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海無上師人道之旅

（攝於1995年非洲象牙海岸)

清海無上師愛心照顧動物朋友，

包括10隻狗和22隻鳥，宛如一家人。
圖為無上師和狗狗Benny與鸚鵡Kadula
合影（攝於2001年美國佛羅里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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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水災、地震、火災等賑災活動（2008年6-11月）

（金額以美金計）

逾＄1,000,000 

海地、多明尼加共和國、古巴、墨西哥
諾亞爾颶風賑災 （2007年11-12月）

北韓水患賑災（2007年8-11月） ＄76,700

秘魯地震賑災（2007年8月） ＄70,100

贊助美國「國際救援會」、「坐視要管」組織，
提供達佛人道援助（2007年6月）

＄200,000

贊助美國「傅樂家園中心」 （2007年2月） ＄20,000

菲律賓：（2006年11-12月）榴槤颱風賑災與慈善之行
捐贈菲律賓羅慕斯和平發展基金會
菲律賓天主教主教會議
贊助「拯救地球願望劇團」
贊助聖保羅大學
菲律賓寇米柯藝術與科學學會
菲律賓語言委員會

亞塞拜然難民救濟（2006年11月）

贊助蒲隆地「喀門集青年中心」（2006年9月）

贊助摩洛哥漢娜妮　阿德穆塔力女士照顧流浪動物基金（2006年9月）

＄3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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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00

＄22,000

＄382,600

＄73,800

緬甸納吉斯氣旋賑災（2008年5月） ＄126,000

中國四川和雲南省地震賑災（2008年5-9月）

對清海無上師來說，減輕世人苦難誠為當前首要之務。事實上，這也是促使她
尋求開悟的原因。多年來，她不辭辛苦、奔波世界各地援助貧苦者。她的慈善
義舉超越一切藩籬，嘉惠獄胞、長者、心智殘疾人士、病人、貧者、遊民、退
伍軍人、天災災民。她的慈悲心感動了世上千百萬人，她的典範更啟發人們組
成「世界會」，效法她無私助人的精神。

經由修行打坐，清海無上師發展了多樣自然天成的才華，展現在繪畫、音樂、
詩作、珠寶和服裝設計上。她以藝術創作所得，幫助不幸的人。以下簡要列出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的慈善賑災活動（僅列出部分）：



慈善捐助悠樂（越南）：（2006年7月）
　「失明悠樂兒童基金會」
　「重新還給孩童組織」
　「悠樂兒童人道服務」
　「義肢援助基金會」
　「悠樂兒童援助計畫」
　「悠樂救援服務」

＄96,100

＄202,400

＄92,700

＄20,000

＄100,000

＄41,000

＄135,500

＄70,000

＄2000

＄49,900

＄29,900

153,400

＄2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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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361,000

＄75,700

＄161,800

＄439,000

＄135,000

＄100,000

＄250,000

贊助肯亞挖井解旱（2006年4-10月）

喀什米爾和巴基斯坦地震賑災（2005年10月）

援助美國卡崔娜颶風災民 （2005年8-9月）

援助保加利亞洪水災民 （2005年8月）

贊助英國「援非聯合樂團慈善信託基金」 （2005年3月）

幫助哥斯大黎加水患災民（2005年1月）

賑助印尼和斯里蘭卡南亞海嘯災民（2004年12月2005年2月）

援助伊朗地震災民 （2003年12月）

賑助泰國北部偏遠山區原住民（2003年11月）

救援韓國梅米颱風災民（2003年9-11月）

提供印度西北部地區村民農作物種子（2003年7月）

賑助阿爾及利亞強震災民（2003年5月）

賑助阿根廷水患災民（2003年7月）

賑助阿富汗難民（2000年10月）

救援美國 911災難（2001年9月）

援助薩爾瓦多登革熱患者、貧孤（2000年10-11月）

在南非慈善訪問： （1999年12月）
　世界宗教會議大會資助德爾班小孩
　酬謝瑟亞蘭卡舞團  
　資助祖魯兒童舞團
　資助約翰尼斯堡「Kids Haven」孤兒院
　資助川斯凱的伊卡瑪古協會 
　資助高薩族加強供水系統

福爾摩沙921大地震賑災（1999年9月）

捐贈土耳其地震災民（1999年8月）

透過國際紅十字會捐助科索沃難民（1999年6-8月）

亞美尼亞慈善之行：（1999年5月）
　柯米塔斯室內樂演奏聽 
　葉爾凡市 
　海爾文化中心慈善基金
　甘瑞市
　甘瑞孤兒院
　甘瑞老人之家服務網
　凡那索孤兒院
　亞慈那佛老人之家
　葉爾凡孤兒院
　聖伊須米辛教堂

＄65,000



資助菲律賓植樹以利水土保持（1999年2月)

賑助智利水災（1997年7月）

援助盧安達戰亂災民（1997年4月）

慈善捐助英國：（1995年8月）：
　「防止虐待兒童組織」
　「行動援助組織」    

　「世界自然基金會」 
幫助車臣、波士尼亞戰亂災民（1995年2月）

賑助日本神戶、大阪地震災民（1995年1月）

賑助柬埔寨旱災，捐贈6千噸米糧（1994年12月-1995年2月）

美國中西部水災捐助（1994年2-3月）：
　伊利諾、密蘇里、愛荷華、明尼蘇達、肯薩斯及威斯康辛州政府

捐助美國醫學研究癌症和愛滋病（1994年1月）

賑助美國南加州火災（1993年11月）

捐助烏干達靈修團體（1993年5月）

賑助悠樂隆安省水災（1991年12月）

賑助中國大陸華中、華東水災（1991年7月）

賑助菲律賓比納杜波火山爆發和水災災民（1991年6-10月）

捐款給德國的悠樂寺廟（1990年7月）

捐助香港的悠樂難民營（1990-1993年）

福爾摩沙（台灣）幫助貧戶、寺廟、縣政府、
社會團體、急需人士（1989-1993年）

＄100,000

＄250,000

＄28,800

＄99,900

＄100,000

＄42,300

＄200,000

＄30,000

＄100,000

＄767,700

＄33,400

＄10,000

＄526,300

＄55,000

＄15,000

＄100,000

＄124,700

＄1,632,800

＄450,000

＄100,000

＄64,100

＄55,000

＄220,500

＄331,200

＄734,400

＄320,000

＄288,195

＄36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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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台灣）冬季探訪全省貧孤（1996年11-12月）

賑助委內瑞拉水患災民（1996年6-8月）

賑助孟加拉龍捲風災民（1996年6月）

贈北韓2千噸米解糧荒（1996年6月）

捐給多明尼加慈善團體及政府（1996年3月）

援助宏都拉斯「米契」颶風災民（1998年11-12月）

透過國際紅十字會捐款幫助蘇丹飢荒難民（1998年9月)

捐贈美國「亞美利關懷日」（1998年4月）

加拿大冰風暴救難工作（1998年1月）

在美國華府憲政大廳舉行「天籟之旅」慈善音樂會，捐助

　「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越南兒童基金會」

　（1997年12月）

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聖殿音樂廳舉行「和平之音　四海一心」慈善音樂會，捐款給

　「聖裘迪兒童研究醫院」、「星光兒童基金會」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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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統雅羅育頒贈給清海無上師

素有東方諾貝爾獎美譽的「顧氏和平獎」，

表彰無上師卓越的慈善及人道貢獻。
曾在全美電視網播放的《和平追尋者》

交響詩，以清海無上師的詩作譜曲，

榮獲最高榮譽的「泰利銀像獎」。

美國帝舜文化國際大學

禮聘清海無上師為該校榮譽校長，

並為清海無上師銅像進行揭幕儀式。

美國加州「洛杉磯音樂週」及洛杉磯市

表彰清海無上師對音樂界的藝術貢獻，

致贈水晶獎座及洛杉磯市市長

詹姆斯　漢恩親筆簽名的表揚狀。

葉爾凡市市長邵林　亞伯罕揚先生和國會議員
娜德姿哈　莎吉席安女士贈送清海無上師感謝狀
和銀色獎章，感謝她對亞美尼亞的慈善義舉。

亞美尼亞民營化部長帕夫　卡哈全先生（圖左）呈給
清海無上師寶貴的國石花瓶，上面彫刻有清海無上師肖像。

柬埔寨第一、第二總理
合贈清海無上師

「柬埔寨國家建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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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菲律賓亞洲青年自由聯盟主席
雷納　山多士醫生頒贈。

由國際和平電台創辦人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
非政府組織諮詢顧問—全球教育大學校長
李察　史克奈德博士頒贈給清海無上師。

由菲律賓古樂模　孟多薩
紀念獎助學金與菲律賓
社會福利發展協會
共同頒發給清海無上師。

由泰國政府和媒體合頒給清海無上師，
感謝無上師對世人的傑出貢獻。

由美國中西部六州州長（伊利諾、愛荷華、
威斯康辛、肯薩斯、密蘇里及明尼蘇達州）
及世界文化交流協會祕書長陳洪鋼先生頒贈，
感謝無上師對美國中西部六州水患災民

的慈善義舉。



美國中西部六洲致贈
清海無上師表揚狀，感謝她
對水患災民的救災援助。

美國前任及現任總統
也致函恭賀清海無上師

榮獲「世界精神領袖獎」。

國際人權聯盟主席芭芭拉　芬琪
頒贈此獎，並禮聘清海無上師為
「世界人權聯盟榮譽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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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癌症協會特別表揚。

美國夏威夷州檀香山市長花士訂定

10月25日為「清海日」，頒贈榮譽公民

給無上師，並敬獻無上師紀念銅像，

該銅像後來樹立在檀香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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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利桑那州長費弗　希明
（Fife Symington）頒贈榮譽公民 美國佛羅里達州波卡瑞頓市市長

愛米爾　丹修（Emil F. Danciu）
致贈榮譽市鑰

「中菲國會議員協會」頒贈錦旗一面，
感謝無上師幫助比納杜波火山災民

菲律賓馬尼拉市長梅爾　羅培茲
（Mel C. Lopez, Jr.）
致贈榮譽公民及市鑰

菲律賓馬尼拉人權
暨公眾福利促進中心
頒贈「人權促進獎

（暨推動四海一家成效）」

菲律賓亞洲青年自由聯盟主席
雷納　山多士醫生（Dr. Rene G Santos）
頒贈獎牌，褒獎師父關心菲律賓的悠樂難民，

是和平與善意人士的優秀楷模

菲律賓記者週刊
致贈人道模範獎牌，
感謝清海無上師幫助
比納杜波火山災民

美國加州舊金山市長法蘭克　喬登
（Frank Jordan）頒贈榮譽勛狀，
表彰清海無上師對世人的博愛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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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年，

清海無上師受邀到世界各地巡迴講經，

從事慈善工作無遠弗屆，

成為各界無數顯要的座上賓。

她的足跡行遍歐、亞、美各大洲，

廣受不同文化的領袖與人士熱烈歡迎。

1. 斯洛維尼亞人權監察使

   斯丹卡　西巴舍克　特拉尼克博士

  （Dr. Zdenka Cebasek Tratnik（2008）

2. 斯洛維尼亞國會議員

   芭芭拉　澤娜　陶斯女士

  （Ms. Barbara �gajner Tav�）（2008）

 200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的國際戲劇學會（ITI）邀請清海無上師
 出席在法國巴黎舉行的「世界戲劇節」，
 這個盛會訂於每年3月27日，戲劇界許多
 名人雅士薈萃雲集，肯定戲劇具有獨特的
 力量促進世界和平與團結。

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ITI執行委員會會長

　 曼弗瑞　拜哈茲先生（Mr. Manfred Beilhartz）

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ITI執行委員會副會長

　 暨孟加拉ITI會長拉曼度　馬將達先生

  （Mr. Ramendu Majumdar）

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ITI執行委員會副會長

　 暨非洲地區辦事處處長瓊　皮埃爾　居恩岡先生

  （Mr. Jean-Pierre Guingane）

6.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ITI執行長暨祕書長

　 珍妮佛　沃波爾女士（Madam Jennifer Walpole）

7. 得獎的戲劇及歌劇導演

　 暨英國廣播公司製作人費妮雅　威廉斯女士

  （Madam Faynia Williams）

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國家劇院負責人

　 薩伊德　沙勒恩（Mr. Saeed Salern）

9. 蘇丹ITI會長

　 阿里　馬迪先生（Mr. Ali Mahdi）

10.獲獎的伊朗籍電影製作人

　 薩米娜　馬克瑪巴夫（Ms. Samira Makhmalb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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