀時解讀師透過提問有關您個人的資訊的方式尋找個人

葉子。常問的問題如下：（請在解讀前事先瞭解準備好這些資訊。不用提交，自己留著備用，可以自

己核對節省時間）您的名字，您父母的名字，伴侶名字（不包含姓氏），根據名字讀音或是英文字母。

出生星期幾、職業、婚姻狀況、子女人數、兄弟姐妹人數、伴侶、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是… 

解讀時需要仔細專注在問答過程，問題的屬實請回答“YES”或者“NO”，如不確定或不清楚一

定要告知，因為錯誤的回答會導致錯過葉子或找到錯誤的葉子。另外不需要試圖提供更多資訊給解讀

師。 

在解讀完您個人納迪葉後，解讀師會詢問您個人有無問題要詢問。提問必須與當天閱讀的章節內

容相關，如您的提問超出葉子章節內容之外，那麼可能不是葉子上面的記載，而是大師提供他個人的

意見。 

 

問：每個人都找的到自己的葉子嗎？ 

答：一個人能否找到葉子，在某種程度上是註定的。由於解讀師每次帶來的葉子是在祈禱儀式後

根據神的指示而帶來的。而且葉子上會精確的說出您在幾歲會讀到葉子，所以一個人的命運是主宰是

否與自己葉子相遇的主要關鍵。如果您抱持著毫無懷疑的感覺，那麼基本上就會找到您的葉子。依照

解讀師幾十年的經驗，百分之九十幾都會找到葉子的。但是並非所有人都會有所有的篇章(依個人狀

態時間點，不一定每個人當下都有)。 

 

問：每個人葉子就固定那二十個篇章嗎？ 內容會依照篇章介紹呈現嗎？ 

答：納迪葉二十篇章是大方向概括，會依個人狀態時間點，不一定每個人當下都有，列如：政治

篇章，解讀者可能這生不會有政治仕途就不會有這篇章，也或許是時機點未到。 

另外也有除了二十篇張以外的篇章，每人解讀的篇章內容會因解讀者當時狀態而有所不同。 

 

問：讀過的篇章之後就沒辦法在讀了嗎？ 

答：除了總論(第一次解讀一定要確認這位納迪葉聖者有寫您的葉子)，其他篇章都可以重複解讀

的，因為解讀的當下會依照解讀者狀態不同而有不同的篇章，比如：第五篇章(子女)－解讀者第一次

解讀還未有子女，解讀到的內容可能是幾歲會有機會有子女她應該做甚麼吃甚麼..等等，若這位解讀

者後來順利生了孩子再來讀子女篇就是第五篇章的 5-1 或 5-2，解讀到的內容可能是解讀者目前這個

小孩的狀況及未來、注意事項…等。 

 

 

https://youtu.be/CuCvan8b2Zs


問：如果人生都早早被寫在了葉子上，那個人還有自由意義嗎？那這種既然確定的東西和量子力

學認為的不確定是不是矛盾啊？ 

答：納迪葉的原則是：每個人有好幾個不同的生命版本，現在的生命頻率在哪，就會體驗哪種版

本的人生，也就會看到那個頻率所對應出來的葉子。 

看納迪葉的主要目的：並不是信從葉子上寫的東西而開始宿命了起來，而是實際上讓您看到：如

果您的頻率不調整的話，那麼葉子上所寫的會如實發生，所以讀完葉子後，您可以決定哪些是您要的，

您就繼續維持現狀，哪些是您不要的，您就馬上做調整。 

最害怕的是人沒有覺知，不知道自己按這樣的振動頻率，會走到什麼後果，所以納迪葉是一個防

患未燃的預視者，是精準的占卜術，就像一面鏡子，能依您現在的振動頻率而投影出您現在的路徑、

您未來的細節，就像站在很高的地方鳥瞰自己的生命一般清晰，一切都無所遁形，一目了然；如果照

您現在的速度與方向不變的話，納迪葉完全可以準確預言未來哪個時間點您會到達哪裡、遇到誰、發

生什麼事；但是如果您現在當下馬上轉彎或是換了不同的頻率速率，您的未來就不會照原來的版本呈

現，就會馬上改變。所以這是非常積極的占卜作法。 

所以納迪葉就是讓自己重新檢查自己：了解現在的頻率所選擇的路徑將會到哪裡，以及目前您頻

率所投射出來的未來版圖，您有百分百重新選擇與決定權，納迪葉彷彿提供一張地圖，讓您預視人生

方向，讓您更具有覺知地做好選擇，走好下一步路。了解因，開好果。 

 

問：壇城一定要做嗎？那是甚麼？ 

答：印度大師在解讀納迪葉時對於個人所遇到的困難會依葉子上指示，告知緩解方法，除了自己

正確的修正行為舉止及心態外，也會提到做壇城儀式(puja.火供..)、捐獻等等…，請每個人依照自己

能力自由選擇是否要做儀式、捐獻等等，壇城這部份我們僅作代收代轉，沒有規定必須要做，個人要

保持自己金錢能量平衡、轉念，是改變一生的最好快捷方式。 

壇城是印度消災解厄的習俗方式，一個壇城 48 天，每個人的壇城不同的儀式會有不同的神，分

別在不同的廟宇，然而這 48 天每天有專人在廟宇像神祈禱唱誦並供奉(花果…等) 。 

葉子上會呈現每個人需做幾個壇城，每一個壇城完成後就會寄送壇城粉，寄出時會附上使用說明，

壇城天數完成最後會附上平安符（基本上都會有壇城粉及平安符，除了特殊壇城儀式或施食…等） 

 

問：為什麼要去印度祈福儀式 

答：欣頻老師分享印度祈福儀式的心情與學習到的功課 2016.Dec.03 

每個人都有自己業力的功課要做，面對業力的概念，不是我曾經欠你甚麼，傷害過你甚麼，然後

現在在印度廟宇裡，付點錢，做點儀式就還清了，這是非常粗淺、表面的概念。實際上應該是回到現

場重新看全場、重新跳脫出劇本跟角色，用一個更高的版本去還原你們之間的關係，那個關係是超脫

誰欠誰、誰害誰。而是謝謝你跟我一起演了這齣戲，然後我學到了這個功課，我才知道說原來業力是

這個概念。 

我上一次在印度跑廟時，在廟裡，我閉上雙眼，跟他懺悔，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誰，然後就一直跟

他說對不起，但是因為不知道做了甚麼事情而傷害了對方，所以也道歉的莫名其妙，後來我視野一轉，

我看到了我跟他，後來才了解，其實這件事情是真的，他已經跟我有關係，因為他已經被說出來了，

表示這個版本跟我的頻率是對應到的，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我怎麼跟他對不起，而是我怎麼解決這個

事情，(業力篇說的是我下毒，後來他死掉)，所以我就回到下毒前幾分鐘說：那時我真的很生氣，很

想毒死他，可是後來想說我就當場走人，就在下藥的前三分鐘，我走人，我就讓自己去看日出、日落，

讓自己平靜完之後再回來，才發現他也還在那裏，我就跟他好好的相處，等於我用新的版本覆蓋了舊

的版本，然後我覺得這真的很棒，總比我一直再跟他說對不起，這個感覺一直很不好，後來我就用好



的版本換掉這個版本，然後我整個人就 ok 了，這個事情才影響了我後來在看骨頭的這件事情，我不

是有說要大家一起好的是這個概念，其實你懺悔，就好比我打你一巴掌，你很生氣，然後你回打我以

後，你其實不會高興到哪去的，你可能覺得很爽，可是後來呢?你會覺得然後呢?其實還業力的概念不

是今天你借我甚麼，我欠你甚麼，我還你，我還你之後呢?就像我借你錢，我拿回來，其實我覺得我

還是沒有平衡，我其實損失掉那個時間，所以我應該是回到事情發生的前面，用新的版本蓋掉，其實

所有的版本都在，它之所以會講出這個版本出來，是因為你現在的頻率在這裡，所以你只能用另外一

個頻率去調出另外一個版本出來，來覆蓋這個版本，所以那個時候我是在跑廟的時候才領悟到這個事

情，後來覺得這個非常非常重要，因為它所有跑廟的地方都是跟你有關係的， 比方說你的行星，或

是當時曾經傷害過人一些業力的場所，所以你儀式必須要到那個地方，啟動新的版本覆蓋掉原本的版

本，否則就會一直在那裏，而且它被讀出來了，就像一個東西被挖出來後，你不可能拿東西蓋住就沒

事了，它就是在那裏，所以你就是要用一個東西去把它轉換掉。 

另外一個地方是聖母院，要供俸花、蠟燭。我那時心情有點浮躁，後來我就看到一堆人是急者給，

一堆人是急者拿， 因為放上去約１５分鐘後就會被拿下來送給需要的人，我當場就看到原來有人是

一直要給，有人是一直要拿，然後我就把自己拉到聖母的位子。因為我要看底下的自己跟一群人的關

係，後來發現拿拿給給都是自己，你給跟拿都是同一個人，對聖母來說，東西都是不會在他身上，都

是經過她再給出去，可是實際上她是甚麼東西都不用拿的，後來我領悟到業力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遊戲，

就是一起來演加害者、被害者。所以你在那個角度上看的就是給跟拿，加害跟被害，所謂的跑廟跟清

除業力的概念並不是我去還的這件事情，這是非常粗淺的。而且你還不完，也就是你還，你可能還是

抱著我只是還業力，然後我只是把錢還你，可是實際上這些東西是沒有斷掉的，最重要的概念不是今

天我在那邊還給你，而是我到了那個現場。 

之後，我留在那裏給我自己領悟的功課，就是說今天如果還業力這麼簡單，我們就捐點錢就事情

兩平了，可是不是，是你到現場之後，你才發現，你才看懂一些你當時在這裡沒有看到的事情，比方

說當時你在這裡跟他吵架，可是事隔十年後我再回到現場，才發現我們幹嘛?這十年我們吵完架後我

們就不見面了，我到現場後才發現這根本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然後我現在再回到我的現場，去重

新想說如果那時候我不是在跟你吵架，我們是非常和好的方式，我們這十年會是甚麼，然後我去我學

到的是這個，是這十年我學到的東西，就是我回到現場之後，我才去彌補這塊我們因為那時候的不了

解而損失的這十年，我在當場去找回這十年，這就是跑廟的意義，所以它絕對不是說我把業力還完，

而是我回到現場，我重新看到所有的現場，雖然我不記得，而且我這輩子沒來過，可是其實我已經看

到一種全相新的視野，我看到我那個時候沒看到以及對方那個時候沒看到的，所以在那個地方非常重

要，其實我在講的是跑廟的狀態，就是你到現場的時候，你不是在懺悔，實際上應該是回到現場重新

看全場，重新跳脫出劇本跟角色，用一個更高的版本去還原你們之間的關係，那個關係是超脫誰欠誰、

誰害誰。而是謝謝你跟我一起演了這齣戲，然後我學到了這個功課，我才知道說原來業力是這個概念。 

今年中出國滑倒，導致我骨頭受傷的事件，後來我看到我拿鞭子傷了一個人的腰，因為他好像是

偷了東西，我非常生氣，我就把他腰的那一節打斷，而在我出生時我骨頭就少了一個東西，等於我出

生就還了這個人的業力的這個狀態，雖然我出生就少了一個東西，可是我沒有處理這個事情，所以等

於是透過後續的事情，我才知道少了那一塊的原由是這樣子的，一方面是我講的換版本的概念，一方

面是說我當時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後來才變成天生的。因為本來是急著要開刀的，後來是因為

我說：ok，我看到那一幕，等於第一天看完急診室之後，在還沒看住院醫生之前的那一段，因為我痛

斃了，我躺在床上，我看到那一幕的時候，我就說對不起，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痛苦了，然後我說

現在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好，因為我說你讓我嘗到跟你一樣的痛苦，最糟也不過是死嘛！對不對！我說

你也不會好到哪裡去，就跟他說現在就全部停止，也就是戲就中斷了，我們現在開始一起好，我說：

所有我能夠給予的能量或是能夠給予學生的都會迴向給你，所以後來在去不丹的時候，有在廟裡請喇



嘛誦經，我是把他邀請過來，就是那個我傷害的人，而且過去我曾經傷害的人，包括納迪業所講出來

的人，我全部都邀在旁邊，我說：現在你們跟我一起參加法會，所有法會的能量全部給你們，待會我

離開這裡的時候，我會留一部分意識在這裡，我會永遠在這邊跟他們誦經，希望你們也在這裡。之後

不管你們在哪裡，你們也留一部分意識在這裡，我們一起在這裡誦經，永遠...永遠在這裡，我們一起

好…這是我當時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實那件事情對我很重要，這是我在那次在印度廟宇做儀式

的時候學到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印度廟宇做儀式的時候要有這個意識，也就是它不是一個還業

力的概念，這是非常粗淺、表面的概念。我要講的東西是真的！因為我過去看了３個版本的納迪葉，

講過去的事情都是沒有變的。講未來都在變，因為我們的頻率都在變，唯獨改不了就是過去，所以基

本上你再怎麼換版本，你都是跟舊的版本在連動的。所以為什麼去做儀式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 心得分享  

 

【Teresa 納迪葉心得分享】 

 

超時空解讀 Nadi Leaf 之旅      by Teresa 

    在見到我的解讀師之前，我就已經知道納迪葉，為了做足功課，我事先讀完一整本有關納迪

葉的書，為的只是希望在解讀自己的葉子之前，有更滴水不漏的了解，才不會在寶貴的解讀時間裡面，

浪費任何一滴點。 

就算做了萬全的準備，到了解讀日前一晚，我仍然緊張到睡不著，心裡想著即將被揭開的生命全

貌，不知道自己到底準備好要面對一切了沒有，我也擔心命運之手會突然給我來個毫無準備的大逆轉，

或是丟下一顆震撼彈…之類的令我無 法招架的 Surprise。 

到了解讀日當天，我的緊張依然不減，直到進到解讀室這個超次元空間，我坐在解讀師面前，讓

他帶領我以高亢卻極優美的印度祈文頌唱禱告，彷彿這些我聽不懂但卻打從心底感受到的祝福聲頻，

能瞬間能穿透我全身細胞，漸漸穩定安撫我原本紊亂的心緒。 

開始尋找我的葉子了，我如同進到一個超次元空間，透過解讀師與三千年前的聖哲，正在一個又

一個起落的「Yes 」and 「No」之間，進行一場跨時空對頻連線。找尋葉子的過程很震撼，在找到我

的葉子的那一刻，我心底湧上一股被「認出」的深層感動，竟無法自己地哭了出來。 

我解讀了三片葉子，分別是：「總論」、「業力」和「靈性」。在經過接近四個小時的解讀之後，

我意外地發現，其實葉子上的說明，我竟然一點也不意外。 葉子上說的那些關於已經發生的過去式，

當然準確，因為是我曾經真實走過所留下的餘頻痕跡，而葉子上提到的現在進行式，更是百分之百都

吻合現況，至於未來式，也完全都說中我內心所想。突然之間，我明白一件事情：葉子上所呈現的， 

正是我的心念。我當下就在創造未來；因為現在，也就是下一秒未來的過去。 

我此刻正在發射的信念，一定會在葉子上浮現。就這樣，我突然看到，過去、現在、未來，正在

我眼前同時發生。  

這份不可思議的領悟，是我此次解讀納迪葉最大的學習收穫，我認為葉子其實和紫微命盤，在本

質上並無不同。算命絕對不是重點，知道命盤而不去做任何創造及改變，等於白看。重點在於我們要

選擇渾屯地任命運擺佈過一生，或者是站在自己高我的位置，掌握，甚至升等自己的命運藍圖。 

正當我心裡升起這份覺悟，解讀師直視我的眼底，對我說：「I know you are normal outside, but special 

inside. You are blessed.」(妳雖有著常人的外表，卻有著不凡的內在，妳是深深被祝福的。)   

我的這趟超時空解讀納迪葉之旅，又是透過發現者旅行社才遇見的不思議，走在南京東路上，我

雙手合十，心懷感恩，再感恩，讓自己浸在無限的祝福裡。 

 



【DIANA 納迪葉心得分享】 

 

一、人生藍圖也許真的已經寫好 

我們的藍圖，是由我們的無數選擇畫就的。這聽起來讓人振奮，因為選擇似乎意味著人的自由意

志和主動權。可是您也會問：但的確有些時候我們覺得命運的存在，某些事情仿佛就是命定的，為什

麼？我想是因為這一生的許許多多決定和選擇，是由我們的無意識或潛意識做出的。 

如果我們的意識像一個旅行箱，裝滿我們意識到的資訊；那麼我們的潛意識應該相當於一個倉庫，

裡面裝滿我們已接收到但還沒被意識到的資訊（也許永遠意識不到）；而我們的無意識，則相當於由

錯綜複雜的倉庫組成的物流中心，裡面儲存的資訊經年累世，塵封了幾生幾世，這個物流中心的唯一

守護者，是我們的靈魂，只有它知道我們的天賦、能力、使命、夥伴、前世恩怨、今生藍圖等等，這

些資訊都被完好地儲存於“無意識中心”的某個倉庫某個貨架上，只有我們的靈魂知道怎樣找到它。而

我們的許許多多決定實際上都是由我們的潛意識和無意識做出的，意識層面無法解釋，因此看上去像

是命運的安排。有時候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地吸引來了我們的意識明明不想要的人或者經歷，

其實那只是因為，我們的潛意識和無意識在幫助我們做決定，讓那些進入我們生命的人和事給我們帶

來最大的益處和成長。 

除了我們的靈魂，還有人能打開和取用我們的潛意識和無意識倉庫裡的資訊嗎？有，他們是人類

歷史上曾經存在（也許至今仍存在於世）的納迪葉聖人們，以及跟他們有類似神通（也許這個詞不太

合適）的其他先哲、高僧、瑜伽士、占星師等等。他們似乎有種特殊的能力，打開自己及別人的潛意

識倉庫和無意識倉庫，探尋奧秘。如果按照量子物理的觀點萬事萬物都是振動的能量，那麼只要您的

振動頻率（能量）達到某個恰當的點，您就能看到、聽到、感覺到那個非意識層面上的畫面，看到每

個人靈魂的真實狀態。我看完納迪葉時，有種強烈和清晰的感覺：寶藏早在我們自己心裡。 葉子預

測的人和事，其實早在我們心裡都有，只是現在變得更浮出水面、我們更有自信去相信和接受。我想

那是因為，當我們有信心和願意接受時，應該是我們離靈魂更近的時候吧，靈魂幫我們打開了某些塵

封已久的資訊，幫我們跟宇宙更高的神靈發生了溝通和聯繫。 

總之，由於幾生幾世的我們做出的無數選擇和決定，我們的人生藍圖是存在的。而構成我們人生

藍圖的無數選擇，有些我們能意識到，有些我們尚未意識到或永遠意識不到，因為它們來自於我們的

潛意識和無意識。雖然我們無法控制所有的境遇，但是，我們可以選擇面臨事物時的反應，重新取回

選擇的力量，更找到生存世間的勇氣。 

 

二、不要忘了我們有選擇的力量 

納迪葉上看到的我們的藍圖，是幅色彩豐富的圖畫，明暗相間，正負並存。但無論那迎面而來的

是正面還是負面，我們仍然要做選擇，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選擇。說到底，促使整個遊戲 keep running 

的是人在每一個節點的選擇，就象電腦程式，您必須對每一個“if”回答“yes”或“no “，您才能進入程式

的下一步，進而到達終點。只不過，懷有信任的選擇與充滿懷疑與焦慮的選擇，所導致的路徑不同而

已。最終，無論選擇的路徑是條陽光大道還是佈滿荊棘，宇宙法則（或者那個更高的力量）最終會帶

您回到遵循法則的道路上。 

所以，即使宇宙法則是恒定的，即使生命藍圖的大趨勢是不變的，我們也不要忘了，我們有選擇

的力量，而且我們必須做出選擇。不論生命給了您什麼，您都可以選擇如何在內心裡回應：您可以抗

拒，可以怨歎命運。或是選擇面對和擁抱，讓生命無限擴展。 

 

 

 



三、耐心、信心和臣服 

我們在某時某刻所經歷的一些磨難，它們看似把我們帶向失敗或絕望，可那很可能只是我們生命

藍圖上的一個小角落，如果我們能站在更高的視角用更大的視野去看，或者有足夠的耐心等到更大的

畫面打開時，我們才發現，那些曾經我們認為是磨難的事都是生命中的禮物，是祝福；那些我們曾以

為讓我們恐懼不安或傷心欲絕的人，其實是在把我們拉出沉溺，使我們發現更有力量更真實的自己。 

納迪葉的解讀也是如此。解讀出的未來可能是負面的，可能是我們意識認為不想要的。我們可以

把它當作警示、提醒和學習的機會。當得到葉子的警示和提醒時，我們可以更加覺知地通過愛惜身體、

愛惜生命來改變到達終點前的路徑，延長它或豐富它。這就是耐心。 

您相不相信生命本身是個美好的事物、生命中的好事、壞事都各有意義？您相不相信我們是宇宙

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如宇宙如自然一樣富有？您相不相信更高的神聖意志在創造我們時，都預設好了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洋溢的？如果您相信，您在做決定時會帶著更多覺知和信心，對生命際遇的理

解會更深刻，於是成長會持續發生；越成長，您越會更敏銳地感受來自神的指引和來自靈魂的提醒，

您越會更敏銳地抓住生命的禮物。如果您不相信，那也沒關係，禮物照樣會來，這次忽略了還有下次

機會；這一世忽略了，還有下一世去理解和爭取。如果相信了這一點，我們還急什麼？我們還怕什麼？

我們還懷疑什麼？當然我也相信，如果一個人清晰經歷過神跡在自己身上發生，Ta 會更容易臣服于

那更高的神聖意志。 

所以信心是種對於造物主的深層信賴感，相信愛與智慧存在於每一個生靈，相信這是宇宙運作的

恒常法則。信心也是一種態度，它讓我們認知到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有其更高的旨意，儘管可能和表

面上顯現的不同。 

如果說納迪葉解讀對我們的最大意義，在我看來，就是給我們了一本“此生通關攻略”吧，讓我們

看到生命中的更多可能性，一些在原來框架中的我們無法想像、覺得不可思議的可能性。無論您相不

相信，照不照做，真的去玩兒才有意義。所以，let’s just have fun! 

台灣南印度納迪葉研究學會 

台灣納迪葉視訊解讀 (總論約 2 小時；其他篇章約 1 小時) 

★ 視訊解讀  (可 雙方 或 海外三方解讀) 

已開放預報名，詳細日期請洽協會， 

因名額有限， 預約解讀日期先後順序與時間安排 

以完成報名及繳費者為優先選日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印度靈性廟宇祈福之旅 (完成個人儀式…) 

★南印納迪葉靈性靜心祈福之旅8日 

由於疫情關係,目前無法確認日期 (有意願的朋友可先告知,待確認後通知) 

◆ 報名聯絡人 

LINE ID：黃佳欣 1017jessie、江筱芸 fishcircus、賴韻宇 grace1283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索取報名表 EMAIL：tina.1071401262@gmail.com   郵件主題：納迪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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