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海無上師天生異稟，七歲開始寫

詩，中學時代，已有詩集出版。未

出家時，無上師所作的詩篇就常常

刊登在悠樂的各大報紙，其中有很

多的詩詞，也被音樂家編為樂曲，

甚至得到當時悠樂總理的讚賞，而

彼此互贈所作的詩集。

無上師的詩集，文詞精短，內涵深

觸人心。「沈默的眼淚」是無上師

歷經多年修道的過程，深解修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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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收集無上師部分的詩篇，印行

成書，是為了鼓勵修行觀音法們的

同修，和安慰修行者孤寂的時刻。

讀此修行的詩篇，應以智慧和想

像力來認知詩中超世界的深意，

例如：「你的房子」是指淨土、

西方、天國的意思。「通向回家

的路上」則指修行的路。「帶著木

槌」是指開悟，「跟師父結婚」

是指傳心印的意思。「破開師父的

門」是要証悟，想見到裡面化身師

父……。如此才能深契詩中師徒之

間的關係。

清海無上師目前環遊世界弘法傳觀音

法門，令人即刻開悟，一世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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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一個名稱，象徵圓通的智慧

不要誤會成凡夫法師

她是佛菩薩化身的

在宇宙上，她有最大的權力

她的慈悲心

無邊無量

有些叫她是上帝

有些稱她是佛母準提

或是造化

道

或是萬物的父親

商羯羅大師

古魯那納克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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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她是最漂亮的新娘

最理想的愛夫

是陰陽天機

有些人說她是禪、是佛性、或是本來面目……

你要叫她什麼名字，她都不會管

最重要是如果世界沒有她，就無方存在

要找到她，就是人生最苦心的期望

只有入道的人，才能夠了解

如果可以看到她的形象一剎那

這個快樂的境界，無方描述

要找到這個裡面師父

應該修觀音

這個法門，只有在世的明師才能傳給

清海無上師
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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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師父是最慈悲的

我永遠找不到語言讚歎她

只有在我深心裡

默默掉幾滴眼淚

世界上千生萬人

找不到第二個

我會非常榮幸

變成一隻燕子

永遠站在荔枝上

讚歎我  超越的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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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師父

對自己我沒有什麼要求

但是為了萬物眾生

請您隨願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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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師父，您是天人之導師

無量愛心化身佛

超越世界的快樂和悲傷

您佔據我的心

請接受我一切的好壞

您知道，您嚴格的考驗，我無法通過

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您，您知道會怎樣痛苦

如果您不在旁邊

握著我的手的話

我一定會馬上倒下來

這個不必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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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世界上，我只確認您一個而已

這個〝您〞應該好久清楚了

那為什麼還送我那麼多渣滓：

所有名利、愛情和各種世俗的關係

好啊！好啊！我全都接受為禮物

師父，但是我要您記得很清楚

我在世界上，只確認您一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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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光佛

您的光照耀整個宇宙

但是我單獨被放在最黑暗的帳篷角落

我的心淌淚已久

都快乾破

您都不管

師父，聽說您無所不在

可是只有我的地方您沒有去過

這邊好像永掛一幅窗簾

南無師父，天人導師

請為我啟開一會兒

讓我能瞻仰您的容貌一剎那

讓我進入這個永恆的道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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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魯那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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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不值得

但是我可以保證，任何人都一樣

所以師父，不要慢慢

快點把我從黑暗的深淵拉上來

放我在一個暖和有陽光的地方

享受您無量的疼愛

師父！您是不是還有人類的耳朵？

您應該有！

否則您聽不到我心求的聲音

我想明天我要買一副人類耳朵送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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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早上，我單獨坐在這邊

等著您

但是您沒有來

整個下午，我單獨坐在這邊

在我的深心山洞

整個宇宙都看出我的耐心

您還是不來

整個晚上，我的眼睛合不上

等您在我黑暗的房子

甚至一道光您也不照到

師父！好啊！您走

隨願可去

我的心已碎

我的忍辱已失

我只是一個軟弱俗子

我們的馬拉松競賽  我一定放棄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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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無數的學生

可是我只有您一個師父

誰最忠誠  我們兩個人中？

今天我公開可憐自己

我公開抱怨

外面有沒有人聽到我的痛苦？

我師父已經不管了

我放棄整個宇宙

我放下人生最快樂的享受

我現在吃不下

睡不著

都是為了她

你問我：她有沒有在乎？

一點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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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啊！您一定有失掉您的人眼

現在您的佛眼開了嘛！

所以您看不到我在一個孤單的角落等您

渴望到人快消失

您只看到輝煌美麗的高境界

對您來講

如果我在黑暗的地球爬來爬去

都無所謂

噢！聽說您是完美的菩薩

怎麼眼睛不在？

我很歡喜供養您─我凡夫的眼睛

請您裝上去吧！

二十四小時

這樣子您才能夠看得到

我已經變得如何軟弱

已久，走在寂寞的路上

天天尋求您忽現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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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世界的愛人也會可憐我的心

但是您好像冷漠

世界的愛人隨時可以相見

可是您的門永遠不開

鎖上，冷清高雅！

每次我要進去還是沒辦法

門依舊關著

還有窗簾永遠掛

發出只有微弱的光，從內在

但是您的容貌  不能看見

您在裡面我曉得

就是您的門我不能開

有一天我一定帶一隻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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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啊！這個捉迷藏有什麼好用

自古已經好多人玩來玩去

對我們兩個我想沒有什麼幫助

讓我們停止遊戲

因為我現在都沒有力氣

您應該自己跑出來

現在我已經昏倒在您的門口上

我的裸心任何過路的人都看得出來

最好您快噴灑清醒的水在我身上

否則我會長眠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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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您家的路

充滿石頭、荊棘

師父啊！

可是我已經走過半路了

要回頭  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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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疑您的心已失

路上，在您上去天國時

否則您會認識我的苦心

因為它現在掛在肩膀

懇求要供養

師父，如果您真的失掉人心

拿我的！

這樣子您會有同情心

可以認識我們學生修行的渴望

您有無限救命水

怎麼一二滴都不給？

我們已經口渴好幾千萬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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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最口渴，在輪迴生死沙漠的時候

您躲在佛土某些地方喝甘露水！

如果我認識路的話

我一定上去跟您搶

師父啊！如果您有公平心

應該倒給我幾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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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來皈依您

您有答應我  永遠快樂解脫

我相信您  我相信您

但是師父啊！

讓它快點實現

因為我在魔王牢獄裡面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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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變改整個宇宙

倒海移山

您可以變改餓鬼成慈悲的天使

師父，為什麼

您忘記變改這個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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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疼愛我

我就不能疼愛世界任何人

我知道  我知道

〝他們都是造化的子女〞

可是師父啊！

對我來講  您是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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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背向我的話

那個時候  上帝有什麼意思？

師父啊！

常布施幾道慈悲光  給這個窮的靈魂

因為他的全部財產只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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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魯那納克

耶穌基督

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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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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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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像漩渦，充滿蝎子和毒蛇

從貪瞋痴所生

眾生沈溺其中  自願

有一天我師父會開蓮花飛機來

帶他們放在，極樂的地方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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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旋律的眼光投視某些人

他就馬上相信您最疼愛他的

師父啊！如果這樣的話

多投視我千萬次

3�



3�



有一道不可超越的窗簾

只有您能打開

萬能的師父啊！

為什麼您再度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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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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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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我要和您做一項交易

我們互換角色一分鐘

這樣子您才記得，並了解

和自己分離的痛苦，如何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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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最偉大的皇天

您有沒有一次考慮到我的定命？

您放著過重的任務在我肩上

讓我擔負大量的業障

在我應該爬山的時候

您還滾下石頭擋路

師父！師父！趕快來救我

否則，我和上帝會被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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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知道您躲在那個地方

我會馬上跑來找

噢天！我天生盲目

不能單獨行走

更糟的是，我又聾又啞

既不能叫，且聽不到您的聲音

如果您是這個造化，您已經造出這個可憐的靈魂

任何人都有跟我這樣、那麼講

您應該照顧他

不然我會孤單悲哀而死，您知道嗎？

聽說您有智慧眼

趕快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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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天耳！

怎麼聽不到我祈求？

您的口是最大！

怎麼沒叫我一聲？

搖醒我，從這個大夢！

我只要一次請問

您一天到晚在天堂，一個人會不會太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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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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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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界的愛人結婚以後

他們的熱情慢慢涼下去

但是我跟您認識以後

我的熱情才開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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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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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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看到七、八十歲的老公

有靈動的眼光和赤子的表情

師兄  您應該清楚

這是因為師父奇蹟的一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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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教我如何博愛

沒有您

我永遠不了解真正的博愛是什麼？

但是如果我告訴世界的人

他們會想我發瘋

的確，我在您的聖愛力量中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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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還沒有開始想我的師父

我的眼睛好像已經濕潤

您知道為什麼嗎？

這是因為她永遠想念我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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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詩是我讀過最令人感動的

師父！您為什麼把我深藏的心密都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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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讀到您的詩

我受到萬千的啟示

噢！師父

您的聖愛會影響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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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人  早上出來看太陽

晚上  享受  星星  月光

但是我的眼睛永遠只看到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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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丈夫遺棄我

我幾乎不能活

假如我的孩子離開我

我會哭

萬一整個世界拒絕我

我確實會感覺很痛苦

但是師父，如果您離開我

我會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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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間的祕密

我不能對世界公開

只好把它變成閃亮的枕頭

填滿我夢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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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您的僧人團體

為了高度的理想

要侍奉和犧牲

我完全想不到

您所要求是最難的

您要我全部犧牲這個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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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千里之外

我還會看到您優雅的形象

並感覺到您安撫的聖愛

噢！您無所不在

不是！整個世界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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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的人知道怎麼愛您

這會減少他們痛苦的情況

不過師父，我發現到

世界的人寧可喜歡他們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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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瘋！

寧可喜歡為您流出的淚珠

而不要世界的珠寶

噢！神聖的真師

我不曉得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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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的人

說妄語是一種很舒服的習慣

我有可能要學他們的藝術

不過每次我的口一開

真理就自動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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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有時候在夜晚會入睡

但是我永遠清醒

現在您已經攪動我超越的渴望心

我們兩人都不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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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月亮有它們的時刻

四季有它們的時間

天氣會時常轉變

但是我的渴望好像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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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師父！

我期望有一天  我的旅程會結束

讓這個沾滿灰塵的兒子

在您無條件愛心的甘露水中洗淨

至於現在  日子好像永無終止

夜晚  好難以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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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毀謗和批評我的人

我祈求他們的心會快點開

為了能接受無量光

從您，師父的一根頭髮

清海無上師昔日在泰國朝聖的照片～1980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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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投視一眼到海裡的時候

噢！高貴的真師

所有的魚都馬上變成龍

牠們飛到雲上，倒下法雨

令人福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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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一觸  可以點石成金

可以變惡鬼成慈悲的天使

噢師父！請您觸摸我的靈心

把它化成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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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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晚和它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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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您在一起的時候

是我最安全的感受

師父！請再給我同樣的福報

商羯羅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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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長大

更不願意變成出名的老師

雙肩擔負重任

又沒有時間和您接近

但是師父

如果我應該做什麼，我會做

為了要報答您的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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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時間我想到您

我的思想變成詩

師父！這是因為您的旋律

在我的內心永遠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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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燕子也不認識春天

如果世界缺少您的聖愛

噢！最珍貴的寶珠

認識您的時候

我才開始認識永遠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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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人會想

只有他們才知道什麼叫真愛

啊天！但是他們深深地犯錯

都是因為他們還不了解

我們師徒的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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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您聖腳學的時候

是我最快樂的境界

師父啊！我現在能交換什麼東西

才可以再享一次同樣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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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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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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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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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的新畫: 山林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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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愛人會想

只有他們知道

愛情的分離是怎麼痛苦

噢天！他們深深犯錯

因為他們不了解

我為您如何神傷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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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發願，永遠不再稱讚我師父

因為我太慚愧了：

怎麼可以用那麼普通的語言

讚歎一位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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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您化身的時候

太陽好像害羞了

您的形象

比無數的星宿和寶珠更亮

世界的語言，無法讚歎您不可思議的莊嚴

從今天我永遠不能再崇拜無情的雕像

和無義的畫形

在這個世界上，要比較的話，找不到方式

這個不是在經典上，可以找出

我的心，已久渴望

今天忽然開花

生生世世的煩惱和障礙

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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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聽說

大修行的人在蓮花座的時候開悟

在樹的蔭影下

在神聖的山林

在喜馬拉雅

或者在孤單沙漠

或是在祕密山洞裡面

等等

但是我告訴您

我在睡覺的時候

覺醒

在一個塑膠帳篷

睡袋上

在一個熱鬧的觀光遊樂區

�2



�3



從前有一位和平愛好者

全宇宙浪跡

為了尋求永恆的快樂

她走遍地球表面、太陽、月亮、雲上

最後，她發現

原來快樂心隱藏在她內在

那個時候她坐下，即將享受

當時她忽然看下去

看到無數的眾生，在黑暗中忙求

因為他們尋找永恆的快樂，從外面

和她以前一樣弄錯，百千萬劫

��



她感動地流淚

一滴、二滴、還有無數滴

立刻虛空充滿閃亮的珠寶

這個，我們說星宿

它們白天很害羞

晚上又不能睡覺

對那些要找真理的人

星宿永恆照亮

這個奧妙道

啟示他們一位聖人的大悲心

 

��



往昔今朝

（悠樂文詩歌）CD

一縷芬芳

（悠樂文詩歌，由悠樂

著名歌星所唱）CD

永駐

（悠樂文詩歌）CD

請溫柔體貼

（悠樂文詩歌）CD

前身足跡（悠樂詩吟）

CD1、2&3

DVD1、2（附17種字幕）

步入情史（悠樂詩吟，收錄

有悠樂著名詩人之詩作）

CD1、2&3

﹡詩歌專輯《步入情史》、《亙古之愛》、《時光隱蹤》、《夜夢》、《永駐》、《往昔今朝》、《前身足跡》、《瑰寶集》、

《金蓮花》、《請溫柔體貼》和《晚安寶貝》，由清海無上師親自吟唱，有些是師父將自己的詩作加以譜曲與演唱。

清海無上師出版品介紹
清海無上師詩歌作品

晚安寶貝

（清海無上師以英文吟

唱即興創作歌曲集）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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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隱蹤（超越時空）

（悠樂文詩歌）CD、DVD

亙古之愛

（悠樂文詩歌）CD、DVD

夜夢

（悠樂文詩歌）CD、DVD

金蓮花

（悠樂文詩歌）CD、DVD

（悠樂詩吟，清海無上師

吟唱德高望重的「釋滿覺

和尚」詩作，同時也獻

上兩首她的詩作「金蓮

花」和「莎喲娜啦」)

瑰寶集

（悠樂文詩歌）

CD1、2, DVD1、2

(清海無上師吟唱悠樂著名

詩人的詩作）

清海無上師歌曲創作專輯

（中文、英文、悠樂文）CD、DVD

愛之歌

（英文、悠樂文）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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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銅回憶

悠樂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蝴蝶夢

悠樂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前身足跡

悠樂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失落的回憶

悠樂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往日時光

悠樂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無子詩

悠樂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沈默的眼淚

中文版、英文版、西班牙文版、葡文版、

菲律賓文版、韓文版、悠樂文版（各1冊）

英＋法＋德文版（合1冊）

曠世情人

悠樂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韓文版、蒙古文版、法文版、

德文版、西班牙文版



DVD1010《珍愛沈默的眼淚》音樂劇

這齣磅礡的音樂劇靈感取自清海無上師意涵深遠的詩集《沈默的眼

淚》，它帶領我們展開神奇的火車之旅，遊歷六大洲十六個國家。

伴隨著經歷喪子之痛的愁苦母親喬伊和世俗的年輕人彼特，在快活又神祕

的列車長引導下，他們踏上了獨特的生命旅程，也各自發現嶄新的和平。

旅途中，每一站都有著令人驚嘆的音樂劇曲目：由奧斯卡獎、葛萊美

獎、東尼獎和艾美獎獲獎作曲家創作，並由百老匯、流行樂壇巨星、

頂尖國際歌手、48位一流舞者和交響樂團現場演出！

此千載難逢的世界首演於2012年10月27日，在美國加州洛杉磯雄偉的

聖殿劇院舉行。幕後專業技術人員多達217人，運用21台攝影機取景，

96道數位音軌收音；並由入圍東尼獎且曾擔任麥可‧傑克森和瑪丹娜世

界巡迴演唱會導演的文生‧派特森執導，艾美獎得主邦妮‧史朵莉擔任

編舞（代表作《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第1至第3集）。

音樂劇旨在慶祝「清海日」十九週年，以榮耀世界知名靈性導師、人道主義

者、詩人和藝術家--清海無上師，所立下的典範以及和平奉獻的精神。

全套四片裝光碟包括：詩人清海無上師的影音祝賀、慈善捐贈儀式、

藝術家訪談以及特別收錄的精采花絮等。

《珍愛沈默的眼淚》必能激勵所有人尋找內在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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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

受到清海無上師的真實人生故事所啟發而創作的《真愛》音樂劇，是

一段感人至深的心路歷程，帶領我們隨著劇中美麗的青青（Thanh）一

起踏上尋求開悟之鑰的旅程。現在《真愛》一書更進一步將全劇的劇

情對白、劇照和歌曲，如實地呈現出來。《真愛(英文版)：音樂劇劇

本、歌詞和樂譜全集》已榮登亞馬遜網路書店暢銷書及詩集類排行榜

的總冠軍。

「愛是這個物質世界中最珍貴的東西，所以我們必須保護愛。……如果我們有

愛，所有的好事都會隨之而來。……純素生活、創造和平，我們要做的就是這

些，還有愛。」

～清海無上師 2011年8月27日講於美國加州帕薩迪納
「無上師電視台」5週年慶：《真愛》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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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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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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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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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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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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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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有你--我的狗寶貝（1-2）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韓文版、日文版、西班牙

文版、波蘭文版、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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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寫真圖文，帶領您進入鳥類的世界，深入了解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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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叢書系列

清海無上師的靈性教理



另有講經、音樂的DVD、MP3、MP4、CD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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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克羅埃西亞文、土耳其文、丹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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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文等版本發行。

歡迎到書店網站下載最新出版品的目錄及內容摘�介紹：

http://www.smchbooks.com
清海無上師各類出版品，歡迎上網免費下載：

http://www.theCelestialShop.com
http://www.EdenRu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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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dsdirectcontact.com/s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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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愛

中文版、英文版（各1冊）

天藝

中文版、英文版、悠樂文版（各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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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之音‧四海一心」紀念專輯

中＋英＋悠樂文版（合1冊）

天衣珍藏本

中＋英文版（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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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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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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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版(各1冊)

甘露法語(1)
中文版、英文版（各1冊）、中＋英文版（合1冊）、西
班牙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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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版、英文版（各1冊）

和平曙光─有機純素化解全球危機
中文版、英文版、韓文版、法文版、印尼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

文版、波蘭文版、俄文版、羅馬尼亞文版、馬扎爾文版、荷蘭文

版、瑞典文版、挪威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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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曙光：有機純素化解全球危機
播種和平，以行動開創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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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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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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組
e-mail: lovenews@Godsdirectcontact.org

修行服務台
e-mail: lovewish@Godsdirectcontact.org
傳真：886-946-730699

易購網
Celestial Shop: http://www.theCelestialShop.com（英文）
伊甸園：http://www.EdenRules.com（英、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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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家國際連鎖餐飲
http://www.lovinghut.com/tw/
e-mail: service@lovinghut.com 
電話：886-3-4683345 / 傳真：886-3-4681581

萊明富純淨家園購物網
http://www.lovingfoo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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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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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無上師天生異稟，七歲開始寫

詩，中學時代，已有詩集出版。未

出家時，無上師所作的詩篇就常常

刊登在悠樂的各大報紙，其中有很

多的詩詞，也被音樂家編為樂曲，

甚至得到當時悠樂總理的讚賞，而

彼此互贈所作的詩集。

無上師的詩集，文詞精短，內涵深

觸人心。「沈默的眼淚」是無上師

歷經多年修道的過程，深解修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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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收集無上師部分的詩篇，印行

成書，是為了鼓勵修行觀音法們的

同修，和安慰修行者孤寂的時刻。

讀此修行的詩篇，應以智慧和想

像力來認知詩中超世界的深意，

例如：「你的房子」是指淨土、

西方、天國的意思。「通向回家

的路上」則指修行的路。「帶著木

槌」是指開悟，「跟師父結婚」

是指傳心印的意思。「破開師父的

門」是要証悟，想見到裡面化身師

父……。如此才能深契詩中師徒之

間的關係。

清海無上師目前環遊世界弘法傳觀音

法門，令人即刻開悟，一世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