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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伟人之光，她是全人类的慈悲天使。”
~ 夏威夷檀香山市长花士先生（1993年）    .

                         

清海无上师是世界知名灵性导师、艺术家和
慈善家，其奉献超越了文化的藩篱，爱心遍洒十方。无
上师生于悠乐（越南）中部，曾赴欧洲留学，并在当地
红十字会工作。她很快就发现世界处处是苦难，决心
找寻解除苦难的方法，并以此为生活的重心。

清海无上师曾与一位德国医生结婚，过着幸福美
满的婚姻生活。尽管“分离”对他们来说，是极为困难
的抉择，她的先生还是同意了分离。于是，清海无上师
展开了灵性追寻之旅，最后在印度喜马拉雅山，找到
了一位开悟明师，传给她一种观内在光和音的打坐法
门，也就是她后来所传的“观音法门”。经过一段时间
的精进修行，无上师就达到完全证悟的境界。

在她离开喜马拉雅山后不久，由于身边一些人的
恳求，清海无上师遂将“观音法门”传给他们，鼓励
他们向内找寻自己伟大的品质。不久，美、欧、亚、澳、
非，五大洲纷纷邀请清海无上师莅临演讲。

清海无上师天性慈悲，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贫苦
弱势者。她运用自己艺术创作的收入，在上帝的小孩
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为他们带来无边慰藉。

最近，清海无上师撰写的三本著作：《高贵的野
生》、《真爱奇遇─我的鸟羽兄弟》和《今生有你─我

的狗宝贝》，均荣登国际畅销书排行榜冠军。这些著
作揭露了动物朋友深层的情感和想法，引领读者认识
他们高尚的灵魂和无私的爱。

为表彰人们的慈善义举以及对世界良善发展的
贡献，清海无上师于2006年3月成立了“全球优秀领导
奖”。自此，又成立了其它声誉卓越的奖项：“全球优秀
爱心奖”、“全球优秀英雄奖”、“全球优秀诚实奖”、“
全球优秀环保奖”、“全球优秀聪颖奖”和“全球优秀
发明奖”。这些奖项表彰杰出的个人、国家和组织，如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雅奈兹·德尔诺夫舍克
博士、珍·古德博士和“救助儿童会”等等。他们卓越
的模范贡献，让地球更为和谐、美丽且长存永续。

清海无上师也是当今著名的环保先锋，以其过人
的智慧与勇气，对气候变迁议题发声疾呼。事实上，早
在二十多年前，她就已经开始呼吁环保。她曾率先发
起“您也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以及“ＳＯＳ遏止全球
暖化”运动，推广慈悲的素食生活方式。现在相当流行
的口号：“开始吃素，加入环保，拯救地球”，即源自清
海无上师。

清海无上师孜孜不倦帮助世人，为宝贵的地球缔
造光明的未来，诚为这个时代无私奉献的伟人！

清海无上师曾于1991年
和1992年在美国纽约联
合国总部讲经。
1 9 9 3 年 又 在 瑞 士 日 内
瓦的联合国讲经（摄于
1992年美国纽约联合国
总部）

清海无上师人道之旅
（摄于1995年非洲象牙海岸）

清海无上师爱心照顾动物朋友，
包括10只狗和22只鸟，宛如一家人。

图为无上师和狗狗Benny与鹦鹉Kadula合
影（摄于2001年美国佛罗里达州）

欲知更多资讯，请浏览网站: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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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水灾、地震、火灾等赈灾活动（2008年6-11月） 逾 US$1,000,000

中国四川和云南省地震赈灾（2008年5-9月） $382,600

缅甸纳吉斯风暴赈灾（2008年5月） $126,000

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墨西哥诺亚尔飓风赈灾 （2007年11-12月） $73,800

朝鲜水患赈灾（2007年8-11月） $76,700

秘鲁地震赈灾（2007年8月） $70,100

赞助美国“国际救援会”、“坐视要管”组织，提供达尔富尔人道援助（2007年6月） $200,000

赞助美国“傅乐家园中心” （2007年2月） $20,000

菲律宾榴莲台风赈灾与慈善之行（2006年11-12月）：

   捐赠菲律宾拉莫斯和平发展基金会

   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

   赞助“拯救地球愿望剧团”

   赞助圣保罗大学

   菲律宾寇米柯艺术与科学学会

   菲律宾语言委员会

$430,000

阿塞拜疆难民救济（2006年11月） $22,000

赞助布隆迪“喀门集青年中心”（2006年9月） $30,000

赞助摩洛哥汉娜妮·阿德穆塔力女士照顾流浪动物基金（2006年9月） $10,000

    

 

对清海无上师来说，减轻世人苦难诚为当前首要之务。事实上，这也是

促使她寻求开悟的原因。多年来，她不辞辛苦、奔波世界各地援助贫苦者。她

的慈善义举超越一切藩篱，嘉惠狱胞、长者、心智残疾人士、病人、贫者、游

民、退伍军人、天灾灾民。她的慈悲心感动了世上千百万人，她的典范更启发

人们组成“世界会”，效法她无私助人的精神。

经由修行打坐，清海无上师发展了多样自然天成的才华，展现在绘画、音

乐、诗作、珠宝和服装设计上。她以艺术创作所得，帮助不幸的人。以下简要

列出清海无上师世界会的慈善赈灾活动（仅列出部分）： 

（金额以美金计）

清海无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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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世界上，不论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爱。”

~ 清海无上师
于1995年9月10日讲于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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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慈善捐助悠乐（越南）（2006年7月）：

   失明悠乐儿童基金会

   重新还给孩童组织

   悠乐儿童人道服务

   义肢援助基金会

   悠乐儿童援助计划

   悠乐救援服务

US$65,000

赞助肯尼亚挖井解旱（2006年4-10月） $96,100

喀什米尔和巴基斯坦地震赈灾（2005年10月） $202,400

援助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民 （2005年8-9月） $92,700

援助保加利亚洪水灾民 （2005年8月） $20,000

赞助英国“援非联合乐团慈善信托基金” （2005年3月） $100,000

帮助哥斯达黎加水患灾民（2005年1月） $41,000

赈助印尼和斯里兰卡南亚海啸灾民（2004年12月2005年2月） $135,500

援助伊朗地震灾民 （2003年12月） $70,000

赈助泰国北部偏远山区原住民（2003年11月） $2,000

救援韩国梅米台风灾民（2003年9-11月） $49,900

提供印度西北部地区村民农作物种子（2003年7月） $29,900

赈助阿尔及利亚强震灾民（2003年5月） $153,400

赈助阿根廷水患灾民（2003年7月） $29,000

赈助阿富汗难民（2000年10月） $100,000

救援美国 9·11灾难（2001年9月） $361,000

援助萨尔瓦多登革热患者、贫孤（2000年10-11月） $75,700

在南非慈善访问 （1999年12月）：
   世界宗教会议大会资助德班小孩
   酬谢瑟亚兰卡舞团
   资助祖鲁儿童舞团
   资助约翰内斯堡“Kids Haven”孤儿院
   资助川斯凯的伊卡玛古协会
   资助高萨族加强供水系统

$161,800

福尔摩沙（台湾）9·21大地震赈灾（1999年9月） $439,000

捐赠土耳其地震灾民（1999年8月） $135,000

透过国际红十字会捐助科索沃难民（1999年6-8月） $100,000

亚美尼亚慈善之行（1999年5月）：
   柯米塔斯室内乐演奏厅
   埃里温市
   海尔文化中心慈善基金
   久姆里市
   久姆里孤儿院
   久姆里老人之家服务网
   凡纳泽孤儿院
   亚慈那佛老人之家
   埃里温孤儿院
   圣伊须米辛教堂

$250,000

部分清海无上师
在各地的慈善工作

清海无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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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菲律宾植树以利水土保持（1999年2月） US$100,000

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圣殿音乐厅举行“和平之音·四海一心”慈善音乐会（1998年12

月），捐款给：

   圣裘迪儿童研究医院

   星光儿童基金会

$250,000

援助洪都拉斯“米切尔”飓风灾民（1998年11-12月） $28,800

透过国际红十字会捐款帮助苏丹饥荒难民（1998年9月） $99,900

捐赠美国“亚美利关怀日”（1998年4月） $100,000

加拿大冰风暴救难工作（1998年1月） $42,300

在美国华府宪政大厅举行“天籁之旅”慈善音乐会（1997年12月），捐助：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越南儿童基金会

$200,000

赈助智利水灾（1997年7月） $30,000

援助卢旺达战乱灾民（1997年4月） $100,000

福尔摩沙（台湾）冬季探访全省贫孤（1996年11-12月） $767,700

赈助委内瑞拉水患灾民（1996年6-8月） $33,400

赈助孟加拉龙卷风灾民（1996年6月） $10,000

赠朝鲜2千吨米解粮荒（1996年6月） $526,300

捐给多米尼加慈善团体及政府（1996年3月） $55,000

慈善捐助英国（1995年8月）：

   防止虐待儿童组织

   行动援助组织

   世界自然基金会

$15,000

帮助车臣、波黑战乱灾民（1995年2月） $100,000

赈助日本神户、大阪地震灾民（1995年1月） $124,700

赈助柬埔寨旱灾，捐赠6千吨米粮（1994年12月-1995年2月） $1,632,800

美国中西部水灾捐助（1994年2-3月）：
   伊利诺、密苏里、爱荷华、明尼苏达、堪萨斯及威斯康辛州政府

$450,000

捐助美国医学研究癌症和爱滋病（1994年1月） $100,000

赈助美国南加州火灾（1993年11月） $64,100

捐助乌干达灵修团体（1993年5月） $55,000

赈助悠乐（越南）隆安省水灾（1991年12月） $220,500

赈助中国大陆华中、华东水灾（1991年7月） $331,200

赈助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和水灾灾民（1991年6-10月） $734,400

捐款给德国的悠乐寺庙（1990年7月） $320,000

捐助香港的悠乐难民营（1990-1993年） $288,195

福尔摩沙（台湾）帮助贫户、寺庙、县政府、社会团体、急需人士（1989-1993年） $366,282

名单还在继续...

在各地的慈善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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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无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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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青年素食协会”

颁赠清海无上师此奖，

表彰她宣扬慈悲

和“非暴力”看待动物。

美国第43届总统布什先生

颁赠此奖予清海无上师，

以表彰她致力于倡导规律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美国总统积极健康生活
（2008年）

摩诃毘罗奖
（2008年）

清海无上师本着服务的精神，展现真
爱和友谊的典范。

清海无上师无论在灵性或物质上，
都对世界厥功至伟，虽然她并不求任何的
肯定，然而世界各国政府官方和私人组织
为了表扬她的无私奉献，颁赠许多奖项给
她，包括：顾氏和平奖（2006年）、第27
届泰利银像奖首奖（2006年）、洛杉矶第
九届音乐周奖章（2002年）、世界精神领
袖奖（1994年）、世界公民人道奖（1994
年）。

此外，美国政府官员明订2月22日和10
月25日为“清海日”。迄今，她仍然不遗
余力帮助世人，成千上万民众和领导者对
她感激不已。

奖项与殊荣

洛杉矶县颁赠此奖状予清海无上师，

以表彰她多次奉献，造福于所有公民。

美国洛杉矶县表扬状
（2009年） 

美国总统欧巴马

表扬清海无上师的人道贡献。

2010总统义工
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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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颁赠给清海无上师素

有东方诺贝尔奖美誉的“顾氏和平奖”，

表彰无上师卓越的慈善及人道贡献。

美国加州“洛杉矶音乐周”及洛杉矶市
表彰清海无上师对音乐界的艺术贡献，

致赠水晶奖座及洛杉矶市市长
詹姆斯·汉恩亲笔签名的表扬状。

柬埔寨第一、第二总理
合赠清海无上师

“柬埔寨国家建设奖”。

美国帝舜文化国际大学
礼聘清海无上师为该校荣誉校长，
并为清海无上师铜像进行揭幕仪式。

埃里温市市长邵林·亚伯罕扬先生和国会议员
娜德姿哈·莎吉席安女士赠送清海无上师感谢状
和银色奖章，感谢她对亚美尼亚的慈善义举。

亚美尼亚民营化部长帕夫·卡哈全先生（右下图左）呈给
清海无上师宝贵的国石花瓶，上面雕刻有清海无上师肖像。

曾在全美电视网播放的《和平追寻者》

交响诗，以清海无上师的诗作谱曲，

荣获最高荣誉的“泰利银像奖”。

奖项与殊荣  6www.SupremeMasterTV.com

顾氏和平奖
（2006年）

泰利银像奖
（2006年）

四维八德金像奖杯及勋章
（2003年）

洛杉矶音乐周受奖者
（2002年）

亚美尼亚政府奖状
（1999年）

柬埔寨国家建设奖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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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亚太青年自由联盟菲律宾分会主席

雷纳·山多士医生颁赠。

世界精神领袖奖（1994年），
2月22日清海日

由泰国政府和媒体合颁给清海无上师，
感谢无上师对世人的杰出贡献。

由国际和平电台创办人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

非政府组织咨询顾问—全球教育大学校长

李察·史克奈德博士颁赠给清海无上师。

由菲律宾古乐模·孟多萨
纪念奖助学金与菲律宾
社会福利发展协会
共同颁发给清海无上师。

由美国中西部六州州长（伊利诺、爱荷华、
威斯康辛、堪萨斯、密苏里及明尼苏达州）
及世界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陈洪钢先生颁赠，

感谢无上师对美国中西部六州水患灾民
的慈善义举。

奖项与殊荣  7www.GodsDirectContact.org

人道楷模奖牌
（1994年）

世界公民人道奖
（1994年）

国际人道主义奖
（1994年）

崇高生命之星荣誉奖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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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癌症协会特别表扬。国际人权联盟主席芭芭拉·芬琪
颁赠此奖，并礼聘清海无上师为
“世界人权联盟荣誉总顾问”。

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市长花士订定
10月25日为“清海日”，颁赠荣誉公民
给无上师，并敬献无上师纪念铜像，

该铜像后来树立在檀香山市。

美国中西部六州致赠
清海无上师表扬状，感谢她
对水患灾民的救灾援助。
美国前任及现任总统
也致函恭贺清海无上师

荣获“世界精神领袖奖”。

Mayor Frank 
Fasi

奖项与殊荣  8www.SupremeMasterTV.com

世界人道主义领袖奖
（1994年）

王者之剑奖
（1993年）

美国中西部六州表扬状及
恭贺信（1994年）

清海日
（1993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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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马尼拉市长
梅尔·罗培兹（Mel C. Lopez, Jr.）

致赠荣誉公民及市钥

亚太青年自由联盟菲律宾分会主席雷纳·
山多士医生（Dr. Rene G Santos）颁赠
奖牌，褒奖师父关心菲律宾的悠乐难民，

是和平与善意人士的优秀楷模

菲律宾马尼拉人权暨公众福利促进中心
颁赠“人权促进奖（暨推动四海一家成

效）”

“中菲国会议员协会”颁赠锦旗一面，
感谢无上师帮助皮纳图博火山灾民

美国加州旧金山市长法兰克·乔登
（Frank Jordan）颁赠荣誉勋状，
表彰清海无上师对世人的博爱奉献

美国佛罗里达州波卡瑞顿市市长
爱米尔·丹修（Emil F. Danciu）

致赠荣誉市钥

美国亚利桑那州长费弗·希明顿
（Fife Symington）颁赠荣誉公民

菲律宾记者周刊
致赠人道模范奖牌，
感谢清海无上师帮助
皮纳图博火山灾民

奖项与殊荣  9www.GodsDirectContact.org

荣誉公民
（1993年）

荣誉市钥
（1992年）

荣誉勋状
（1993年）

感谢旗
（1991年）

荣誉市钥
（1991年）

奖牌
（1991年）

表扬状
（1991年）

褒扬状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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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洛文尼亚人权监察使
   斯丹卡·西巴舍克·特拉尼克博士
  （Dr. Zdenka Cebasek Tratnik）（2008）
2. 斯洛文尼亚国会议员芭芭拉·泽娜·陶斯女士
  （Ms. Barbara Žgajner Tavš）（2008）

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

国际戏剧学会（ITI）邀请清海无上师出

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戏剧节”，这

个盛会订于每年3月27日，戏剧界许多名

人雅士荟萃云集，肯定戏剧具有独特的力

量促进世界和平与团结。

各界显要和艺术家

二十余年来，

清海无上师受邀到世界各地巡回讲经，

从事慈善工作无远弗届，

成为各界无数显要的座上宾。

她的足迹行遍欧、亚、美各大洲，

广受不同文化的领袖与人士热烈欢迎。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TI执行委员会会长
   曼弗瑞·拜哈兹博士（Dr. Manfred Beilharz）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TI执行委员会副会长
   暨孟加拉ITI会长拉曼度·马将达先生
  （Mr. Ramendu Majumdar）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TI执行委员会副会长
   暨非洲地区办事处处长琼·皮埃尔·居恩冈先生
  （Mr. Jean-Pierre Guingane）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TI执行长暨秘书长
   珍妮佛·沃波尔女士（Madam Jennifer Walpole）
7. 得奖的戏剧及歌剧导演
   暨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人费妮雅·威廉斯女士
  （Madam Faynia Williams）
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剧院负责人
   萨伊德·沙勒恩（Mr. Saeed Salern）
9. 苏丹ITI会长阿里·马迪先生
  （Mr. Ali Mahdi）
10.获奖的伊朗籍电影制作人
   萨米娜·马克玛巴夫
  （Ms. Samira Makhmalbaf）

与清海无上师合影者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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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无上师

菲律宾总统在“全球暖化与气候
变迁”议题的顾问暨菲律宾前参
议员赫赫森·亚凡瑞兹

在福尔摩沙(台湾)
接受清海无上师颁赠的
“全球优秀领导奖”
(2007)

菲律宾前第一夫人
伊梅尔达·马科斯女士
(2006)

清海无上师和悠乐传奇音乐家秋湖（右）
以及素有“悠乐贝多芬”美誉的范维先生（左）

在美国加州欣赏中秋节表演节目(1997)

马丁·辛（艾美暨金球奖得主）、
夫人珍妮特与儿子查理（金球奖得主）

邀请清海无上师到他们美国加州
马里布家中作客
(1999)

菲律宾前总统
菲德尔·拉莫斯博士
(2006)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

在顾氏和平奖颁奖典礼中
与清海无上师交谈

(2006)

菲律宾总统文化顾问
西西莉·亚凡瑞兹女士

至福尔摩沙(台湾)
拜访清海无上师

(2007)

美国女影星斯沃西·库尔茨
艾美奖得主

美国男影星马丁·辛
艾美奖暨金球奖得主

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
星光儿童基金会第15周年庆
“星光魅力之夜”慈善盛宴

(1999)

雅奈兹·德尔诺夫舍克总统

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接受清海无上师颁赠的
“全球优秀领导奖”
(2007)

沙迦邦酋长苏尔丹殿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总部
(2007)

各界显要和艺术家  11

菲尔·唐纳修
多次艾美奖得主，

美国媒体名人

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
圣裘迪儿童研究医院

第19届慈善年会(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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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无上师与

美国名影星史蒂芬·西格尔

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
圣裘迪儿童研究医院
第19届慈善年会
(1999)

亚美尼亚甘瑞市市长
麦克·瓦丹彦

接受清海无上师捐赠甘瑞市
10万美元 (1999)

美国影星罗德·斯泰格尔
（奥斯卡奖得主）

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
奥斯卡盛宴“百位巨星之夜”
(1999)

美国影星斯特拉·斯蒂文斯
（金球奖得主）

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
奥斯卡盛宴“百位巨星之夜”
(1999)

美国传奇影星黛比·雷诺兹

美国加州洛杉矶
“和平之音·四海一心”
音乐会 (1998)

美国航天员巴兹·奥尔德林
（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

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
奥斯卡盛宴“百位巨星之夜”
(1999)

亚美尼亚凡那索副市长诺瑞克·萨丹彦

致赠清海无上师一副美丽的水彩画 (1999)

清海无上师亚美尼亚之行
省长裴特罗斯贤陪同
(1999)

美国传奇影星大卫·卡拉丁

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
奥斯卡盛宴“百位巨星之夜”
(1999)

各界显要和艺术家  12www.SupremeMaster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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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无上师

高棉进步党党主席
利夫·安医生及其夫人 
(1996)

洪都拉斯驻福尔摩沙(台湾)大使
丹尼尔·米拉夫妇和女儿

于福尔摩沙（台湾）农历新年
拜访清海无上师 (1996)

柬埔寨总理代表年旺达和政府代表

至泰国拜访清海无上师，
并致赠传统赈灾画作，
表达谢忱与友谊

比尔·康迪
（美国奥斯卡奖暨艾美奖作曲家）

美国加州洛杉矶“和平之音·四海一心”
慈善音乐会(1998)

卡妮和温迪·威尔逊姊妹
（著名的“海滩男孩家族朋友”）

美国加州洛杉矶“和平之音·
四海一心”慈善音乐会(1998)

乔贞（知名悠乐影星）

美国华府“天籁之旅”
慈善音乐会 (1997)

贝宁国王与王子

迎接清海无上师
（阿波美，1995）

韩国首尔市长赵淳先生

希望师父能常莅临讲经，
带给韩国人民灵性开悟
(1997)

拉加朗医生

（新加坡律政部长的夫人）
(1996)

各界显要和艺术家  13www.GodsDirectConta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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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总统
克利斯班·萨罗兰度
(1996)

泰国诗琳通公主
(1994)

美国驻菲律宾领事
彼得·史堡丁
(1994)

泰国政府副发言人素达乐女士

在外交部设盛宴款待
清海无上师，并由外交部长
秘书尼密先生陪同出席
(1993)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

在皇宫内招待清海无上师，
并致赠花瓶象征友谊
(1996)

柬埔寨王子拉那烈
及王妃玛丽公主
(1996)

柬埔寨总理洪森
及其夫人本·莱美
(1996)

象牙海岸总统夫人
涵丽特·贝蒂
(1996)

多米尼克首相
爱迪生·詹姆士
(1996)

于美国华府总统餐宴
(1993)

苏跨米西族印第安长老
汤姆斯·伍尔芙

对清海无上师说:“长老们要我向您
致敬，因为您是伟大的真师。”
美国加州 (1993)

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市长
法兰克·花士

宣布10月25日为清海日
(1993)

清海无上师

各界显要和艺术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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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无上师

韩国陆军少将

祝清海无上师生日快乐
(1993)

菲律宾巴拉湾总督夫人
克莱拉·艾斯比利杜
(Clara Cruz-Espiritu)
(1993)

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
(Corazon Cojuangco-Aquino)

与清海无上师商讨难民安顿事宜
（1992）

美国众议员艾尔·哈特
(Eearl Hutto)
邀请清海无上师参访华府国会
(1993)

菲律宾副总统萨尔瓦多·劳瑞尔
(Salvador Laurel)
(1991)

哥斯达黎加总统
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
(Oscar Arias Sanchez)
(1991)

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夫人
玛格丽特·龚果拉
(Margarita Renon Gongora)
(1991)

印尼的美国与日本领事

欢迎清海无上师莅临
(1993)

菲律宾副总统劳瑞尔夫人
(Celia Diaz-Laurel)
(1992)

各界显要和艺术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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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无上师

南非开普敦 SABC TV
1999年12月1日

印度普纳“尊重所有生命”
全球会议
1997年11月11日

法国巴黎法国Enghien电台
1997年1月27日

瑞典史怀哲DRS电台
1993年

法国巴黎RFI电台
1997年1月27日

·马尼拉今日标准报（菲律宾，2006）
·慈爱(Mehr)时报
  （伊朗，2008年11月12日）
·新时代报（亚美尼亚，1999）
·纽约华语电台（美国纽约，1995）
·纽约时报（美国纽约，2008）
·“欧娜”与“灵性”杂志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2008）
·橘郡要闻（美国加州，1998）
·人民权力报（蒙古国，1998）
·Enghien电台（法国巴黎，1997）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
  （法国，1994）
·第五电台“周日焦点”，（泰国，1994）
·国际和平电台（美国俄勒冈，1993）
·此时此刻广播电台（法国，1994）
·亚美尼亚政府报（亚美尼亚，1999）
·谢尔周报（亚美尼亚，1999）
·斯洛文尼亚新闻报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2008）
·灵性觉醒电台（美国，2008）
·“太阳、月亮和星星”电台节目
  （香港，1994）
·德黑兰时报（伊朗，2008）
·塔美酷拉峡报（美国加州，2008）
·“渴望生命”（菲律宾，1991）
·优拉图报（亚美尼亚，1999）
·奥勒冈素食协会（美国奥勒冈，1993）
·WJXT 4号电台
  （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2008）
·SAFM今日女性广播电台
  （南非开普敦，1999）
·世界日报（美国芝加哥，1994）

·华美新闻（美国芝加哥，1994）
·亚美里克斯时事记录报
  （美国乔治亚州，2007）
·亚美尼亚商业周报（亚美尼亚，1999）
·亚美尼亚报瑞福国家电视台
  （亚美尼亚，1999）
·Bijorcha电视台（法国巴黎，1997）
·芝加哥时报（美国芝加哥，1994）
·侨声广播公司（美国纽约，1995）
·中国广播网纽约台（美国纽约，199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美国，1996）
·DZRM广播电台
  (菲律宾，1992年3月19日)
·地球网络时报（爱尔兰，2007）
·东岸广播电台（爱尔兰，2008）
·环境保护电台（美国纽约，2008）
·福克斯(FOX) 2 KTVI 电视频道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2007）
·吃全素广播电台（美国加州，2008）
·哈亚思坦日报（亚美尼亚，1999）
·哈亚思坦尼‧汉拉佩图云言报
  （亚美尼亚，1999）
·心灵电视系列（南非，1999）
·印度国家报（印度，2007）
·嬉皮美食电视（美国加州，2008）
·美国通杂志，封面故事
  （美国，2008年4月）
·Inch Vortegh Erb报
  （亚美尼亚，1999）
·知觉独立周报（亚美尼亚，1999）
·多次元电视台第十六台
  （美国纽约，1995）
·国际中国广播电台（法国，1993）
·伊朗电视台第二台（伊朗，2008）
·伊朗电视网（南非开普敦，1999）
·爱尔兰独立报（爱尔兰，2008）
·詹姆加恩(Jame Jam)时报
  （伊朗，2008年11月12日）
·KBOO电台（美国奥勒冈，1993）
·旧金山KTVU电视台第三台
  （美国加州旧金山，1993）
·国家广播电视台（NBN）
  （菲律宾，2006）
·KQSB 990AM频道“NOVAS 报导”
  （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1995）
·斯洛文尼亚RTV电视台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2008）
·南非广播公司(SABC) 电视台
  （南非开普敦，1999）
·KLDE老歌广播电台104.9FM
  （美国德州，1993）
·KTRK电视台第十三台
  （美国休斯敦，1993）
·费加洛报（法国巴黎，1997）
·洛杉矶时报（美国加州，1998）

清海无上师世界会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无上师电视台
www.SupremeMasterTV.com
e-mail: info@SupremeMasterTV.com
电话: +1.626.444.4385

清海无上师世界会出版有限公司
福尔摩沙(台湾),台北
www.SMCHbooks.com
e-mail: SMCHbooks@GodsDirectContact.org
电话: +886.2.8787.3935

观音网站
含多国语言之观音网站一览表:
www.GodsDirectContact.org/links

清海无上师所出席的媒体

相关资讯

媒体和联络资讯  16www.SupremeMasterTV.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