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欽哲基金會電子會訊
｜第2期｜2004.6 出刊｜

1   佛教的大護法 —— 

     須達多給孤獨長者

3   為何需要籌募佛學院基金？

      —— 宗薩寺史略

2   法王達賴喇嘛將於��月親臨

      宗薩佛學院主持開光典禮

4  「佛學院基金」進入最後募款

      階段

4   對等捐獻計劃

5   歡迎琴恩．史密斯

      成為欽哲基金會顧問

6   加行行者翹首盼望的

     《龍欽心髓修持手冊》終於出版

6  《入中論釋論》分送全球六大洲

6  《旅行者與魔術師》於法國獲

得殊榮

6   美國欽哲基金會地址變更

7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一部有關宗薩仁波切的紀錄片

7   義賣廊網站正式啟用

7   香港義演贊助欽哲基金會

最新消息：

宗薩仁波切《龍欽心髓修持手冊》

及《入中論釋論》英文版電子書現

已出版！索取方式參見...more

�

KHYENTSE
FOUNDATION KF: Khyentse Foundation之縮寫

欽哲基金會核心宗旨   建立護持系統  幫助人們致力修持佛陀悲智的法教

隨時更新您的電子信箱

請記得更新您的電子信箱，並幫助

我們傳閱這份電子報，協助基金會

節省通訊成本，並能即時獲得有關

仁波切以及基金會的最新消息！

KF新聞

護法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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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住世時，布施是很平常的事；其中有位布施者，其善行

更是超越於眾人之上。由於他的無私與慷慨布施，人們便尊稱這位成功

的婆羅門商人須達多，為「給孤獨長者」，意即“舉世無比的施主＂。

須達多和他的妻子普娜拉卡娜，以及三個孩子住在舍衛國。舍衛國

是佛陀住世的時候，恆河平原上最大的城市。有一次須達多例行到王舍

城進行商務，正好接觸到釋迦牟尼佛的教法。聽受之後他立刻皈依佛陀

為他的導師，並於佛陀足下頂禮。他以俗人禮法的方式，趨前請問世尊

是否睡得安穩，世尊親切 地回答他︰

婆羅門涅槃　是則常安樂

愛欲所不染　解脫永無餘

斷一切希望　調伏心熾燃

心得寂止息　止息安穩眠

此時須達多立刻生起了虔誠恭敬心，但心裡也同時受到難以抉擇

的折磨。他是否也該出家？斬斷所有執著，放棄世俗生活，跟著佛陀修

行？—— 那他對事業的責任，以及對家人的愛，又該怎麼辦呢？他因

此事向佛陀求教，佛陀表示他應該仍然維持在家人與商人的身份，但是

要放下對世法的執著；維持著以往的生活方式，但一切依據佛法而行。

佛教的大護法—— 

須達多給孤獨長者
(Sudatta Anathapindika)

摘自與仁波切的一系列對話

護法王系列

http://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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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達多邀請佛陀到舍衛國，並且開始找尋合適

的地方興建佛寺。而當地最優美的地方，是舍衛國

波斯匿王的祇陀太子所擁有的一座林園。祇陀太子

想測試須達多，便對須達多說：只要你能將整片林

園用金幣舖滿，我就同意把林園賣給你。滿懷著虔

誠心、耐心和決心，須達多終於依太子的要求將林

園舖滿了金幣，後來並又毫無私心地將新建的林園

以太子為名，稱之為「祇園」。他並且在祇園中為

佛陀和弟子們興建精舍，及七層宮殿式建築、寺院、

禪堂、蒼翠繁茂的花園，蓮花池和步道。

其後的二十五年間，佛陀和他的弟子在印度雨

季時都會停留在舍衛國，佛陀於此處教導了弟子三

藏十二部經。此外，祇園亦是最早僧團戒律頒布之

所；也是在此處，佛陀講授了金剛經。

當佛陀住在祇園的時候，須達多和其他弟子每

天都到精舍去。他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最大的功德

主，而期望佛陀給予自己特殊的待遇。他總是默默

地供養僧伽們食物、衣、缽、藥品，並將他布施的

行為擴及村民。他毫無疑問地接受佛陀教法；但當

談到某些主題時，佛陀亦會從須達多世間法的角度

來討論，並且運用這些例子做為教授的方法。

佛陀給予須達多許多有關財富和布施的重要教

法。佛陀說一家之主有四種快樂︰擁有權的快樂、

分享財富的快樂、無債的快樂、以及無過失的快樂。

佛陀說在家人是可以祈求長壽、美貌、快樂、名聲

和投生天界，但這一切並非僅靠祈禱或受戒就能夠

達到。佛陀解釋說，只有對三寶有完全的信心，圓

滿了善行、布施與智慧，才能真正地帶來這些珍貴

而美好的獎勵。

透過佛陀的加持與教導，以及須達多自己的善

業與功德，須達多獲得初地的證悟，並以給孤獨長

者之名而聞名。從不宣傳佈教或企圖吸引眾人目光

的他，卻仍影響了身邊所有的人。他的奉獻與生命

榜樣鼓舞了無數學子立志追隨佛法。他過世時，有

尊者阿難及舍利弗守護其側，並投生至兜率天。■

今年藏曆新年期間(2004年2月)，宗薩欽哲仁波切帶領

一群朋友及弟子前往舍衛國朝聖。雖然雄偉的宮殿已

因歲月的侵蝕而傾圮，美麗的阿難陀菩提樹依然在祇

園中矗立。據說這棵聖樹的樹苖，是由摩訶目犍連尊

者以神通力取自斯里蘭卡阿奴拉達布拉古城中的菩提

樹；而古城中這棵樹的樹苖，則是來自菩提迦耶，佛

陀成道處的那棵菩提樹。

宗薩佛學院篳路籃褸方有今日之榮景。2004年

對於宗薩佛學院來說，更是意義重大。由於國際上

各佛法社團史無前例的支持，佛學院從目前在印度

喜瑪恰省的比爾，遷移到鄰近的炯達拉。在貢噶旺

秋大堪布的指導與支持之下，新的佛學院為三層樓

建築，11間教室(原僅只2間)，將可容納600位僧人

住宿(無需再6人擠一間)，並擁有圖書館、電腦室、

閱讀室，以及度母殿和蓮師殿。以前的僧眾都得露

KF eNews

法王達賴喇嘛將於11月
親臨宗薩佛學院主持開光典禮

天吃飯，現在已有設計完善的廚房和可容納1000人

的食堂。佛學院最耀眼的建築是可容納4000人的大

殿。主尊佛像高28英尺，兩側分別為高20英尺的文

殊師利菩薩和觀世音菩薩。

僧侶們目今已開始移居至新的佛學院，且於

2004年11月舉行正式的開光典禮，其時不僅來自世

界各地的大師與要人將雲集此地，並將由法王達賴

喇嘛主持此開光大典。其盛況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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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一位父親為西藏人、母親為不丹人

的小男孩，被薩迦崔津法王認証為︰集卓越上師、

學者、作家、秘行及禪修者於一身的蔣揚卻吉羅卓

的轉世。這男孩坐?認証之後，被命名為圖登確吉

嘉措。這轉世認證隨即帶來了一副千斤重擔，前世

的欽哲仁波切遺留下許多佛學院與寺廟需要持續地

運作與護持。第二世的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仁波切，

將第一世蔣揚欽哲旺波在1871年所創立的康傑學院

大規模地擴建；在他的指導下，宗薩寺成為重要的

佛學中心。由於1950年初期共產黨的入侵西藏，迫

使宗薩欽哲仁波切離開西藏到錫金，之後成為錫金

王室的國師。直到他1959年圓寂為止，他一直都駐

鍚在王室的寺廟中。而在西藏的康傑學院，雖遭破

壞，卻依舊昂然聳立。

這些寺院的命運，掌握在第三世宗薩欽哲確吉

嘉措的手中，即使當時他自己都還是一個佛學院的

學生。這位青矜少年，當時就有了修復頻臨絕跡典

籍的計劃，並且致力於恢復故有寺院的學術遺產。

當1980年初，西藏的政治情勢稍緩，他便開始重建

宗薩寺，並於1982年在印度錫金建立宗薩佛學院。

翌年，一位受到共產黨禁錮23年的宗薩寺大學者，

貢噶旺秋大堪布，從西藏來到鍚金，開始在佛學院

教學。

其間欽哲仁波切亦於不丹建立新的中心︰位於

德瓦塘，專研佛學哲理的確吉嘉措佛學院，及位於

巴蒼竺爪的巴蒼佛法中心。確吉嘉措學院是屬於寧

瑪派龍欽寧體傳統的寺院，可容納約一百名僧眾修

習的傳統寺院課程，同時並重儀軌的實修與哲理的

研習。巴蒼中心則主要則以修持敦珠新巖藏為主，

同時也附有一所佛學院。此中心現有將近三百人，

包括了「貢倩」，即不丹東部特有的傳統在家禪修

行者、年輕學子、及年長的修行人。該中心並設有

一所尼師院。

1986年，奉前一世班禪喇嘛之命，西藏宗薩

佛學院開始了重建工作。由於宗薩欽哲仁波切的襄

助，佛學院的基礎架構得以在1989年完成。學院的

課程內容延續前世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規劃，包括

了三藏、論述、密續等佛經的研讀，詩偈、天文、

醫藥等學科之研習。目前學院中的學生已超過250

人。自從該佛學院建立之後，許多從該校畢業的學

子，已經成為了教導他人的老師。

在1985年，流亡的宗薩佛學院從鍚金遷至位

於印度喜瑪恰省的比爾，在西藏人民自治區裡一處

較適合建校的地點。那年大約有四十名學生註冊入

學，屈身在荒廢的建築物與簡陋的帳篷中，大廳還

是由一個大型老舊的水槽來充當。直至2000年，雖

然經過多次的擴建，佛學院仍因來自110個不同寺

院的450位僧人學子而顯得擁擠不堪。目前佛學院

由許多優秀的堪布執教，提供九年的密集訓練課

程。學生每年都要學習兩部重要經典或論述，再加

上其他次要課目，諸如邏輯、文法、寺院戒律，及

詩文。但與其因人滿為患而拒絕學生，佛學院再一

次地開始了一項擴建計劃，即在比爾附近的炯達拉

建造新的佛學院。

雖然有某些學生的費用能由家庭或其他贊助

人負擔，但仍然有超過700位從印度、西藏、不丹

和錫金前來的僧人和學生，仍依賴欽哲仁波切提供

他們生活所需。一旦入學之後，佛學院即供予他們

食物、法衣、課本及醫療等照顧，並且無需繳交學

費。從佛陀時代至今，不斷有偉大的聖者相續地獲

本期專題

為何我們需要籌募「佛學院基金」？ 

宗薩寺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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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一群匿名的贊助者所發起的「對等捐

獻」計劃，以幫助我們向募款目標邁進。其方法

是：每當欽哲基金會收到一筆定期定額的捐款，這

些贊助人就相對地付出同等額度的捐款。換句話說，

只要有人定期捐獻一百元，由於他的發心，欽哲基

金會就可以獲得二百元的贊助。

至今已有超過50位朋友加入該項計劃，定額捐

款的數額從每月10元到500元美金不等。每人平均每

月捐獻50元美金，再加上贊助者的對等捐獻，一年

能為基金會募得美金1200元。

我們期望能在2004年夏季使參與這項計劃的人

數加倍。若您希望使您幫助的力量倍增，請考慮加

入此項定期捐款給欽哲基金會的活動。

若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歡迎與 i n f o @

khyentsefoundation.org 聯絡，台灣請與馮燕南直

接連繫。此項捐款可利用信用卡或美國銀行帳戶，

進行定期定額捐助。(※相關表格可向當地代表索

取。) ■

對等捐獻計劃

得開悟，並不斷的教導其他人步上解脫之道。宗薩

寺和佛學院亦同樣地延續著這樣的傳統。寺院和佛

學院提供所有修行者無以估量的資源，建立持續修

持與學習之基，亦提供僧侶廣泛的訓練，俾使這甚

深教法得以弘揚於全世界。

所以，欽哲基金會首先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籌

募「佛學院基金」，俾使能護持這一珍貴傳統綿延

流長的傳續下去。■

欽哲基金會有幾項重要的財務目標，其中最重

要的「佛學院基金」正接近達成的階段！

為了減緩仁波切所繼承的所有宗薩寺及數百

位僧侶修習與生活費用的重責大任，基金會於創立

之初即設定了募款280萬美金為「佛學院基金」的

目標，以延續自給的觀念來護持僧眾。在此我們感

謝所有欽哲基金會捐款人的慷慨解囊，以及投資委

員會的不懈努力，截至2004年4月，募款總金額已

達US$2,078,594元。換句話說，只要能再募集US$ 

722,000元，「佛學院基金」募款任務即圓滿達成！

有關投資委員會方面，是由仁波切指派的，一

群具有專業知識與經驗豐富人士組成，他們以審慎

的態度將基金分別投資在股票和債券上，在2003年

分別獲致10.5% 和 3.9% 的投資報酬率。而當初籌募

這筆基金之構想，即是希望能夠運用這筆資金，俾

使其投資獲利足以支付仁波切寺院中七百多位僧尼

的基本開支。

目前我們離目標尚有美金$722,000元的距離。

一旦達成「佛學院基金」的目標之後，我們則將有

餘力專心致力於籌措出版基金，以利佛法之廣播與

流傳。■

KF eNews

「佛學院基金」
進入最後募款階段

KF 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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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薩欽哲仁波切向來對琴恩．史密斯教授推

崇備至。去年冬天，仁波切邀請史密斯教授擔任欽

哲基金會的顧問。琴恩平常在西藏佛教資源中心的

工作時間非常緊湊，我們非常高興他首肯在百忙之

中擔任基金會的顧問。西藏佛教資源中
9 9 9 9 9 9 9

心
9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www.tbrc.org)位於美國紐

約，為史密斯教授協助所創設。

琴恩一生致力於保存佛教典籍。在他通過博

士資格考試前，他就已經接受過完整而密集的西藏

文化及語言訓練，之後他更進一步研究梵文和巴利

文。在1968年，他進入美國國家圖書館(USLOC)新

德里分館，從此展開他25年來從西藏、錫金、不

丹、印度和尼泊爾各地所發掘的西藏書籍重印計

劃。目前他在國會圖書館位於印度、印尼和開羅的

分館均擔任職務。

琴恩追隨許多當世藏傳佛教及苯教大師，包括

德松仁波切、棍嘎天貝寧瑪、洛桑倫拓格西（甘滇

強哲）、竹巴圖塞仁波切、諾陽堪布以及頂果欽哲

仁波切。馬修．李察談到琴恩的時候這樣說︰「對

我而言，在西方的藏學專家當中，無人能與琴恩的

學問匹敵。他在USLOC新德里分館時，以獨特的

管理方式和堅定不渝的奉獻，使得超過一萬冊的西

藏典籍得以重見天日，並且流傳到世界各地和無數

的寺院。在保存西藏經典上，他扮演著極重要的角

色。他廣博的知識與無誤的記憶，使全球藏學學者

均對之敬佩不已。連尊聖的頂果欽哲仁波切，都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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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琴恩．史密斯加入

欽哲基金會顧問董事會

稱他為「蔣揚南迦大班智達」，這是西藏傳統上對

偉大學者的尊稱。

自國家圖書館退休後，琴恩在他所協力創設

的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BRC繼續典籍保存的工作。

他同時也是智慧出版公司的採購編輯，並著有

《Among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置身西藏典籍之中：喜馬拉雅高

原文史集)》。

目今琴恩已開始指導欽哲基金會如何保存宗

薩寺圖書館中的典籍。現於印度已有超過4000卷的

西藏佛典原稿，以儲存於電腦硬碟的方式來保存，

並正計劃對重要經典進行試印工作。在這個數位時

代裡，電腦化儲存已成為經典的修復與印製的新途

徑。位於藏東德格的欽哲圖書館，經書數量之大，

使得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都得花上整整

一個星期才燒得完。感謝琴恩和他TBRC勤奮工作

團隊的幫助，這些經書現在是以數位技術存放，而

其實際尺寸僅約一個中型行李箱大小而已。我們深

切期盼他的加入，能幫助實現仁波切廣施法教於一

切求法者的願行。讓我們一起來歡迎琴恩！■

http://www.tbrc.org
http://www.tbrc.org
http://www.tbrc.org
http://www.tb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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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波切講授的《龍欽心髓修持手冊(Longchen 

Nyingtik Practice Manual)》[英文版]，最近已經由欽

哲基金會出版。修持四加行的弟子可以從網路上以

PDF檔案格式下載。此書是依據 仁波切在德國的教

授，由香奈兒．古柏(Chanel Gruber)編纂而成。 仁

波切指示這本書為免費索取，但弟子們應正式請索

此書，俾能獲得極大功德。意者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請索，並註明姓名、國

家地區，以及四加行傳法的上師。

(註：此書的中文翻譯工作尚正在進行中。一旦

完成，我們將儘快宣布，以供大眾索取。) ■

由欽哲基金會出版，欽哲仁波切所撰寫近千個

註釋的英文版《入中論釋論》，從去年開始就以裝

訂本或PDF檔案下載的方式，免費分送各地。 仁波

切要求基金會免費提供這本書給有興趣研究中觀的

學生。分別從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智利、義大利、

加拿大、荷蘭、澳洲、台灣、法國、新加坡、波蘭、

斯洛伐克、西班牙、蘇俄、巴西、日本、匈牙利、

印尼、芬蘭、德國、英國、奧地利、紐西蘭、不丹、

瑞士、南非、挪威等地，索請此書的函件紛沓而至。

若您亦想獲得此電子書，亦請正式以電子郵件

寄至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請索該書，並註明

您的姓名、國家地區，我們將以回函告知您如何下

載該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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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行行者翹首盼望的

《龍欽心髓修持手冊》

終於出版

仁波切的《入中論釋

論》分送全球六大洲

仁波切的第二部劇情片

「旅行者與魔術師(Travellers 

& Magicians)」於法國多維爾

亞洲電影節獲觀眾票選為最

佳影片獎，本片主角之一的

徹望．滇杜，並受邀前往受

獎。本片於今年4月在法國舉

辦首映，並為仁波切另一德行事業「蓮心基金會」

進行義演募款。現該片正在法國各地放映中。歐洲

及美洲地區放映時間未定。本片亦於5月初參加了

馬里蘭電影節。並暫定將於今年10月底，於紐約市

KF eNews

《旅行者與魔術師》

於法國獲得殊榮

放映本片，為欽哲基金會舉行義演活動。在台灣，

本片亦 暫定將於9月正式於院線上映。

「旅行者與魔術師」同名的電影專刊亦已出

版，其中收錄本片的完整劇本、上百幅劇照及製作

花絮等，每本售價美金45元，不含運費，義賣所得

將全數捐予欽哲基金會，意者請至欽哲基金會的義
9

賣
9

廊
9

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 。■

美國欽哲基金會地址變更
美國欽哲基金會搬新家了。

郵政信箱的地址沒有更動，依然是 P.O. Box �56648；

辦公室的地址則變更為︰

　　�0� Lombard St, Apt 608W, 

　　San Francisco, CA 94���, USA. 

新的電話／傳真號碼為︰4�5 788 8048。■

KF 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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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進一步資訊，歡迎聯絡：

欽哲基金會台灣代表：馮燕南 Jain Feng
聯絡電話：(02)89423789‧0939643�58
電子信箱：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

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英文)
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中文)

歡迎蒞臨欽哲基金會網站

今年4月11日，宗薩欽哲仁波切至香港參加許

月白女士詩劇《第一頁夢歌》的閉幕演出。烏金督

迦仁波切也一同共襄盛舉。許女士將當晚售票所得

全數捐贈欽哲基金會。《第一頁夢歌》共有兩場八

幕，內容包括詩歌朗誦、歌唱及舞蹈。欽哲基金會

非常感謝亦歡迎這樣有創意的募款活動。讓我們一

同向許女士致謝！■

加拿大得獎電

影工作者李斯莉安巴

頓，亦是仁波切的弟

子，執導了一部有關 

宗薩欽哲仁波切的記

錄片《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巴頓亦慷慨允諾提供本片，於今年6月在美國舊金

山舉辦一場特映會。 

這部辛苦拍攝而來，並具啟發性的35厘米記錄

片，是由 仁波切的三位弟子，陸克迪兒克、路易若

德，和巴頓本身的角度來介紹仁波切。巴頓得以史

無前例的接近我們這位謎般的上師，但仁波切卻也

施展他一貫戲謔的惡作劇。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巧

妙閃躲她的鏡頭，使得巴頓只好馬不停蹄地從不丹

追到世界足球盃決賽，然後再追到倫敦的街頭。最

後，當仁波切終於願意揭露他自己的時候，証明了

這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這部個人記錄片以詼諧

的方式點出師徒之間的關係。片中的上師揶揄多於

教導，常常做出驚人之舉，也打破一般道貌岸然的

聖人形象。

本片由ZIJI 電影電視公司和加拿大國際電影公

司合製，現正在加拿大各地播映中。此場特映會

門票所得將全數捐贈欽哲基金會。該片將在6月15

日於美國舊金山，於《入中論》講授期間放映。

若欲獲得有關該片內容相關資訊，可參閱www.ziji.

ca/wompt.html 。門票可至美國欽哲基金會義賣
9 9

廊
9

網

站購得。■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一部關於宗

薩欽哲仁波切的紀錄片

香港義演贊助

欽哲基金會

義賣廊網站正式啟用

義賣廊在2004年藏曆新年正式開幕。義賣廊

是以網路精品店的形式，義賣精美的物品和服務，

其所得將全數贈予欽哲基金會。義賣項目包括修行

用品、藝品、禮品、各種諮詢勵志系列、書籍、珠

寶、不丹稀有針織品，琳瑯滿目各式項目—— 甚至

連網球課程都包括在內！目前最熱門的義賣品是

「旅行者與魔術師」的電影專刊，以及仁波切最近

到印度菩提迦耶，親手為義賣廊所選的菩提子念

珠。各項欽哲基金會活動的門票亦可由此處獲得。

目前訂單如雪片般從世界各地湧入。

網站上內容經常更新，歡迎隨時上網查詢。

您可由美國欽哲基金會網
9 9 9 9 9 9 9 9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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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義賣
9 9

廊
9

的標誌。

若您有意捐贈任何物品或提供服務，亦歡迎您

和Cangioli(cangioli@khyentsefoundation.org)或

Noa(noa@khyentsefoundation.org)聯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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