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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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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者及芸芸社會大眾的內心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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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深扣吾人性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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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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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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道路
清海無上師出生於悠樂（越南）中部，十八歲時

赴英國留學，後赴法國和德國，並在德國紅十字

會擔任翻譯，後來與一位德國醫生結婚。在兩年

的美滿婚姻之後，她帶著先生的祝福，去實現從

小的理想，展開追尋靈性開悟之旅。歷經各國的

艱辛朝聖之後，她終於與一位在世明師在喜馬拉

雅山神聖際會，並得到這位大師傳法印心，經由

深沉靜坐，她重新發現永恆的自性。在精進修行

後，她達到了完全開悟的境界。

因應求道者的誠心請求，清海無上師慈悲地教導

來自不同國家、宗教及文化背景的修行者，傳授

打坐的方法—“觀音法門”。“觀音”是指觀

內在的音流，亦即我們的“真我”。她充滿愛心

與智慧的開示，帶給全人類希望，啟發大家生活

在真善美的世界裡。



開悟以後，什麼事都好，

無明做什麼事都說不定好；

所以無明是最大的罪，

開悟是最大的功德。

～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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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就是指我們自己萬能的智慧，

無量的智慧，

我們內在無量光、無量壽的品質，

我們如果記得祂，

就不怕任何事。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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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修行到沒有我執，

沒有任何臉，

沒有任何概念，

沒有好壞的想法，

像小孩一樣。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9.07.01 

（音帶編號CG14）

任何人罵我們、毀謗我們，

  我們應該把他當做是菩薩罵我們、

上帝考驗我們，

這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9.02.28 

（影帶編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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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佛祖就是慈悲愛力，

我們得到這個慈悲愛力溝通的電線、

電波以後，

會越來越有慈悲心、有愛心，

越能容納任何眾生，

因為我們越來越知道萬物真正的同一體。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9.03.21 

（音帶編號CG14）

我們內邊的明師是永久不離開我們，

我們應該靠祂，

祂是我們的主人、本人、本性。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9.09.03 

（音帶編號C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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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越笨，

我們越能感受上帝或佛菩薩的愛力，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笨的人他們很謙卑，

上帝愛謙卑的人。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屏東 1988.12.02 

（影帶編號22）

我們真正要求，

真正有勇氣，

真正的渴望，

誠心要求，

十方佛菩薩會幫忙。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9.07.29 

（影帶編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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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概念而生，為概念而死，

為概念而了脫生死；

所以我們的概念一定要正確，

才不會誤導自己和別人。

～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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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人，

最重要就是有求道的心，

真正的要學習。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09.28 

（影帶編號131）

世界有二、三種智慧，

 最高智慧的人，他們什麼都不想講，

    因為有人要求，他不得已才講。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09.28

 （影帶編號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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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人，越細心越好，

  越照顧別人，我們越開心，

我們生活越快樂。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01.14 

（音帶編號CG30）

如果能遵照一位真正開悟的師父，

 所指示的每一句話去做、去學，

那就是最大的福報，

也等於是在崇敬宇宙所有的聖人。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北 198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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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思想像佛一樣，

行為像佛一樣，

講話也像佛一樣，

那你就是佛了！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1.04 

（影帶編號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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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批評什麼人，看一清二楚再講，

看一清二楚以後，任何人都不敢批評了。

知道都是因果、業障。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0.15 

（音帶編號C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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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都好，都是情況造成的。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2.09 

（影帶編號140）

我們自己應該誠心、

應該努力、應該用功，

 應該時時不忘自己內邊那個佛的力量，

我們時時都要懇求祂幫我們忙，

那個力量我們叫上帝或是佛祖，

也就是我們的本人。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2.09 

（影帶編號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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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愛自己，我們不會愛別人。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北 1991.04.20 

（影帶編號161）

躲在道裡面才安全，躲在哪裡都不安全。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7.14 

（影帶編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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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罵人，

不過我們自己有愛心，人會感覺到，

不是我惡心罵的，而要照顧他們，

所以他們永遠不會生氣。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9.21 

（影帶編號193）

我們可以在世界裡面，

但是心不要執著在那裡，

知道任何都是煩惱，

我們要好好保護我們的道心，

像蓮花長在泥巴的湖裡面，

不會污染就可以。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9.21 

（影帶編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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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什麼問題，多打坐就會沒有。

～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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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東西有時候也是一種功課，

有它的美，

如果我們用比較開悟的眼睛看，

任何東西都有它的美。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屏東 1991.04.21 

（音帶編號CG33）

每個人都是佛菩薩，

有可能他們還不了解自己是佛菩薩；

但我們還是要尊重他們，

對待他們就像對待自己一樣；

嚴格不過包容，疼愛不過不執著。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屏東 1991.04.21 

（音帶編號CG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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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愛心是人家做壞事，

我們應該警告他，

要想辦法讓他開悟，

愛心不是人家做什麼好事、什麼壞事，

我們都保護他。

～清海無上師

不是靜靜坐在那邊就好了，

心也要乾淨、善良、真正的專心，

才可以算“打坐”；不然就是“打錯”。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8.25 

（影帶編號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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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方面儘管好，

照顧世界的方面，

還是要有自己的妙法跟祕訣。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8.25 

（影帶編號188）

我們越藏東西給自己，我們越吃虧；

我們越大量、越付出，我們越富有。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9.08 

（音帶編號CG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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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是自己修的、燈是自己點的、

路是自己走的。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8.01 

（音帶編號CG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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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修行的功德，都要分享給世界，

我們修行不是只為了一個人。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02.18 

（影帶編號113）

不是因為佛不想度眾生，

是眾生不想度自己。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泰國 1992.03.06 

（影帶編號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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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沒有時間，我們越做很多工作。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19 

（影帶編號242）

修行應該自在，也讓人自在。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1.12 

（影帶編號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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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改變方式，

就是我們跟裡面上帝的力量溝通；

然後讓上帝的力量改變我們。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馬來西亞 1992.02.25

 （影帶編號218）

沒有煩惱不要惹煩惱，

已經有煩惱儘量解決煩惱。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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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改將來的話，改現在；

所以現在最重要，根本不用看過去啦！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1.01

 （影帶編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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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傷害自己，也不傷害別人。

～清海無上師

知道我們弄錯還不夠，

不再弄錯還不夠；

而要弄好、要做更好，才是真正的懺悔。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5.09 

（音帶編號CG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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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地獄都是我們自己造的。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北 1986.09.24 

  幫忙別人解脫、知道“正道”，

 才是最高的幫忙、最高的功德。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南 1987.12.04

 （音帶編號C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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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只是為了賺錢而工作，

而是為了盡我們的責任。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南 1988.05.13 

（音帶編號CG1）

如果我們執著某些成就，

我們就不能再發展！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8.25 

（影帶編號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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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夠用就好，節省時間修行。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南 1988.05.13 

（音帶編號C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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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我們沒有痛苦、快樂，

只是我們不管它而已，

所以我們才自在！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花蓮 1988.11.04 

（音帶編號CG4）

不管做什麼事，

心很安就知道是對，

心不安就不要做。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花蓮 1988.11.04 

（音帶編號C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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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清靜下來的時候，

我們找我們本人的時候， 

 任何答案都會出來。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6.23 

（影帶編號178）

全部放下，

是最舒服的一種感覺。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7.07 

（影帶編號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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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想什麼目標，

我們會得到那個目標。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7.09 

（影帶編號267）

用心的做，知道為什麼做，才好。

做，為了要訓練自己，

做，為了要貢獻給別人，

做，為了愛心，

做，為了要報答這個世界的恩義。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25 

（影帶編號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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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如果想要布施、持戒的話，

愛乾淨也是一種布施，

給人家舒服的感覺，也是一種布施。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03 

（影帶編號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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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不出家都可以修行，

主要就是我們的心解脫了、智慧開了，

才能夠幫助世界。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19 

（音帶編號CG49）

我們心、身、口、意喜悅開朗，

知道為了別人犧牲、

為了自己要解脫而修行，

這就是出家人的精神。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19 

（音帶編號CG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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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找到自己內邊的愛力以後，

才能夠真正的愛人。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高雄 1990.01.10 

（影帶編號109）

如果我們貪人家財產，

等於我們拿人家業障一樣。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12 

（影帶編號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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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是智慧、是愛心、是力量，

不是用任何東西可以裝起來

不是用任何的空間可以隔掉，

不是用距離可以把祂分開的。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03 

（影帶編號236）

要對自己很嚴格、很誠心，

然後別人對我們才誠心。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03 

（影帶編號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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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互相亂讚嘆、下毒，

讓別人等級墮落，這樣是造業障。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4.03 

（影帶編號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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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師父就是想念她的道理，

記得她講的一切。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0.10 

（影帶編號136）

我們做好的事情結果一定會好。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09.02 

（音帶編號CG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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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們感覺到自己了不起，

你們才怕（丟臉），

這個是微細的驕慢心。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0.15

 （音帶編號CG31）

人靠菜飯才能夠身體健康，

我們的靈魂靠愛力才能夠長大。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0.15 

（音帶編號C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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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喜歡任何東西，

一喜歡我們就執著在那裡，

我們應該心無挂礙。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0.15 

（音帶編號CG31）

你最怕的東西，最應該去突破。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10.15 

（音帶編號C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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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坦白，就是對誰都坦白。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陽明山 1992.10.30 

（影帶編號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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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舒服的話，對誰都舒服；

你自己舒服，大家都舒服。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陽明山 1992.10.30 

（影帶編號285）

有人要求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儘量做；

沒人要求我們，我們就吃飯睡覺嘛！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2.09.28 

（影帶編號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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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是用知識能夠分析的，

“道”是裡面的悟解。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韓國釜山 1992.03.23 

（影帶編號234）

任何人對我們好，都是我們自己好的。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屏東 1992.12.23 

（影帶編號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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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聽內在真正的本人，

自然的反應就不會錯。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屏東 1992.12.23

（影帶編號293）

心裡如果有風波，

外面也會造成風波。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9.07.29 

（音帶編號CG15）



90

我們修行是為了自己，

不是為了要別人尊重。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屏東 1992.12.25 

（音帶編號CG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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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事不能有任何不高雅的動機，

任何工作都一樣，

無條件貢獻才是好。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屏東 1993.01.03 

（音帶編號CG54）

隨時保持警覺心，

做事要獨立、合邏輯、合自己的良心。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香港 1992.12.31 

（影帶編號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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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工作應該做到完美，

不給人家抱怨、煩惱，那個才好。

～清海無上師

不論內在或外在，

我們都應該做個真、善、美的代表。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瑞士日內瓦 1993.04.21 

（影帶編號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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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誠信是我們保護自己尊嚴

及良知的最佳保障。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新加坡 1993.03.09 

（影帶編號328）

一旦我們開悟了，

每件事都會變得簡單。

我們會想得快、做得快，

會在適當時機做正確的反應，

那就是成功的要訣。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澳洲布里斯本 1993.03.21 

（影帶編號337）



98

事實上沒有所謂定命，

就是我們修行不夠而已。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香港 1993.10.03 

（影帶編號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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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方式比「愛心」和「謙卑心」

更好和別人溝通了。

～清海無上師

永遠不要忘記上帝，

那我們什麼都會得到；

如果我們想得到東西的話，

就應該知道所有東西都是祂的。

祂給我們，

我們也不應該認為是自己的。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0.05.27 

（音帶編號C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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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放下你的小我，你就會變得偉大。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泰國曼谷 1994.01.01 

（影帶編號400）

脫離敵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他們深深感動，然後你就贏了

—用愛心贏他們。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泰國曼谷 1994.01.01 

（影帶編號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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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愛心，

但不因此而驕慢；

布施，但不求功德回報。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新加坡 1993.03.09

 （影帶編號328）

我們的心應該跟小孩一樣，

很單純、很簡單接受加持，

這樣才能夠很快進步。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8.10.29 

（音帶編號C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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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還不能感覺到別人的痛苦，

還不能了解別人的心情，

我們還離道很遠。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88.11.06 

（音帶編號C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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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都是柔贏剛的，

越沒有力量、越無形、越柔軟，

力量越大。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1.08.11 

（影帶編號187）

忍辱是什麼呢？

就是不管怎麼樣，

都認清是自己的因果，

不是別人的錯。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北 1987.09.26 

（音帶編號C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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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很好，不過愛力才是最好。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高雄 1988.05.10 

（音帶編號CE6B）

生活中擁有什麼並不重要，

能否知足才重要。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 1993.04.10

 （影帶編號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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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學習的功課當成我們的刑罰，

才那麼痛苦。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北 1987.10.25 

（音帶編號C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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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生活是隨遇而安，

有什麼享受什麼，

這就是我所認為的簡單生活。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 1993.04.10

 （影帶編號350）

只要所有人都開悟，世界就不會末日。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 1993.04.10 

（影帶編號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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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主動的精神，

決定什麼時候去做最好；必須要果斷，

用自己已被開啟的智慧。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北 1994.05.23 

（音帶編號CR14）

試著柔順、謙虛、臣服，

那你會更清楚看到上帝。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馬來西亞 1992.02.27 

（影帶編號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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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越誠心工作，我們越開悟。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屏東 1993.01.25 

（影帶編號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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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到別人有利益，

我們就會忘記自己的恐懼，

這是長養勇氣最好的辦法。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福爾摩沙台南 1989.03.03 

（影帶編號53）

當我們把關愛、仁慈、寬容

和體諒擴及於別人時，

我們就創造了天堂。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美國西雅圖 1993.04.07 

（影帶編號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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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世界上，

不論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愛。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泰國曼谷 1994.09.11 

（影帶編號445）

最大的浪費是我們不認識自己的智慧，

不明白自己擁有上帝的力量，

忘記自己是上帝的小孩。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美國奧勒岡 1993.12.04 

（影帶編號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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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解脫自己那些執著的概念、

黑暗的思想和綁住的感情，

這樣就叫現世解脫。

清海無上師以中文講於香港 1993.10.01 

（影帶編號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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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執、自滿和自尊心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清海無上師以悠樂文講於美國加州洛杉磯 1993.04.04 

我們可以培養自己成聖人，

也可以使自己成為罪人。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新加坡 1994.09.26

 （影帶編號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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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過得簡單而非簡陋。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美國紐約 1994.06.20 

（影帶編號436）

透過打坐來獲得更多的

內在保護力及智慧，

那是我們唯一能得到安全的方法。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講於福爾摩沙西湖 1995.06.10 

（影帶編號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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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介紹
即刻開悟之鑰
中文版(1-10)、英文版(1-5)、悠樂文版(1-15)、韓文版(1-
11)、印尼文版(1-5)、西文版(1-3)、泰文版(1-6)、蒙古文
版(1、6)、波蘭文版(1-2)、德文版(1-2)、葡文版(1-2)、法
文版(1-2)、日文版(1-4)、匈牙利文版(1)、瑞典文版(1)、
芬蘭文版(1)、藏文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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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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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刻開悟 師徒神奇感應
中文版(1-2)、悠樂文版(1-2)

1992年三地門禪七專輯
英文版、悠樂文版（各1冊）

清海無上師1993年全球弘法專輯
中文版(1-6)、英文版(1-6)

師父講故事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泰文版、西文版、韓文版、日
文版（各1冊）

和平之道--直接和上帝連線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各1冊）

清海無上師智慧漫畫集--上帝照顧一切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韓文版、日文版、法文版（各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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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命上彩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各1冊）

清海無上師開悟笑話集--光圈太緊了
中＋英文版（合1冊）（書＋CD）

輕鬆修行的祕訣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各1冊）

上帝與人類的故事--聖經故事的靈思
中文版、英文版（各1冊）

了悟健康--回歸自然正當的生活方式
中文版、英文版（各1冊）

甘露法語（一）
中、英文版（各1冊）、西＋葡文版（合1冊）、德＋法文版
（合1冊）、英＋韓文版（合1冊）、日＋英文版（合1冊）

甘露法語（二）
中文版、英文版（各1冊）

帶我回家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法文版、義大利文版、韓文
版、蒙古文版、希臘文版、保加利亞文版、西文版、德文
版、波蘭文版、匈牙利文版、俄文版、印尼文版、捷克文
版、羅馬尼亞文版、土耳其文版、阿拉伯文版 (各1冊)

“無上家廚”國際素食珍餚
中＋英文版（合1冊）、悠樂文版、日文版

無上家廚”家珍味
中＋英文版（合1冊）

“和平之音、四海一心”紀念專輯
中＋英＋悠樂文版（合1冊）

天藝
中文版、英文版（各1冊）
《天藝》是一本結合靈性與藝術的超凡之作，作者以靈性角
度詮釋藝術真諦，以藝術展現天國的真、善、美……

清海無上師藝術創作集
中＋英＋悠樂文版（合1冊）

清海無上師藝術創作專輯--繪畫系列
中文版、英文版 （各1冊）

天衣珍藏本
中＋英文版（合1冊）

今生有你--我的狗寶貝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韓文版、日文版、西文版、波
蘭文版、德文版（各2 冊）
上下兩冊共500多頁，是清海無上師為她的狗寶貝出版的優
美寫真集。

真愛奇遇--我的鳥羽兄弟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法文版、德文版、韓文版、蒙
古文版、俄文版、印尼文版、阿拉伯文版（各1冊）

高貴的野生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德文版、法文版、韓文版、蒙
古文版（各1冊）
清海無上師費時年餘，親自撰文與攝影的一部湖濱生態日
誌。闡述動物朋友天生的高貴品質，引領人類進入前所未聞
的新領域。

和平曙光─有機純素化解全球危機：
歡迎至http://crisis2peace.org/tw，免費線上閱讀或下載
各種語言版本電子書

生命與意識的省思
中文版（雅奈茲‧德爾諾夫舍克博士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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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無上師詩歌作品
真愛
中文版、英文版（各1冊）
清海無上師的詩作特輯，這些詩作由得獎作曲家用來製作
音樂劇的音樂，還有更多關於藝術家們和音樂劇本身的內
容，如：完整的劇本、歌詞、樂譜及多幅全彩劇照

“沈默的眼淚”詩集
中＋英文版（合1冊）英＋法＋德文版（合1冊）、西文
版、葡文版、菲律賓文版、韓文版（各1冊）

無子詩
悠樂文詩集、英文詩集、中文詩集

失落的回憶
悠樂文詩集、英文詩集、中文詩集

金銅回憶
悠樂文詩集、英文詩集 、中文詩集

蝴蝶夢
悠樂文詩集、英文詩集、中文詩集

前身足跡
悠樂文詩集、英文詩集、中文詩集

往日時光
悠樂文詩集、英文詩集

前身足跡（悠樂詩吟）
音帶及CD 1、2＆3
影帶1、2＆3（附中英文字幕）

步入情史（悠樂詩吟，收錄有悠樂著名詩人之詩作）
音帶及CD 1、2＆3
影帶1、2

往昔今朝（悠樂文詩歌）CD

永駐（悠樂文詩歌）CD

一縷芬芳（悠樂文詩歌）CD

夜夢（悠樂文詩歌）CD、DVD

超越時空（悠樂文詩歌）CD、DVD

無奈（悠樂文詩歌）CD

瑰寶集（悠樂文詩歌）CD、DVD
(清海無上師吟唱悠樂著名詩人的詩作）

金蓮花（悠樂文詩歌）CD、DVD
（悠樂詩吟，清海無上師吟唱上座「釋滿覺法師」詩作 ）

亙古之愛（悠樂文詩歌）CD、DVD

清海無上師歌曲創作專輯
（作者以中英悠三種語言演唱）CD、DVD

愛之歌（清海無上師演唱英文名曲及悠樂文創作歌曲）DVD

另有講經DVD、MP3、CD系列及錄影帶、錄音帶，有中文、英
文、悠樂文、菲律賓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俄羅斯文、亞美尼亞文、羅馬尼亞文、保加利亞文、希
臘文、義大利文、芬蘭文、荷蘭文、波蘭文、匈牙利文、斯
洛維尼亞文、捷克文、瑞典文、挪威文、希伯來文、克羅埃
西亞文、土耳其文、丹麥文、阿拉伯文、柬埔寨文、斯里蘭
卡文、蒙古文、波斯文、印尼文、泰文、日文、韓文、祖魯
文、廣東語、尼泊爾文、馬來文等版本發行。

歡迎到書店網站下載最新出版品的目錄及內容摘要介紹：
http://www.smchbooks.com

欲請購清海無上師各類出版品，歡迎上網選購：
http://www.theCelestialShop.com

“即刻開悟之鑰”各國樣書免費下載網站（80種語言）
http://sb.Godsdirectcontact.net
http://www.direkter-kontakt-mit-gott.org/boo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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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我們聯絡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聯絡處

福爾摩沙苗栗西湖郵政九號信箱 (郵遞區號3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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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師電視台

E-mail : peace@suprememastertv.com
電話：1-626-444-4385 / 傳真：1-626-444-4386
網址：http://www.SupremeMasterTV.com/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出版有限公司

E-mail  : smchbooks@Godsdirectcontact.org
電話：886-2-23759688 / 傳真：886-2-23757689
網址：http://www.smchbooks.com

經書編譯組

E-mail  : divine@Godsdirectcontact.org
（歡迎參與各種語文的翻譯工作）

S.M. Celestial Co., Ltd.
E-mail: smclothes123@gmail.com;
             vegan999@hotmail.com
電話：886-3-4601391 / 傳真：886-3-4602857
網址：http://www.smcelestial.com
            http://www.sm-celestial.com

新聞組

E-mail  : lovenews@Godsdirectcontact.org 

愛家國際連鎖餐飲 (Loving Hut)
E-mail : service@lovinghut.com
電話：886-3-4683345 / 傳真：886-3-4681581
網址：http://www.lovinghut.com/tw/

易購網

Celestial Shop : http://www.theCelestialShop.com（英文）

伊甸園：http://www.EdenRules.com（中文）

修行服務台

E-mail : lovewish@Godsdirectconta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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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網路電視台：「無上師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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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rds in My Life 
http://www.amazon.com/dp/9866895149/ 

金石堂訂書網址：http://www.kingstone.com.tw
博客來訂書網址：http://www.books.tw
誠品訂書網址：http://www.eslitebooks.com

清海無上師另一親筆著作《真愛奇遇──我的鳥羽兄弟》

在這本文圖並茂的《真愛奇遇──我的鳥羽兄弟》

一書中，清海無上師為我們示範如何進入動物的

內心世界。就是當我們無條件付出愛心時，動物

們也毫無保留敞開他們的心靈。

書中的每一扉頁，滿溢真愛和柔情。清海無上師

幫助我們接觸到動物們所擁有的高貴而美麗的靈

魂。祝福天下人都能有幸閱讀此奇書。

訂購後寄送到府，體驗書中頁頁真情流露

「我希望讓讀者們稍加領略，狗狗和我們是如

此美妙地相依相存於這個世界，並且經由他們

，而更加了解其他的眾生。」 

～清海無上師

The Dogs in My Life

我的狗寶貝和鳥羽兄弟
DVD 780 (英文＋28種字幕)

高貴的野生
DVD 800 (英文＋15 種字幕)

高貴的野生
            清海無上師著作

真愛時刻的記載

獻給地球上所有共同居住的眾生 

高貴野生字字珠璣，禪意韻律在書頁中優雅

繚繞，相互輝映的精彩照片，展現自然界裡

上帝的造化。 

清海無上師親自撰寫、攝影和編輯，此書中

珍品開啟通往至美世界之門，傳達的愛與眾

不同，充滿尊貴和典雅，而且恆久深厚。

◆亞馬遜書店訂書（英文）： 

http://www.amazon.com/Noble-Wilds-Supreme-Master-Ching/dp/9868415233/ （平裝） 
http://www.amazon.com/Noble-Wilds-Supreme-Master-Ching/dp/9868415225/ （精裝） 

◆以上三本書可在以下網址訂購（中文）: 

金石堂訂書網址：http://www.kingstone.com.tw
博客來訂書網址：http://www.books.tw

誠品訂書網址：http://www.eslite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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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有你

我的狗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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