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錄 

◎前言............................................3

◎清海無上師簡傳..................................7

◎超世界的奧祕....................................9

◎印心——觀音法門...............................46

◎純素食的利益..................................49

◎純素食是解決全球水源危機的最佳方案.............68

◎純素食者福音....................................70

◎世界各地純素食餐廳..............................72

◎出版品介紹.....................................79

◎如何與我們聯絡.................................93

各國樣書（80種語言）免費下載網址：

http://sb.godsdirectcontact.net/
http://www.Direkter-Kontakt-mit-Gott.org/download/
index.htm
http://www.Godsdirectcontact.org/sample/
http://www.Godsdirectcontact.us/com/sb/

小 訊 息

清海無上師身為一位藝術創作者及靈性導師，喜愛一切能傳達內

在靈性之美的表達方式，所以她用「悠樂」來稱呼越南，用「福

爾摩沙」來稱呼台灣。「悠樂」是越南的古稱，代表「悠居樂

業」，很快樂的意思；而「福爾摩沙」（意指美好）更能完全反

映出這個寶島及其人民之美。師父覺得用這樣的名字可以帶給當

地及其居民更多靈性的提昇及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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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屬於佛教，也不屬於天主教；我屬於真理，我傳揚

真理。不論你稱之為佛教、天主教、道教或任何你所喜歡的

稱呼皆可，我都歡迎。                        

      ～清海無上師～

一旦我們獲得內在的平靜，我們也會獲得其他任何東

西。唯有當我們找到內在的天國——了悟內在永恆的智慧與

和諧以及我們的萬能的力量時，才能滿足我們一切世俗的欲

望或對天堂的渴望，因為這一切都來自天國。如果我們沒有

得到這些，不論我們的權勢、財富或地位如何，我們永遠得

不到滿足。                     
                                 ～清海無上師～

我們的教理就是——在這世界上該做什麼就去做，全心

全意的做，善盡職責並每天打坐。藉由打坐將會獲得更多知

識、更有智慧、更平靜，用來服務自己、服務世界。不要忘

記你內邊至善的品質，不要忘記上帝住在你裡面，不要忘記

佛在心。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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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古以來，每個時代都出現過幾位曠世罕見的人

物，他們來到世間的唯一目的在於提昇人類的靈性。耶

穌基督便是這些造訪者之一，而釋迦牟尼佛和穆罕默德

也都是。這三位大家都已耳熟能詳，然而還有其他許多

人未曾留名。有些人曾公開授徒，所以為部分人知道，

另一些則默默無聞。這些人因時代、國家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稱呼，人們稱他們為師父、神的化身、開悟者、

救世主、彌賽亞、聖母、上帝的使者、古魯、在世聖

人……等等。他們來將所謂的開悟、救贖、了悟、解脫

或是覺醒貢獻給我們，以上用的字雖不同，但是在本質

上都一樣，這些造訪者都來自同一神聖的源頭，有同樣

偉大的靈性，和同樣高超的道德，也具一樣的力量可以

提昇世人；而且正如同過去的聖者一樣，雖然與我們共

處，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清海無上師就是他們之中

的一位。

 清海師父並不像多數人所認得的在世聖人。她是女

性，而許多佛教徒及其他人都相信女人不能成佛的謬

論；她是亞洲人，但多數西方人則期待他們的救世主看

起來會像他們一樣。然而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宗

教背景，認識師父並追隨她教理的人，都明白師父是

誰。要認識她，你必須心胸開朗、一心虔誠。只要肯下

功夫和專心就行了！其他什麼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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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大多數的時間都花在謀生及照顧物質需求上面。

我們工作為了讓自己及疼愛的人能儘量過得舒服。閒暇

時，我們的注意力又分散到政治、運動、電視或花邊新聞

之類的事上。當我們有了跟上帝直接溝通的內在體驗，並

感受過祂的大愛力，就會知道生活並不是如此而已。

 我們覺得這個好消息還不能更廣泛為人所知是很可

惜的事。因為生活中所有的疑問、掙扎，其答案都早已

在我們內邊，靜靜的等候我們發現。我們早已知道天堂

唾手可得。如果我們過於熱切，而在言辭上對您的理性

頭腦有所冒犯，請原諒我們，因為我們很難對我們所看

到的、所知道的，保持沉默。

 我們身為清海無上師的弟子、觀音法門的同修，獻

上這本樣書，希望幫助您能經由我們的師父，帶領您親

自體會法喜充滿的境界。

 清海師父教導我們打坐往內靜觀祈禱的重要性。她闡

明我們此生若要真正過得快樂，就必須發現我們自己「內

邊的上帝」（佛性）。她告訴我們開悟並不是神祕而遙

不可及的，或是只有那些離開人群的人才能得到。她的工

作就是在喚醒我們內在的「上帝」（佛性）之後，而同時

還能過著正常的生活。她說：「我們都知道真理，只是我

們忘記了。所以有時候必須有人提醒我們人生的目的，提

醒我們為什麼要找到真理、為什麼要打坐，以及為什麼要

相信上帝、佛，或是相信任何一位代表宇宙中最高力量的

人。」她沒有要求任何人跟隨她，她僅以自身的開悟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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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讓他人也能自己得到究竟解脫。

 此本樣書是有關清海無上師的教理介紹。在此書中

所有清海師父的講經、評論及引述，都是聽自她的開示

後謄寫而成。有一些是從其他語言翻譯過來後編列印

行。我們建議您去聽或看現場開示的錄音帶或錄影帶，

如此您將可從這些教材中得到比文字更為豐富的體驗。

當然了，見到她本人是最完美的體驗。

 對某些人來說，清海師父是他們的聖母；對有些人

而言，她是父親；另有些人則把她當愛人。不過至少她

是你所能擁有的世上最好、最好的朋友。她來是要給

予，而不是要拿取。她的任何教導、協助及印心都不收

費。她唯一要拿走的是你的苦難、你的悲傷和痛楚——

如果你願意！

 觀音網站

與上帝直接連線-歡迎參訪清海無上師世界會全球觀音網站：

http://www.Godsdirectcontact.org.tw/eng/links/links.htm

  

進入此入口網站，即可進一步連結到各種語文的觀音

網站，或觀賞無上師電視頻道或24小時網路電視台的

「藝術與靈性」節目。此外，您也可以即時下載各種

語文版本的《即刻開悟之鑰》樣書，訂閱或下載電子

版《清海無上師新聞雜誌》，或進行線上瀏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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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師就是一位握有入門之鑰的人，祂會讓你成為明

師……幫助你了解自己也是明師，了解你和上帝同一體。就

是這樣而已……這就是明師唯一的任務。           

      ～清海無上師～

 

我們的法門並非宗教。我不是要人改信天主教或是佛

教，或是其他的「信仰」；我只是提供一個方法，讓你能了

解自己，知道你從何而來，記得你來到世上的任務，發現宇

宙的奧祕，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痛苦，並能領會死後的

情況。

～清海無上師～

 

我們和上帝分離，是因為我們太忙了。如果有人正在和

你說話，電話也同時響個不停，而你又忙著煮飯或和其他人

聊天的話，就沒有人可以和你聯絡得上。上帝也面臨同樣的

情況，祂每天打電話來，但是我們沒有留給祂時間，還一直

掛斷祂的電話。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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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無上師簡傳

 清海師父出生於悠樂一個富裕的人家，父親是一位具有

高度聲望的中醫師。她從小生長在一個天主教的家庭，同時

跟隨祖母學習了佛教的基礎。年幼時期,即可看出她對哲學

書籍和宗教的經典,有超乎其年齡的興趣；同時，對於眾生

也展現了不平凡的悲天憫人的胸懷。

 十八歲的時候，清海師父前往英國留學，隨後到法國和

德國，並在德國的紅十字會工作，並且和一位德國科學家結

婚，過了兩年幸福的婚姻生活。在先生的同意之下，為了追

求開悟，她放棄婚姻而去實現她從小的理想。

 當時，她到處尋訪求道，跟隨不同的老師學習各種打坐

的方法及修行的法門。她了解到單憑一己之力要幫助苦難的

眾生實在是不可能。她體認到要幫助眾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自

己要完全開悟，所以一心向道，開始到許多國家旅行，尋找

可以令人開悟的完美法門。經過許多年的辛苦嘗試，清海師

父終於在喜馬拉雅山找到了觀音法門，得到印心傳法。在喜

馬拉雅山閉關精進修行一段期間之後，她就完全開悟。

 生性害羞的師父，在成道後的幾年過著清靜、默默無聞

的出家人生活，直到人們找到她並請求她教導和傳法，師父

才將這個寶藏公開。由於早期的福爾摩沙和美國的徒弟不斷

的請求和努力，清海師父開始到世界各地講經，並且為千千

萬萬誠心的求道者印心。

 今天，越來越多追求真理的人士，他們來自不同國家以

及各種宗教領域，湧向她尋求無上的智慧。師父已經親自印

證這個即刻開悟的觀音法門是無上的法門。對於誠心想學習

的人，師父願意為他們印心及引導修行。



� ‧即刻開悟之鑰                     清海無上師

這個世界充滿煩惱

但是我的心中充滿著您的容貌

如果我放您在世界上

所有煩惱一定消失

但是因為世界滿滿著煩惱

找不到地方給您                       ☆☆☆

我會賣掉太陽、月亮和星星，在這個宇宙

為了要買您一剎那容貌

噢！無量光佛

照幾道慈悲光，給這個靈魂

阿彌陀佛                       ☆☆☆

世界的人晚上出去跳舞唱歌

迷散在物質的燈和世俗音樂裡

只有我單獨坐在清靜角落

享受神聖光、音的境界               ☆☆☆

自我認識您，師父

我不再留戀任何塵間東西

您要好好愛護我，阿門！                      ☆☆☆

 

～取自清海無上師「沈默的眼淚」詩集～



超世界的奧祕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美國紐約聯合國
1992.06.26

DVD#260 

    

 歡迎你們到聯合國聽經，請以你們的信仰方式跟我

一起禱告:感謝我們所有、所得的一切，並希望有所不足

的人，也能跟我們一樣得到所需。世界上的難民、戰爭

的受害者、軍人、各國政府和聯合國的領導者，都能實

現他們的願望，和平共處。

我們相信凡是我們祈求的都會實現！因為聖經上這

麼說。謝謝大家！

今天的主題是：超世界的奧祕。世界的事你們都知

道了，我不想再講這些事。除了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別

的事你們想要了解，所以才會來聽經。它不像我的徒弟

剛才所見證的神奇感應那麼虛幻、令人難以相信，而是

非常科學、合邏輯、又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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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宗教的經典都說有七重天，有不同的意識層

次，有內在的天國、佛性……等等，這些就是超世界的

東西。但是沒有多少人得到這些經典上所講的東西，我

不能說沒有，但是不多。和世界的人口相比，能得到內

在天國或超越世界經驗的人，實在太少了。如果你是美

國人，你可能常有機會看到很多描述超世界的書籍。有

些美國人拍的電影並非全屬虛構，還有日本人所拍的電

影也不完全是杜撰的。這些人可能看過從超世界回來的

人所寫的書，或是他們本身曾見過天國的景象。

天國是什麼樣子？我們在這個世界已經有職業、有

安穩的房子和可愛的親人……等等，為什麼還要去想天

國的事呢？正因為我們已經什麼都有了，才應該尋找天

國。講天國，好像宗教味道很濃，事實上它只是一種較

高的意識層次。古代的人說天國，以科學的說法來解

釋，就是不同層次的高等知識和智慧，只要知道方法，

我們都能獲得這種智慧。

聽說美國最近發明一種能使人入定的新機器，你們

玩過這種機器嗎？現在正在大拍賣當中，價錢視你所要

的入定等級而定，從四百到七百元之間不等。他們說這

種機器是專為那些不想打坐，卻要馬上入定的懶人而設

計的，你們不知道的話，我可以簡單介紹給你們聽。

這種機器，可以讓你的心靈進入完全鬆弛的狀態，

然後達到高等的智商。據說那種感覺很棒！能帶給你高

等的知識和智慧。他們在機器裡放些特選的音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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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音樂，所以要戴耳機，然後可能再用一些電流刺激

你，使你看到一些閃光，所以還要戴眼罩；想入定只要

戴上耳機和眼罩就夠了，這也不錯！四百塊美金而已，

很便宜。但是我們的入定更便宜，完全免費又是永恆

的，不用電池也不必插電，更不必擔心機器一故障，就

要馬上修理。

因為這些人造光和音樂能讓人變得這麼輕鬆、有智

慧!（我在報紙上看到的，沒有去試過。）所以才這麼

熱門，銷路這麼好。即使是人造的聲光都能讓人放鬆心

情、提高智商，你能不能想像真實的東西對我們的智慧

將有多大的幫助？這些真實的東西都是超世界的東西，

只要我們想跟祂溝通，每個人都能得到這些內在的天

光、音。靠這些音樂和光的強度，可以把我們推出這個

世界，進入更高的超世界等級。

就像物理定律一樣，火箭要脫離地心引力時，背後

需要很大的推進力，而當火箭急速飛行時，就會發出一

些光芒。當我們快速地進入超世界時，我們也會放射一

些光，聽到一些聲音。這種聲音是一種振動力，它可以

把我們推到更高的境界，體驗它既無雜音、又不會故

障，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更不需要花錢，這就是我

們超越世界的方法。

超世界的東西比我們世界的東西更美好，比任何我

們想像得到和不能想像的事都美好。沒有人能確實地告

訴我們超世界的情形，一旦有體驗就很容易明白，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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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持之以恆，要真正誠心地修行。沒有人能替你修，

就像沒有人能替你做聯合國的工作，卻讓你領薪水一

樣；同樣也沒有人能替你吃飯，讓你飽腹。所以修行的

方法就是要親身體驗，我們能聽有體驗的人講，但無法

從中得到許多體驗。經由一位體驗過上帝的人，我們藉

著他的力量，可能會有一兩次或幾天的體驗，不必努力

就能自然地看到一點光、聽到一點聲音；不過這種體驗

多數都不能持久，所以我們應該自己修行，親自體驗。

在我們的世界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世界。比方說

比我們高一點的世界，以西方的用語，我們稱之為「阿

修羅世界」。光是阿修羅世界，就有一百多個境界，每

個境界自成一個世界，代表我們的理解程度。就像我們

進大學讀書，必須經過每個年級，它代表我們越來越了

解大學課程，然後就逐漸走向畢業之路。在阿修羅世界

有很多神通，我們很可能被神通誘惑，也可能會有神

通、能救病、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事。在那兒，我們至

少會有六種神通，可以不受時空的限制、看到超凡的境

界、聽到超凡的聲音；我們不受距離的限制，這就是所

謂的天耳、天眼。有時候我們能看透別人的心思，知道

他心裡在想什麼……等等。當我們修到第一界時，就可

以獲得這些力量。

師父剛才說過，在第一界裡有很多語言所不能形容

的境界，比方說印心以後，我們修到第一界時已擁有很

多能力，甚至會發展出以前所沒有的文學才能，知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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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不知道的事。很多能力都像上天賜予的一樣，有時

是財政上、有時是事業上的聰明才智，或是其他的才

能。我們開始會寫詩、畫畫，並能做以前所不能做的

事，我們想不到自己竟有這種能力。我們能寫出風格很

美的詩和文章，比方說我們以前不是專業作家，現在卻

能下筆成章。在第一界中，我們將能獲得這些物質上的

利益。事實上這些都不是上帝賜予的，而是存在我們內

在的天國裡，只要我們喚醒它，使它活躍起來，就能應

用它，這就是第一界的情形。

一旦去到較高的境界，又可以看到並獲得更多別的東

西，由於時間的關係，師父不能一一告訴你們，而且也沒

這個必要。光是聽這些美好的東西，就像光聽人家講餅乾

糖果，自己卻從來沒吃過。所以師父只是稍做廣告而已，

你們若想親自品嚐的話，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們想品

嚐這些東西，等一下我們可以提供真正的食物。

超越第一界，我們再往上走到第二界；為了簡化，

我們才稱為第二界；到第二界我們可能比在第一界更有

能力，包括神通在內。不過在第二界最顯著的成就是「

辯才無礙」，似乎沒人能辯得過一個到達第二界的人，

因為他的口才和智力已經發展到巔峰。

一般人的智商大部分都很簡單，無法跟這種人匹

敵，因為他的智商，已經發展到很高的程度。不僅是物

質的頭腦更高度的發展，我們內在潛藏的智慧、神奇的

力量，此時也逐一開放。在印度，人們稱這個等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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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即為心智的等級，當你成就菩提的等級時就成

佛了。「佛」這個字就是從菩提而來，所以佛的等級就

只是這樣而已；還沒完！師父不只介紹佛而已，還有比

那個更高的境界。所以多數人稱開悟的人為「佛」，如

果他還沒超過第二界，可能會很驕慢，自認為是活佛，

他的徒弟也會很驕傲地稱他為「佛」。但事實上，能看

到任何人的三世因果，又有辯才無礙的能力，這只是到

達第二界，還不是天國的終點。

所以任何人能夠看到過去、現在、未來，也不應該

驕慢。以西方用語來講，就是你們所了解的「阿卡西記

錄」（Akashic Record），任何修瑜伽或靜坐的人都了

解阿卡西記錄；它是一種圖書館，就像我們聯合國裡的

圖書館一樣，裡面什麼語言都有，有阿拉伯文、俄文、

中文、英文、法文和德文應有盡有，只要你看得懂這些

語文，就知道在某些國家發生些什麼事。同樣，一個修

到第二界的人，他看一個人的三世記錄，就像看自己的

自傳那麼清楚。

在第二界還可以獲得非常多其他的能力。無論如

何，達到第二界已經很了不起了！已經是活佛了！因為

菩提的智慧已經打開，會知道很多無法形容的事。不管

我們要不要，都會有很多奇蹟發生在我們的身上。因為

我們的智慧已經打開，知道如何和更高等整理治療的能

源溝通，讓生活變得更平順、更美好。由於我們的菩提

智慧已經打開，所以能從過去和現在的記錄中得到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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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來安排、調整或彌補我們過去的錯誤，更正我們

的缺失，從而改善我們的生活。

比方說：我們以前無意中冒犯鄰居，現在知道了就

很簡單解決！當時我們不知道這位鄰居默默地反抗我

們，有時還在背後設法傷害我們，原來是為了誤會或我

們冒犯了他，現在知道原因，就很容易處理。我們可以

親自登門拜訪，或打電話解釋，或邀請他參加我們的宴

會，把誤會澄清。同樣，一旦得到菩提的等級，我們會

自動了解並處理一切事情，或是跟可以幫助我們的能源

溝通，藉此來安排一切，改善我們的生活。所以生活上

會減少很多意外和不舒服、不愉快的情況，因此修到第

二界已經很了不起了！

師父所講的都是很科學、很合邏輯的東西，也不必

認為瑜伽行者或打坐修行的人都是很神祕的人，或是外

星人。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是地球人，只是比較進化，知

道如何修行。在美國，任何事我們都講究它的原理，這

樣我們才能學習，我們才學得到所有的事。現在我告訴

你們，超世界的科學也可以學習，聽起來好像很奇怪，

但是越高等的事越簡單，它比我們高中大學裡的數學問

題更簡單。

在第二界裡也有很多不同等級的世界，但是師父只

能簡單地介紹，不能詳細說明天堂的祕密；只要你跟一

位去過天堂的明師同行就可以知道，所以這也不是什麼

祕密，不過太浪費時間了！每一個世界都有附屬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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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如果每到一個世界都要停下來，檢查所有的東西，

那要花很多時間。所以有時候師父只是很快地帶你走過

這些世界；如果你不當明師的話，就不必學這麼多，要

不然會使你頭痛。

即使只帶你走回家的路，也要花很多時間，有時要

花一輩子的時間。開悟可以馬上得到，不過那只是開始

而已，就像辦入學手續一樣，只要在大學註冊，馬上就

變成大學生，不過還不是博士，還要學習好幾年以後才

能畢業，可能四年、六年或十二年不等。如果那是一所

真的大學，而你也真正想學，只要你報名，馬上就能成

為你所渴望的大學生。所以雙方都必須配合才行。

我們若想超越這個世界，比方說，在紐約我們沒有

別的地方可去，對曼哈頓、長堤、「短堤」、所有的堤

岸都已經很熟了（大眾笑），如果現在我們想去外太空

玩，看看那裡的情況如何，也不錯啊！為什麼不行？我

們花很多錢去佛羅里達的邁阿密，也只不過是在海裡洗

個澡而已，那為什麼不偶爾到不同的世界，看看鄰近的

星球是什麼樣子，在那裡人們如何生活？我不覺得這有

什麼好奇怪的，不是嗎？只是遠一點的心靈之旅，代替

肉體旅行。

我們有兩種旅行方式，這很合邏輯，也很容易了

解。所以我們才能住在這個世界，同時也知道其他世界

的知識，因為我們旅行的緣故。就像你是美國或任何一

國的公民，不過你也能到各國旅行，了解其他國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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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我猜你們多數人都不是美國本地人，不是吧？所以

你們現在懂了！同樣，我們也可以到別的星球、或別的

世界旅行，好了解他們。因為距離太遠，所以我們無法

用走的或搭火箭，即使搭幽浮也無法抵達。      　 

有些世界連幽浮也無法到達；「幽浮」所謂的不明

飛行物體。在我們內邊有一種「設備」比幽浮跑得還

快，就是我們的靈魂，有時稱之為靈體。用靈魂飛行既

免燃料、沒有警察，更沒有交通阻塞之類的事，不必擔

心有一天阿拉伯不賣石油給我們（大眾笑）。因為靈

魂是自給自足的，祂從不故障，除非我們觸犯宇宙的戒

律，破壞天堂的和諧，我們的靈魂才會受傷。這也很簡

單避免，你們如果想知道的話，我會告訴你們如何避

免。我簡單說明就好了，我不是牧師，不必擔心！我不

會抓你們上教堂，只是打個比方而已。

宇宙間有些法律我們應該遵守，好比開車應該遵守

交通規則一樣：紅燈停、綠燈行，公路行駛應靠左（

右）行車，時速多少……等等。宇宙的物質界中，有一

些很簡單的法律，超越這個物質世界，就完全沒有法律

了，那時我們成為自由的公民。不過必須超過它才能自

由，只要還活在這個世界，還有這個身體，就應該儘量

遵守法律，才不會有麻煩；我們的交通工具也才不會受

損，才能飛得更快、更高，不會發生故障。

在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的經典裡都有記載這個

戒律，比如最簡單的一條是不傷害眾生，意即「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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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還有不邪淫、不偷盜、不喝酒（包括今天的毒

品）。佛陀有可能預知在二十世紀，會發明古柯鹼之類

及毒品，所以祂說「不吸毒」，包括各種賭博，及使我

們執著於物質享受，忘記心靈之旅的東西。如果我們想

飛得高又快，又沒危險的話，這些都是物質的法律，就

像物理定律一樣。科學家必須注意某些定律，才能使火

箭飛出去，如果我們想飛得比火箭更高，比幽浮更快的

話，就應該更加小心。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有些細節

在印心時會詳細解釋，現在師父不想再講這些戒律來煩

你們，不然你們會說：「我在聖經上看過了，早就知道

啦！」比如十誡，是嗎？

事實上我們多數人都看過這些戒律，只不過沒有深

入探討、體會它的涵義；或許我們所了解的都是自己的

看法，而不是它真正的涵義；因此偶爾提醒我們，再聽

些較深的涵義也無妨。比如聖經舊約的第一章，上帝

說：我創造所有的動物，做你們的朋友，協助你們，

你們要管理牠們。祂說祂為動物創造各種食物，每種動

物都有不同的食物。但是祂沒叫我們吃動物，祂沒有這

麼說！祂說：我創造一切食物，田裡的蔬菜，樹上的

水果，味道都很甜美，又賞心悅目，這些都是你們的

食物。但是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點，很多聖經的信徒，

不了解上帝的真意，還是繼續吃肉。

從科學角度來看，我們的消化系統、腸胃、牙

齒……等等，一切都是為純素食而設計的，深入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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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就知道，人類並不適合肉食。難怪多數人都生病、快

老、疲憊、遲鈍。出生時那麼光亮聰明，結果卻日漸

遲鈍、越老越糟糕，都是因為我們損壞自己的飛行工

具——幽浮（指身體）。我們若想長久又安全的使用這

個工具，就應該適當地照顧它。比方說：現在我們有一

輛車，你們會開車，應該知道車子加錯汽油會發生什麼

事？有可能只開幾公尺就停了。這不能怪車子，而是我

們加錯燃料，或是汽油中摻了水，這樣車子可能跑一下

子就出問題了，是嗎？或是汽油太髒沒有清理，也會跑

一下就出問題，要是車子保養不當，有時也會爆胎。

我們的身體就像交通工具一樣，可以用它從這裡飛

到永恆的地方，飛到高科技、高智慧的境界，但是有時

候因為我們使用不當，也會傷害到它。比方說車子本來

可以開好幾公里，帶我們去上班、去找朋友、去漂亮的

風景區，不過我們沒有保養它，加錯汽油、潤滑油，水

箱沒照顧好，車子當然跑不快也用不久，只能走一點點

路，在後院的草坪上兜圈子。這也沒關係，只是浪費我

們買車的目的，浪費金錢、時間和精力，如此而已。警

察不會來開你罰單，只不過浪費你的車、浪費你的錢，

否則你能跑很遠，看很多東西，並欣賞不同的風景。

同樣，我們有身體，才能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應

該妥善照顧它，因為在它裡面藏有別的工具，可以飛到

外太空。就像太空人坐在火箭裡一樣，火箭是他的工具，

他應該小心不要違反物理定律，火箭才能飛得快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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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太空人才是主角，火箭的功用只是帶他到目的地，

最主要的不是火箭，太空人和目的地才重要。如果開火箭

只到長島，也很浪費，懂嗎？浪費國家的財產。

人身非常可貴，因為我們的主人就住在裡面，所以

聖經上說：你不知道嗎？你就是上帝的殿堂，萬能的

上帝、聖靈就住在裡面。如果我們裡面住著聖靈、萬能

的上帝，你能想像那有多了不起、意義有多重大嗎？不

過多數人看經都只是很快地看過，並不了解這句話甚深

的涵義，也不想追究它的涵義。所以我的徒弟們才喜歡

跟隨我的教理，除了每天辛苦賺錢解決現實問題之外，

他們還能找到住在裡面的主人，了解超世界的東西。

我們裡面更漂亮、更自在、更聰明，只要知道跟祂溝通

的正確方法，這些都是我們的，一切本來就存在我們內

邊，只因為我們不知道鑰匙在哪裡，房子（指身體）鎖

太久，就忘了內邊的寶藏，如此而已！所謂的明師，就

是一個人，祂能幫我們打開這扇門，告訴我們原來就有

的東西；不過我們應該花時間，走進去檢查屬於我們的

每一件東西。

現在講到第二界，你們還想繼續往前走嗎？（大眾

回師父：想！）你們想不勞而獲？（師父笑）沒關係！

雖然你們還沒去過某些國家，不過那些去過的人，會告

訴你們那裡的情況。至少你們有興趣了解，也許你們也

想親自走一趟。過了第二界，我們有更大的力量，只要

我們下定決心努力修行，就能到達第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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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第三界是物質世界最高的階段，必須完全清

付這個世界的債務，才能到達第三界。如果我們還欠物

質世界的魔王任何東西，就上不去。就像某些國家記錄

不良的通緝犯，他們不能出境到別的國家。世界的債務

包括過去和現在所欠的，可能還有未來的，在我們到第

三界之前，應該像清關一樣，付清所有的債務；到第二

界就開始清付過去和現在留下來的業障。（若是沒有前

世的業障，我們這一世也沒有理由待下去）

明師有兩種類型：一種沒有業障，祂借別人的業障

下凡；另一種像我們凡夫一樣，但卻是靠修行清除業

障，所以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未來的明師。偶爾明師會借

眾生的業障，從高境界下凡，「借業障」，你們聽起來

感覺如何？有可能！這有可能！比方說你下凡以前，就

曾經來過這裡，你跟這個世界很多人已經施受往來好幾

世、好幾百年，然後你回到很遠的天堂，至少第五界，

那就是第五界的明師；而超過第五界還有很多境界。

然後我們為了慈悲，或是受天父之命再下凡，回來

這個世界，因為過去跟這些人有緣，所以能向他們借一

點業障；跟他們純粹只是因果關係，不是什麼善緣；我

們可以靠修行的力量，慢慢償還這些借來的業障，直到

完成這個世界的使命為止，這是借業障型的明師。另外

有一種明師，是在這個世界修行畢業成為明師，就像大

學裡有教授和學生，學生畢業後也會變成教授，懂嗎？

有資深的教授，也有剛畢業的教授，同樣也有這種剛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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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明師。

我們若想到第三界，必須完全清付所有的業障；業

障就是——你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的法律。就像我們

種柳丁得柳丁，種蘋果得蘋果，這是所謂的「業障」，

也是梵語所說的「因果」。聖經沒有提到業障，但它

說：「你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這是相同的事。

耶穌基督的生命很短暫，聖經也只是濃縮祂的教

理，因此聖經上沒有詳細的說明；而且很多聖經的版

本，為了迎合當時領導者的政策，都已經刪減過了。社

會上各個階層都有人做買賣交易，生活上各個層面都有

做買賣的掮客，他們未必都是靈修者。真正的聖經有別

於目前的版本，它的內容更豐富、更精確、更易懂。不

管怎樣，當我們無法證明時，就不要講，不然有人會說

我們褻瀆聖經，我們只能講一些可以證實的事。

你們或許會問師父：「那你又怎麼證明你所講的第

二界、第三界、第四界的存在？」可以！師父可以證

明，如果你們跟我走同樣的路，就會看到相同的東西，

如果你們不跟我同行，當然就不能證明給你們看。這是

當然的！因為有證明，所以師父才敢講這些東西；我們

在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徒弟可以證明，所以我們能講我

們知道的事。不過你要跟我一起走，你不能說：「你代

替我走，然後告訴我一切就好了！」這我辦不到。

比如說我沒來過聯合國這個會場，不管你怎麼形

容，我還是沒有實際的體驗，是嗎？所以我們應該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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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驗的人走。在會場中有來自各國的徒弟，他們都

擁有我所講的部分或完整的體驗。這些還不是全部，師

父所講的只是一小部分的旅行故事，相關的一小部分而

已，並不是很詳細。我們即使讀到描述某些國家的書，

也還不是真實的國家，是嗎？所以世界上即使有很多

書，描寫到各國旅遊的情形，不過我們仍然喜歡親自去

一趟。

我們知道西班牙、特那利夫島和希臘，不過都是從

電影或書上得知，我們應該親自到那裡，實地體驗那裡

的樂趣，品嚐當地的食物、甘美的海水、宜人的氣候、

友善的人情、以及各種書本上無法體會的氣氛。

假設你已經超過第三界，下一步怎麼辦？當然是到更

高的境界——第四界。第四界已經不屬於一般超凡的境

界，我們無法用簡單的語言形容這個境界，讓世人了解，

這恐怕會冒犯那個世界的教主。那個世界非常漂亮，但有

一些地方很暗，比紐約夜裡停電時還暗。你們曾遇到整個

城市一片漆黑的情況嗎？有嗎？比那種情況還暗，在看到

光之前，必須經過這個黑暗的地方。這個地方稱得上是個

「禁城」，在我們找到上帝的真理之前，我們都被擋在這

個地方；但是有經驗的師父可以帶我們通過這個地方，否

則在那個世界，我們會找不到路。

我們到不同的世界時，身心、智力、和生活上的一

切都會改變。我們對生命抱持不同的看法、走不一樣的

路、做不一樣的事，即使是日常的工作，也會產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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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我們會了解為什麼要做這份工作，或為什麼要

換工作，我們了解生命的意義，所以不再感到焦慮不

安，而安詳耐心地等自己完成地球上的使命。因為在我

們活著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往生後要去哪裡，這就是所

謂的「在世往生」。我猜你們有人以前也曾聽過類似的

事，不過不知道有哪位明師能講出不同的東西。除此之

外，我們必須親自體驗內在真正的快樂。師父的意思

是，有賓士車的人就認識賓士車，所講的東西也一樣，

懂嗎？不過，光靠描述並不能取代真正的賓士車。

師父雖然用普通的語言告訴你們，但這些都是很殊勝

的東西，你們應該親身體驗、認真修行，並要有人引導才

會比較安全。自己修行雖然有千萬分之一成功的可能，

不過卻很危險，要冒風險，沒有保障，不很安全。古時候

有些人，比方說史威登布克和古魯基夫（古魯即明師之

意），他們都是自己修練成功的，或修別的法門成功。就

我所遇到的人而言，自修並非沒有危險，大部分都遇到很

多問題，而且他們也並非全都能達到最高的世界。

通過第四界以後，你去到更高的世界——第五界，

那裡是明師的家鄉，所有的明師都來自那兒。即使祂們

的等級高於第五界，祂們仍留在那邊，那邊是明師的住

所。超過第五界，還有許多不同情況的上帝，這不簡單

了解，我怕你們會混淆，也許下一次或印心以後，你們

有多一點準備，我會講一些你們想像不到的事情，以免

產生錯誤的觀念，又誤會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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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問答

問：您提到明師可以借人們的業障，在那種情況

下，業障可以消除嗎？對那些人而言，又會有

怎樣的結果呢？

師父：如果那位明師願意的話，祂可以消除任何人的

業障，事實上，在印心時，所有徒弟過去的業障都消除

了，師父只有留下你們這一世的業障，這樣你們才能繼

續活下去，否則你們會馬上往生，因為沒有業障，就無

法活在這個世界。所以明師只能清除那些儲存的業障。

如此那個人才會乾淨，並且留下一點點業障，讓他繼續

做這一世所要做的事，等時間到了他才可以走。否則他

怎麼走得了呢？即使他這一世是乾淨的，還有前世呢！

懂嗎？

問：修行的目的是什麼？

師父：目的是什麼？我沒告訴過你們嗎？神遊超世界、

回到天國，了解你的智慧，在這一世做更完美的人。

問：所有的世界都有業障嗎？

師父：不是所有的世界都有，只有到第二界而已，因為我

們的頭腦——這個「電腦」是第二界的產物。我們從較高

的世界經過所有的途徑，來到這個物質世界做一些工作；

即使是一位明師，當祂從第五界到物質世界時，也必須經

過第二界，裝上這個電腦，才能在這個世界工作。就像一

個潛水夫潛水時，他必須戴上氧氣罩等配備，即使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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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怪異，一旦他戴上氧氣罩、穿上潛水衣，看起來就像

青蛙一樣。因為我們有這部電腦與身體的關係，所以看起

來才會這麼怪異，不然我們是完美的。即使你認為你現在

很美，但與你的「真人」比起來，你還是非常的醜陋。然

而為了要在這世界工作，我們必須穿上所有的裝備。所以

我們通過第二界到更高境界時，我們必須把我們的電腦留

在那兒，到更高的世界，我們就不再需要它了！如同一個

潛水夫抵達岸邊時，拿掉氧氣罩與所有的裝備後，就現出

本來面目，是嗎？

問：您說超過第二界以後，就放下所有的業障，或

者必須清除所有的業障，意思是指過去及這一

世所造的業障嗎？

師父：是！因為沒有電腦錄任何東西了！我們會有業

障，都是因為有這個「電腦」。頭腦它是用來記錄物質世

界的每個經驗，所以我們才有業障，好壞都錄在裡面，所

以我們才稱為業障。業障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生生世世的

好壞經驗，學習的經驗與反應。因為我們有所謂的良心，

我們知道自己應當做善事，但有時卻做了壞事，而這些壞

事會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因此我們稱之為業障。

就像登山時帶著許多的垃圾、行李，由於地心引力

的關係，會把我們拉下來，使我們很難爬山，懂嗎？由

於世界上許多的道德規範及不同國家的法律、風俗習

慣，綁我們在這個所謂的善與惡、有罪與無罪的觀念

裡。因此根據那個國家的風俗、習慣、法律，我們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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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相來往時，就會產生善與惡、有罪與無罪的經驗，

而它自然變成了一種習慣，我們認為做這個會有罪惡

感，做那個就是壞蛋……等等。這個電腦一直把它錄在

裡面，所以我們才會輪迴生死，綁在物質世界或稍微高

一點的世界；我們還不夠高等、不夠自在、不夠輕到能

「飄浮」上去，都是因為有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

問：我們出生時，是不是就已經決定了這一世所會達

到的等級？

師父：不！我們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跑快或慢。比方說，你

加了幾百公升的汽油在車子裡，你可以跑得比較快，要快一

點或慢一點抵達目的地，決定都在於你。

問：我想知道天使的等級？

師父：天使的等級？喔！你要看是什麼天使？

問：守護天使。

師父：守護天使他們可以達到第二界，天使的等級比人

類低，他們是專為我們服務的。

問：他們從未超過第二界嗎？

師父：沒有，除非他們成為人類，他們非常羨慕人類，

但上帝對他們的安排是這樣。我們有所有的「設備」，

可以和上帝同一體，但天使沒有。這太複雜了，師父改天

再告訴你們好了！各種不同的天使，也是為了供我們使用

而產生。比方說，如果他是上帝創造的，那也是為了服務

我們，他們可以超過第二界，不過沒有這個必要，懂嗎？

有時候東西製造出來就不能再改良了！例如，在你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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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你創造某些東西來使自己更舒適。雖然它非常的棒！

比方說你坐在這兒，你可以遙控房屋及花園裡所有的燈

光，遙控電視開關，遙控器是你自己發明的，但它只是用

來服務你而已。雖然它在某方面比你行，它能在這兒控制

一切，而你用人類的力量卻做不到，但並不表示它比你

好，懂嗎？它就是為了服務你而設計的，雖然它某方面比

你好，但電腦永遠不能變成人類。

問：我想知道我們現在有這個人身，是不是因為前

世的過錯才無法解脫？我們是原本就停留在這

個等級呢？還是以前我們有過較高的等級？我

們應該抱持怎樣的態度或看法，才能早點超越

這個等級，解脫人身？

師父：如果我們知道如何修行，就可以超越。要超越這

個身體到達超世界，有許多不同的法門。有些法門無法

到達遠方，有些可以到達很遠的地方，有些則可以抵達

終點。從年輕到現在（我現在看起來還年輕，但那時更

年輕。）我比較過所學的各種法門，其中以我們的法門

最好，可以到達最遠的境界，抵達終點。

如果你要體驗的話，在市面上有許多的法門讓你選

擇，有些可到阿修羅世界，有些可到第二世界，有些去更

遠的世界——如第三界或第四界，但可到達第五界的並不

多。我們修行的法門就是帶你到達第五界，然後讓你自

在，懂嗎？讓你自己走。超過第五界，我們可以接觸到不

同層面的上帝，但這通常不是討人喜歡的事。我們總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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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越高越好，但事實並非如此。比方說，有時我們被邀

請到一棟美觀的宅邸，在主人的客廳裡，坐在那兒享受些

可口的東西。然後我們想進到房子的更裡面看一看，結果

冒然走到放垃圾的地方；你們知道，房子裡有許多的東

西，不是每樣都那麼重要；我們也可能走到屋後，或屋外

的發電室，然後觸電死在那兒。所以不一定要到更裡面去

才好，但為了冒險的緣故，我們也可以去。

問：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如果您說我有前世的

記憶，它從哪裡來？第二，如何消除有關的業

障？包括現在的業障和現在的想法，它們是不

是新的業障的一部分？

師父：是！是！很有關係，第一個問題，過去的業障

從哪裡來？你可以讀前世的記錄，我已經告訴過你們，

前世的記錄來自於「阿卡西記錄」，它是第二界的圖書

館，任何人到那邊，都可以進去查查看。不是任何人

可以進入聯合國圖書館，但我可以，因為今天聯合國邀

請我來講經；不是每個人可以進來聯合國，但你可以，

因為你是這裡的成員。同樣，當我們到達第二界時，就

可以讀前世的記錄。我們在第一界的某些地方，也可以

瞥見一個人的前世，但那並不是高等完整的記錄。而這

些前世的經驗又如何與這一世的業障牽連在一起？這些

我們所學過的經驗，是為了要應付我們這一世的生活，

懂嗎？你前世所吸收的一切，會影響這一世的生活，同

樣，當你看到類似前世許多不愉快的經驗時，也會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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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比方說，如果前世你意外的從樓梯上掉下來，傷

得很嚴重，而那兒很暗、又沒人幫你，那麼現在每當你

下樓梯時，就會感覺有點害怕，特別是當樓梯很高、下

面又暗的時候，你會掙扎到底要不要下去？如果前世你

已經深入研究某些科學的話，那這一世你會發現自己仍

然對這方面很有興趣，這一世即使你不是科學家，但還

是對科學研究有特別的偏好；對任何事都是如此。

比方說莫札特是一位天才，他四歲時就會彈鋼琴，

直到現在還很出名。因為在他成為大師之前，他生生世

世都練習音樂，而每次都在音樂生涯達到巔峰之前就往

生了。所以他走得很不甘願，他熱愛音樂，所以很不願

意離開，因為他往生時，非常渴望繼續發展他的音樂事

業，因此再回來時，都帶著他前世所學的音樂才華。這

一些人中，有些在他們再來這個世界之前，會先到阿修

羅世界或第二界學習，因此他們與生就有異於常人的科

學、音樂、或文學的才華，或各種創造力。你們知道那

種非常超凡的發明創造力，別人不懂也夢想不到的創造

力，因為他們已經看過也學過了。所以有兩種學習方法

一一在這個世界和在超世界學習。那些生來就具有完美

天賦的人，比如天才，都是從超世界來的專家，從阿修

羅世界或第二世界來的專家；如果他們自願再來的話；

有的甚至來自第三世界，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天才。

問：請師父開示印心的條件是什麼？印心以後，每

天應該如何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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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首先，一切完全免費，沒有任何約束，除非你想

繼續修行，就應該自我約束。條件是：不必具備任何瑜

伽、靜坐的知識或經驗，但是必須終生吃純素——包括

不吃蛋，任何東西只要不殺生都沒關係；因為蛋算是半

殺生，即使是沒有受精的蛋也不能吃。而且它會吸引否

定的力量，所以有些玩黑白神通的巫師，用蛋來吸引附

身的魔，你們知道這種事嗎？（有人回答：知道！）你

知道！哦，太棒了！雖然沒有即刻開悟，至少也有即刻

證明。

印心時，你可以體驗到上帝的光和音，這種靈性的

音樂會拉你到高一點的意識層次，使你嚐到一點入定的

滋味——深沉的安詳和喜悅。印心後，如果你認真修

行，可以繼續在家修行，否則的話，我不會催你，不會

再麻煩你。如果你繼續修行，而且需要師父幫忙，我才

會繼續幫忙，要不然你也知道自己該怎麼走。

每天打坐兩個半小時，早上起床後和晚上睡覺前打

坐兩個小時，午餐時間也許打坐半小時。師父不在這裡

講經時，你們有一小時的午餐時間，你可以找個地方躲

起來打坐，這樣就有一小時了。晚上再打坐一小時或半

小時，早上提早一個小時起床；調整一下你的作息時

間，比方說少看電視、少聊天、少講電話、少看報紙，

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時間。事實上我們有很多時間，只是

有時候都浪費掉了，就像我們不把車開到長島去兜風，

反而一直在後院兜圈子，這樣的回答你滿意嗎？（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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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回答：滿意！）

除了要求你終生修行以外，沒有別的條件，然後你的

生活每天都會改善，都有奇蹟發生，你不必祈求，它自然

而來，懂嗎？如果你用心修行的話，可以在地球上享受天

堂的境界，所以才有很多徒弟，跟我修行好幾年，還黏著

我不放，因為他們真的用心修行，體驗越來越好。

問：請師父解釋何謂本性？

師父：本性很不簡單解釋，但是你可以運用智識自己

想像。本性是一種智慧，就像你了解一些事，比以前知

道的更清楚，你知道一些超世界的事，也知道世界上一

些以前不知道的事，了解以前和現在都不了解的事，那

就是本性。一旦本性，也就是所謂的智慧打開，你就知

道自己是誰？為什麼來這裡？除了這個世界還有什麼世

界？還有什麼人？宇宙中還有很多東西。就像大學裡有

不同的程度，你學得越多，學問越豐富，一直到畢業為

止。抽象的東西很不簡單解釋，但師父已經盡力了！那

是一種了悟，你到更高意識層次時，了悟的程度會不一

樣，對事情的了解和感受都不一樣，心中感到十分的寧

靜安詳、法喜充滿、無憂無慮，對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

很明白，比以前更會處理事情，更會解決問題。在物質

方面已經有這麼多好處，更別提你內在的感受了！那只

有你自己才曉得，這種事不簡單解釋。就像你跟心愛的

女孩結婚一樣，那種感覺，只有你自己才曉得，沒有人

能替你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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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敬愛的師父，謝謝您精闢的開示，能否請師父

解開我心中的疑惑：為什麼當今世界上有這麼

多大師，可以給我們這麼快的學習機會，而在

過去卻是這麼困難？請師父開示。

師父：好！當然可以！因為現代的通訊比以前方便，

所以我們比較簡單找到明師，並非古時候沒有明師或明

師難求；當然有些明師比較容易求得，這要看祂和大眾

的因緣、祂自己的選擇和祂傳授的意願而定。不過任

何時代，大約都有一到五位的明師，看時代的需要而

定。只是我們現在比以前更清楚，有很多大師出現，認

識很多不同等級的大師。因為很幸運的是，這個時代有

大眾傳播媒體、電視、無線電廣播網，和各種書籍，可

以迅速地印出成千上萬的書。古時候要印一本書，得用

粗糙的斧頭，先砍下一整棵樹，再劈成細片，而且斧頭

一下子就會壞掉、變鈍不能用，所以又要花時間，用石

頭把它磨利，還有種種麻煩的事，然後還要一字一字慢

慢刻。運送一本聖經，可能要用一整個車隊，懂嗎？如

果那個時代有卡車的話，可能要用一輛大卡車。現代通

訊方便，所以我們才知道有很多大師，你們運氣好！可

以挑選自己喜歡的明師，就像逛街一樣。這樣對你們也

很好，沒有人可以騙你說：「我是最好的！」你可以比

較，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判斷：「哦！這個比較好」、或

「我比較喜歡這個」、「他長得好可怕！」、「哦！那

個好醜」。（大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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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提到可以逛街選明師，那已經跟別的師父印

過心的人，您是否還願意替他印心？

師父：只有真正相信我更有能力，能更快地帶他到更高

境界的人，我才會替他印心。如果他對以前的師父還很

有信心，放不下的話，還是繼續跟隨他的師父比較好。

你若相信你的師父是最好的，就不必換，但是如果你尚

未體驗到，我所講的光和音，心裡還有懷疑的話，就應

該試試看。

光和音是衡量真師的標準，任何人如果不能馬上給

你光和音的體驗，都不是真師，對不起！我應該說實

話。光和音是通往天堂必備的，就像潛到海裡，一定要

有整套的氧氣裝備一樣，任何東西都有不同的用途，所

以你看所有的聖人都有光圈，這就是光。你修這個法

門，也會散發出像耶穌畫像上的光芒，具有超能力的人

可以看到你的光，所以他們畫耶穌、佛陀，都有光圍繞

著祂們，如果你開天眼的話，可以看到修行高的人都有

這種光，很多人都看得到。

這裡有沒有人看得到？（有人答：有！）你看到什

麼？（我可以看到「氣」）「氣」和光不一樣，氣有很

多不同的顏色，有黑色、咖啡色、黃色或紅色，看對方

當時的情緒而定。但是當你看到一個人的靈氣很強時，

就不一樣，是嗎？

問：我不是要問問題，我以前修過一段時間的靈性

瑜伽（Raja瑜伽），我想我看的也是一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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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當時我也不很了解。

師父：你現在看不到嗎？或是偶爾才看得到？

問：看不到！我現在沒有打坐，所以看不到。

師父：哦！所以你才失去這個能力，應該再打坐，如果

你還相信那個法門，就應該繼續打坐，在某方面對你還

是有利無弊，是嗎？

問：我看到你們的傳單上有五戒，一旦印心就要持

五戒嗎？

師父：是！這是宇宙的法律。

問：我不懂不邪淫的意思？

師父：它的意思是如果妳已經有一個丈夫了，就不要再

找第二個，很簡單！（大眾笑）簡化你的生活，不要太

複雜，避免爭吵的情緒。因為有外遇，會傷害別人的感

情，即使是別人的感情，我們也不能傷害，就是這個意

思！我們儘量避免造成感情、身心上的痛苦和衝突，對

任何人都一樣，尤其是我們所愛的人。如果已經有外遇

了，就不要告訴他，告訴他只會傷害他而已；但是要默

默地、慢慢地解決這個問題。有的人認為發生任何事，

回家都應該對太太或先生坦白，這樣才是明智忠實的行

為，那是胡說！這樣不好！你已經犯錯了，為什麼還把

垃圾帶回家跟別人分享？他不知道的話，還不會那麼難

過，懂嗎？知道真相只會傷害他而已。所以我們儘量自

己解決問題，不要再犯錯就好了！還是不要告訴你的配

偶比較好，因為這樣會傷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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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發現很多明師都很有幽默感，請問幽默感跟

靈修有什麼關係？

師父：哦！我想明師們都很快樂、輕鬆自在，對任何

事都很看得開。當人們緊黏著祂們，使祂們感到太嚴肅

時，祂們能笑自己，也能笑別人，笑人生荒謬的事。修

行以後，我們覺得很輕鬆，不再這麼嚴肅，不管明天

是死、是活，都沒關係，失去一切或擁有一切，都不在

乎！開悟以後，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有足夠的智慧和

能力照顧自己，所以我們什麼都不怕，不會恐懼焦慮，

才能這麼輕鬆自在，感覺跟世界沒什麼關係，得失對我

們不再那麼重要。如果得到很多東西，也會為了利益別

人、利益我們所愛的人，而貢獻出來。

如果我們珍惜生命的話，當然很好，但並非說我們整

天都在釘床上打坐！我們也要工作，比方說我也要工作，

我畫畫、做手工賺生活費。我不收任何人的供養，我賺的

錢甚至多到可以救助別人，能幫助難民、災民和所有需要

幫忙的人。我們這麼多才多藝，為什麼不工作呢？開悟以

後我們的生活很簡單、無憂無慮，自然就很輕鬆自在，所

以才會這麼有幽默感。我猜是這個原因！你們認為我幽默

嗎？（大眾笑又鼓掌答：幽默！）既然這樣，那我一定也

是明師囉！為了你們，我也希望如是，沒人想聽一個不開

悟的人講兩小時的話，浪費你們的時間。

問：在靈性的追求當中，我們總是得到一些道理和

故事，但我想聽聽您的見解；首先，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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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陷入困境？為什麼要回家？我如何離開

家？回家為何這麼重要？師父您說要回到第五

界，卻不一定要到更高的境界，如果有比第五

界更高的境界，到那裡有什麼用？如果我不去

那裡的話，那個世界跟我有什麼關係？

師父：現在越來越幽默了！（大眾笑又鼓掌）關於「我

是誰？」請你去問禪師，紐約到處都有禪師，你可以翻

電話簿，隨便找一個來問（大眾笑），我對這個不是很

內行。第二，你為什麼在這裡？也許你喜歡待在這裡，

我們既然是上帝的孩子，有誰能強迫我們來這裡？所謂

上帝的孩子就像上帝一樣，不是嗎？在某方面，王子就

像國王一樣，多少有點像國王或未來的國王，所以他喜

歡到哪裡就到哪裡。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有自由意志，

選擇要留在天堂還是到別的地方歷練。

有可能在很久以前，你選擇到這裡學習更驚險、更

刺激的東西；有人喜歡驚心動魄的體驗，比方說王子雖

然住在皇宮，但偶爾也會到叢林裡玩，因為他喜歡在大

自然裡探險。有可能我們在天堂太無聊了，因為那裡一

切都準備齊全，而且還服務到家，所以我們想自己親身

做一點事。就像皇家的人，偶爾也想自己下廚做菜，不

要佣人在旁邊幫忙，然後弄得全身都是番茄醬，滿地

都是油污，但他還是很高興，看起來一點都不高雅，但

是他喜歡這樣子。比方說，我到哪裡都有人喜歡替我開

車，但有時候我喜歡自己開開我的小三輪車——無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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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摩托車（充電式的），一小時跑十公里。我喜歡像那

樣到處跑，因為不管我走到哪裡，都有人盯著我看，所

以有時候我喜歡到沒人認識我的地方。

除非講經，否則我很害羞，自從他們把我挖出來，

讓我出名以後，講經變成我的責任，所以我不能常常溜

走；但是我偶爾還是會偷跑兩三個月，像個嬌妻偶爾逃

開丈夫一樣，這是我自己要的。所以有可能是你自己想

來這裡玩一會兒，現在時間到了！你想回家，因為在世

界上已經學夠了，再沒什麼可學的，而且你也玩得很累

了！只想要休息，先回家休息，然後再考慮要不要出來

探險，這就是師父所能解釋的。

至於為什麼要回家？為什麼是第五界而不是第六

界？那要看你自己到第五界以後還想到哪裡，然後可以

再上去，還有很多境界，懂嗎？但是住在第五界比較舒

服、比較中道。再往上去力量太強、耗時更久，你可以

到那裡一下子，不過我們常常還是寧可在第五界休息；

就像你家很漂亮，但有的地方是廁所，你不會永遠待在

那裡。或像在山上，越高風景越漂亮，但那裡不是休息

的地方。或是在你家的發電室裡，發電機整天吵個不

停，既熱又危險，雖然它對你家很有貢獻，但是你也不

想待在那裡，了解嗎？還有很多種情況的上帝我們無法

想像，我們都認為境界越高，愛力越強，但是愛力有很

多種，有兇猛的愛力、強烈的愛力、柔和的愛力、中庸

的愛力，以我們能夠承受的程度，上帝會給我們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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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不同程度的愛力，但有時候力量太強，我們覺得好

像被撕成碎片。

問：在我們周遭生活中，我看到很多破壞環境的

事，像虐待動物……等等，我想知道師父的感受

如何？及您對那些想求精神解脫，又想對抗環境

破壞的人有什麼看法？您是否認為超越這個世

界，就足夠了？還是您認為我們也有義務減輕這

個世界的痛苦？這樣做有沒有什麼好處？

師父：有！至少我們會安心，我們覺得自己在做善事，

在盡力消除同胞的痛苦。我也做同樣的事，你所問的都

是我正在做的！以前有做，現在也做，以後還會做。我

們經常把錢送到各個團體，或是世界上不同的災區。我

本來不想誇張這些事，既然你問了，我就講出來。比方

說去年我們救助菲律賓的比納杜波火山爆發的災民；另

外還救助悠樂和中國大陸的水災……等等；現在我們正

設法解救悠樂難民，分擔聯合國的負擔，如果聯合國需

要我們幫忙的話，無論如何我們都將盡力而為。我們在

財務方面幫助他們，如果聯合國同意的話，托聯合國的

福，我們能找個地方給他們住。

我們也應該儘量淨化我們的環境，所以我們幫助痛

苦的人，並提昇世界的道德標準，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同

時並行。因為有的人不想跟師父修行，進而得到精神上

的協助；他們只要物質上的幫助，所以我們在物質上幫

助他們，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事。所以我們才需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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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不想靠供養過活；師父所有的出家人和徒弟，都

跟你們一樣必須工作。除此我們也在精神上幫助人，幫

助人們脫離痛苦的世界，我們必須做這些工作，不是整

天待在三摩地中享受快樂，我們這裡不需要那種自私的

佛。（大眾笑）

問：您剛才提到，在某個境界時，我們有力量喚

醒意識。現在，如果你感受到自己有這股力量

時，你如何決定要不要用它？如果不用的話，

你怎麼有耐心坐視周遭所發生的事？例如你看

到一件事進行得很官僚化時，你是祈求上帝幫

忙？還是插手改善問題或加速解決問題？如何

使用這種力量？用了會有什麼結果？您懂我的

意思嗎？

師父：我懂！你的意思是當我們有能力改變事情時，卻

看到周遭的事很官僚化，進行得很緩慢，你怎麼會受得

了？是嗎？那時應該祈求上帝，或施展神通點石成金？

不！我會耐心等待，因為我們必須跟這個世界同步工

作，才不會把世界攪亂。就像一個小孩還不會跑步，不

能因為你心急，希望他會跑，反而讓他跌倒。雖然我們

有能力跑，但還是耐心地陪小孩慢慢走。所以有時候我

也很懊惱、沒耐心，但還是教自己要耐心一點，因此我

才必須一個接一個地去拜託各國的總統收容難民。雖然

我們同意提供所有的財力支援，願意拿出我們所有的財

產——有數百萬、甚至數億的財產，但是還是要通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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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作業系統，情況應該怎樣，我們都接受。我不會利

用神通左右聯合國，不能這樣做，用物質的神通會引起

世界的災難，懂嗎？應該讓它順其自然。

但是可以用修行的力量和智慧，來提昇人們的意

識，並教化人類，讓他們自願合作，這是最好的方法，

不應該用神通。在生活中我不曾故意使用神通，但是我

們修行人周遭，自然會有奇蹟發生，不故意但它卻自然

發生，懂嗎？催促任何事都不好，小孩還不能跑步嘛！

是嗎？滿意我的答覆嗎？如果還不滿意的話請告訴我，

我還可以解釋清楚一點。我相信你們都很聰明，是各國

精挑細選出來的菁英分子，所以我沒有講得很詳細。順

便告訴你們，聯合國的存在對我們很有益處，可以減少

很多世界的衝突和戰爭，雖然並不能完全消除。我看聯

合國的書時，認為每個人都是聯合國的一份子，我自己

也做聯合國的工作，我很讚歎你們，尤其是在拯救人質

方面的努力和效率，即使動用整個世界的力量都救不出

來，但是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卻做到了！還有很多賑災和

解救難民的問題，我聽說你們要負擔大約一千兩百萬的

難民責任，是嗎？工作很多，另外還有戰爭……等等事

件，所以聯合國對我們的幫助很大。

問：感謝清海無上師與我們分享您的智慧！我有一

個關於世界人口增加的問題，隨之而來的還有

濫用環境和食糧需求增加的問題。對於世界人

口的增加，師父您的看法如何？這是世界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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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還是在替未來造業障？

師父：人多一點對世界也很好，有什麼不好？越擠越吵

才越好玩，不是嗎？（大眾笑）事實上不是人口過多的

問題，而是人口分佈不平均！人口都集中在世界的某些

區域，而不想移到別的地方。我們有很多寬廣蠻荒的地

方，尚未開墾使用，有很多處女島、廣闊的大高原，那

裡只有翠綠的森林，了無人煙。比方說大家都喜歡擠在

紐約，因為這裡比較好玩（大眾笑），如果政府能夠在

各地創造就業機會，人們也會到那些地方工作，因為這

裡工作機會多又安全，所以大家都聚集在這裡。如果那

些地方的安全保障、就業機會都具備了，他們也會去那

裡，人們考慮生計和安全性，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

們不必擔心人口過多，而應該替世人創造更有利的就業

機會、居住環境和安全保障，如此一來到處都一樣了，

就沒有人口過多的問題。

至於食糧的問題，你應該很清楚，在美國有很多相

關資料，裡頭講到純素食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之一。純素

食足以維護世界的資源，並養活全世界的人口。因為我

們浪費太多的蔬食、能量、電力和醫藥來養動物，這些

食糧可以直接用來養活人類。有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廉

價供應含高蛋白質的純素食品，但是這樣做對世界上其

他區域的人口並沒有幫助。如果我們的食物分配平均

的話，則推行純素食對我們自己、動物和全世界都有幫

助。在一篇雜誌的研究報告中說：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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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純素的話，世界就不會再鬧饑荒了！我們應該成立組

織，我認識一個人，他能將穀殼製成營養食品和奶品；

上一次講經我們也談過這些東西；他說用三十萬塊在錫

蘭就可養活六十萬人——一些窮人、營養不良的人、母

親……等等，這樣太好了！

問題是我們在世界各地，浪費太多自然資源，並非

食糧不足，上帝不會讓我們餓肚子！都是我們自己造成

的，我們必須好好考慮，如何重建這個社會。這需要很

多國家政府的特准，他們應該以赤誠、清廉、高尚的服

務大眾的精神，來造福人類，而不是造福自己。我們如

果能得到所有政府的恩賜，就沒有問題了！我們需要優

秀的領導人物、經濟機構、治理人才和誠實的政府，如

果這些人都修行的話，這個理想就會更快實現！因為這

樣他們會了解教理，知道戒律就知道要誠實清廉，並且

知道怎麼用他們的智慧，做事時會考慮周到，並重建我

們的生活環境。

問：就我所了解，這似乎很困難，今天很多環境問

題都和人口問題有關係，例如人口增加就需要更

多的居住空間、房屋和更適合二十世紀需要的生

活方式。在巴西叢林裡，也有環境濫用的問題，

他們破壞那裡的雨林區，在土地上施放落葉劑造

成水災，這和人口過多的問題也有關係。

師父：是！世界上所有問題都是息息相關的！唯一的解

決辦法是從根救起，而不是解決表面問題，根本在於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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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安定，懂嗎？（大眾鼓掌）所以我們所要做的是，傳播

靈性的訊息和遵守戒律，這才是人們所缺乏的！當然利用電

子儀器，也能讓你體驗一點光和音樂，讓你入定，但是如果

沒有道德規範，有時會把力量用在不好的地方，而無法控制

它，懂嗎？

所以在我們的團體裡，我們先教人持戒，戒律很重

要，我們必須知道把這個力量用在什麼地方。沒有愛

心、慈悲心和正確的道德觀，即使有力量也沒有用，只

會變成黑神通，黑神通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開悟」

很簡單，「養悟」才難！在我們的法門裡，如果持戒不

清楚、沒道德，師父會收回一部分力量，這樣你就不能

在社會上亂做壞事，我們的法門之所以不同，就在於師

父能夠控制這個力量，懂嗎？

很高興跟大家一起討論這麼有智慧的問題。人們會

亂做，都是因為他們的智慧不夠，就像你所講的濫用土

地的問題，都是缺乏智慧的關係。所以根本在於智慧與

靈性修持，「開悟」就沒問題了！

謝謝大家專心聽講，祝大家好運，萬事如意，心想

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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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心其實也不是印心……你們來這裡只是讓我幫你們自

助罷了。我不是來此收你們為徒……我來此是為了要幫助你

們成為師父。

～清海無上師～

 

大家都知道怎麼打坐，但是你們卻打錯了。有人打坐時

想著美人，有人想錢，有人想生意。每當你全神貫注，一心

一意想著某件事，那就是打坐。而我只將注意力投注於內在

的力量，投注於上帝的憐憫、愛心以及慈悲的品質上。               

                      

    ～清海無上師～

 

印心表示進入一個新層次，開始新生活。印心是指師父

接受你成為聖人團體的一份子；你不再是一個凡夫，你已經

昇級了。在古時候，他們稱此為「受洗」或是「皈依」佛。

                                                       

           

                                ～清海無上師～ 



印心──觀音法門

清海師父經由印心，把觀音法門傳給誠心渴望真理的

人。「觀音」中文的意思是靜觀聲音的振動，此法門包含觀

內在的「光」與「音」。自古以來，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及

靈修文獻中，都重複提到這種內在的體驗。

例如，基督教的聖經上說：「萬物初始於聲音，這個

聲音與上帝同在，這個聲音就是上帝。」（約翰福音第一

章‧第一節）這個聲音就是指內在的聲音；也稱作 「上帝

的語言」、「Shabd」、「道」、「音流」、「喃」、或是

「天上的音樂」。

清海師父說：「祂在萬物之內振動，並且長養整個宇

宙。這個內在的旋律可以治癒所有的創傷，滿足所有的欲

望，及平息一切世俗的渴求，祂是全能且充滿愛力。因為我

們由這個聲音創生，所以與祂溝通會帶來心靈的平靜及滿

足。聽過這個聲音之後，我們整個人會改變，我們對於生命

的想法會整個大幅度改善。」

「開悟」這個字即是指內在的光——上帝的光，祂的強

度由微光到無數個太陽那麼亮。經由內在的光和音，我們才

認識上帝。

修觀音法門、印心並不是神祕的儀式或加入新的宗教。

印心時，會指示打坐——觀光和觀音的特別注意事項。第一

次神聖的體驗將會在靜默中降臨。傳心印是此法門的精華，

清海師父不必親臨現場為你開啟此門，而如果沒有師父的恩

典，這些方法本身並不能帶來什麼利益。

在印心時，你馬上可以聽到內在的聲音並看到內在的

光，這種情況可以稱為「頓悟」或「即刻開悟」。

清海師父接受各宗派和不同背景的人來印心。你不需要

改變原有的宗教或信仰，也不會要求你加入任何組織，或要

求你參與任何不適於你目前生活方式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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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心不需要繳任何費用。

＊終生吃純素是接受印心必備的條件。

＊每天打坐修觀音法門、持五戒是印心後唯一的要求。

戒律是一種準則，它能幫助你不傷害自己，也不傷害其

他的眾生。如此修行，你可以深入且長養印心時開悟的體

驗，終而得到最高的覺悟或成佛。如果不每天修行，將會忘

記自己已經開悟，而退回到一般的意識層次。

清海師父的目標在於教我們自己成道。因此，她所教的

法門每個人都可以修，自己可以修，而不用靠任何額外的輔

助。她不找信徒、崇拜者或徒弟，不想成立會員組織按期收

費，她不接受你的金錢、膜拜或禮物，不用供養她這些。

她只接受你的誠心——在日常生活中及打坐修行上想提

昇自己成為聖人的那份誠心。

五戒

1.不殺生：包括須吃純素，禁食任何一種肉類、乳製品、魚、

禽類、蛋類(受精或未受精)及不食用任何含蛋、奶和動物成

分的產品。

2.不妄語

3.不偷盜

4.不邪淫

5.不使用及接觸任何毒害身心的物質：包括不喝酒、不用毒

品、不抽菸、不賭博，及不接觸任何色情、暴力或使心智

激動的書報影片和電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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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聖人才是完整的人，一個完全的人絕對

是神聖的；現在我們只不過是半個人而已。我們做

事不果斷，用我執做事，我們不相信是上帝為了娛

樂我們，為了使我們有各種體驗而造化萬物。我們

分別善與惡；我們事事計較，並據以評判自己和別

人。我們限制上帝的行動使自己因此受苦，懂嗎？

事實上，上帝就在我們裡面，我們卻限制祂。我們

喜歡享受玩樂，但是我們卻不知道怎麼做。我們只

會跟別人說：「啊！你不應該那樣」，對自己說：

「我不應該那樣，我不可以這樣，那我為什麼應該

吃純素？」我知道自己為什麼吃純素，我吃純素是

因為我內邊的上帝要我這麼做。

～清海無上師～

 

只要我們身、口、意乾淨，就算只有一秒鐘，

所有的天人、神明、守護天使也都會來擁護我們；

那時整個宇宙都屬於我們，都支持我們，寶座也等

著我們。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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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素食的利益

資料由同修彙整

終生吃純素是印心修觀音法門的先決條件。植物可

以吃，但是所有取自動物性的食物則不可吃（包括蛋在

內）。這有許多原因，最主要是在第一戒：「不可殺

生」中，就禁止奪取眾生的生命。

不殺生或不傷害其他生物，對動物顯然有利，而另

一個較不明顯的事實是：不傷害其他眾生，同樣也利益

我們自己。怎麼說呢？這是基於因果的法則——「種什

麼因，得什麼果。」當你為了滿足口腹之欲而殺生，或

是讓他人為你而殺生，就會造下殺業，而這個業障終究

是要清付的。

實際上，吃純素可說是我們送給自己的禮物。因為

吃純素使我們所積欠的沈重業障減輕，我們的生活品質

得以改善，感覺越來越輕鬆自在，而且我們能進入內

邊，體驗微妙、新穎的天堂境界；而這一切確實值得你

付出吃純素這個小小的代價。

以靈性觀點反對吃肉的論證可令某些人信服，不過

還有其他支持吃純素的有力理由。每個理由都衍生自基

本常識，如個人健康與營養、生態環境、倫理道德、動

物受迫害及世界饑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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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營養

在人類演化的研究中顯示，我們的祖先都是天生的

素食者。人類的身體結構並不適於肉食。哥倫比亞大學

韓汀博士（Dr.G.S.Huntington)在一篇比較解剖學的論

文中就證明了此論點。他指出肉食動物的小腸和大腸都

短，而且大腸特別地直而平滑。相反地，素食動物的小

腸長，大腸也長，這是因為肉的纖維含量少，蛋白質含

量高，腸子不必慢慢地吸收養分；因此肉食動物的腸子

較素食動物的腸子來得短。

人類和其他天生素食的動物一樣，大腸和小腸都是長

的。我們的腸子約有二十八英呎（八點五公尺）長。小腸

來回重疊，腸壁有皺褶又不平滑。由於它較肉食動物的小

腸更長，所以我們吃下的肉會在腸中久留、腐敗並產生毒

素。這些毒素與結腸癌的發生有關，另外還會給具有解毒

功能的肝臟增加負荷，導致肝硬化，甚至肝癌。

肉類含有許多尿激脢和尿素，會增加腎臟的負擔，

破壞腎功能。每磅牛排中就含有十四公克的尿激脢，若

將活細胞浸泡於尿激脢蛋白中，它的新陳代謝功能就會

退化。此外，肉類缺乏纖維素及纖維質，而缺乏纖維質

容易造成便祕；眾人皆知便祕會導致大腸癌或痔瘡。

肉類中的膽固醇及飽和脂肪還會造成心臟血管性

疾病。心臟血管性疾病是美國第一大死亡原因，福

爾摩沙今日第一大死因也是它。癌症則是第二大死

因。實驗報告指出，燒烤肉類會產生一種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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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cholanthrene)，是嚴重的致癌物。

大部分的人以為肉類的衛生沒有問題，每個屠宰場

都會檢驗。但是每天有那麼多的牛、豬、雞、鴨……等

等被殺出售，根本沒辦法一一確實檢查。要檢查出一塊

肉是否帶有癌細胞，就已經極為困難了，更何況是逐一

檢查每隻動物。目前，肉品工廠都是採取頭有問題就砍

頭，腳有病就剁腳的方式；只把有病的部分去掉，剩下

的照常出售。

著名的素食醫生克羅博士（Dr. J.H. Kellogg）

說：「我們吃素時不需擔心食物是因什麼病而死，這讓

人吃起來多愉快啊！」

另外還有一項顧慮：在動物的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以

及其他膽固醇、生長荷爾蒙……等等。動物也被直接注

射這些藥物。已有報告指出人們吃下這些動物後，也會

攝入這些抗生素，而使人類醫療用的抗生素漸漸失效。

有些人認為素食不夠營養，然而一位美國外科專

家——米勒博士（Dr.Miller），他在福爾摩沙行醫四

十餘年，創辦了醫院，院內所有員工和病人均實行素

食。他說：「受近代科學之賜，醫藥已經大有進步，但

是藥物只能治病，食物才能維持健康。」他指出：「植

物的營養比動物更為直接。人們吃動物，但是動物的營

養卻得自植物。大部分動物壽命都不長，人類有的疾

病，動物也幾乎都有，所以人的病可能都是吃了患病動

物的肉而傳入人體，那麼人類為什麼不直接從植物獲取

營養呢？」米勒博士建議，我們只需吃五穀、豆類和蔬

菜，就可獲得足夠的營養維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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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一種觀念，認為「動物性蛋白優於植物性

蛋白」；因為前者是完全蛋白，後者是不完全蛋白。其

實有些植物也是完全蛋白，而且將幾種不完全蛋白的食

物調配得當，也可以產生完全蛋白。

一九八八年三月，美國飲食學會（ADA）公布：「就

ADA的觀點來看，若能適當調配，素食既有益健康而又

營養均衡。」

常有人誤以為肉食者會比素食者更強壯，但在耶魯

大學費希爾教授（Professor Irving Fisher）的一項

實驗中顯示：三十二名素食者及十五名肉食者中，吃素

的人比吃肉的人更有耐力。他要參加試驗的人儘可能將

手臂平舉，實驗結果十分明顯；十五位肉食者中，只有

兩位可以舉臂十五至三十分鐘；不過在三十二位素食者

中，卻有二十二位可舉臂十五至三十分鐘，十五位超過

了半小時，九位超過一小時，四位超過兩小時，有一位

還超過了三小時。

很多長跑選手在比賽前都要吃純素或素食一段

時間。有一位素食療法的專家，巴巴拉摩爾醫生（

Dr.Barbara Moore），以二十七小時三十分鐘走完了一

百一十英哩，她是一個五十六歲的婦人，打破了所有年

輕人的記錄。她說：「我想以身作則，證明每餐素食的

人，會有強健、清醒和潔淨的生活。」

   純素食者能從飲食中獲得足夠的蛋白質嗎？世界健康

組織建議，我們每天所需熱量的百分之四點五取自蛋白

質；小麥有百分之十七的熱量源於蛋白質、綠花椰菜為

百分之四十五、米飯則為百分之八*。所以吃純素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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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是可以很容易從飲食中得到豐富的蛋白質，而且額外

的好處是可避免因高脂肪引起的許多疾病，如心臟病及

種種的癌症，因此純素食明顯是最佳的選擇。

      吃太多肉和其他含有高度飽和脂肪的動物性食物，

已被證實與心臟病、乳癌、結腸癌以及腦中風息息相

關。而其他可藉由低脂純素食抑制、甚至治癒的疾病，

包括有：腎結石、攝護腺癌、糖尿病、消化性潰瘍、膽

結石、腸燥症、關節炎、牙齦疾病、痤瘡、胰臟癌、

胃癌、低血糖症、便祕、大腸憩室、高血壓、骨質疏鬆

症、卵巢癌、痔瘡、肥胖、以及氣喘……等等。因此，

除了抽菸以外，大概再沒有比吃肉更有害人體健康的了。

 

生態與環境

為了吃肉而飼養動物會帶來一些後果：雨林的破

壞、全球溫度上升、水質污染、水源枯竭、土地沙漠

化、能源濫用，以及世界性的饑荒。將土地、水、能源

和人力用來生產肉類，絕對不是有效使用地球資源的方

式。

自一九六○年開始，為了替牛隻開闢牧場，中美洲

就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雨林被燒光。據估計，用這種雨林

產的牛肉來製作漢堡，每四盎司漢堡，需要破壞五十五

平方英呎的熱帶雨林。此外，養牛還會產生三種大量

* 一百克食品乾重之中，蛋白質佔總熱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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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使地球溫度昇高，同時也是導致水質污染的主因。

而每生產一磅牛肉就需要兩千六百四十六加侖的驚人水

量，生產一磅番茄卻只需二十九加侖的水，生產一磅的

全麥土司也只要一百三十九加侖的水。美國幾近一半的

水量都耗費在種植飼料餵養牛隻和其他的家畜。

如果把養牛的資源用來生產穀物，供應世人，就有

更多的人有飯吃。如果燕麥是供人食用，而不是用來餵

養動物，則一英畝土地種植燕麥可以產生八倍於生產肉

類所得的蛋白質和二十五倍的熱量。若將一英畝土地用

來種植綠花椰菜，則可產出十倍於生產牛肉所能得到的

蛋白質、熱量和菸鹼酸，諸如此類的統計不計其數。若

能把飼養動物的土地轉而種植為人食用的農作物，則將

可更有效地利用世界的資源。

吃純素可以讓你在這星球上「無債一身輕」。因為你

只取用需要的部分，減少過度殺生，而且當你想到不會有

動物因為你要吃飯而死，這也會讓你覺得心安多了。

世界饑荒

地球上有將近十億人遭受饑餓和營養不良之苦，每

年有四千萬人死於饑荒，其中大部分是小孩。儘管如

此，世界上卻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穀物不拿來供應給人

吃，而是用來餵牲畜。在美國，牲畜就吃掉了所有生產

穀物的百分之七十。如果我們把穀物給人吃而不是餵牲

畜，就不再有人挨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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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苦難

你可曾注意到一件事？每天美國有超過十萬隻的牛

遭到屠宰！

在西方國家，大部分的動物被飼養在「工廠式牧

場」裡，其設計是以最少的費用生產最多量的動物來屠

宰。在那裡，動物擠在一起，情況十分狼狽，牠們被當

做一部部填入飼料就能產生肉的機器。我們大部分人永

遠不會親身目睹這種事實真相。有人說：「走一趟屠宰

場就能使你終生吃純素。」

托爾斯泰曾說：「只要有屠宰場就會有戰場。素食是

對人道主義者的嚴峻考驗。」儘管我們大部分的人不會主

動殺生，但是卻經由社會的認同而養成了經常吃肉的習

慣，而不真正了解我們對吃下肚的動物做了些什麼？

 

聖人與志同道合者

很多道家的門徒也都是素食者，早期的基督教與猶

太教徒，也都是素食者。關於這一點，聖經上記載得很

清楚，主說：「看啊！我給了你們每一種草本的種子，

散布在大地的表面，所有樹木上面的果實，即是你們的

食物！」（舊約創世紀一：廿九）還有，聖經上也禁止

肉食：「但是，生物的肉與血，你們不得吃！」（舊約

創世紀九：四）

聖經上還有一段講到：「你們不要求我，不要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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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因為你們的手沾滿無辜的血腥，你們殺牛殺羊來

供養我，我並沒有叫你們殺牛宰羊來供養我，你們應該

懺悔，不然我不會聽你們的祈求，也不會原諒你們的業

障。」耶穌基督的偉大門徒之一聖保羅，在給羅馬人的

一封信中說道：「最好不要吃肉，也不要喝酒。」

最近歷史學家發現了許多古本，例如新約聖經，描

述耶穌基督的生活與祂的演講。在某章經文中，耶穌

說：「人吃野獸肉，將會變成他自己的墳墓。我告訴你

們實話，那殺人者，將殺了自己，那殺生吃肉者，就是

吃死人的肉。」印度教也禁止肉食：「人無法不傷害生

物而得到肉食的，一個傷害有知覺生物的人，將永遠得

不到天佑。所以避開肉食吧！」（印度教規）

伊斯蘭教（回教）的聖經——可蘭經，也「禁吃死

的動物、血及肉……等等。」

從最早有記載的歷史中，我們可看出素食被視為人

類的天然飲食，早期的希臘、埃及、希伯來神話中都描

述人類原本是食果類的，古埃及有智慧的僧侶從不吃

肉。許多偉大的希臘智者——柏拉圖、戴奧堅尼、蘇格

拉底都堅決提倡素食。在印度佛陀強調Ahimsa（不殺

生）的重要性，切勿傷害生物，並且一再告誡祂的弟子

們不要吃肉，為了怕造成生物的恐懼。

佛陀作了以下的評論：「吃肉只是一種後天的習

慣，我們不是一出生就想吃肉的。」「夫食肉者，斷大

慈悲種」「吃肉的人彼此互相殘殺吞食，這一世我吃

你，下一世你吃我……永遠無法了斷，這樣的人如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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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三界呢？」（原文：楞嚴經內業果相續一段經文，

佛說：「是等則從殺貪為本，從人食羊，羊死為人，如

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啖，惡業俱生，窮

未來際。」又云：「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

摩地，皆大羅剎，報終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

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

一位中國偉大的禪師——寒山子，作了一首強烈反

對肉食的詩：「嗊嗊買魚肉，擔歸餒妻子，何需殺他

命，將來活汝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

許多聞名的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哲學家和名人

都是純素和素食者，力薦素食的重要性。玆列舉如下：

如釋迦牟尼佛、耶穌基督、穆罕默德、宗客巴、亞里斯

多德、維吉爾、霍里斯、柏拉圖、歐維德、佩脫拉克、

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莎士比亞、伏爾泰、泰戈爾、

托爾斯泰、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史懷哲、尼古

拉‧特斯拉、達文西、富蘭克林、甘地，以及近代的卡

拉姆、德爾諾夫舍克、瑪蒂娜（網球運動員）、卡爾（

田徑運動員）、帕沃‧魯米（長跑運動員）、艾得恩（田

徑賽運動員）、喬琪亞、托比‧馬圭爾、娜塔莉波曼、里

歐娜和麥可傑克森、布赖恩‧格林、約翰羅賓斯(作家及行

動家)等人。

愛因斯坦說：「我認為素食者所產生性情上的改變

和淨化，對人類都有相當好的利益，所以素食對人類很

吉祥。」可見素食是許多古今聖賢名人共同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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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與問 

問：吃動物固然是殺生，吃植物難道不是殺生嗎？

答：吃植物當然也是殺生，也會有業障，但是業障比

較小。如果能每天修行觀音法門兩個半小時，就可以清

除這個業障。因為我們不得不吃，所以只好選擇意識最

低，痛苦最小的生物來吃。植物身上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水，意識的成分很少，少到幾乎不能感覺痛苦。何

況，我們吃植物的時候，並沒有斷它的命根，反而因為

剪下它們的枝葉，促進了它們的無性生殖，事實上對植

物更好。所以在園藝學上，都教我們要修剪花木，它們

才會長得更大更漂亮。

至於水果，當它成熟時，果就會發出香味，並以鮮

豔的顏色，甜美的味道吸引我們去吃它；果樹就是以這

種方式達到四處傳播種子的目的。如果我們不摘來吃，

就會過熟而掉落地上腐爛，種子也會因上面的大樹遮住

陽光，導致死亡的命運，所以吃植物、蔬菜是一種自然

天成的趨勢，對它們來說並沒有任何痛苦。

問：一般人有一種觀念，認為吃素的人長得比較瘦小，

吃肉的人長得比較高大，是不是如此？

答：吃素的人不一定會瘦小，只要營養調配均勻，一

樣可以長得很高壯。你看所有大型的動物，例如大象、

牛、長頸鹿、河馬、馬……等等，只吃蔬菜、水果。牠

們比肉食動物來得強壯、善良，又利益人類。但是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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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物又兇惡、又沒有用。如果人吃多了動物，也會被

動物的獸性品質影響。吃肉的人不一定長得高大，但是

平均壽命很短。愛斯基摩人是專門以肉食為主，他們是

否高大、長壽？這一點你們應該很明白。

問：吃素的人可以吃蛋嗎？

答：不可以！我們若吃蛋，也是殺生。有人說現在世面上賣的

蛋，都是沒有受精的蛋，吃了不算殺生，這是似是而非的理論。

未受精的蛋，是因緣不具足，所以才不能發育為一隻雞，但是它

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如果不是的話，為何除了卵細胞以外，其他

的細胞都無法受精？若說蛋有蛋白質、磷質，為人體營養所不可

少，那我們吃豆腐，就有蛋白質，有些蔬菜亦含有磷質（馬鈴薯

即含有磷質）。

試看古今高僧不吃肉、不吃蛋，享高壽的很多，如

印光大師，每餐只用一碗蔬菜佐飯，亦享八十高年。何

況蛋黃含有非常高量的膽固醇，容易造成心臟血管性疾

病，這個疾病已經成為福爾摩沙和美國的第一號殺手，

所以醫院裡面的病患大都是吃蛋的人。

問：豬、牛、雞、鴨……等等生物，都是我們飼養長

大的，為何不能吃？

答：那麼人也是父母養大的，請問父母有吃小孩的權利

嗎？生物都有生存的權利，任何人都不能剝奪他們生存的

權利。香港的法律規定，自殺也是犯罪，更別提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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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動物本來就是生給人類吃的，不吃的話，畜牲不是

遍布全世界了嗎？

答：這是一個很荒謬的理論。我們殺豬殺牛的時候，有

沒有問牠願不願意給我們吃？凡是生物都有貪生怕死的

心，我們不願意被老虎吃，為什麼動物應該被我們吃？

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不過是數萬年的事，在人類尚未出

現以前，很多動物就已經出現了，請問牠們有沒有把地

球擠得滿滿的？生物都有牠們自然的生態平衡，當牠們

數量太多時，受到食物和空間的限制，數量就會大量減

少，而維持在一定的數量。

問：為什麼我應該吃純素？

答：我吃純素是因為在我內邊的上帝要我這麼做。懂

嗎？吃肉違反宇宙好生的法則。我們自己不想被殺，也

不願被偷，如果我們這樣對待別人，我們就是在做違背

自己本意的事，而必將使自己痛苦，你所做的每一件傷

害他人的事都會使你受苦。你不會咬你自己，也不會刺

傷自己吧！同樣，你不應該殺生，因為那違反了生命的

法則，了解嗎？那麼做會使我們痛苦，所以我們不做。

這並不表示我們設法限制自己，而是表示我們將自己的

生命擴展到其他眾生。我們的生命將不再局限在這個身

體裡，而延伸至動物和所有眾生的生命之中。這會令我

們更高貴、更偉大、更快樂、更無限。是不是呢？

問：您可以談談純素食嗎？純素食如何為世界帶來和平？



純素食的利益‧�1                     

答：好的。你看，世界上大部分戰爭的起因是由於經濟

的因素。我們應該坦白面對這個事實，當某個國家發生

饑荒、缺乏糧食，或是國與國間糧食分配不均，該國的

經濟困境就會變得更為緊張。如果你花些時間看雜誌，

研讀關於純素食的一些實證，你就會很明白。為了肉食

而飼養動物已經使得我們的經濟各部門瀕臨破產，使世

界各地造成了更多的饑荒，至少在第三世界是這樣。

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有位美國人作了這樣的研

究，並寫了一本書。你可以到任何一家書店閱讀有關純

素食研究及食物加工的書。你可以看看約翰羅賓斯所寫

的「新世紀飲食」。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冰淇淋鉅子，

但是他卻為了純素食而全部放棄，而且還寫了一本相反

於家族傳統及事業的純素食書籍。他損失了大筆金錢、

聲望和事業，一切都是為了真理，那本書很棒。還有其

他許多的書籍和雜誌可以給你不少純素食的資訊和實

證，以及純素食如何為世界帶來和平。

你們看，我們為了餵養牛隻，耗盡了我們的食物。

你知道一頭牛在成為盤中肉以前，必須浪費多少蛋白

質、藥物、水、人力、小車、大車、道路建造，以及千

千萬萬不知多少英畝的土地。知道嗎？這一切物資若是

可以平均分配到未開發的國家，饑荒問題便能獲得解

決。如果有一個國家缺乏食物，為了自己的人民，它有

可能入侵其他的國家；長期下來，便形成惡劣的因果，

懂嗎？「種什麼因，得什麼果。」如果我們現在為了食

物而殺生，在下一次、下一世，我們也會以其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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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被殺來當做食物；真是可悲啊！我們這麼聰明、這

麼文明，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卻不明白我們的鄰國為什

麼受苦——都是為了我們的口腹之欲。我們殺了這麼多

的生命，為了要餵養一個身體，並使這麼多的人類同胞

挨餓。我們甚至還沒談到動物的生命，懂嗎？

而這個罪惡感便會在有意或無意中降低我們的意

識，它會使我們罹患癌症、肺結核和其他愛滋病之類的

不治之症。問問你們自己，為什麼你們的國家——美

國，是全世界罹患癌症比率最高的國家？因為美國人吃

了很多牛肉，他們吃得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再問問自

己，為什麼中國或共產國家得癌症比率就沒有這麼高？

因為他們沒有這麼多肉可以吃，了解嗎？研究報告如此

顯示，不是我說的，好嗎？不要怪我。

問：我們可以由純素食得到哪些靈性上的利益呢？

答：我很高興你問這個問題，因為表示你關心注意的是

靈性上的利益。大部分的人問有關純素食的問題時，只

關心健康、飲食和身材方面。純素食對靈性方面的利益

在於它十分純淨又不帶暴力。「你們不可殺生」，當上

帝如此告誡我們的時候，祂並不只是說不要殺人，祂是

說不要殺害任何的眾生。祂難道不是說祂造了所有的動

物與我們為友、來幫助我們嗎？祂不是要我們照顧動物

嗎？祂說：「照顧牠們、管理牠們。」你在治理你的百

姓時，你會把他們殺來吃嗎？如果那麼做，那你會成為

一個沒有百姓的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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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該明白為什麼上帝這麼說了！我們必須這麼

做，不用懷疑。祂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不過除了上帝以

外，又有誰懂得上帝呢？所以為了要了解上帝，你自己

必須成為上帝。    

我請各位再回歸上帝，做你自己本人，獨一無二的

人。「默念上帝」不是要你崇拜上帝，而是要你自己成為

上帝，了解你和上帝同一體。「我和我的父親同一體」，

耶穌不是這麼說的嗎？若祂說祂和祂的父親同一體，那麼

我們和祂的父親也可以同一體；因為我們也是上帝的孩

子。何況耶穌還說我們甚至能做得比祂更好。所以甚至我

們可以比上帝更好，並非不可能。如果我們對上帝一無所

知，又為什麼要崇拜上帝呢？為什麼要盲目相信？我們必

須先知道我們在崇拜什麼；就好像要結婚以前，我們必須

先知道要娶的女孩是誰。這個時代，我們通常不會沒有約

會過就結婚的。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盲目崇拜上帝呢？我

們有權要求上帝為我們顯現，讓我們認識祂。我們有權選

擇我們想要跟隨的上帝。聖經中清楚的告訴我們，我們應

該吃純素。為了一切健康的理由，我們應該要持純素食；

因為科學上的諸般實證，我們應該要持純素食；為了經濟

上所有考量的因素，我們應該要持純素食；基於種種慈悲

的動機，我們應該要持純素食；同時也為了拯救全世界，

我們應該要持純素食。

有個研究報告提到，如果在西方，在美國的人們每

週只吃一次純素食，每年就可以拯救一千六百萬挨餓的

人。因此，要當英雄就要吃純素！為了上述所有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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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就算你不跟我學，不修同樣的法門，但是為了你

自己、為了世界，請你吃純素吧！

問：如果大家都吃植物，是否會造成糧食不足？

答：不會。用來生產人類糧食的土地所能供養的人數，

和同一塊土地用來生產動物飼料，再讓人吃這些動物所

能供養的人數，前者約為後者的十四倍。每一畝地的植

物所能產生的能量是八十萬卡，但若把這些植物性食物

先餵動物，則只能產生二十萬卡，中間損失了六十萬卡

能量，所以純素食比肉食更合乎經濟效益。

問：吃素可以吃魚嗎？

答：你想吃就吃吧！不過如果你想吃素，魚可不是素

菜。

問：常有人說，做人只要心好，不必吃純素，這話有道

理嗎？

答：如果心好何必吃眾生肉？看眾生痛苦應該不忍心

吃才對，吃肉是違背慈悲的事，如何還可叫做好心？蓮

池大師說：「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兇心慘心毒心

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孟子也說：「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

也。」（孟子梁惠王篇）人類的智慧比動物高，會利用

種種工具，使動物無法抵抗，含恨而死，這種欺侮弱小

的人，沒有資格稱為君子。動物在被殺的時候，由於極

度的恐懼、憤怒、憎恨，會促使牠們的身體產生大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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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物質留在肉內，人吃了以後就會受到毒害，同時因

為動物的振動頻率較低，所以會影響我們的振動力，對

心智的發展產生不良的影響。

問：吃肉邊菜（方便菜）可以嗎？

答：不可以。如果把食物放在毒藥裡浸一下，再拿起來

吃，有沒有毒？涅槃經內摩訶迦葉問佛：「若乞食時，得

雜食肉，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當以水洗，令

與肉別，然後乃食。」由此可見與肉和在一起的蔬菜，若

不用水洗淨，也不可以吃，更何況吃肉？同時從這一段對

話的內容，我們不難看出，釋迦牟尼佛和祂的徒弟都是吃

素的。有些人竟然毀謗釋迦牟尼佛，說佛吃方便素，施主

如果布施肉祂就吃肉，這簡直是無稽之談，也是看經不夠

或是不懂經義的關係。在印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吃

素的。他們看到穿黃衣服的人來乞食，都知道應該布施素

食，何況他們家裡也沒有肉可以布施。

問：我以前聽其他法師說，釋迦牟尼佛也吃豬腳，後來

示現拉肚子，這是真的嗎？

答：絕對沒有。釋迦牟尼佛是因為吃了一種香菇才死

的，那一種香菇的梵文，如果直接翻譯過來就變成豬

腳，那個豬腳不是真正的豬腳，這跟我們這邊稱一種水

果叫龍眼一樣。有很多東西的名字雖然是葷的，但是實

際上它是純素食，例如龍眼。

那一種香菇的梵文字義是豬腳或是豬喜悅，都跟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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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係，因為那一種香菇在印度古代很不容易找到，而

且非常珍貴，是屬於山珍海味的食品，所以誠心的人拿它來

供養釋迦牟尼佛。這種香菇不是在地上可以看得到，它生長在

地底下，如果要找的話，必須跟著老豬一起找，因為豬很喜歡

吃那一種香菇，所以才叫豬喜悅，豬用鼻子可以聞出它的位

置，一聞到，馬上用牠的腳扒開泥土找來吃，因為豬很喜歡，

所以在印度就稱香菇是豬腳或是豬喜悅。

其實都一樣，可是我們翻譯不謹慎，又沒有深入去了解

其中的典故，所以才造成後人很多的誤解，把釋迦牟尼佛變成

一個吃肉的野佛，這是很令人難過的事。

問：有些貪口腹的人說，買屠戶殺好的動物來吃，不犯殺

戒，這話對嗎？

答：大錯特錯。須知因為有吃肉的人，所以屠戶才殺生，楞伽

經內，佛說：「大慧，凡是殺生的人，大多是因為人要吃，人如

果不吃，就沒有殺生的事，所以吃肉和殺生是犯同樣的罪。」為

了殺生太多，所以有很多天災、人禍，戰爭也是因為殺業太重所

引起的。（原文：楞伽經內，佛言：「大慧，凡殺生者，多為人

食，人若不食，亦無殺事，是故食肉與殺同罪云云。」）

問：有人說植物雖然不會產生尿酸、尿素等有毒物質毒害人

體，但是卻有很多農藥，吃了也會對人體不利。對嗎？

答：如果在農田噴灑化學殺蟲劑或ＤＤＴ等農藥，這是一種

非常劇烈的毒藥，會引發癌症、不孕症及嚴重的肝病，由於

ＤＤＴ等溶於脂肪，因此通常儲於動物體內的脂肪層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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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肉時，就把所有這些高度濃縮的農藥和其他積存在動物

脂肪內，隨著動物長大成可食用的肉，約十五個月之久的化

學物吃進體內。動物體內的ＤＤＴ的含量為蔬菜、水果、青

草的十三倍。噴灑在植物外表的農藥可以洗得掉，但是積存

在動物脂肪層內的農藥，卻是怎麼洗也洗不掉，這種積存的

過程是因為這些農藥具有累積性的緣故，因此，在整個食物

鏈中，最高級的消費者，就是最大的受害者。在愛阿華州立

大學所作的實驗中顯示：人體內的農藥大多從肉食中得來，

他們發現素食者體內的含量不及肉食者的一半，其實肉類的

毒素不只這些而已，在飼養的過程中，動物常被餵以很多的

化學飼料，促使牠們生長加快，或改變肉的顏色、味道和纖

維，使其不易腐壞……等等，例如用硝酸鹽做成的防腐劑毒

性很大。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的紐約時報曾報導——「對

食用者健康最大的潛在危險，是那些看不見的污染物，鮭魚

中的細菌，和施用殺蟲劑、防腐劑、荷爾蒙、抗生素和其他

化學藥品等的殘留物。」

此外，肉類中也含有動物為預防疾病而注射的疫苗。

反之，由堅果類、豆類、榖類中所得蛋白質，比起內含百

分之五十六不淨水溶物的肉類食品純淨得多。研究報告中

指出，這些人為的添加物，能引起癌症或其他疾病，甚至

造成畸形胎兒，所以，懷孕的婦女更應該只吃純淨的純素

食物，以確保新生兒的身心健康，吃豆類以得到蛋白質，

尤其是吃大量的青菜及水果，以取得維他命及礦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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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素食 
是解決全球水源危機的最佳方案

水是地球上所有生物賴以維生最關鍵的天然資源。然

而，正如「斯德歌爾摩國際水資源協會」（SIWI）所揭

示，人類對水資源的過度使用，已使未來的世代面臨此

珍貴資源枯竭的危機。

以下是2004年8月16-20日，SIWI主辦的「年度世界水資

源週會議」中所報導的一些令人震驚的事實：

＊「近數十年來，食物的增產數值比人口增長的速度還  

  快。如今，世界上很多人為了生產更多食物，恣意地     

   耗費水源，使之趨於枯竭。」 

＊「以穀物餵養的食用肉，每生產1公斤就得耗掉1萬至   

  1.5萬公斤的水。（其有效使用率低於0.01%；任何日

  常工業用水的有效使用率，如果低過此一比例，人們

   早已儘速尋求替代方案！）」

＊「每生產一公斤穀類，只需消耗400至3000公斤的

   水。（為生產肉類所需用水量的5%」

＊「將近90%的管理用水都被用來生產食物。」「諸如  

  澳洲這類水資源已相當匱乏的國家，實際上是因為他 

   們外銷肉類，所以耗費大量的水。」

＊「在開發中國家，相較於素食者每天只使用1千至2千公   

  升的水，肉食者每天則要用掉相當於5千公升（1千1百加  

  侖）的水。」（引述自《衛報》，2004年 8月23日）

 除了「斯德哥爾摩國際水資源協會」的報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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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報導進一步指出，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亞馬遜雨

林地區，被開闢用來種植大豆。但是這些大豆卻用於飼

養肉牛。如果將這些大豆直接用於養活人類，其效率將

會大大提高！

　　多數同修應該都記得，師父於多年前曾談到生產肉

食品對環境的影響：「為了吃肉而飼養動物會帶來一些

後果：雨林的破壞、全球溫度上升、水質污染、水源枯

竭、土地沙漠化、能源濫用，以及世界性的饑荒。將土

地、水、能源和人力用來生產肉類，絕對不是有效使用

地球資源的方式。」（摘錄自《即刻開悟之鑰》樣書「

純素食的利益」一文）

 為了有效降低全球水資源的耗費程度，人類需要以

一種新的方式來餵養這個世界，而純素食正好符合此項

需求！

詳細資料，請參訪以下網站：

http://www.worldwatercouncil.org/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3559542.stm

http://news.bbc.co.uk/1/hi/sci/tech/2943946.stm

資料參訪 http://www.suprememastertelevision.com/bbs/tb.php/featured_tw/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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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素食者福音──

不可或缺的植物性蛋白
  

吃純素對我們的靈修及健康都有莫大幫助，但是吃純素

也要注意均衡的營養，尤其不可缺少植物蛋白。

蛋白有兩種，一為肉類蛋白，一為植物蛋白。植物蛋白

來源有大豆、青豆、豌豆……等等，吃純素不是只有炒青菜

而已，還要加上這些蛋白才夠營養。米勒博士（註）認為，

只要吃足夠的五穀、豆類、蔬菜與水果，即可獲得足夠的營

養維持健康。他說：「豆腐是沒有骨頭的肉。因為黃豆的營

養很豐富，如果人類僅僅吃一種食物，則吃黃豆要比吃其他

食物更能活得久一點。」煮素的方式和煮肉一樣，只要把肉

換成素肉塊、素肉絲、素哈姆、素肉片、麵筋、豆腐……等

等蛋白素料就可以，比如你以前煮芹菜炒肉絲、紫菜蛋花

湯，現在就可以變成芹菜炒素肉絲、紫菜豆皮湯。如果有一

些國家找不到這一些蛋白素料，可以聯絡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當地的小中心，我們可以提供一些素料廠商的資訊。

至於純素食的煮法可參考清海無上師世界會出版的《無

上家廚》食譜，或其他的純素食譜也可以。世界各地素食餐

廳網上資料：

    http://www.godsdirectcontact.org.tw/eng1/index.htm
   http://www.lovinghut.com/index.php

註：米勒博士為一終生素食者，曾在福爾摩沙（見P51)為貧

民行醫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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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師父的愛心照到我的靈魂時

我馬上再生一次

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但是原因，不是我們聖愛的邏輯       ☆☆☆

 

我是宇宙的一張嘴

公開出聲

替萬物講他們的悲傷痛苦

直到師父您來停這個生死輪圈        ☆☆☆

您的加持力倒注

不論好壞的人

不分別醜美

不分別誠心和不值得的人

噢師父！我永遠找不到話稱讚您

我抱您的聖愛，在我的心上

每一晚和祂睡覺。               ☆☆☆

 

 ～取自清海無上師「沈默的眼淚」詩集



福爾摩沙 
◆台北 懷寧店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４４號
02-2311-9399 /fax:02-2311-
3999 
http://www.lovinghut.com/tw/

◆台北 圓滿店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3-1號 
02-23913553   02-23913913   

◆台北 光復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80巷
30號  02-27772711   02-
27772737   

◆台北 台大店
台北市辛亥路二段169號 
02-27369579   02-27369630   

◆台北 忠孝
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17巷1弄6號 
(02) 2771-1365；2771-1352 

◆松德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247號 
(02) 2346-0036 

◆內湖
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1巷15號 
(02) 2627-0706 

◆ 台北 仁愛店 (複合式健康餐飲)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0巷
19弄2號
(02)2702-9089
傳真：(02)2702-9007

◆ 台北 米開店(異國風味)
中山區遼寧街199巷33號 (方便
開車者), 

世界各地純素食餐廳 (同修經營)

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23巷18號(方
便搭乘捷運者)
(02)2545-6100

◆ 台北 大安殿 (精緻套餐)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42巷2-2號
(02)2325-2331

◆松風吟
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二段26號 
(02)2641-5059 

 ◆台北 泰山店
台北縣泰山鄉明志路二段198號  
02-85315689   02-85313230   

◆宜蘭 新月店
宜蘭市民權路2段38巷6號  03-
9332992   03-9356545   

◆ 朝陽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115號 
(03) 932-6724 

◆ 羅東 喜悅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56-1號 

(03) 957-3533 

◆ 竹北台元店(複合式健康餐飲)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34號 (竹北台
元科技園區二期,Mini Mart內)
(03)5600-286 傳真：(03)5600-612

◆桃園 中原大學正門口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172號 
03-4560686/4560695/4369004   

◆桃園 環中店 
桃園縣中壢市環中東路325號 
 03-46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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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聯合店(快簡餐)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051號
(037)366-863

◆ 頭份 尚順店 (試賣中,小吃)
苗栗縣頭份鎮尚順路85-5號 (頭份
市區大潤發旁，尚順觀光夜市內)
(037)696-473

◆台中 漢口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266號  
04-22358629   04-22354109 
  

台中惠中店(火鍋+拉麵+特色飯品
+燒烤)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11街400號
(04)2252-3165 
傳真：(04)2252-2202

◆南投 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895號      
049-2300558/2367153   

◆彰化 永福店
彰化市陳稜路39號 
04-7236450   04-7236438   

◆嘉義 垂楊店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396號 
05-2289079   05-2289077   

◆台南 金華店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142號  
06-2611593   06-2647590   

◆台南 麻豆店 
台南縣麻豆鎮興南路113號 
06-5710129/5712799/5710104   

◆ 台南 慶中店(異國風味料理)

台南市中西區慶中街180號
(06)214-0361

◆高雄 站前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83號 
07-2856895/2857836   

◆高雄楠梓右昌店(有機健康產品專賣)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370號
(07) 3600-838

◆屏東 安心店 
屏東市安心四橫巷130號 
08-7225577   08-7214700   

◆台東 新生店
台東市新生路259 號 
089-350915   089-352792

◆ 花蓮
花蓮縣花蓮市大同街30號 
(038) 352-559 /傳真：352-027 

◆花蓮綠的有機園(複合式健康餐飲)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03號

(038)566-353

◆ 澎湖 好朋友素食屋(咖啡簡餐)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320號

(06) 926-1158

美洲
加拿大(溫哥華)
◆ 愛家國際餐飲

Vancouver, BC, V5Z 1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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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1-604-569-3196 

vancouver@lovinghut.ca 
     http://vancouver.lovinghut.ca/

◆ 多倫多
    953 Enlinton Ave West

Toronto, Ontario M6C 2C4
Tel:416-782-4449/916-0880
toronto@lovinghut.ca
lovinghuttoronto@gmail.com

美國 (亞利桑那州)
◆W.Union Hill Store
     Tel: 1-602-9780393

 phoenix@lovinghut.us
美國 加州
◆ (W. Main St Store)  (Alhambra)

Tel: 1-626-2892684 /1-775-
6288037

◆(Orange County - Hungtington 
Beach)

Tel: 1-714-962-6449
◆ (Orange County - Ladera)

Tel: 1-949- 365-1077
◆(Orange County - Orange)

237 S. Tustin St., 
Orange, CA 92888
Tel: 1-714-464-0544

◆(Orange County - Upland)
903-b Foothill Blvd, 
Upland, CA 91786

◆(San Diego)
1905 El Cajon Blvd., 
San Diego, CA 92104
Tel: 1-619- 683-9490

◆Palo Alto

165 University Ave, 

Palo Alto, CA 94301

Tel: 1-650- 3215588

◆San Francisco (Stockton St Store)

Tel: 1-415-3622199

◆San Jos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Inter-
national 
Association Vegetarian House 
520 East Santa Clara Street,
San Jose CA 95112
Tel: 1-408-292-3798
info@vegetarianhouse.us 
http://Godsdirectcontact.
com/vegetarian/

◆(Milpitas Store)

Tel: 1-408-9430250 
email: info@lovinghut.us 
www.lovinghut.us

◆(Oakridge Mall)

925 Blossom Hill Rd. 

San Jose CA 95123-1294

Tel: 1-408-229 2795
麻州(波士頓)
◆Boston 

508-459-0367/Fax: 508-459-
0784
bostonbuddhahut@yaoo.com

德州 (休士頓) 
◆(Houston Store)

2825 S. Kirkwood Drive Houston 
Texas77082

Tel: 1-281- 531-8882
紐約州 

◆New York 

     Tel: 1-212-760-1900 (1902)
newyorkcity@lovinghut.us 

(喬治亞州)
◆ (Norcross Store)

Tel: 1-678-421-9191

◆(Kenne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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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1-770-429-0666
(華盛頓州)
◆(Seattle) 

Tel:1-206-726-8669
seattle@lovinghut.us

(伊利諾州)
◆ (Chicago) 

5812 N Broadway St. 
Chicago, IL 60660-3518, 
 1-773-275-8797

(佛州)

◆(Orlando)

Tel: 1-407- 894 5673

◆(Cape Coral)
Tel:1-(239) 424-8
capecoral@lovinghut.us

(新紐澤西州)

◆ New - Jersey
Tel:1-862-251-4611

中南美洲（巴拿馬）
◆ Panama

Tel:  507-240-5621

歐洲
奧地利 
◆維也納
     Neubauguertel 38/5, 
     A-1070 Vienna, Austria

Tel.: 43 1 2939182

http://www.lovinghut.at 

◆Favoritenstr. 156, A-1100 Vienna, 
Austria

Tel.: +43 699 12659473

http://www.lovinghut.co.at

德國(慕尼黑)
◆漢諾威

    Calenberger Str. 11, 
    30169 Hannover, Germany

Tel.: 49 176 24486837

http://www.lovinghut.de/hannover

◆奧托布倫 

Margreider Platz 4, 

    85521 Ottobrunn, Germany

Tel.: 49 89 61180617

http://www.lovinghut.de/muenchen

法國 
◆ 巴黎
92, boulevard Beaumarchais

75011 - PARIS - France
Tel : 33-1-48064384
http://www.lovinghut.fr/

西班牙(瑪拉格) 
◆ Malaga
Calle Conde Altea, 44, Bajo, 

46005 Valencia, Spain 
Tel: 34-96-3744-361  
http://lovinghut.es

 
大英聯合王國
◆倫敦
 3 Plender St. London, NW1 0JT

Tel: 44-020-7387-5710 
http://www.lovinghut.co.uk/  

捷克
◆布拉格

Truhlarska 20
110 00  Praha 1
Tel:420-775 999376  
www.lovinghut.cz
info@lovinghut.cz  

◆Vinohrady 
        Londynska 35

Praha 2 - Vinohrady
info@vegfood.cz
www.vegfood.cz
Tel:420 222 515 006/ 721 255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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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洲
澳大利亞(莫爾本)

◆Brisbane 
     Shop 2, 1420 Logan Rd, 

     Mount Gravatt        

    Tel:617-3219-4118  

http://mtgravatt.lovinghut.

com.au/

lovinghutbrisbane@gmail.com 

亞洲

香港  
◆ (九龍)

九龍,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
242-245號鋪 
 852-27511321

◆Wan Chai Store
Shops B&C, G/F, The 
Hennessy, 256 Hennessy Road, 
Wan Chai, 
Tel: 852-2574 3248

日本

◆ Tokyo

 2F,6-15, Yotsuya Sanchoume

Shinjyuku - ku,Tokyo 160-0004
Tel: 81 -03-6807-9625

 韓國

◆(Yeongdong)   
691-1, Gyesan-ri, Yeongdong-
eup, Yeongdong-gun, 
Chungcheongbuk-do, 
Tel: 043-743-7597

◆(Wonju)
1100-5, Dangye-dong, Wonju-
si,  

Gangwon-do, Korea  
Tel: 033-743-5393  

◆(Pusan University)   
418-1, Jangjeon-dong, 
Geumjeong-gu, Busan, Korea
Tel: 051-518-0115  

◆(Seoul - Yangjae)   
Twin Tower Building 101, 
275-4, 
Yangjae-dong, Seocho-gu, 
Seoul, Korea  
Tel: 070-8614-7953 

◆ (Daegu - Sinmae)   
587-4, Sinmae-dong, Suseong-
gu, Daegu, 
Tel: 053-793-4451   

◆Education University Store (Daegu)
1794-7, Daemyeong 2-dong, 
Daegu Nam-gu, 
053-622-7230

◆ (Gaepo-dong, SM)   
1229-10, Gaepo-dong, Gangnam-
gu, Seoul
Tel: 02-576-9637, 8 

◆Yangjae Store

Twin Tower Building 101, 275-4, 
Yangjae-dong, Seocho-gu, Seoul, 

070-8614-7953

◆Sinchon Store

33-10, Changcheon-dong, Seodae-
mun-gu, 

02-333-8088 

◆Achasan Store

53-10, Guui-dong, Gwangjin-gu, 
Seoul, 

02-453-2112

◆(Jeo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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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24, Seosin-dong, Wansan-gu, 
Jeonju-city, Jeonbuk

Tel: 063-274-7025

◆( Ansan)

688-3, GoJanDong DanWonGu 
AnSan-city, KyungGiDo 

Tel: 010 9822 5184

◆(Ok-dong Store)

788-1, Ok-dong, Andong-si, 

Gyeongsangbuk-do, Korea

054-841-5393

◆Munheung Store (Gwangju)

1002-1, Munheung-dong, Buk-gu, 
Gwangju, Korea. Post code: 
500-110

062-265-5727

◆Convention Center Store (Daejeon)

Convention center, 4-19, Dory-
ong-dong, Yuseong-gu, Daejeon. 

042-533-9951

◆City Hall Store (Jeju)

1767-27, Ido 2-dong, Jeju-si, 
Jeju-do Korea

064-751-3335

◆( Ulsan Store)

758-2, Dal-dong Nam-gu, Ulsan, 
Korea

052-267-7173

◆Seomyeon Store (Busan)

197-1, Bujeon-dong, Busanjin-
gu, Busan, 

051-808 7718

◆Gangnam-gu

 229-10, Poi-dong, Gangnam-    

    gu, Seoul 
Tel: 82-2-576-9637 / Fax: 
82-2-575-9562  
http://www.smvege.co.kr/  

◆(Andong) 
158-5 Dongmun-dong, Andong, 
Korea 
Tel: 82-54-841-9244  

◆Sintanjin   
Seokbong-dong, Daedeok-gu, 
Daejeon, Korea  
Tel: 042-934-6647 

◆Samcheon   
691-4, Samcheondong 1-ga, 
Jeonju-si, Wansan-gu, 
Jeollabuk-do  
Tel: 063-229-6656   

◆Hannam   
2F, 657-92, Hannam-dong, 
Yongsan-gu, Seoul 
Tel: 02-3217-2153    

◆Jinbuk   
 Tel: 063 255-6636 

◆Dongnae   
Tel: 051-557-5858 

 ◆Jinju   
Tel: 055-748-9476  

◆Onyang   
 041-549-1638 

◆PyeongHwa   
063-226-7388 

◆CheongGye   
031-423-5203 

◆JoEun   
063-255-5589 

◆SuNae(Coffee Shop)   
031-713-0211 

◆JukJeon   
031-889-4860, 070-7583-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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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巴里島)
◆Bali

P 62-361-241-035/361-255368  
E-mail: light99@telkom.net 

(雅加達)

◆Jakarta
Tel. +62 - 21 - 2553 9369
http://lovinghut.co.id/peta.
shtml

◆(Kemang Store)

(819) 1218 6088

(棉蘭)  
◆(Medan Store)

Tel: 62 (61)  4563411
◆ Yogyankarta 

0274  4331254

馬來西亞 

◆ Puchong Store
Tel: (603) 8076 1811/Fax: 

(603) 806 42138 

http://www.lovinghut.com/ml/

index.htm

◆Petaling Jaya
03-6142 1676/Fax: 03-8064 2138
SMS:  +6016 207 8276       
contact@LovingHutMalaysia.com
Web: www.LovingHutMalaysia.com  

◆Johor Bahru

    012-712 1744/Fax: 03-8064 2138
S:  +6016 261 8276       
contact@LovingHutMalaysia.com
Web: www.LovingHutMalaysia.com

泰國

◆Loving Hut International Vegan 
Restaurant

    Tel: (+66)24769781 / 
(+66)24766220

info@LovingHutThailand.co.th
www.lovinghutthailand.com

◆Loving Hut International Vegan 
Restaurant

Tel: (+66)27210320 / 
(+66)83497709

新加坡

◆Raffles Institution

Tel: 65- 63538830

◆Marsiling School

Tel: 65- 68941413

◆Jalan Bukit Merah

Tel:  65-63774354

◆ParkLane Store

Tel: 65- 63380962

MONGOLIA外蒙

 ◆Loving Hut International Vegan 
Restaurant

Tel: +(976)11341896, 
(976)98080512

◆Chingeiteil, Ulaanbaatar Branch 
Tel: +(976)91912063, 
(976)95940781

◆Food College, Ulaanbaatar Branch 
Tel: +(976)99114373, 
(976)99237898

◆Bayangol, Ulaanbaatar Branch 
Tel: +(976)91912063, 
(976)9594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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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品 介 紹

清 海 無 上 師 叢 書 系 列

    ☆《即刻開悟之錀 （一～八冊）》  

靈性教理選集 -- 選錄自清海無上師精彩開示

    ☆《即刻開悟之錀(九)》--無上師悠樂文開示專輯

本書收集了1989至1997年間，無上師以悠樂母語對同胞所做的多場

講經及共修的精彩開示。 

    ☆《即刻開悟之錀(十)》-- 中國古神話裡的靈修意涵

    ☆《師徒內信》（第三冊）

選錄近百封來自世界各地的真理愛慕者，呈寄給清海無上師的信

件，以及師父的回覆。

    ☆《問答錄》 （第一、二、三冊）

修行不是盲目地迷信，對於不明白的問題，應該了解清楚，才能生出

真正的信心。清海無上師秉持一向輕鬆幽默的口吻，以合乎科學邏輯

的觀點，解開大眾許多修行上的困惑。透過清海無上師雋睿和超越的

智慧，在一問一答間，讓人對宗教上的種種概念有更正確的認識。

    ☆ 一九九三年 全球弘法專輯 （共六冊）

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初，為了讓渴望回家的禁錮的靈魂得知解脫的訊

息，清海無上師不辭辛勞地展開一次全球巡迴講經的旅程，由亞洲到

歐美，最後再回到亞洲，為期長達三個半月，這六冊經書包含清海無

上師在公開場合所舉行的講經和會談，足跡遍及全球許多都市。  

    ☆《沈默的眼淚》詩集

清海無上師的詩集，文詞精短，內涵深觸人心，是清海無上師歷經多

年修道的過程，深解修行道路上的各種情境，而以幽默風趣的言語，

為徒弟說出內在修行的心聲。現在收集清海無上師部分的詩篇，印行

成書，是為了鼓勵修行觀音法門的同修，和安慰修行者孤寂的時刻。

    ☆《無子詩》

清海無上師的詩作，自小在悠樂便廣為人稱頌，無論音韻、用字及

意涵皆獨到優美，飄逸脫俗。《無子詩》呈現師父出家前後的修

行心路，細品風格獨特的《無子詩》，不但能盡享文學的藝術之



美，又能喚起內在性靈的深切悸動, [無子]可詮釋為「心無罣礙之

人」，是作者在這段關鍵時期所用的筆名。

 ☆《金銅回憶》詩集

收錄了清海無上師最早期的詩作，大部分是從當年珍藏愛惜著這些

作品的親友處收集得來。愛是每首詩作的中心主題。在第一部中，

收錄了詩人早年學生時代的詩作。充滿天真無瑕的清純，同時也流

露出那個世代整體的憧憬。

 ☆《蝴蝶夢》詩集

收錄了清海無上師自年少時期至證悟後的一些優美詩作，這些詩文

記錄了生活中愛、悲、喜之點滴情懷，使我們了解到，一位聖者為

度化眾生，而選擇經歷人生的高低 起落與悲歡離合。

 ☆《失落的回憶》詩集

蒐集了清海無上師1970年代旅居歐洲時所作的浪漫詩詞。整部詩集

雖然交織著各種不同的情感，但背後卻隱含一個相同的主題──「

聖愛」，這份聖愛即是清海無上師畢生靈思的泉源。

 ☆《前身足跡》詩集

收錄了清海無上師在前往喜馬拉雅山求道前，旅居世界各地時所創

作的詩篇。在這本詩集裡，無上師透過細膩的筆觸、斑斕的意象，

展現了人世的悲歡憂喜以及戰爭所帶來的滄桑和哀愁；世間無常、

情愛縹緲的本質，躍然紙上。

 ☆《往日時光》詩集

    ☆《曠世情人》詩集 

《曠世情人》是亞瑪遜網路書店冠軍暢銷書作家清海無上師於2011年元旦，獻

給全球中文讀者的最新出版詩集。不同於一般詩作，清海無上師的作品總是多

了一種靜謐飄逸的美感。本書收錄了四十六首清海無上師以悠樂文、英文創作

的絕妙詩文，誠如 現任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館長 顧敏先生閱讀本詩集的感

言：「此本詩集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並追求藝術形式

的浪漫、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風格，似即興而發，信手拈來，卻韻致深厚！

詩中除了時時出現藝術美感，更常常出現慈悲大愛，越去品嚐這本詩集的詩

作，愈覺其詩中之愛，彷彿將人不斷向上提昇，最終達到一種純粹的、極致的



真善美境界。…」 

        ☆ 《師父講故事》

清海無上師為了把修行輕鬆地融入生活，打破一般生硬的教理，所以辛

苦看遍許多不同語言、不同國家的故事，從中挑選出有修行意味的部

分，再深入淺出、輕鬆明白地闡述給徒弟們。每篇故事結尾，師父也有

精闢的心得分享。《師父講故事》共有三十七篇，內容非常生動豐富，

並有精彩的圖畫穿插其中，圖文並茂，令大人、小孩皆愛不釋手！

 ☆《清海無上師開悟笑話集 -- 光圈太緊了！》

師父以慈悲愛力關照世間百態，將生活中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境，轉

化成笑話中的人物，一幕幕人生的縮影盡在這本開悟笑話集上演。

當我們試著從明師寬容開悟的角度看待情況，我們緊閉的心扉會打

開，了悟到一切誤會都出於視角問題，是無常幻化的戲劇，所以

說，聽師父講笑話會「開悟」喔！

 ☆《上帝照顧一切》

這本老少咸宜的彩色漫畫故事書，收集了清海無上師講過的二十個

精采故事，以生動有趣的圖文來呈現，每一篇故事都寓意深遠、極

具教育價值，讀起來深觸人心，讓人喜悅滿懷。

    ☆《無上家廚》

這本圖文並茂、印刷精美的純素食食譜，不僅匯集了世界各地同修平日作

菜的心得，更特別的是收錄了清海無上師親自傳授的拿手好菜。本書內容

豐富，包括東方佳餚、西方美食及甜點飲料，內容豐富，易懂易學。

    ☆《甘露法語》

真理的光輝照澈千古人心，讓我們得以解脫無明。這本匯聚智慧甘露的寶

書，是從師父回應徒兒、追求真理者及芸芸大眾的內心渴慕，所給予的無

上智慧開示中精選出來，不管是修行、人生或哲理上，皆深扣性靈源頭，

獲致開悟和法喜，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精神甘露，可以陪伴、鼓勵你度過

不同情況的修行季節。

    ☆ 清海無上師藝術創作專輯---繪畫系列   

擁有藝術創作集，等於擁有一座寶物亭！隨手翻來，宮廷扇、萬歲

燈、繪畫、陶磁，大師的藝術珍品一一呈現眼前。看師父捕捉來自天

上的靈感，盡情揮灑，自在無限，每一筆每一觸都是愛力的結晶，帶



領我們突破與超越世界的美感與藝術眼光，使生活更豐富精緻。

    ☆《和平曙光：有機純素化解全球危機》

在本書中，清海無上師深入闡述造成全球暖化的幾個重大因素，她把

重點放在問題的根源所在──畜牧養殖業。事實上，清海無上師二十

多年來不斷強調的這個觀點，在許多最新科學研究中都獲得印證和支

持。清海無上師強調，最合乎邏輯的應對方法，就是停止生產肉食，

開始吃素，也就是採行植物性飲食，才能夠使地球立刻降溫，修復畜

牧養殖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同時還能節省減緩氣候變遷所需的龐大經

費，預估可省下數兆美元之多。改變飲食即可遏止地球暖化，而且這

對地球和社會都具有諸多正面影響。

   ☆《今生有你 我的狗寶貝》

是師父為她的狗寶貝出版的優美寫真集。師父除了親自拍攝和挑選相片、

編排版面，又親筆撰寫如詩一般的優美圖說. 師父說，如果我們愛上帝的

程度能像她的狗愛著她那樣，我們一定會馬上得到天國。師父也希望大家

看過這本書後，能更加瞭解這些和我們一同生活在地球上的狗狗是多麼高

貴的眾生，並更加尊敬一切有情眾生。      

    ☆《真愛奇遇─我的鳥羽兄弟》

無上師第二本親筆著作「真愛奇遇──我的鳥羽兄弟」,
270頁精彩寫真圖文，帶領您進入鳥類的世界，深入瞭解這些共同

生活在世間的美麗族群，以及他們至性至情的思維觀點。

   ☆《高貴的野生》

本書文字優美，富有韻律而充滿哲思的筆調，與上蒼造化的萬物、大
自然的風光彩照相得益彰。在逐頁展讀之際，讀者將被帶往愛慕拉（
Amoura），也就是「女士」的住所以及珍貴的野生動物造訪之地.....

       ☆《了悟健康─回歸自然正當的生活方式》

本系列作者清海無上師，於喜馬拉雅山閉關證悟，爾後應慕道者之渴

求，自1980年代至新世紀初，短短二十年間，經由言教、身教、以及

內在光與音的靜坐--「觀音法門」，已協助了無以數計的人開啟自我

潛能，探索靈性，豐富人生。她所帶來的肯定能量，與地球上的每一

個人息息相關，因為其中飽含如何增進自己或他 人生命福祉的訊息。



清海無上師出版圖書目錄

即刻開悟之鑰：中文(1-10)、悠樂文(1-15)、韓文(1-11)、英文(1-5)、印

尼文(1-5)、西文(1-3)、泰文(1-6)、蒙古文(1、6)、波蘭文(1-2)、德文

(1-2)、葡文(1-2)、法文(1-2)、日文(1-4)、匈牙利文(1)、瑞典文(1)、

芬蘭文(1)、藏文(1)

即刻開悟‧問答錄： 中文(1-3)、韓文(1-4)、悠樂文(1-4)、印尼文(1-3)、英
文(1-2)、法文、德文、保加利亞文、波蘭文、葡文、捷克文、日文、匈牙利文、
俄文(各1冊)

即刻開悟‧師徒內信：中文(1-3)、悠樂文(1-2)、西文(1)、英文(1)

即刻開悟‧師徒神奇感應：中文、悠樂文（各1-2冊）

1993年三地門禪七專輯：英文、悠樂文（各1冊）

清海無上師1993年全球弘法專輯：英文、中文(1-6)

師父講故事：中文、英文、泰文、悠樂文、西班牙文、韓文、日文（各1冊）

漫畫書──上帝照顧一切：中文、英文、韓文、悠文、法文、日文(各1冊)

和平之道──直接和上帝連線：中文、英文(各1冊)

上帝與人類的故事──聖經故事的靈思: 中文、英文版(各1冊)

為生命上彩：中文、英文版(各1冊)

輕鬆修行的祕訣：中文、英文(各1冊)

了悟健康──回歸自然正當的生活方式:中文、英文版(各1冊)

清海無上師開悟笑話集──光圈太緊了」：中文、英文版(合1冊)（書＋CD）

「沈默的眼淚」詩集：中、英文（合1冊）、英、法、德文（合1冊）、悠文、

西文、葡文、菲律賓文、韓文（各1冊）

無子詩：悠樂文詩集(1)、中文詩集(1)、英文詩集(1)

失落的回憶：悠樂文詩集(1)、中文詩集(1)、英文詩集(1)

金銅回憶：悠樂文詩集(1)、中文詩集(1)、英文詩集(1)

蝴蝶夢：中文詩集(1)、英文詩集(1)、悠樂文詩集(1)

前身足跡：中文詩集(1)、英文詩集(1)、悠樂文詩集(1)

往日時光：英文詩集(1)、悠樂文詩集(1)、中文詩集(1)

曠世情人：英文、悠樂文、中文、韓文、德文、法文、西文、蒙古文

甘露法語：西、葡文（合1冊）悠樂文、中、英文（合1冊）、德、法文（

合1冊）、英、韓文（合1冊）、日、英文（合1冊）

「無上家廚」國際純素食珍餚:中、英、悠樂文(合1冊),

中+英文版（合1冊）、日文版（1冊）

「無上家廚」家珍味：中、英文(合1冊)

天藝：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 （各1冊）



帶我回家：中文、英文、悠樂文、法文、義大利文、韓文、蒙古文、希臘

文、保加利亞文、西文、德文、波蘭文、匈牙利文、俄文、印尼文、捷克

文、土耳其文、羅馬尼亞文、阿拉伯文（各1冊）

「和平之音、四海一心」：中、英、悠樂文（合1冊）    

天衣珍藏本：中、英文（合1冊）

清海無上師藝術創作專輯：中+英+悠文版（合1冊）

清海無上師藝術創作專輯---繪畫系列：中文、英文版(各1冊)

今生有你‧我的狗寶貝：中文、英文版、悠樂文版、韓文版、日文版、西

文版、波蘭文版、德文版（1-2冊）

真愛奇遇─我的鳥羽兄弟：中文、英文版、悠樂文版、法文版、德文版、

韓文版、蒙古文版、俄文版、印尼文(各1冊)

高貴的野生：中文、英文版、悠樂文版、德文版、法文版(各1冊)

和平曙光：中文、英文、法文、韓文、俄文、印尼文、波蘭文、羅馬尼亞

文、葡文

生命與意識的省思：雅奈茲‧德爾諾夫舍克博士四十八天的反省日記中文(1冊)

清海無上師錄音帶系列

講經系列（中文版） 

CL22:靈性與理性的交流(1,2)/反聞聞自性的真義(1,2)/認識本性才能真快樂

(1,2)

CL21:最有利益的法門(接見韓國和尚)/奉獻愛力的團體(1,2)/

     明師救度眾生，受盡千難萬苦(1,2) 

CL20:如何開啟內在的佛性(1,2)/人身是利益眾生的工具/佛菩薩       

為何不救地獄眾生(1,2) 

CL19: 增長智慧的方法(3)/增長智慧的方法(1,2)/真我與下意識選擇(1,2) 

CL18B:日本的未來/珍惜上帝給予富裕的生活(1,2)/孔子學說與觀音法門 

CL18A:開悟才能認識宗教的本質.邁向宇宙的新紀元(1~3)/拜神像為何會靈(1,2) 

CL17:意念的奧秘(1-3)/智慧的成長需要明師(1,2) 

CL16B:罵人的明師(1,2)/最后的法門 (1,2)

CL16A:得到福報的方法 (1,2)/摩尼寶珠何處尋

CL15:記者訪問(1,2)/哥國的出家人(2)/宇宙大使館(2)哥國的出家人(1) 

CL14:時代的難人/時勢也會造錯人/自由之真諦 (1,2) 

CL13:老莊與天堂音樂(1,2)/打坐是愛力的泉源(1,2)/善用自己萬能的力量    

CL12B:戲說三十二好相 (1,2)/愛別人就是愛自己(1,2)



‧��CL12A:修人天福報不能解脫生死 1,2)/了解因果才能分辨善惡(1,2)

CL11:何以一位明師的話最難遵從/見明師一眼保證解脫/漸悟與頓悟的      

不同 (1,2)/萬物的根源 (1,2) 

CL10B:人身寶貴(1,2)/浩然之氣(1,2)

CL10A:找到源頭/內道與外道、中道與旁門左道/微細的陷阱(1,2)

CL9B:教自己成佛/開發內在的潛能(1,2)

CL9A:誰為我們著急(1,2)/為什麼要印心(1,2) 

CL8B:造化法律的奧秘(1,2)/尋求安心的方法(1,2)

CL8A:修行不能沒有明師/誠心與決心是認識上帝的方法/戒、定、慧(各1,2)

CL7B:觀音法門就是愛力法門(1,2)/謙卑心是求道的根本

CL7A:孔子也是修行人(1,2)/從中國哲學談儒家思想(1,2)

CL6B:長壽的秘法(1,2)/布施法是最高功德(1,2)

CL6A:出家生活所具的意義/認識內在真人的秘法 (1,2)

CL5:名利心是修行的大障礙(1,2)/什麼是魔王的陷阱/高速公路法門 (1,2) 

CL4:超世界的修行法/身口意的修行法/修觀音法門應具高等勇氣 (各1,2)

CL3:未入觀音法門的修行法(1,2)/如何選擇死後快樂的境界(1,2)/                  

    佛是一個最高的理想 (1,2) 

CL2:觀音法門與神通有何不同(1,2)/令人解脫是明師唯一的責任(1,2)/     

    博納兒的故事 (1,2) 

CL1B:師父的布施法-分享的心(1,2)/何以自古以來明師命如懸絲 (1,2)/         

     宗教之間為何互相毀謗(1,2)

CL1A:長生不老可能嗎/師父到底屬于那個宗教/師父不屬于任何宗教(各1,2)

共修系列 （中文版） 

CG15:內在的真經/馬老伯的證果/老母娘的創造力/為什麼有人身        

才能修行?上帝為何造中國人?西藏密宗為何吃肉(1,2) 

CG14:玫瑰花的啟示/明師的愛不可失 誰是真正勇敢的人(1,2)/

     保護信心/出家人的高雅理想 

CG13:清海佛的授記師 不死的銀帶(1,2)/宇宙有多少明師?持五戒         

的功德/如何做師父的工作/愛心是最高的品質

CG12:驢子的銀腳/內在潛能 智慧的抉擇(1,2)/判斷文明的標準/

     母親的心 慈悲的根本

CG11:逆流修行/聖經中登山寶訓/傳宗接代(1,2)/師父的愛－罵/              

皇天不負苦心人 

CG10:相信師父可得永生/得“一” 即得道/自信與鬥雞(1,2)/佛菩薩的心意/

年輕傳道是逆流的工作

CG9:同修談印心前的法門比較/智慧的法門/萬能師父的力量安排一切(各1,2)



CG8:為什麼病苦是福報 (1,2)/貪瞋痴是菩提/真正的純素食是什麼(1,2) 

CG7:在世明師的力量不可思議/業障哪里去/施無畏心/西藏 晒衣法門(各1,2)

CG6:出家的目的是什麼/如何幫助將要往生的人/如何與宇宙的大    

 力量溝通/修行人應合乎自然/修行人的生活狀況

CG5:物質與修行的關係/怎麼學神通/為何不能學神通/修行應通過考驗/渴望 

 心/佛如何利益六道眾生 

CG4:我們的主人在哪裡/明師力量無限/超生與解脫不同/修行進步的秘訣/

 打坐有哪些利益/看書與作者有那些利害關係

CG3:供養師父前應該怎麼做/為什麼印心時會看到不同的光/馬蘋果的故事

 /布施不好變偷盜/鍚克教主的故事/頂禮舍利、木頭佛的結果   

CG2:不要忘記人生本來的目的/天災人禍都是意念造成/平常心是道 

    /印度修行者阿魯拉的故事/九品眾生的果位/人身最寶貴

CG1:修行應該有戒律/拜神像迷信的由來/崇拜佛就是崇拜自己的佛心/

 呼風喚雨的神通/淨化身口意才能消化加持力/師徒問答

打禪系列 

CR20:世界和平才是進步/專心工作也是一種修行/認識自己的偉大 

 /老人的珍貴/越修行越快樂

CR19:心靈的交會/人是宇宙最偉大的眾生 將完美帶給世界/明師  

 永恆的眷顧 迎新春 (1,2)

CR18:天生的全腦照相術/修行要放鬆、自在. 朝聖的由來 (1~4) 

精選專輯 

CE10:師父的衣缽/我執與觀音/著魔有什麼情況/宇宙星球的故事/

 千百億化身

CE4:認清魔的工作/慈悲博愛就是修行的方法

CE3:楞嚴經卷九:十種想陰魔(1,2)/楞嚴經卷九:十種受陰魔(2)/

   楞嚴經卷九:十種色陰魔(1)/楞嚴經卷一：佛告阿難...皆住本國合掌承聽

CE2:楞嚴經卷一：如是我聞…故我發心，愿舍生死/修行須謙卑，不要自卑

 /做人不要成為蛀人的毛蟲 (1,2)

CE1:何謂佛？/身、口、意乾淨才能去天堂/真正禪師應具的力量

故事系列 

CS6:慈力王獻血. 梵天請法 (1,2)/金剛公主/從小看好書培養良好的道德

 /芒果樹下師父講故事

CS1A:四祖－優波笈多 /三祖－商那和修/初祖－摩訶迦葉. 二祖－阿難 (1-3)



‧��音樂系列 

SPOEM4~6:步入情史(1)(2)(3)< 悠樂文 >

SPOEM1~3:前身足跡(1)(2)(3)< 悠樂文 >

SP003:修行創作歌曲(3)< 中文 ,英文 ,悠樂文 >

SB001~3:佛贊(1)(2)(3)< 中文 >

英文系列 

ES7:情愛業障牽/超時空的法門(1,2)/靈魂的語言 < 英+西文口譯 >

ER20:天使的微笑/弘法要自然/赤子之心/團聚在今朝/超越生活的空虛  

ER19B:行走于愛和歡樂中 (1~2)/超越情緒 (1~2)/女系社會制度/

      讓歐洲充滿愛 (1~2) 

ER18B:聖愛即真愛 (1~2)/與世人共享至愛 (1~2)

ER18A:靈魂自定人生旅程 (1~3)

ER17B:活在現在 節目表演 (1~2)/道場唯心求 (1~3)

ER17A:師徒烤火說笑話(1,2)/認識自己是上帝(1~3)/真正的放下 

ER16:將完美帶給世界/明師真正的力量/尋回你的榮耀/神聖的浪漫 

     /克服考驗與障礙

ER15B:自助而后天助/一起工作，一起成長/修行進步的方法(1,2)/

  魔王只是訓練我們的工具

ER15A:信心與體驗(1~3)/靈性生活與職業道德/開悟的目的

ER14:尋求真正快樂(1,2)/了解自己十全十美的品質

ER13B:三種靈性導師 (1,2)/如何重整我們的生活 (1,2)

ER13A:培養好習慣/大無畏/上帝如何響應你誠心的祈禱/期待過多     

      障礙修行

ER12B:愛不論晴雨/創造和平、順利與美麗的生活/用身心靈打坐 

ER12A:天路歷程需堅定(1,2)/用靈修的力量加持世界(1,2)

ER10:信靠內在明師/上帝意識藏於萬物中. 此時此地即天堂/每個  

 靈魂都是明師/如何真正的給予/最深的愛是發自內在/明白  

 自己的聖潔神性 

ER3B:世界精神領袖加冕之夜/祝福/快樂修行人(1,2)

ER3A:春風化雨(1~3)/自我的成長. 天衣展覽

ER1B:讓頭腦和我們做朋友 (1,2)/公開的愛情故事(1~3)

ER1A:師父永遠與你同在(1,2)/無上修行世家(1~4)

E78:生命永不止息<韓文口譯>/智慧與專注<日文口譯>/幻想是現實  

的投影/開悟與無明<尼泊爾文口譯>

E77:愛是人生的真諦<馬來文口譯>/光明的傳承<斯里蘭卡文口譯>/

靈魂的交融(1,2)



E76:上帝的慈悲 (1,2)/無形的通道 (1,2)<祖魯文口譯>

E75:為上帝舉起生命的火把(1,2)<祖魯文口譯>/獲得開悟<希伯來文口譯>(1,2)/

 撫慰心靈<土耳其文口譯> 

E74:勇敢面對生活 (1,2)/逆境彰顯性靈光采/終止戰爭的方法

E73:讓生活與上帝同在(1,2)<荷蘭文口譯>/回歸赤子之心(1,2)<瑞典文口譯>/

 真正的基督力量(1,2)<芬蘭文口譯>

E72:無明是唯一的罪過<捷克文口譯>/為世界和平祈福(1,2)<斯洛維尼亞文口譯>/

 生命的真諦(1,2)<匈牙利文口譯>

E71:唯有成為上帝才能了悟上帝<意大利文口譯>/認識上帝是最高的美德(各1,2)<希臘

文口譯>/讓生命充滿愛力與奇蹟<保加利亞文口譯>/靈魂的傳承<亞美尼亞文口譯> 

E70:人生的目的在於加持世界<俄文口譯>/攜手共創璀璨未來 (1~3) 

 <波蘭文口譯>/人間嚐淨土 (1,2)<荷蘭文口譯>

E69:與內在上帝溝通(1~3)<葡萄牙文口譯>/在靜默中了悟上帝(1,2)<西文口譯>

E68:顯露內在的真理/展現自我最好的品質/重新認得自己上帝的品質 (各1,2)   

E67:上帝造化的目的 (1,2)/巴黎國際珠寶展.師父藝術創作的涵意(1,2)<法文>

E66:每個靈魂的抉擇(1,2)/非暴力的真義(1,2)/小孩的心就是上帝(1,2)  

E65:融入上帝的加持(1,2)/現代明師/理想伙伴 

E64:同享內外的喜悅/潔淨與美反映上帝品質/聽從您的靈魂/師父喜馬拉雅山朝 

 聖的故事(1,2)

E63:如何出污泥而不染(1,2)/真正加持得自與明師內在溝通(1,3) 

E62:魔亦能成佛(1,2)/寒冬送暖到泰北/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

清海無上師DVD、MP3、CD系列
MP3系列 （中文開示）
MP3-CR01～2:福爾摩沙宜蘭禪七
MP3-CR03:       "  西湖禪四
MP3-CR04～5:    "  西湖禪七
MP3-CR06～7:    "  西湖禪七
MP3-CR08: "屏東三地門國際禪七
MP3-CR09:    "  西湖禪七
MP3-CR010:   "  西湖禪七
MP3-CR011:   "  西湖禪七
MP3-CR012:   "  西湖禪三
MP3-CR013:   "  西湖禪七
MP3-CR014:   "  西湖禪二、禪一

MP3-CR015:台北國際禪七、

西湖清海日禪三、西湖國際禪三

MP3-CR016:福爾摩沙西湖國際禪七、

歐洲  國際禪三 、柬埔塞金邊禪三

MP3 弘法講經系列
MP3-CL01:師父的布施法──分享的心

MP3-CL02:令人解脫是明師唯一的責任

MP3-CL03:修觀音法門應具高等勇氣

MP3-CL04:認識內在真人的秘法

MP3 共修開示系列
MP3-CG01:崇拜佛就是崇拜自己的佛心 

MP3-CG02:天災人禍都是意念造成 

MP3-CG03:佛如何利益六道眾生 

CD系列（中文開示）
    弘法講經系列   

CD-CL01 : 認識本性才能真快樂1-2 

CD-CL02 : 反聞聞自性的真義1-2 



CD-EG146 : 好鄰居的美德 1-2

CD-EG147 : 偉大就是追尋自己的理想 1-2

CD-E718 : 愛心永遠是最佳之道  1-2

CD-E719 : 克服壞習慣  1-2

CD-E720 : 出家始於寡欲

CD-E724 : 虔誠單純的心

CD-E725 : 謙卑的生活方式  1-2

CD-E726 : 無私的動機  1-2

CD-E728: 一念善心的加持力  1-2

CD-E730 : 以愛力互相溝通  1-2

CD-E733 : 在生活中胸懷高雅理想  1-2

CD-E734 : 明師的觸撫 

CD-E735 : 勇於改變 1-2 

CD-E736 : 戲幻人生  1-2 

CD-E738 : 簡單的生活  1-2 

CD-E745 : 為世界貢獻心力  1-2 

CD-E746: 我們關愛的人得上天國  1-2 

CD-E747 : 仙子龍孫  1-2 

CD-E748 : 謙卑心的萌芽  1-2 

CD-E762 : 因應業障之道  1-2 

DVD系列
184 彌勒佛與六小孩／世界的真相
240 引導世界進入新紀元
260 超世界的奧秘
356 讓上帝藉由我們服務世人
396 原諒自己
401 因果之謎
444 信靠自己 （上、下）
467 世界苦難源於人類無明
474 跟隨你的心 
493 珍惜印心的可貴
497 我們永遠在一起
501 家庭和諧之道
512 如何在紅塵中修行
513 最高等的化妝術
518希瓦神一百一十二條修行精義（一）
549 一位偉大聖者的特色
560 每個靈魂都是明師
562 上帝意識藏於萬物中
571 明師的本來面目
582 天路歷程需堅定
588  師父喜馬拉雅山朝聖的故事上.下

CD-CL03 : 靈性與理性的交流1-2 

        CD精選系列   

CD-CE01 : 超世界療法 

CD-CE02 : 一世解脫 

CD-CE03 : 打坐是心靈的糧食 

CD-CE04 : 明師的無形工作 

       <台語口譯>
CD-CE05 : 師徒之間的神聖關係<台語口譯>

CD-CE06 : 本來沒有業障<台語口譯>

        CD中文開示共修系列  

CD-CG01 : 師父力量無微不至    

CD-CG02 : 思想肯定力量大1-2 

CD-CG03 : 輕鬆自在的修行1-2

CD-CG04 : 分享的功課

CD-CG05 : 師父的化身1-2

CD-CG06 : 不退菩薩            

CD-CG07 : 用靈修力量提昇世界1-2

CD-CG08 : 物質與修行的關係 1-2

CD-CG09 : 修行人的生活狀況

CD-CG10 : 修行人應合乎自然

CD-CG11 : 西藏曬衣法門 1-2

CD-CG12 : 施無畏心

CD-CG13 : 如何與宇宙的大力量溝通

CD-CG14 : 如何幫助將要往生的人

           &聖者出生為何有特別異象

CD-CG15 : 出家的目的是什麼

       CD中文打禪系列  

CD-CR01 : 天生全腦照相術

CD-CR02 : 修行要放鬆.自在. 

          朝聖的由來 1-3

       CD外文弘法系列  

CD-ES81:啟用內在的力量  1-2<西文口譯>

CD-ES105 : 如何每天和上帝溝通  1-2 

CD-ES105a :"上帝是愛,慈悲和寬恕" 1-3 

CD-ES141 : 上帝就是一切  1-2 

CD-ES145 : 獨立自主才能與上帝同一體 1-2 

 CD英文開示共修系列  

CD-EG145 : 愛上帝的自然方式 1-2



600 非暴力的真義 
602 小孩的心就是上帝 
603 融入上帝的加持
604 靈性生活與職業道德
605 開悟的目的
608 修行進步的方法
611 明師永恆的眷顧
618 神聖的浪漫
620 明師真正的力量
622 將完美帶給世界
626 每個靈魂的抉擇
638 展現自我最好的品質
642 聖愛即真愛
645 與內在上帝溝通
648 終止戰爭的方法
655 回歸赤子之心
656 逆境彰顯性靈光采 
662 勇敢面對生活
665A 撫慰心靈 
667 為上帝舉起生命的火把 
668 無形的通道
670 渾然自性
671 獲得開悟
673 超越情緒
674 行走於愛和歡樂中
676 世界宗教會議
677 天使的微笑
680 超越生活的空虛
681 赤子之心
685 專心工作也是一種修行
688 愛是人生的真諦
689 開悟與無明
690 認識本性才能真快樂
691 幻想是真實的投影
692 反聞聞自性的真義
693 智慧與專注
694 生命永不止息 
696 超越身心才自在
700 在世聖人 
701 真理的傳授
703 與明師心心相印
705 大夢初醒
708 一個愛的故事
711 人生過客
712 動物的靈性
713 愛就是師父
714 狗是靈巧的眾生
715 靜默謙卑地修行

716 愛上帝的自然方式
717 好鄰居的美德
718 愛心永遠是最佳之道
719 克服壞習慣
720 出家始於寡欲
721 智慧眼
724 虔誠單純的心
725 謙卑的生活方式
726 無私的動機
728 一念善心的加持力
729 偉大就是追尋自己的理想
730 以愛力互相溝通
731 同心協力
732 思想肯定力量大
733 在生活中胸懷高雅理想
734 明師的觸撫
735 勇於改變 
736 戲幻人生
737 輕鬆自在的修行
738 簡單的生活
739 師父的化身
740 學習和諧地生活
742 用靈修力量提昇世界
745 為世界貢獻心力
746 我們關愛的人得上天國
747 仙子龍孫
748 謙卑心的萌芽 
751 不退菩薩
752 愛的傳訊
753 博愛眾生 
754 靈性的階梯
755 笑不停的聖人
756 誠實的價值
757 明師傳承的真相 
758 傳遞開悟的力量
759 悠樂古昔
760 真正的英雄
762 因應業障之道
763 修行當自律
766 打禪的目的要單純 
767 明師的角色
768 聽從上帝生活更簡單
771 年少情懷
772 笑看人生
773 無條件的奉獻
774 意念肯定 世界和平
775 盡一己之力 改善世界
776 愛與祝福能移山填海 



716 愛上帝的自然方式
717 好鄰居的美德
718 愛心永遠是最佳之道
719 克服壞習慣
720 出家始於寡欲
721 智慧眼
724 虔誠單純的心
725 謙卑的生活方式
726 無私的動機
728 一念善心的加持力
729 偉大就是追尋自己的理想
730 以愛力互相溝通
731 同心協力
732 思想肯定力量大
733 在生活中胸懷高雅理想
734 明師的觸撫
735 勇於改變 
736 戲幻人生
737 輕鬆自在的修行
738 簡單的生活
739 師父的化身
740 學習和諧地生活
742 用靈修力量提昇世界
745 為世界貢獻心力
746 我們關愛的人得上天國
747 仙子龍孫
748 謙卑心的萌芽 
751 不退菩薩
752 愛的傳訊
753 博愛眾生 
754 靈性的階梯
755 笑不停的聖人
756 誠實的價值
757 明師傳承的真相 
758 傳遞開悟的力量
759 悠樂古昔
760 真正的英雄
762 因應業障之道
763 修行當自律
766 打禪的目的要單純 
767 明師的角色
768 聽從上帝生活更簡單
771 年少情懷
772 笑看人生
773 無條件的奉獻
774 意念肯定 世界和平
775 盡一己之力 改善世界
776 愛與祝福能移山填海 

     777 感恩為世界帶來榮耀 
778 修行進步反應在日常生活中
781 常保單純無所求的心
782 轉念行善的福德
783 上帝徹夜呼喚我們 
784 與動物和平共存 
785 心想上帝，命轉好運
793 過一個簡單高雅的生活
794 高等高貴品質的國家
795 歡笑益處多 
796 上帝賜給人類的保護天使
797 上帝旨意透過明師達成
798 與動物溝通的最佳方式
804 打坐的無量加持力
807 堅定信心迎向逆境
808 靈魂的糧食 
809 出世者的心 
810 來自天堂的愛心支持
827 全面解決生態危機
828 用愛改變世界

     849 善有善報
     850 單純心帶來奇蹟
     859 道家長生不老的故事 

864 信靠上帝 
     866 我執是最大的敵人
     868 納斯魯丁與魯米寓言詩作 
     870 高境界的加持力 
     871 無我的修行：布施與禪定波羅蜜 
     879 狐狸報恩 
     880 尋求上帝的庇護

Sun TV(1,28,29) 藝術與靈性
TV1 聖人心˙菩薩行
TV4 聖愛無國界

清海無上師談環保：
835 (一)經由純素食讓伊甸園在地球重現
    (二)傳播純素食的解決之道 
836 純素食是拯救世界之道 
837 二OO八拯救地球關鍵時刻
838「伊甸在人間」藝術影像展 
839 改變心態加上高雅的目標就能拯救地球 
841 清海無上師與好萊塢名人
843ＳＯＳ：遏止全球暖化研討會
844《真愛奇遇─我的鳥羽兄弟》悠文 
    暨德文新書發表會
846 「遏止全球暖化：馬上行動」
847 吃純素能改變命運、拯救地球

848 良心、愛心的生活方式 
852 《天藝》新書發表會視訊會議
853 愛爾蘭東岸廣播電台專
854 媒體專訪清海無上師 
855 清海無上師談環保：邁向高貴之路
856 來自火星仁慈的訊息 
860 國際研討會：氣候變遷的急迫議題 
862 清海無上師與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  
    的視訊會議
863 與清海無上師視訊會議：拯救地球
865 和平果汁斷食活動 
867 二００九年拯救地球研討會 
872 做出改變以保護環境
873 純素地球日迎接純素世界
874 清海無上師談環保：殺生萬萬不可
875 必須全力拯救地球
878 金星的秘密

DVD藝文、音樂系列
389清海無上師歌曲創作專輯(MTV)
400 熱情之夜
531 前身的足跡（一） 
532 前身的足跡（二） 
658 和平之音 四海一心 
675 火暖傳歡歌 師徒歡唱 
709 星光之夜
710 歡慶師父生日
741 千禧年夜節目表演
743 菩薩愁 (詩歌音樂)
744 愛之生(詩歌音樂)
761 愛之歌
764 夜夢
765 超越時空
769 瑰寶集
770 金蓮花
779 春歌傳唱
780 我的狗寶貝與鳥羽兄弟
800 高貴的野生
801 亙古之愛
802 祖國之愛 
833 天藝 (一)--西湖道場
834 天藝 (二)--天堂之美
845 無上師電視台二週年慶─
    尊重所有生命的文化饗宴
858 喚醒和平的地球─邁向人間天堂
861 蒙古音樂會「拯救世界」 



9� ‧即刻開悟之鑰                     清海無上師

找到你自己源源不絕的寶藏，你就可以汲取這個永無竭

盡的源頭。這是無邊的福報！我找不到什麼字眼可以形容；

我只能讚歎它，並希望你能相信我所讚歎的，讓我的力量多

少影響一點你的心靈，將你提昇到能感覺那種喜樂，那時你

就會相信了。印心之後，你就能真正明白我話裡的意思。除

此之外，我無法將上帝所授予我、託付我，毫無代價、無條

件分享的大愛傳送給你們。      

                                       ～清海無上師～

 

我們會從周遭的人身上收到一些業障，不論是看到他

們，想到他們，或是與他們同讀一本書、共進一餐飯……等

等。這就是我們加持別人、減輕他們業障的方法；也是為什

麼我們要修行以散播光亮、驅散黑暗的原因。帶給我們業障

的人有福了！我們樂於幫助他們。    

                                               ～清海無上師～

人們終日言不及義，我們總是聒噪不休說個不停。我們

需要去比較、衡量、辨識，然後每一件事都給它一個名目。

然而，就「至高上帝」而言，若是真正「至高無上」，根本

無法談論。你無法開口，你甚至無從念起，無法想像，根本

空無一物，懂嗎？         

                                                ～清海無上師～
 



如何與我們聯絡
※以下僅列出尊重人民信仰自由達基本水準以上的優良國家， 

如果您所住的地區沒有聯絡人， 
請聯繫世界會總部或您最鄰近的小中心。

聯絡處：福爾摩沙苗栗西湖郵政9號信箱(36899)

         P.O.Box 730247, San Jose, CA 95173-0247, U.S.A

本資料有定期更新，最新聯絡人資料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dsdirectcontact.org.tw/eng/cp/index.htm

＊安哥拉：羅安達中心 / 244-935177196 / walkinginlove@gmail.com 

＊貝南－ 

‧科托努 / Mr. Yedjenou Georges / 229-96681228 / smchwisdom@gmail.com 

‧科托努 / Mr. Yedjenou Sylvestre / 229-21380404 / yedsylves@gmail.com 

‧科托努 / Mrs. Hounwanou Sessito Lucie / 229 93427641, 229 95910948 / smchceles-

tialhome@gmail.com 

‧波多諾伏 / Mr. Hounhoui Mahougbe Didier / 229- 90 93 29 99 / smportonovo@yahoo.fr 

＊布吉納法索 / 瓦加杜古 / Mr.   Kabor全 Bouawindemanegr全 Desir全 /   226-76 16 90 45 

/   dkabore15@yahoo.fr 

＊喀麥隆－ 

‧杜阿拉 / Boyomo Jean Jules / 237 94310598 / Boyalo86@yahoo.fr 

＊剛果民主共和國－ 

‧金夏沙小中心 / 243-991279996 / blessedcongo@yahoo.fr 

＊加彭－ 

‧自由市 / 小中心 /  241-06301779, 241-04572394 / Guimbety01@yahoo.fr 

＊迦納： 

‧阿克拉 / / Mr.   Abel Attoh / 233-243347098 /  schekles@yahoo.com 

＊肯亞－ 

‧奈洛比 / Mr. Henry Nganga Mwangi / 254-720108871 / Deelock90@yahoo.com 

＊模里西斯－ 

‧路易士港 / Mr. Janesh KISTOO / 230-2577520 / smchmauritius@gmail.com 

＊奈及利亞－ 

‧耶諾亞 / Ms. Harry Juliana / 234 813 488 0142 / brayila@yahoo.com 

＊剛果共和國－ 

‧布拉薩小中心 / 242-5694029, 242-5791640 / goldenagecongo@yaho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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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開普敦 / 小中心 / 27-83-952-5744 /  capetowncentre@yahoo.com 

‧約翰尼斯堡 / Mr. Gerhard Vosloo /  27-11-44-765-44 / 27-82-570-4437 /  ghvosloo@

mweb.co.za 

＊多哥－ 

‧巴利美 / Mr. DJOLA Fawi/ 228-91 32 94 46 /  fawidjo@yahoo.fr 

‧ 洛梅 / Mr. GAMADO Komlan / 228-92 40 06 57 /  divinraso@yahoo.fr 

＊烏干達－ 

‧坎帕拉 / Ms. Kigoonya Rosalyn / 256-772-675436 / kigoonyarosalyn@yahoo.com 

◆ 美洲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 /  Mrs.   Silvia Graciela, Gennaro / 54-11-4924-1802 /  Silvia.

gennaro@gmail.com 

＊巴西－ 

‧貝林 / Ms. Cleci de Brito Neves / 55-9188019288 / contato.belem@yahoo.com.br 

‧哥儀亞 / Mr. Eusmar Rodrigues Martins / 55-62-96016636 /goianiacenter@gmail.com 

‧雷西非 / 小中心 / recife.center.pe@gmail.com 

‧雷西非 / Ms.Salma Casierra Alvarez / 55 81 3326 7479 / salmacasierra@gmail.com 

‧ 伯南布哥 / Ms. Isabela de Carvalho Cavalcante da Silva / 55-81-9612-7370

  /  isabela._.cavalcante@hotmail.com 

‧聖保羅 / 聯絡人共同電話 / 55-11-5083-7227 / sp@contatodiretocomdeus.org 

‧聖保羅 / Mrs. Marcia Mantovaninni / 55-11-3083-5459 / Manto.CAM@hotmail.com 

＊加拿大－ 

‧艾德蒙吞 / Mr. Tuan Anh Phan / 1-780-235-7578 /  Edmonton99999@yahoo.ca 

‧倫登 / 小中心 / Mr. Bill Barton / 1-519-4952215 / bbarto2162@rogers.com 

‧蒙特利爾 / Mr. Terry Terrian / 1-514-758-7762 / tterrian@yahoo.com 

‧渥太華 / 小中心 / ottawacentre@gmail.com 

‧渥太華 / Ms. Sonal Pathak / 1-819-770-5516 / sjpathak36@hotmail.com 

‧多倫多 / Ms. Wai Ling Anita Kwok/ 1-647-2005966 /  anitawlkwok@gmail.com 

‧溫哥華 / 小中心 / Vancouver.Center@gmail.com 

‧溫哥華 / Ms. Ai / 1-604-780-3865 /  nirvana.purelove@gmail.com 

‧維多利亞 / Mrs. Betska K-Burr / 1 250 652-7020 / Bea@BeautifulEarth.org 

＊智利－ 

‧沙蓮那 / Mr. Ruben Augusto Bonilla Araus / 56-92967880 / ruboar@hotmail.com 

‧ 聖地牙哥 / 小中心 / 56-2-6385901 / chilecenter1@yahoo.com 

‧聖地牙哥 / Mr. Mario Gonzalez Berrios / 56-82614056 /  berriosgonzalez@gmail.com 

＊哥倫比亞：波哥達小中心 / Ms. Yudy Liceth Guzman perdomo / 57-3003932587, 57-1-

2030051 /  contactodirectocondioscolombia@gmail.com 



＊哥斯大黎加－ 

‧聖荷西 / Mr. Luis Alonso Alfaro Sibaja / 506-8888-0837 / CostaRicaInfoPC@gmail.

com 

* 厄瓜多－ 

‧洛哈 / 李占美先生 / 653-9722 0387 / alantblee@gmail.com 

* 薩爾瓦多 / Ms. Carolina del Carmen Rivera / 503- 7790-6258 / fenixcarolina@yahoo.

com 

＊宏都拉斯－ 

‧德古斯加巴 / Mrs. Ondina Corrales Flores / 504-222-7733 / ondicotgu@yahoo.com 

＊墨西哥－ 

‧墨西哥州 / Ms. Laura Lopez Aviles / 52 55 50249316, 52 55 13974330/ texcenter@

gmail.com 

‧蒙特瑞 / Mr. Humberto Martinez / 52-81-811-1691541 / mtycenter@gmail.com 

＊尼加拉瓜－ 

‧馬納瓜 / 小中心 / 505-248-3651 /  pastora7iglecia@yahoo.com 

＊巴拿馬－ 

‧巴拿馬 /  黃郭美娥女士 / 507-6500-8652 /   meio54@hotmail.com 

＊巴拉圭－ 

‧東方市 / Mr. & Mrs. Italo Acosta / 595-61-510417, 595-983614592 / Italoacostaa@

hotmail.com 

＊秘魯－ 

‧庫斯科 / Mrs. Patricia Kross / 51-84-232-682 /   ef_pat@yahoo.com 

‧利馬 / Ms. Maria Isabel, Tuesta Angulo / 51-01-3486976 / maritue_pe@yahoo.com 

‧普諾 / Ms. Karla La Torre Choquehuanca / 51-51-368523 / karlaetc@hotmail.com 

‧楚吉約 / Ms. Maria Andrea Paredes Lopez / 51-44224908 / paloma_qyin@yahoo.com 

＊蘇利南－ 陳年麗女士 / 597-8597491 / nianli.2006@yahoo.com.cn 

＊烏拉圭－ 

‧蒙德維的亞 / Mr. Esteban Ceron / 598-2-305 9288 / estceron@yahoo.com 

＊委內瑞拉－ 

‧馬拉開波 / Ms. Dianela Carola Diaz Fereira / 58-414-0592606 / dianela33@yahoo.es 

＊美國－ 

※亞歷桑那州 / Mr. Elie Firzli / 1-602 692 5035 / pelikan@cox.net 

※阿肯色州－ Ms. Cynthia Hudson / 1-479-981-1858 / arkansascenter1es@cox.net 

※加州－ 

‧弗雷斯諾 / Ms. Ching Wen You / 1-559-647-2652 / jean168you@yahoo.com 

‧洛杉磯 / Mr. Elias Rodriguez / 1-951-244-4485,1-626-664-1664 / elias.bebliss@

gmail.com 

‧洛杉磯 / Mr. Loi To / 1-714-803-8818 / Loi.To@hotmail.com 

‧沙加緬度 / Mr. Thi Thai Le / 1- 916-799-7768 /  thaivegi@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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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加緬度 / Mr. Tuan Minh Le / 1-916-234-0467 /  tuanins@yahoo.com 

‧ 聖地牙哥 / Mr. Dau Van Ngo / 1-858-573-2345 / sandiegocenterusa@gmail.com 

‧舊金山 / Ms. Karen Lam / 1- 415-564-5464 / SFshines@gmail.com 

‧聖荷西 / 蔣茴郁女士 / 1-650-2003628 /  us.sanjose.wisdom@gmail.com 

‧聖荷西 / Mr.   David Allan Smugar / 1-818 261-4003 /  David_Smugar@yahoo.com 

‧聖荷西  / Ms. AiHoa / 1-408-821-2733 / lamaihoa@gmail.com  

‧卡萊克西科 / Mr. Marco Calderon / 1-760-960-0708/   macuarte@hotmail.com

 

※科羅拉多州－Mrs. Rachel Marzano / 1-720-229-0446 / coloradocenterusa@gmail.com 

※佛羅里達州－ 

‧卡普克理爾 / Mr. Long Huynh /1-239-398-0639 / cccflsaints@gmail.com 

‧羅德岱堡 / 呂宜祐先生 / 1-212-385-9900 / yihyohlu@gmail.com 

‧奧蘭多 / Ms. Kim Anh Hang / 1-407-487-0651 / kimanh.hang@gmail.com 

※喬治亞州－ Mrs.   Bernal, Mariela/ 1-770-383-2143 / Kminantes12@gmail.com 

※夏威夷州－ Mr. Neil Trong Phan / 1-808-398-4693 / neilphan@gmail.com 

※伊利諾州－ Ms. Ciel Lord / 1-773-351-5957 / sm.illinois@gmail.com 

※印第安那州－ 

‧韋恩堡 / 小中心 / indianacenter@yahoo.com 

‧韋恩堡 / Mr. George Le / 1-260-348-1254 /  goldenageFW@gmail.com 

※肯塔基州－ 

‧法蘭克福 / 小中心 / kycenter2000@yahoo.com 

‧ 路易斯維爾 / Mr. Lei Wang / 1-502-644-2804 / wanglei300@gmail.com 

※馬里蘭州－ Mr. Pete Theodoropoulos / 1-410-443-1358 / petetheo1111@hotmail.com 

※麻薩諸塞州－ 

‧波士頓 / 小中心 / 1-401-651-4684 /  bostoncenter2013@yahoo.com 

‧波士頓 / Ms. Allison C. Joyal / 1-401-769-5948 / joyalallison@yahoo.com 

‧波士頓 / Mrs. Thao Bich Le / 1-860-519-8054 /  tle2tp@gmail.com 

‧波士頓 / 王麗鈺女士 / 1-781-228-1941/ leahchen3@yahoo.com 

※密西根州－Mr. Martin J. White / 1-734-834-9208 / michigancenter@att.net 

※明尼蘇達州－ Mrs. Jade Tran / 1-952-583-2427 / godwife606@yahoo.com 

※密蘇里州－ Ms. Mary Ella Steck / 1-573-230-3836 / maryellasmtv@gmail.com 

※新墨西哥州－ Mrs.   Ashley Dao Nguyen /  1-505 312-6229 /  diepashleypa@comcast.

net 

※紐澤西州 

‧紐澤西 / 薛秉輝先生/ 1-318-537-4471 /   Sidney.sit@gmail.com 

※紐約州－   王麗莎女士  / 1-917-805-3888 / sumamanagement2＠aol.com 

※北卡羅來納州－ Mr. Fred Lawing / 1-704-614-4397 / northcarolinacenter@hotmail.com 

※俄亥俄州－ Mrs.   Lynn McGee /   1-973-864-7633 /   lynn.mcgee@yahoo.com 



※俄克拉荷馬州－ Mrs. Tran, Thao / 1-918-292-8884 / smtu2007@cox.net 

※奧勒岡州－ 程萱女士 / 1-541-9054073 / xuan.cheng2008@gmail.com 

※賓夕法尼亞州－ 

‧費城 / 許玲玲女士/ 1-484-336-9043 / llhsu.pacp@gmail.com 

‧匹全堡 / Mr. Trung Kieu / 1-408 786 4856 / pittsburghcp@gmail.com 

※南卡羅來納州－  Mr. Michael Stephen Blake / 1-407-474-3492 / smch_southcarolina@

yahoo.com 

※德州－ 

‧奧斯汀 /  Mr.Nam Tran / 1-512-363-6399 / namtranx@yahoo.com 

‧達拉斯 / 小中心 / Mrs.   Loching Huang (Ellie) / 1-214-264-3348 / 1-214-264-3348 

/   ellie_hu@yahoo.com 

‧休士頓 / Mr.   Son Le / 1-832-955-3620 /  sonbachle@gmail.com 

‧聖安東尼奧 / Mr. Adam Gomez / 1-210-313-5023 / adamdgomez@hotmail.com 

※維吉尼亞州－ 

‧華盛頓特區&維吉尼亞小中心 / VaCenterUSA@gmail.com 

※華盛頓州－ 

‧西雅圖 / Mr. Victor Huynh / 1-206 412-9645 /  vichuynh99@yahoo.com 

※威斯康辛州 － 

‧麥迪遜 / Ms. Thu Lieu Thi Dang / 1-608-844-4480 / sm.wisconsin@yahoo.com 

◆ 亞洲 

＊亞塞拜然－ 

‧巴庫 / Mr. Ahmad Shahidov / 994-55 205 65 65 / ahmad_shahidov@hotmail.com 

＊柬埔寨 / 小中心 / 855-16829811 / starsoeng@yahoo.com 

＊福爾摩沙－ 

‧台北 / 小中心 / 886-2-2788-0866 / tpe.light@gmail.com 

‧台北 / 俞鑌先生 / 886-958839586 /  smchiloveu@gmail.com 

‧苗栗 / 賴冠元先生 / 886-923313253 /  angle.flying@msa.hinet.net 

‧高雄 / 吳昆燃先生 / 886-921-680197 / as8867093@gmail.com 

＊香港－ 

‧香港 / 聯絡人共同電話 / 852-26378257 /  yfyl.hongkong@gmail.com 

＊印度－ 

‧孟買 / Bipin Thosani / 91-9833086680 / bipinthosani@gmail.com 

＊印尼－ 

‧巴里 / 小中心 / 62-361-231-040 / smch_bali@yahoo.com 

‧巴里 / Mr. I Nyoman Widyasa / 62-81558068909 / qomink2006@yahoo.com 

‧雅加達 / 小中心 / 62-21-6319066 / smch.jkt@gmail.com 

‧雅加達 / Ms. Faye Yowargana / 62-815-9982537 / fayebright@gmail.com 

‧瑪浪 / Mrs.   Leny Laniwati /   62-341491964 /   62-83833408736 /  leny_al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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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com 

‧棉蘭 / 小中心 / 62-61-4514656 / smch_medan@hotmail.com 

‧棉蘭 / Ms. Erika Wijaya Ng / 62-85664065425 / universalove333@gmail.com 

‧泗水 / Ms. Swandajani Handjaja / 62-8155000990 /  swanny@sby.dnet.net.id 

‧日惹 / Mr. Tomitro /   62-274.624560 / 62-8122701642 /   tomitrojusdarman@gmail.

com 

＊以色列－ 特拉維夫 / Ms. Orit Adari / 972-50-2465008 / orita444@gmail.com 

＊日本－ 

‧群馬 / 高橋律子 / 81-90-1605-6863 / rita@rainbow.plala.or.jp 

‧東京 / Mrs.Takahashi, Eiko / 81-9071971478 /  eco117heart@yahoo.com 

全大阪 / Mrs. 三宅 美江 / 81- 86682-1126 / mm.lucky22@gmail.com 

＊約旦－Mr. Jafar Marwan Irshaidat / 962 7 95119993 / estaphuam@hotmail.com 

＊韓國－ 

‧安東 / 小中心 /  82-54-821-3043 / smandong@hanmail.net

 

‧安東 / Ms. Kim Jin Hee / 82-10-4855-6855 / kjh5606kr@yahoo.co.kr 

‧釜山 / 小中心 / 82-51-334-9204 / chinghaibusan@gmail.com 

‧釜山 /  Mrs.   Chang Hee KIM /  82-10-5150-9204 /   Kchee123@naver.com 

‧大邱 / 小中心 / 82-53-743-4450 / chinghaidaegu@hanmail.net 

‧大邱 /  Mrs. Si-jung, Kim / 82-10-4043-0351 /  sjk616@hanmail.net 

‧大田 / 小中心 / 82-42-625-4801 / smdaejeon@gmail.com 

‧大田 / Mrs. Kim Joung Eun / 82-10-6267-6090 / smnet21@naver.com 

‧光州 / 小中心 / 82-62-525-7607 / smgwangju@naver.com 

‧光州 / Mr. Hong Soon / 82-10-3198-8212 / hongs8212@naver.com 

‧仁川 / 小中心 / 82-32-867-5351 / lightundinchon@yahoo.com 

‧全州 / Mr. Choi Beyong Sun / 82-11-9715-9394 / buda1996@hanmail.net 

全尚州 / 小中心 /  82-54-532-5821 / houmri21@yahoo.co.kr 

‧首爾 / 小中心 / 82-2-5772158 /   worldvegan.seoul@gmail.com 

‧首爾 / Mr. Kang Jin Tae / 82-11-263-3563 / samwoncokr@daum.net 

全蔚山 / 小中心 /  82-52-224-4111 /  chinghaiulsan11@hanmail.net

 蔚山 / Mrs. Lee Mal Soon / 82-52-265-4766, 82-10-5142-4766 / soon605@hotmail.com 

全原州 / 小中心 / 82-33-763-9358 / smchwonju@naver.com

 全原州 / Mr.   WON, Eumtai / 82-11-622-2843 /  wdolte@naver.com 

‧永同 / 小中心 / 82-54-5325821 / houmri21@yahoo.co.kr 

＊寮國－ 

‧永珍 / Mr. Mr.Somboun Phetphommasouk / 856-20 22072452 / sobo52@yahoo.com 

＊澳門－ 

‧澳門 / 小中心 / 853-28532231 / macpositive@yahoo.com.hk 

＊馬來西亞－ 



‧亞羅士打 / Ms. Chin Chai Yean / 60-19-4118298 /  jellyyean@yahoo.com 

‧ 新山 / Mr. Wang Ah Sang / 60-16-7220779 /  wangahsang@yahoo.com 

‧吉隆坡 / Ms. Phua Mee Horng / 60-12-2786098 / phmegan@gmail.com 

‧檳城 / 小中心 / 60-4-2285853 / happyyogipg@gmail.com 

‧霹靂 / Mr.   Cheng Huat Tan /   6016-5232237 /  orgvegantan@hotmail.com 

＊蒙古－ 

‧烏蘭巴托 / Mr. Enkhbat, Dombon / 976-11-301101, 976-11-318153, 976-99-722198 /  

smcenter4mongolia@gmail.com 

‧烏蘭巴托 / Ms. Undral Tumurkhuyag / 976-95359909 / Mongolia.centre.fa@gmail.com 

＊緬甸－ 

‧仰光 / 小中心 /  saisanaik.006@gmail.com 

‧仰光 /  Ms. Thin Thin Lwin / 95-42-24373 / 95-9-8550401 / thinthinlwin28@gmail.

com 

＊尼泊爾－ 

‧加得滿都 / Mrs.   Meera kumari Khanal / 977-9845253713  /  meerakumari_khanal@

yahoo.com 

＊菲律賓－ 

‧馬尼拉 / Ms. Rosean Villones / 63-9295583763 / rosean_204@yahoo.com 

＊新加坡－ 

‧新加坡 / 小中心 / 65-6741-7001 / chinghai@singnet.com.sg 

‧新加坡 / 鄭振裕先生 / 65-81826695 /  t.chinjoo@gmail.com 

＊斯里蘭卡－ 

‧可倫坡 / 小中心 / 94-11-2412115, 94-772-984912 / smchp2freedom@gmail.com 

＊敘利亞 / Mr. Aiham Bader /  963-949-200481 /  Yamato9@gmail.com 

＊泰國－ 

‧曼谷 / Mrs.   Tanya Chongvilaiwan / 66-2807 9895  /   66   - 897484907 /  tan-

ya_angspatt@yahoo.com 

‧宋卡 / Mrs. Suda Sangthongkoon / 66-84-969-7129  / sinnsuda@gmail.com 

‧全叻府 /  Mr.   Watana Sridanklang   / 6681-760-6281 /  sridarn_wat@hotmail.com 

‧清邁 /  Mrs. Kantha, Kulitsara / 66-53-852832/ 66-851554337 / larlar.kunta@gmail.

com 

＊土耳其－ 

‧伊斯坦布爾/ Ms. Gizem Atesoz / 90-216-369-3788 / 90-507-363-8901 /  gizem@

quanyin.info 

‧安卡拉 / Mrs. Sule Nesrin Alper / 90-5325180146 / snalp@hotmail.com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布達比 / Mr. Dhiraj D. Radadiya / 971-50-3118499 / dradadiya@yahoo.com 

◆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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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 

‧維也納 / 聯Mr. Kral Alfred / 43-699 1000 5738 /   viennaveganpeace@gmail.com 

＊比利時－ 

‧布魯塞爾 / Mrs. LUU, Kim Yen / 32-2-479-1546 / kimyen.luu@mail.be 

＊保加利亞－ 

‧索非亞 / Ms. Dilyana Mileva / 359-895-937 420 / mileva74@gmail.com 

‧普羅夫迪夫 / Ms.Radostina Koleva / 359-0887773480/  radost_kol@yahoo.com 

＊克羅埃西亞－ Ms. Dorotea 全ic / 385-98-378165 / tebudd@gmail.com 

＊捷克－ 

‧布拉格 / 小中心 / 420-261-263-031 / czech-center@spojenisbohem.cz 

‧布拉格 / Mr. Nguyen Tuan Dung / 420-608124709 / czech-center@spojenisbohem.cz 

＊愛沙尼亞 / Ms. Astrid Murumagi / 358 5059 62315 / astrid_murumagi@yahoo.com  

＊芬蘭－ 

‧赫爾辛基 / Ms. Camilla Victoria Sonninen / 358-415293188 / helsinkicenter@gmail.

com 

＊法國－ 

‧阿爾薩斯 / 小中心 / Mr. HENRION Arnaud / 33-3-89-77 0607 / allmightylove@gmail.

com 

‧蒙特彼利 / Mr. Sylvestrone Thomas / 33-4-67650093 / worldvegan34@yahoo.fr 

‧巴黎 / Ms. Anna Horodynska / 33-620076254 / journeyback@hotmail.com 

‧瓜德羅普島 /  Ms. David Lorin /   590-590223214/ 590-690549017 / sarvamaata@

hotmail.fr 

＊德國－ 

‧柏林 /  Mrs. Anja Hable / 49-179-7976653 / berlin-center@gmx.de 

‧杜易斯堡 / Mrs. Rost, Henrike /  49-221-78963428 / 49-179-9025423/  henrikerost@

gmx.net 

‧弗賴堡布賴斯高 / Mr. Alain Spindler / 33-3 69 34 14 56 /   freiburg.center@sfr.fr 

‧漢堡 /  Mr. Pa-Landing Bojang / 49-176 68938725 / p.bojang@gmx.de 

‧慕尼黑 / Ms. Nguyen, Thi Thuy / 49-89-37966730 / ahimsa.tn@googlemail.com 

＊希臘－ 

‧雅典 / Mr. John Makris / 30-210 8660784 / johnmackris@yahoo.co.uk 

＊匈牙利－ 

‧布達佩斯 / 小中心 / 36-1-363-3896 / budapestcenter@gmail.com 

‧布達佩斯 / Ms. Boros, Kata Vera / 3620 221 50 40 / filagoria@gmail.com 

＊冰島 －  Ms.   Ng全 Th全 Kh全 / 354 - 8205778 /  reykjavik.center.iceland@gmail.com 

＊義大利－ 

‧佩斯卡拉 / Mr.   Antonino Buonamico /  39 080 523 0645 / 39 328 468 0951 /  

amicanto@hotmail.com 



‧波隆納 / Mrs. Nancy Dong Giacomozzi / QuanYinBologna@gmail.com 

＊愛爾蘭－ 

‧都柏林 / 353-861709879 /  dublinsmch@yahoo.co.uk 

＊挪威－ 

‧奧斯陸 / Ms. LIN YANG / 47-21449273/ aileenlyoung@hotmail.com 

＊波蘭－ 

‧華沙 / Ms. Malgorzata Mitura / 48-724 115 369 / malgorzata.mitura@gmail.com 

‧別爾斯克 - 比亞瓦 / Ms.Marta Pajak / 48-600149958 /  qy.marta@gmail.com 

＊葡萄牙－ 

‧里斯本 / Mr. H. Silva / 351-933257757 / heqyss@hotmail.com 

＊羅馬尼亞－ 

‧布加勒斯特 / 小中心 / 358-443338893 / bucharestqy@yahoo.com 

 *  俄羅斯:

全  莫斯科 /  小中心 / smchmoscow@yandex.ru 

＊塞爾維亞－ 

‧貝爾格勒 / Ms. Maja Mijatovi全 / 381642748820 / majazemun@yahoo.com 

＊斯洛伐克－ 

‧日利納 / Mr. Roman Sulovec / 421-903100216 / meditacia@spojeniesbohom.sk 

＊斯洛維尼亞－ 

‧采列 / Mr. Damjan Kova全i全 / 38640236433 / qy4ever@yahoo.com 

‧盧布爾雅那 / 小中心 / 386-1-518 25 42 / quanyinslo@gmail.com 

‧盧布爾雅那 / Mr. Benjamin Bori全ek / 386-70834649 / forevershinelove@gmail.com 

‧馬里波 / Mr. Igor Gaber / 386-41592120 / igor.gaber@gmail.com 

＊西班牙－ 

‧馬德里 / Mrs. Maria Jose Lobo Cardaba / 34 675389788 / mjose.lobo@yahoo.es 

‧瑪拉格 / Mr. Vicente Perez Gonzalez / 34-675199062 / vicpergon@gmail.com 

‧瓦倫西亞 / 朱文琴女士 / 34-963301778, 34-695953889 /  valencialight@gmail.com 

‧瓦倫西亞 / Mr. Jose Luis Orduna Huertas / 34-653941617 / joselorduna@gmail.com 

＊瑞典－ 

‧馬爾摩 / Mrs. Helen Tielman / 46-70-5719057 / qysouthsweden@gmail.com 

‧斯德哥爾摩 / Ms. Elizabeth Dabrowska Hagman / 46-76-84 80 978 / elizabeth.

dhagman@telia.com 

‧普島薩拉 / Ms. Youwei Wang / 46-73 789 6019 / peacejoy333@gmail.com 

＊瑞士－ 

‧日內瓦 / Mrs. Eva Gyurova / 33 633 60 11 91 / gyurovi@yahoo.com 

＊荷蘭－ 

‧阿姆斯特丹 / Mrs. Naima Ben Moussa / 31-626262240 / naima01@casema.nl 

‧阿姆斯特丹 / Ms. Samia Chouhou / 31-610188302 /  Samia155@hotmail.com 

＊大英聯合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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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 

‧倫敦 / 小中心 / 44-77-3743 5869 / londonukcentre@googlemail.com 

‧倫敦 / Mr. Andrzej Misiek / 44-77-6848 9583 / a.misiek23@gmail.com 

‧舍瑞 / 梁兆茵女士 / 44-7760275088 / surrey.centre@yahoo.co.uk 

◆ 大洋洲 

＊澳大利亞－ 

‧阿得雷得 / Ms. Hoa Thi Nguyen / 61-433161065 / gohomeasap@yahoo.com 

‧布里斯本 / Ms. Renata Halpin / 61-412 775 678 / renatahalpin@gmail.com 

‧坎培拉 / Mrs. Tieng thi Minh Tam / 61-2-6100-6213 / tam.tieng@gmail.com 

‧墨爾本 / 小中心 / melbsmch@aol.com 

‧墨爾本 / Ms. Jenny McCracken / 61- 431 587 830 / jam2arts@mac.com 

‧墨爾本 / Mr. Nguyen / 61-422 113 775 / danhnguyen2475@yahoo.com.au 

‧墨爾本 / 馮偉女士 / 61-414 839 533 / wfwisdom@gmail.com 

‧中北部海岸 / Mr. Eino Laidsaar / 61-2 6550 4455 / goldenagecenter@gmail.com 

‧北河拜倫灣 / Byron Bay / Mark Kingsley Swanson Thornquest / 61 266740374 / 

mthornquest@hotmail.com 

‧柏斯 / Mr.   Michael Page / 61-0499995922 /  sunblessing905@gmail.com 

‧雪梨 / 小中心 / 61-469 719 222 /  happysydneycentre@gmail.com 

‧馬里蘭 / Ms. Julie Pharr / 614-2989-1282 / Julie.p.dixon@gmail.com 

＊紐西蘭－ 

‧奧克蘭 / Mr.   Garret Jaxen / 64-9-5541434,64-212551952  /  nzgarretjaxen@gmail.

com 

‧基全城 / Mr. Terry Prince / 643-357 8387 / princenz@gmail.com 

‧漢米敦 / Mr. Dean Niki Powell / 64-7-8566496 / hamiltoncp@yahoo.co.nz 

‧尼爾森 / 小中心 / 64-3-5391313 /  nelsoncenternz@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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