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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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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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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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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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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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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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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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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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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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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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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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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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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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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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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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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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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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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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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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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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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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潛水夫潛水時，他必須戴上氧氣罩等配備，即使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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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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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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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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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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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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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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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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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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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世界的奧祕‧33                     32‧即刻開悟之鑰 清海無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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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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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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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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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較喜歡這個」、「他長得好可怕！」、「哦！那

個好醜」。（大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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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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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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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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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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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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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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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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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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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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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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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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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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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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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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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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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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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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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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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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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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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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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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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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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有一種觀念，認為「動物性蛋白優於植物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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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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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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百克食品乾重之中，蛋白質佔總熱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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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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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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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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還有一段講到：「你們不要求我，不要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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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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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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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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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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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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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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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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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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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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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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等有毒物質毒人

體，但是卻有很多農藥，吃了也會對人體不利。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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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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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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類和乳製品中所得蛋白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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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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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報導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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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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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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素食譜歡迎上網參考 http://smchbooks.com

更多的世界各地素食餐廳網上資訊：

http://www3.godsdirectcontact.org.tw/en2/index.php

http://www.lovinghut.com/ipad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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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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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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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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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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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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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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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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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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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無上師錄影帶、DVD、MP3、CD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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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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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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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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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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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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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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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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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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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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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世界各國聯絡人，本資料有定期更新，

請參閱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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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師電視台
網址：http://suprememastertv.com/ch1/

peace@suprememastertv.com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出版有限公司

http://smchbooks.com/

smchbooks@godsdirectcontact.org

電話：02 2375-9688 傳真：02 2375-7689

◆經書編譯組（歡迎參與各種語文的翻譯工作）

divine@Godsdirectcontact.org

◆S.M.Celestial Co., Ltd.

oksure555@gmail.com

http://celestial-design.co/

◆修行服務台

lovewish@Godsdirectcontact.org

◆新聞組

lovenews@Godsdirectcontact.org

◆易購網 Celestial Shop

http://theCelestialshop.com (英文)

◆伊甸園(提昇靈性的數位影音網站-免費下載)

http://edenrules.com (英.中文)

◆萊明富 Loving Food

http://lovingfood.com.tw

◆愛家國際連鎖餐飲 Loving Hut

http://lovinghut.com/tw

電話：(886) 37-370-468/傳真： 37-374-322

E-mail: info@lovinghut.com

世界各國聯絡人
◆ 非洲

＊貝南－

‧科托努 / Mr. Amenyito Yawo / 229-97642794 / yawoamenyito@yahoo.fr

‧波多諾伏 / Mr. Lokossou Innocent / 299-97618877 / 

  yesnougnon@gmail.com

＊布吉納法索 / 瓦加杜古 / Ms. Cecile SOMPOUGDOU / 226-70265338,  

  226-76545506 / sompcecile@gmail.com

＊喀麥隆－

‧杜阿拉 / Ms. TEDGA Véronique / 237-694675549, 237-677050719 /  

  verondongon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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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民主共和國－

‧金夏沙 / Mr. Kwabila Logbayong / 243-844-641-600, 243-826183406  

  / Thomaskwabia9@gmail.com

＊衣索比亞－

‧阿的斯阿貝巴 / Mr. Ezra Fesiha / 251-116671237, 251-913-310036 / 

  ezrnow@gmail.com

＊加彭－

‧自由市 / Mr. Hadi Ouro Akondo / 241-7985808 / hadiouro@yahoo.fr

＊迦納－

‧阿克拉 / Mr. William Morton / 233 -274838888 / 

  willimor19@gmail.com

＊象牙海岸－

‧阿必尚 / Mr. Amafon Ble / 225-07 35 74 33, 225-41 05 85 25 /   

  payiamafon@gmail.com

＊科特迪瓦－

‧阿比讓 / Mr. Kobena Yao Dominique / 225-014-544-24 / 

  deressources@gmail.com

＊模里西斯－

‧路易士港 / Ms. Veronique Reynoird / 230-2364043, 230-59883170 / 

  vj.reynoird@gmail.com

＊剛果共和國－

‧黑角 / Mr. BAKENGA BANZA Guy Sosten / 242-56733675, 242-66748424 

  / sostenmailbox@ymail.com

＊南非－

‧開普敦 / Ms. Cornelia van Huyssteen / +27 78 750 3562 / 

  Matzener@yahoo.com

‧約翰尼斯堡 / Ms. Astrid Ottilie Westinner / 27-61 533 1516 / 

  awestinner@gmail.com

＊多哥－

‧巴利美 / Ms. Ayawa Aholou / 228 96597691 /   

  aholouroseayawa@gmail.com

‧洛梅 / Mr. Amêvi AFANTSAWO / 228-90 79 32 44, 228-99 43 86 51 / 

  bontchik@gmail.com

＊烏干達－

‧坎帕拉 / Ms. Lamulah Nakirijja / 256-782 031161 /  

  lamulahnakirijja@gmail.com

◆ 美洲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 / Mr. Manuel Bernardo Canale / 54-9 11 3615 5462 

  / manuelcanaleqy@gmail.com

＊巴西－

‧貝林 / Mr. Andrey Gomes / 55-91-98011-9222 / 

  contato.belem@yahoo.com.br

‧哥儀亞 / Ms. Sanoeth Schulze / 55-62-3242-8935, 

  55-62-9 8127-5207 / veganlifepeace@gmail.com

‧伯南布哥 / Ms. Maria Vasconcelos de Oliveira / 55-81-33269048,  

  55-81-999107241 / pernambucocen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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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西非 / Ms. Maria Lucy de Oliveira Barros / 55-81985711829 /  

  amorarecifecenter@gmail.com

‧聖保羅 / Ms. Silvia Tu / 55-11-5061-1721, 55-11-97534-7536 / 

  tmchio@yahoo.com.br

＊加拿大－

‧艾德蒙吞 / Mr. Mark Fox / 1-780-530-7280 / mafoxxx19@gmail.com

‧蒙特利爾 / Ms. ThanhVan VU / 1-514 -500-2695 /1-514 -585-8301 / 

  vanvudirectcontact@gmail.com

‧渥太華 / Ms. Jean Campbell / 1-613-839-2931, 1-613-716-1071 / 

  Jean.quanyin@gmail.com

‧多倫多 / 詹美莉女士 / 1-647-497-9207 / beveg88@gmail.com

‧溫哥華 / 小中心 / 1-250-652-7020 / Vancouver.Center@gmail.com

‧溫哥華 / Mr. Rui Zhang (Raymond) / 1-604-716-2768 / 

  noblelovegrace2017@gmail.com

‧維多利亞 / Mrs. Vessie Ivanova/ 1 425 205-8980 / 

  Vivanovalite@gmail.com

＊智利－

‧聖地牙哥 / 小中心 / 562-26385901 / chilecenter1@yahoo.com

‧聖地牙哥 / Mr. Walter Antonio Burgos Barrientos / 56-965646483 / 

  walter.burgos@gmail.com

＊哥倫比亞：波哥達 / Mr. Murcia Sanchez / 57-1-677 7497, 

  57-312-4556921 / sadymurcia59@gmail.com

＊哥斯大黎加－

‧聖荷西 / Ms. Yorleny Marin / 506-60538428 / 

costaricainfopc@gmail.com

* 厄瓜多－

‧洛哈 / 李占美先生 / 593-997220387 / alantblee@gmail.com

＊薩爾瓦多－

‧聖薩爾瓦多 / Ms. Christian Marlene Silva Flores / 503 7837-4922 

  / marlenesilva31@yahoo.com.mx

＊宏都拉斯－

‧德古斯加巴 / Ms. Hilse Amalia Mejia Hernandez / 

  504-87 33 52 17, 504-22 55 48 06

＊墨西哥－

‧蒙特瑞 / Mr. Roque Antonio Leal Suffo / 52-8125317437 / 

  52-18116319948 / mtycentre@gmail.com

‧特斯科科 / Ms. Lidia Berenice Villanueva Lopez / 52-55-50440865, 

  52-5543674563 / cdmx.center@gmail.com

＊巴拿馬－

‧巴拿馬 / Ms. Dominique Gutiérrez / 507-6638-9415 /  

  domigut1984#gmail.com

＊巴拉圭－

‧東方市 / Ms. Gabriela Maria Gimenez Astigarraga / 595-984697547

  / quanyin.paraguay#hotmail.com

＊秘魯－

‧庫斯科 / Ms. Peruzk Camargo Ochoa / 51-84 260717, 51-984293368 /

  peruzkqy#hotmail.com

‧利馬 / Ms. Milagros Mirian Marquez Ataupillco / 51-1-982701457 /

  Lima.center.per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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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諾 / Mr. Oscar Vilca-Romero / 51-51-353523, 51-951683337, 

  51-951658633 / veganorganico@gmail.com

‧楚吉約 / Mr. Raul Segura Prado / 51-44 22 1688, 51-977 939 288 /  

  seguraraul316@gmail.com

＊美國－

※亞歷桑那州 / Mr. Harry Mai / 1-602-783-7538 / 

  alwaysremembergod@gmail.com

※阿肯色州－ Ms. Charlisa Cato / 1-479-253-9117 /  

  Urahappy1@outlook.com

※加州－

‧卡萊克西科 / Ms. Becky Holguin / 1-760-457-6375 /  

  Becky7moon@hotmail.com

‧弗雷斯諾 / Mr. Antonio Lozano / a.lzn.387.al@gmail.com

‧洛杉磯 / Mr. Minh Ta / 1-909-239-9948 / USA.LA.Center@gmail.com

‧沙加緬度 / Ms. Anna Hongphuc Long / 1-916-743-5464 / 

  heavenlightsound@gmail.com

‧聖地牙哥 / Ms. Le Anh Thien Thi / 1-858-280-6842 / 

  thi.le717@gmail.com

‧舊金山 / Ms. Van Luong / 1-415-609-3879, 1-415-468-1439 / 

  vanluongsfcenter@gmail.com

‧聖荷西 / Ms. Hunter, Cloud Mae / 1-408-623-5135 /  

  universal54love.vegan@gmail.com

※科羅拉多州－Ms. Raquel J Alexander / 1-303-887-2886 / 

  coloradoquanyin@gmail.com

※佛羅里達州－

‧卡普克理爾 / Ms. Bong Thi Nguyen / 1-239-673 6384

‧羅德岱堡 / Mr. Shu-Feng Cheng / 1-561-306-08154 / 

  cpsouthflc@gmail.com

‧奧蘭多 / Ms. Debbie Gutierrez / 1-203-927-2268 / 

  CP#smchorlandocenter.com

‧巴拿馬市海灘 / Ms. Lana Huynh / 1-918-344-5766 / 

  lanaPeace99@gmail.com

※喬治亞州－ 

  Mr. Nathan Street / 1-678-369-1808 / 

  GeorgiaCenterAtlanta@gmail.com

※夏威夷州－ 

  Mr. James Pham / 1-808-308-7123 / jhplight@gmail.com

※伊利諾州－ 

  Mr. Michael Taylor / 1-815 955 6444 / 

  SMCH.Illinois@gmail.com

※印第安那州－

‧韋恩堡 / 小中心 / 1-260-348-1254

‧韋恩堡 / Ms. Nhon Thien Le / 1-260-515-1692 /  

  IndianacenterF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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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薩諸塞州－

‧波士頓 / 小中心 / bostoncenterusa@gmail.com

‧波士頓 / Mr. Kevin Khuc / 1-781-308-6351/ 

  kevinenlighten@yahoo.com

※密西根州－

  Ms. Sambhavi Venkateswaran / 1-248-842-9918 /  

  michigancenter@yahoo.com

※明尼蘇達州－ 

  Ms. Giau Nguyen / 1-651-206 8452 / 

  giaunguyen667@yahoo.com

※密蘇里州－ 

  Ms. Mary Ella Steck / 1-573-230-3836 / 

  maryellasmtv@gmail.com

※紐澤西州－

  管盛愷先生 / 1-8182387078 / new.jersey.center@gmail.com

※新墨西哥州－

  Mr. Diep Tam Nguyen / 1-505-312-6229 / 

  diepashleypa@aol.com

※紐約州－ 

  Ms. Daisy Tran / 1-347-281-0791 / 

  nycenter050419@gmail.com

※北卡羅來納州－ 

  Ms. Michele Annebelle Morrison (Mishi) / 

  1-704 659 5569 / smchnorthcarolina@gmail.com

※俄亥俄州－ 

  Mr. David McDorman / 1-614-620-0205 /  

  adropofinfinity@gmail.com

※俄克拉荷馬州－ 

  Mr. Phong Huynh / 1-918 808 2961 / 

  hphong1@gmail.com

※奧勒岡州－ 

  Mr. Blaise Scavullo / 1-916-995-7636 / 

  OregonCenterUSA@gmail.com

※賓夕法尼亞州－

‧費城 / Ms. Hanh Huynh / 1- 267-304-9557 / 

  HanhHuynh1988@gmail.com

‧匹兹堡 / 小中心 / 1-561-927-8588, 1-513-238-2004 / 

  pittsburgh_cp_2017@hotmail.com

‧匹兹堡 / 吳穎女士 / 1-561-927-8588 / horizonfar@hotmail.com

※南卡羅來納州－ Ms. Sandra-Thin Phu / 1-803-404-4091 /

  thinphu@yahoo.com

※德州－

‧奧斯汀 / Mr. Huey Phan / 1-512-961-0418 / hueyphan96@yahoo.com

‧達拉斯 / Mr. Hussein Dayo Ahmed / 1-817-456-3849 / 

  dayodallas1@gmail.com

‧休士頓 / Mr. Andy Duan Hoang / 1-559- 394- 9441 / 

  andy_hdt@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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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東尼奧 / Mr. Thong Huy Le / 1-210-387-2828 /

  lethong@hotmail.com

※維吉尼亞州－

‧華盛頓特區&維吉尼亞 / Mr. Anhhuy Huynh / 1-571-363-5602 /

  VACenterUSA@gmail.com

※華盛頓州－

‧西雅圖 / 利長生先生 / 1-206-228-6535 / sanhxly@gmail.com

◆ 亞洲

＊孟加拉－ 達卡 / Mr. Mohammad Abdullah AL Kauser / 88-1711135877,

  88-1671664994 / tusherster@gmail.com

＊福爾摩沙－

‧台北 / 小中心 / 886-2-2706-5668 / tpe.light@gmail.com

‧桃園 / 小中心 / 886-3-4630905 / tyc.peace@gmail.com

‧桃園 / 黃天政先生 / 886-3-2206378, 886-976-506378 /

  608htz@gmail.com

‧苗栗 / 邵明鏡先生 / 886-972-600499 / a0972600499@gmail.com

‧高雄 / 洪麗珍女士 / 886-7-722-1756, 886-979-202565 / 

  a0979202565@gmail.com

＊香港－

‧香港 / 小中心 / 852-27495534, 852-26378257 / 

  WML2019@outlook.com

＊印度－

‧盧迪亞納 / Mrs. Ritu Dhir / 91-8566000136 /  

  rituindialudhiana111@gmail.com

‧孟買 / Mr. Vishwanath Nandi / 91 9224293691 / 

  smchmumbai@gmail.com

‧巴羅達 / Shri Dhiraj Radadiya / 91-9824168257 / 

  dradadiya@yahoo.com

＊印尼－

‧巴里 / 小中心 / 62-821-4648 2011 / smch_bali@yahoo.com

‧巴里 / Mr. Gde A Prabhawatya Jyotisanta / 62-81246776122 / 

  jyotisanta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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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加達 / Mr. Surya Atmaja / 62-8153024007 / 

  Suryaatmaja007@gmail.com

‧瑪浪 / Mrs. Syahdarani Widi Astuti / 62-335-433253,  

  62-8122113271 / raneejava@gmail.com

‧棉蘭 / 曾漢王先生 / 62-81396980858 /chandraleo459@gmail.com

‧泗水 / 小中心 / smchsurabaya@gmail.com

‧泗水 / Ms. Ong Ming / 62-315954623, 62-81232596007 / 

  Lisianawangsa@gmail.com

‧日惹 / Mr. Suwandi Trisno / 62-852 2527 8288 / 

  suwanditrisno63@gmail.com

＊日本－

‧群馬 / Ms. Mika Tsuchiya / 81-9054050482 / maihirenartk@gmail.com

‧大阪 / Ms. Kobayashi Atsuko / 81-9027761199 / 

  makepeace3bevegan@yaho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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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 / Mr. Akira Okawara / 81-90-9132-8377 / 

  akiravegan001@gmail.com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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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 / Mr. Lee, Yong Taek / 82-1064740671 / 

  lyt0106474067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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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 / Mr. Lim Dong-kyu / 82-55-972-3073 / 82-10-3993-3073 / 

  limdk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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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 / Ms. Moung ju Kim / 82-10 3500 9557 / soeun1017@na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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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田 / Mr. Yim, JaeHa / 82-10-8771-9287 / 

  Omnipresent28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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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州 / Ms. Young Sim Kim / 82-10-4613-4611 / 

  smgwangjucp@na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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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川 / Mr. Kim, Byung Hak / 82-32-833-9755 / 82-10-3330-9746 /

  Gobo6252@gmail.com

‧全州 / Mr. Sang man, You / 82-10-4692-7099 / 

  jeonju.center@gmail.com

‧晉州 / Ms. Park Cheon-sook / 82-10-8542-3504, 82-55-758-3504 / 

  pcs3504@naver.com

‧尚州 / 小中心 / sangju2012@gmail.com

‧尚州 / Mr. Byung-hee Kim / 82 -10-9519-4628 / 

  jcmiracle7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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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 / Mr. Kim, Kwang Un / 82-31 265 7922, 82-10 52129020 /

  Ad7047@dau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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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山 / Mr. Teawoo Lim / 82-10-2569-7341 /82-52-224-4111/

  Itw107380@na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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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州 / Mr. Cho Young Man /82-337449206 / 82-1030034206 /

  ym4206@hanmail.net

‧永同 / 小中心 / 82-54-5325821 / smchyoungdong@gmail.com

＊寮國－ 永珍 / Mr. Anouphonh Phetphommasouk / 856-2078071111 /

  anouphonh@gmail.com

＊澳門 / 小中心 / 853-65561956 / Macpositive@yahoo.com.hk

＊馬來西亞－

‧新山 / Mr. Law Kim Fong / 60-78634528, 60-136581685 /

  law9728@yahoo.com

‧吉隆坡 / Ms. Maggy Chan Su Yee / 60-3-2145 3904, 60-12-6072073 /

  magichan1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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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檳城 / Mr. Lin.Wah Soon / 60-11-16782021 / wslin99@gmail.com

‧霹靂 / 陳雪芳女士 / 60-162388330 / chansf5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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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烏蘭巴托 / Ms. Enkh-Amgalan Tseelei / 976-99182038 /   

  tsenkhamgalan@gmail.com

＊尼泊爾－

‧加得滿都 / Mr. Amit Karki / 977-9841023500 /   

  anteryatra@gmail.com

＊巴基斯坦 / Mr. Z. A. Shah / 92-300-3348775 / xash1@hotmail.com

＊菲律賓－

‧伊洛伊洛 / Ms. Phan Thi Hoang thu / 63-91-76063386 /  

  hoangthuphan71@gmail.com

‧馬尼拉 / Ms. Remy Christine G. Daño / 63-9208130083 / 

  Manilaqycenter@gmail.com

＊新加坡－

‧新加坡 / Mr. Chak Seng Stephen Koh / 65-9862-6772 / 

  veganisnoble@gmail.com

＊斯里蘭卡－

‧可倫坡 / Mr. Ajith Kumara Wijerathna / 94-767878756 /  

  ajith88697@gmail.com

＊敘利亞－ Mr. Abdullah Bader / 963-16237378, 963-934107184 / 

  abdullahmsy.c@gmail.com

＊泰國－

‧曼谷 / Mr. Thananuwat Suksaro / 66-62-4491929 / 

  thananuwat.suksaro@gmail.com

‧清邁 / Ms. Kunyaphorn Roonnapongsa / 66-94-6257533 / 

  innlwb9@gmail.com

‧呵叻 / Mr. Raphasit Pittayasit / 66-879665656 /  

  nutthailand@gmail.com

‧宋卡 / Ms. Wilai Suksaro / 66-95 382 359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布達比 / 小中心 / centeruae.s2015#yahoo.com

◆ 歐洲

＊奧地利－

‧維也納 / Ms. Adriana Amblaczky / 43-677 635 25 400 /  

  viennavegancp@gmail.com

＊比利時－

‧布魯塞爾 / Mr. Tino Don Porto Carero / 32-496 38 43 99 /  

  vivavega1@gmail.com

＊保加利亞－

‧索非亞 / Ms. Plamena Staykova / 359-885 79 22 88 / 

  sofiacenter.cp@gmail.com

＊克羅埃西亞－

‧札格瑞布 / Mr. Mladen Antolic / 385-912259425 / 

  naprojektu@gmail.com

＊捷克－

‧布拉格 / Ms. Vladimira Holeckova / 420-777 332 615 / 

  kontaktcentrumcz@seznam.cz

＊丹麥 / 哥本哈根 / 陳家寧女士 / 45-2921-1489 / dchencph@gmail.com

＊愛沙尼亞 / Ms. Astrid Murumagi / 358 5059 62315 / 

  astrid_murumagi@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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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赫爾辛基 / Ms. Do Thi Xuye / 358-440700538 /   

  qyfinlandcenter@gmail.com

＊法國－

‧盧瓦雷 / Ms. Anna Korczak Horodynska / 33-620076254 / 

  joiesupreme@gmail.com

‧蒙特彼利 / Ms. Aimée Fanton / 33-622412463 / 

  blossomdeblue3@gmail.com

‧諾曼第 / Ms. Thuy Tran / 33-6-51 06 72 80, 33-9-51 11 47 94 /

  centre.normandie@gmail.com

‧巴黎 / Ms. Eva Gyurova / 33-659330531/ gyurovi@yahoo.com

‧瓜德羅普島 / Mr. BARCLAIS Daniel / 590-690 30 69 67 / 

  barclais.daniel@gmail.com

＊德國－

‧柏林 / Ms. Anuschka Freeman / +49 3021984943 / 

  berlin-center@gmx.de

‧杜塞爾多夫 / Ms. Pham, Thi Thu / 49-1629819233 / thithu@gmx.de

‧弗賴堡布賴斯高 / Ms. Sophie Kimmig / 49-15253819515 / 

  freiburg.germany@mail.de

‧漢堡 / Ms. Marketa Beier / 49-4165221853 / marketa_b@t-online.de

‧路德維希港 / Ms. Ellen Hamel / 49-6051 707 808 9 / 

  info@elysiah.de

‧慕尼黑 / 小中心 / 49-160-9417 0888 / muc.cp@zoho.eu

＊希臘－

‧萊斯沃斯 / Ms. Irene Ferveli / 30 2251 30 24 38, 

  30 6946 129 126 /  feriren@yahoo.gr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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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達佩斯 / Mr. Viktor Bendik / 36-30-8563133 / 

  bendikviktor@gmail.com

＊冰島－

‧雷克雅維克 / Ms. Pham Thi Chang / 354-782 9070 /  

  icelandsmchia@gmail.com

＊愛爾蘭－

‧都柏林 / Ms. Kathleen Hogan / 353-87-2259619 / 

  smchireland1000@yahoo.com

＊義大利－

‧佩斯卡拉 / Ms. Mariassunta Spensieri / maryspens@gmail.com

＊摩納哥 － Mr. Anh Tuan Chau / 33-6-40615136 / 

  smchmonaco@gmail.com

＊挪威－

‧奧斯陸 / Ms. Lien My Diep / 47-48 13 44 64 / 

  lienmydiep@gmail.com

＊波蘭－

‧羅茲 / Ms. Bożena Puzanista / 48-535225631 /

  b.puzanist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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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 / Ms. Barbara / 48-664537718 / 

  polishtranslation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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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s. Klara Bivolaru / 40-744761149 /  

  romanianqycenter@gmail.com

＊俄羅斯

‧莫斯科 / 小中心 / smchmoscow@yandex.ru

‧莫斯科 / Ms. Svetlana / SMCHRus@yandex.ru

＊斯洛伐克－

‧日利納 / Ms. Katarina Stankova / 421-905303686 / 

  katkavegfood@gmail.com

＊斯洛維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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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布爾雅那 / Ms. Sabina Starina / 386-31832496 / 

  Sabina.binna@gmail.com

＊西班牙－

‧馬德里 / Ms. Esther Mendez / 34-636299848 / 

  esthermendezbermudez@gmail.com

‧瑪拉格 / Ms. Maria Del Mar Latorre / 34-617903694, 

  34-950710597/ marthetower@gmail.com

‧瓦倫西亞 / Ms. Maria Teresa Rodrigo Mariscal / 

  34-603278219 / maite.spanishteam@gmail.com

＊瑞典－

‧斯德哥爾摩 / Ms. Tam Thi, Le Cao / 46-739059632 /  

  tamthilecao@gmail.com

＊瑞士－

‧日內瓦 / Mr. Mathieu St-Amour/ 41-76 671 43 12 / 

  quanyingeneve@gmail.com

＊荷蘭－

‧阿姆斯特爾芬 / Ms. Ellysa van Vugt-Susanto / 31-629455232 / 

  ellysa_s@yahoo.com

＊大英聯合王國－

‧倫敦 / 小中心 / 44-208 8419 866, 44-77-3743 5869 / 

  londonukcentre@googlemail.com

‧倫敦 / Ms. Zaina Anne Macneall / 44-7412857112 / 

  zainamac@gmail.com

‧舍瑞 / Ms. Nancy/Shuqin Hou / 44-7555718966 / 

  nancyhou.30@googlemail.com

◆ 大洋洲

＊澳大利亞－

‧阿得雷得 / Ms. Trishalya Neupane / 61-422562306, 61-404724501 / 

  trishalya.n@gmail.com

‧布里斯本 / Mr. John Lynch / +61407171174 / 

  eldoradojohn2012@gmail.com

‧坎培拉 / Ms. Huynh Thi Kim Lien / 61-420633672 / kimlien.

  huynh4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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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家國際全球餐飲

      Loving Hut International Vegan Restaurant

Africa非洲
CONGO 剛果
【Loving Hut Congo】

2E RTE NOVOTL 1RD 2PG

Loving Hut Congo is on Avenue NGOUEDI

(Across street from Elaïs Pointe-Noire. Hotel )

The Republic of Congo Brazzaville

Tel: (+242) 05 665 6321

RD CONGO 剛果民主共和國
【Loving Hut Kinshasa】

67, Avenue de la Justice, 

Commune de la GOMBE,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Tel: (+243)844-641-600

ETHIOPIA 依索比亞
【Loving Hut Addis Ababa, Ethiopia】

Bole Medhanialem, 

around Edne mall roundabout, 

next to redwan bld, 1000

Ethiopia

Tel: 0116671237、0913310036

‧馬里蘭 / Mr. Thuat Ngo / 61-48-15 246 05 / 

  veg2saveplanet@gmail.com

‧墨爾本 / Ms. Chloe Tang / +61411 855 238 / 

  Chloetang2019@gmail.com

‧中北岸 / Mr. Andrew Brady / 61-434631028 / 

  andrewbrady@y7mail.com

‧北斯德布魯克島 / 小中心 / 61-406228235 / mfjurica@gmail.com

‧北斯德布魯克島 / Mr. Mark Thornquest / 61-406228235 /  

  planetvegan@mail.com

‧北河拜倫灣 / Byron Bay / Mr. Jonathan Swan / 61-410 889 332 / 

  Jonathanswan@hotmail.com

‧柏斯 / Mr. Mousa Ghasemi / 61-466080911 / 

  perth.sunbless@gmail.com

‧雪梨 / Ms. Vivien Thu Huong Le / 61-2 97119633, 61-423074188 / 

  happysydneycentre@gmail.com

＊紐西蘭－

‧奧克蘭 / Ms. Fiona Kelly / 64-9-473377, 64-211884469 / 

  fiocp.aucknz@gmail.com

‧基督城 / Mr. Terry Prince / 64-3-357 8387 / princenz@gmail.com

‧尼爾森 / Ms. Andrea MacGregor / 64-21 771077 / 

  andreamac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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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N 貝南

【Lovinghut Cotonou】

07BP675Cot.Benin, Cotonou, Benin

Email:ghutcotonou@gmail.com

TOGO多哥

【Loving Hut [ MAQUIS VEGETALIEN-NOBLE VEG ]】

Crossing road “Avenue Augustino De Souza” 

and “Rue de l’Entente” KOTOKOUKONDJI area, 

near hostel “LA PAIX”, 

not far from Water tower of Bè. Lome-Togo.

Tel: (00228) 92400657 / 98128010

Asia 亞洲

HONG KONG香港

【愛家國際發展(香港)有限公司(批發及零售)】

九龍觀塘成業街27號日昇中心13樓1307室

電話：2701-7099、傳真：3997-3693

INDIA印度

【Loving Hut Coffee Express Ludhiana, India】

South City 1 Market Sector 41 Opposite Mayum Hospital

PIN CODE: 122003

GURGAON INDIA

Tel: +91 (0)11-91-124-50007

INDONESIA印尼

～Jakarta～

【LH Express ANZ Square】

Gedung ANZ Square

(UOB Plaza sebelah Mall Grand Indonesia)

Food Parc Thamrin Nine, Lantai B1

Jl. M.H. Thamrin No. 10 Jakarta Pusat - 10230

Tel. +62 - 878 - 8016 0467

【Jatinegara】

Jl. Jatinegara Timur II No.9

Jatinegara, Jakarta Timur

Tel. +62 - 21 - 8591 9168

【LH Express Daan Mogot Baru】

Ruko Daan Mogot Baru

(depan Sekolah Dian Harapan)

Jl. Bedugul 5B No.7

Kalideres, Jakarta Barat

Tel. +62 - 21 - 540 6060

【Tanjung Duren】

Jl. Tanjung Duren Utara IV No. 230a

Jakarta Barat

Tel. +62 - 896-0769-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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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an～

【Wajir】

Jl. Kolonel Sugiono / Wajir No.14BC

Medan - 20151, Sumatera Utara

Tel. +62 - 61 - 455 4041 、 Tel. +62 - 61 - 455 3124

【LH Express Wahidin】

Jl. Wahidin 100D Medan, Sumatera Utara

Tel. +62 - 858-3649-4686

【LH Express Sekip】

Jl. Sekip No.86 Medan, Sumatera Utara

～Yogyakarta～

【LH Express Moses Gatotkaca】

Jl. Moses Gatotkaca No.A18

Samping Hotel Jogjakarta Plaza

Mrican, Gejayan

Yogyakarta - 55281, Jawa Tengah

Tel. +62 - 274 - 562 959

【Demangan】

Jl. Demangan Baru No.16 Kav.1

(Sebelah Hakata Ikkousha)

Yogyakarta - 55281, Jawa Tengah

Tel. +62 - 274 - 583 515

～Surabaya～

【Sumbawa】

Jl. Sumbawa No.37 (Biliton)

Surabaya, Jawa Timur

Tel/Fax. +62 - 31 - 501 2990

【Denpasar】

Pertokoan Sudirman Agung B 12A

Jl. PB. Sudirman

Denpasar, Bali

Tel/Fax. +62 - 361 - 241 035

【Singaraja】

Jl. Surapati No.43

Singaraja, Bali

Tel. +62 - 362 - 29 233

JAPAN日本

【Loving hut TOKYO】

〒101-0051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1-54

岡田ビル２F

TEL：03-5577-6880:lovinghutj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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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韓國

【Loving Hut Cafe】

35, Gaepo-ro 22-gil, Gangnam-gu, Seoul, Korea

Tel：02-576-2158

【Seosin】

61-13, Gamnamu-ro, Wansan-gu, Jeonju-si, Jeollabuk-do, Korea

Tel：063-224-8929

【Loving Hut kumjung Hairlatte】

100, Cheongnyongyejeon-ro, Geumjeong-gu, Busan

Tel：0507-1366-2900

【Hyomok】

34, Hwarang-ro 25-gil, Dong-gu, Daegu, Korea

Tel：053-744-3373

【Jeju Seogwipo】

7036, Iljudong-ro, Namwon-eup,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Tel：010-4696-9006

【Loving Hut Yangjae Juam】

37-24, Jukbawi-ro, Gwa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Tel:02-502-8858

【Loving Hut Yangjae Juam】

37-24, Jukbawi-ro, Gwa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Tel:02-502-8858

【Smile】

18, Nonhyeon-ro 6-gil, Gangnam-gu, Seoul, Korea

Tel:02-578-0512

【Corey Heaven】

238, Dodong-ro, Jinju-si, Gyeongsangnam-do, Korea

Tel:055-758-3504

【Rodeo】

43, Dalgubeol-daero 504-gil, Suseong-gu, Daegu, Korea

Tel:053-752-6480

【Songchon】

23 Songchonbuk-ro Daedeok-gu Daejeon Korea

Tel:042-934-6647

【Ulsan University】

79, Okhyeon-ro, Nam-gu, Ulsan, Korea

Tel:052-277-4870

【Ansan Gojan Station】

17-5, Darigan 3-gil, Danwon-gu, Ansan-si, Gyeonggi-do, Korea

Tel:031-475-5205

【Education University】

217, Jungang-daero, Nam-gu, Daegu, Korea

Tel:053-622-7230

【Young Dong】

319-1, Yongsan-ro, Yongsan-myeon, Yeongdong-gun, Chungcheongbuk-do

Tel:043-743-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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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馬來西亞

【Loving Hut Impian Emas】

No.125, Jalan Impian Emas 22. Taman Impian Emas 81300  

Johor Bahru Malaysia 

Tel:+6-07 289 6863

【Loving Hut Sdn Bhd】

LovingHut Malaysia

15, Jalan Puteri 2/7, Bandar Puteri,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Tel:+603-80627769、+6016-2618276

MONGOLIA 蒙古

【Loving Hut (Arkhangai) 】

2-r khoroo, intercity public transportation station,

Erdenebulgan sum, Arkhangai province

TEL:976-98894776

【Loving Hut (Erdenet) 】

Urt Tsagaan, 4-16, Erdenet city

TEL: 976-99364444

【Loving Hut (Khotol) 】

18-2, Khotol, Saikhan sum, Selenge province

TEL: 976-95542533, 976-99110446

【Loving Hut (Tov aimag) 】

Tov aimag

TEL: 976-99327515

【Loving Hut (5-r surguuli) 】

Khunsnii 1st delguur, 26-r baga toiruu, Chigeltei District

TEL: 976-99878857, 976-88558833

【Loving Hut (Jobi 72) 】

Inside Khan Bank, Jobi 72, 8-r khoroo, Bayankurkh District

TEL: 976-99247470

【 Loving Hut (Tsagaan Khaalga) 】

Inside Food technology College, 2-r khoroo, Khan-Uul district

TEL: 976-99994373

【Loving Hut (Tenghis) 】

west side of Tenghis movie teather, Chimig center 9a, 

Chingeltei District

TEL: 976-99171534

【Loving Hut (khoroolol) 】

14th bichil khoroolol, behind Nomin department store, 

Bayngol district

TEL: 976-91912063

【Loving Hut (meditation center) 】

Mongol Nekhmel Co.ltd, 2-r khoroo, Khan-Uul district, Ulaanbaatar

TEL: 975-96400512, 976-70000512

【Loving Hut (1-r Khoroolol) 】

Opposie Khatanbaatar Lyer clinic, 26th apt, 1-r khoroolol, 

Songinokharkhan district, Ulaanbaatar

TEL: 976-9915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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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g Hut (Ikh delguur) 】

Opposite to Mandukhai Hotel, 12-34, 2-r 40 myangat, 

3-r khoroo, Chingiltei district

TEL: 976-96093050

SINGAPORE 新加坡

【Loving Hut Singapore】

229 JOO CHIAT RD #01-01 Singapore, 427489

Tel: 6348 6318 Catering: 9787 4389

FORMOSA (TAIWAN) 福爾摩沙 (台灣)

【高雄 清華店(快簡餐)】

高雄市三民區清華街146號

電話(07)380-0685

【宜蘭 新月店(快簡餐+主廚合菜+外燴)】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14號 (新址)

電話(039) 332-992

【台南 慶中店(異國風味料理)】

700 台南市中西區慶中街180號

電話(06)214-0361

【台北 光復店】

106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80巷30號

電話(02) 2777-2711　傳真： (02) 2777-2737

【台北 天饌齋】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247號

電話(02) 2346-0036

【花蓮 綠的有機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03號

電話(038)566-353

【桃園 環北店】

320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81號(市民代表會正對面)

電話(03) 462-3500　傳真Fax: (03) 462-3500

【花蓮 綠的有機園】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03號 

電話(038)566-353

America 美洲
Argentina 阿根廷

【Loving Hut Microcentro】

ABA, Tte. Gral. Juan Domingo Perón 1319, 

C1038 CABA, Argentina

Tel: +54 11 4373-4976

【Loving Hut Argentina】

C1414BJO, Gorriti 4939, 

C1414BJO CABA Argentina

Tel: +54 11 4832-7457

Brazil 巴西

【Loving Hut São Paulo (França Pinto)】

Rua Franca Pinto 243. vila mariana, 04016-031 São Paulo Brazil

Tel: (55) (62) 3087 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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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g Hut São Paulo (Brooklin Paulista)】

Rua Guararapes, 1613

Brooklin Paulista, São Paulo, SP

Tel:(55) (11) 3467 7038、(55) (11) 3467 7140

【Loving Hut Goiania】

Street C-238 Q. 554 n° 11 Jardim

América - Goiânia - GO

Zip Code – 74.290-150 Brazil

Tel: (55) (62) 3087 9884

Canada 加拿大
【Loving Hut Vancouver】

1200 Pacific Blvd, Vancouver, BC V6Z 2Y1

Tel:(604) 780-3865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Loving Hut Costa Rica】

Opción #1: Del ICE 75 m Norte. Opción #2: De la Esquina NorOeste 

de la UNA 3 cuadras Oeste y 25 m Sur

+506 2260 0707

Mexico 墨西哥
【Loving Hut Xalapa】

Orizaba Avenue No. 207 high, Col. Obrero Campesina Xalapa, 

Veracruz, Mexico

Tel: +52 228 843 5522

【 Loving Hut San Cristobal】

Real de Guadalupe

#74B,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Chiapas, Mexico

Tel: 52-1-967-113-2085(Flora Trueman)

Panama 巴拿馬
【Panama Store】

Calle Manuel Espinosa Batista

 Edificio Cali, Planta Baja

 Al lado de los estacionamientos de la Universidad Interamericana.

Panama City, Panama

Tel: +507-240-5621

Paraguay 巴拉圭
【Loving Hut Paraguay】

Base De Misiones Paraguay, Odone Sarubbi, Cd. del Este, Paraguay

Tel: +595 61 510 417

【Loving Hut Centro CDE】

Priest Perez - Ciudad del Est, Paraguay

Tel: +595 983607396

United States 美國
(FLORIDA)

【Loving Hut Cape Coral】

1918 Del Prado Blvd Cape Coral, FL 33990

+1 (239) 424-8433

【Loving Hut Orlando】

2101 E. Colonial Dr Orlando, FL 32803

+1 (407) 894-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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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g Hut Tampa】

1905 E Fletcher Ave Tampa, FL 33612

+1 (813) 977-7888

(GEORGIA)

【Loving Hut Norcross】

6385 Spalding Dr, Suite E Norcross, GA 30092

+1 (678) 421-9191

【Loving Hut Sandy Springs】

220 Hammond Dr NE #302 Sandy Springs, GA 30328

+1 (404) 941-7992

(MASSACHUSETTS)

【Loving Hut Worcester (Chandler St)】

415 Chandler St Worcester, MA 1602

+1 (508) 459-0367

【Loving Hut Worcester (Hamilton St)】

56 Hamilton St Worcester, MA 1604

+1 (508) 831-1322

(NEW JERSEY)

【Loving Hut Ledgewood】

538 Route 10 Ledgewood, NJ 07852

+1 (973) 598-9888

(NEW YORK)

【Loving Hut Brooklyn】

76 Bushwick Ave Brooklyn, NY 11211

+1 (718) 388-7567

(NORTH CAROLINA)

【Loving Hut Charlotte】

3024 E Independence Blvd Charlotte, NC 28205

+1 (980) 219-4339

(OHIO)

【Loving Hut Cincinnati】

6227 Montgomery Rd Cincinnati, OH 45213

+1 (513) 731-2233

【Loving Hut Reynoldsburg】

6569 East Livingston Ave Reynoldsburg, OH 43068

+1 (614) 863-0823

(VIRGINIA)

【Loving Hut Falls Church】

2840-2842 Rogers Drive Falls Church, VA 22046

+1 (703) 942-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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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歐洲

Austria奧地利

【VEGAN HOTEL Klopeiner See Austria】

Am See XII 7/7a, A-9122 Sankt Kanzian, Österreich

Pension-Tel.: +43 (0)4239 40150

E-Mail: info@lovinghutpension.at

Saison 2020: von 29. Mai bis 12. Oktober. 

Restaurant-Tel.: +43 (0)4239 40150818

Belgium 比利時

【LOVING HUT LEUVEN】

Loving Hut Leuven Rector De Somerplein 13  3000 Leuven België

Tel:+3216844702

Bulgaria 保加利亞

【Loving Hut Sofia】

Rakovski 113 street (near the National opera) 

1000 Sofia city Bulgaria

Tel: +359 (0)884 583 555

Czech 捷克

【Loving Hut Czech】

Loving Hut spol. s.r.o.Londýnská 216/35 120 00 Praha 2

+420 775 999 376

Finland 芬蘭

【Loving Hut Impian Emas】

Kolmas Linja 17, Helsinki, Finland, 00530

Tel: +358 45 1886992

France 法國

【Loving Hut MENTON】

649 PROMENADE DU SOLEIL,06500 MENTON

TEL: 00 33 4 92 07 32 57

Germany 德國

【Loving Hut Hamburg】

Markusstraße 2, 20355 Hamburg

Tel.: 040 57221029 / Handy: 0172 4352263

【Loving Hut Hamburg】

Ferdinand-Beit Straße 7 20099 Hamburg

Tel.: +49 4060780993

【Loving Hut LÜNEBURG】

Direkt an der Scholze-Kreuzung Lünertorstraße 5 21335 Lüneburg

Tel.: 0 41 31 / 72 73 20 6

Ireland 愛爾蘭
【LOVING HUT CATERING IRELAND】

Tel: 0035385107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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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land 冰島
【Lovinghut Reykjavik】

Laugavegur 164, 105 Reykjavík, Iceland

Tel: +354 552 8333

Italy 義大利
【Loving Hut Vegan Cafe and Restaurant】

Via Quintino Sella 19A,Rimini, 47291 RN Italy

Tel: +39 0541 174 0744

Netherland 荷蘭
【Loving Hut Amsterdam】

+31 20 682 5208

Porland 波蘭
【Loving Hut Warsaw】

+48 888 555 568

Russia 蘇俄
【Loving Hut в Москве】
Таганская площадь, 86/1с1, фудкорт "Брокколи", 
2 этаж (м. Таганская)
+74951498898

Spain 西班牙

【Madrid Store】

Calle de los Reyes, 11, Madrid 28015 . Spain. 

(at Plaza de España) 

Tel: +34 915 590 217 

【Valencia Store】

Calle Conde Altea 44, Bajo izquierda 46005 Valencia Spain

Tel: +34 963 744 361

Slovenia 斯洛維尼亞

【Madrid Store】

+48 888 555 568

Oceania 大洋洲

Australia 澳大利亞

【Mt. Gravatt Store】

Shop 2, 1420 Logan Road, Mount Gravatt, Queensland 4122, Australia

Tel: (07) 3219-4118

【Richmond Store】

Shop 10/242 Victoria St, Richmond 3121, Australia

Tel: (61) 3-9427-8916

【Victoria Park】

Shop 19, 366 Albany Highway, Victoria Park, WA 6100, Australia

Tel: (61) 8-9470-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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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stown】

Shop 6, 18-20 Greenfield Parade Bankstown New 2200, Australia

Tel: (61) 2-9709-4396

【Cabramatta Store】

3/227 Cabramatta rd

Cabramatta 2166 Sydney N.S.W Australia 

Tel: (61) 2 97554410

【Loving Hut West Melbourne】

3003 West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7,414.80 km)

185 Victoria Street

+61 3 9326 7551

【Loving Hut Northcote】

3070 Northcote, Victoria, Australia (7,412.59 km)

377-379 High Street

+61 3 9077 1335+61 3 9326 7551

New Zealand 紐西蘭

【Loving Hut New Plymouth NZ】

 178 Devon Street East, New Plymouth 4310. New Zealand

Tel: 0064 7 759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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