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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來自鹿野學苑的報導

瞭解更多鹿野學苑的願景與行動， 

在現代物質社會中嘗試重建昔日

那瀾陀盛景與價值觀的努力。

4   鹿野學苑生活點滴 
聽聽安德魯和庫爾特在鹿野學苑

的親身體驗

6   特別報導： 

帶給下一代更寬廣的未來

宗薩欽哲仁波切：「我確信這種

國小教育的新模式，將不僅帶給

參與的孩童與其家庭非常大的利

益，對整個世界也將同樣帶來深

遠的影響。 」

7   全球教育計畫最新進展 
有關澳洲、德國、巴西等地的最

新進展。

7   成為幫助欽哲基金會的力量

9   新聞剪影

佛子教育專題報導:

佛子教育一向是欽哲基金會五大計劃

之核心。本期將特別為您報導世界各

國教育典範之相關計劃，及印度、美

國、澳洲、德國、巴西等地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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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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要目

教育並非是將桶子填滿，

而是點燃火苗。

——葉慈(W.B. Yeats.)

僧伽基金	 護持傳統佛學教育，

   訓練年輕學者成為世界性佛學導師。

獎學金基金	 幫助有志研修的個人

   得以全心投入佛法的學習與修行。

出版基金	 致力於佛典的保存、翻譯及分發。

佛學教席基金	護持佛教的高等學術研究。

佛子教育計劃	為下一代打造以佛教精神為出發點的

   全人教育。

上圖：莉蓮伯文(Lilliana Bowen)參加悉達多兒童佛教學校的「氣候變遷之歌」(Rap for 

Climate Change)工作坊。(Eva Thomas拍攝)

下期預告
一年一度的董事會議報告，想知道美

國 柏 克 萊 「 欽 哲 藏 傳 佛 學 卓 越 教

席」、譯者會議，以及許多迎向未來

等令人激勵的發展嗎？敬請期待第

十七期的欽哲會訊！

本期「佛子教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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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為您報導護持世界各國的教育

典範之相關計劃。佛學教育向來是欽哲基金會五大計劃之核心，

僅願以此創造出一個更慈悲的、開明的世界：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1.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2.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3.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5.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4.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4.html


�

願景︰不論是老師、學生或是鹿野學苑任何一位

成員，現正合力重建那爛陀當年盛況。數世紀之

前，印度所有思論學派的學子均匯聚於那爛陀，放

意暢懷地辯論，研習哲學、語文、文學、詩詞、經

濟、醫學和藝術。「當時的學風有助於提升對實相 

相對和究竟的了悟。」學苑苑長普拉尚．瓦瑪

(Prashant Varma)說道，「同樣的，興盛於西藏的利

美傳承，亦可視為以開放和啟發的態度研修佛法的

一項文藝復興運動。」因此，鹿野學苑正依循著相

同的模式，設計著各類課程，探究源自巴利文和梵

文原典各學派的佛法課程。瓦瑪說︰「重要的是，

在那爛陀所追求的，並非是以職業為取向的研習。

在那瀾陀，擁有的是一種雄心與自信，一種經由深

切思索而生的遠志與信心。」

環境︰鹿野學苑不僅紮根於傳統，其先進的環保

行動亦有令人矚目的發展。許多到比爾的師生們雖 

震懾於喜馬拉雅的壯麗山景，卻也同時為四處充斥

垃圾的溪流和田野而心碎。鹿野學苑在當地社區肩

任起帶頭作用，教育居民了解他們的行為對環境所

造成的影響。「我們自覺對這片土地和人民有著極

大的責任。」瓦瑪接著說︰「我們現在正著手規劃

生態、傳統經濟學和健全生計等方面的課程。」敬

請期待即將完成的鹿野學苑生態報告。

交流︰當你參加鹿野學苑的聚會時，會發現自己 

正和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們一起沉浸於濃厚的多元

文化交流氛圍中。學苑最近加入挪威政府提供的亞

非交流學習Fredskor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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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計劃。以及來自寮國

「參與發展訓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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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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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ETC)」及柬埔寨「高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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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習生。最近亦安排一位拉達克「學
9

生教育文化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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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換學生，前往寮國「參

與發展訓練中心」。另外一位來自印度馬哈拉施特

拉省「龍樹學苑」的學生，則前往泰國「國際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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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11個月的交換學生課程。

社區︰通常像比爾這類藏人社區是不會和附近的

社區打成一片，但鹿野學苑正逐漸跨越這道樊籬，

好讓各項計劃之利益能和大眾共享。除了環保方面

的推動工作，學苑也從各方面和鄰近社區進行正式

和非正式的接觸。「我想真正有長遠進步的是我們

和當地社區的互動。」瓦瑪說：「我們支援北方邦

(Uttar Pradesh)的青年佛教社，他們有三位實習生參

與我們數項活動，包括教導村民如何靜坐禪修、舉

辦家庭受虐兒研習會，並幫助當地農民。■

「鹿野學苑」是一所研習印度古典智慧傳統中心，位於印度喜

瑪恰省比爾，隸屬於印度悉達多本願會。印度悉達多本願會於

2006年3月正式成立，擁有一群傑出的董事及顧問群；並且非

常榮幸地獲得法王達賴喇嘛的支持。鹿野學苑目前主要財務運

作，由欽哲基金會護持。

News from Deer Park Institute

來自鹿野學苑的報導

鹿野學苑相關文章

法王達賴喇嘛護持鹿野學苑

鹿野學苑和印度悉達多本願會開光典禮＆

新那爛陀的願景(參閱欽哲基金會訊第七期

印度專題報導)鹿野學苑最新影片：那瀾陀的延續...

http://internet.fredskorpset.no/templates/frontpage.aspx?id=107
http://www.padetc.laopdr.org/
http://www.kya-cambodia.org/
http://www.kya-cambodia.org/
http://www.secmol.org/
http://www.secmol.org/
http://www.inebnetwork.org/web/
http://www.inebnetwork.org/web/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news-ch/news08_5.html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e-News/KFNews07.pdf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e-News/KFNews07.pdf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e-News/KFNews07.pdf
http://www.vimeo.com/129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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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謝林(Andrew	Schelling)：

安德魯．謝林是位詩人，出版過�5本書，也是位自然史的學生

和業餘的登山者。他翻譯的古印度文學頗極具盛名，曾獲得美

國詩人學院獎，也曾兩度獲得「威特．拜納基金會」的詩文獎

金。目前為印度牛津大學出版社編寫印度虔信派(bhakti)詩選。

宗薩欽哲仁波切曾邀請我的好友馬洛布魯克斯

(Marlow Brooks)到鹿野學苑。2006年8月我到加州

萊格持參加閉關，馬洛將我介紹給仁波切認識，那

時他轉頭問我︰「你要一起來印度嗎？」其實我已

經十多年沒去過印度了，仁波切突然且溫暖的邀

請，以及知道鹿野學苑是印度古典智慧研究中心

（正合我意），當下我就答應了。隔年一月當我們

到達學苑時，那位了不起又盡責的苑長普拉尚

(Prashant)和珍妮弗(Jennifer)，以及唱著印度旁遮普

式搖滾樂的工作人員們，已安排好了為期一週的藝

術活動。

我既沒料到會享受到如此慷慨的對待和溫暖

的友誼，也沒想到教授與學習是置身於如此開放且

愉悅的環境裡。清晨在盞盞酥油燈下靜坐禪修，寬

闊的庭園可吟唱詩歌，或是狂野地放懷大吼，或者

手持蠟燭，靜靜地在夜裡漫步。戶外的大眾食堂讓

來自全球各地的學生自由進出。整體環境是如此的

怡人，且充滿樂趣——如果你喜愛那白雪覆蓋的山

峰、高聳的森林、凜冽的溪流、喧嘩的鳥語，以及

四週的印度寺廟中傳來永不間斷的持誦與法會聲。

岡格拉山谷正好是傳說中崇祀古代女神之所（該處

有九處著名廟宇），也是鷹群遷徙的必經之地。周

圍還有許多梯田茶園，以及許多新建的華麗佛教寺

院。

仁波切有不少虔誠的印度弟子，大部份是藝術

家和學者。能和他們建立起長久的友誼，是我這次

造訪鹿野學苑最意想不到的收獲。這應該是仁波切

自在寬容且超越國界的風格，以及他承諾將佛法帶

回印度的決心，再加上他自己拍電影，這種種的特

質是將一些不流世俗之輩，如藝術家、旅行者、率

性任情的文化人一一吸引到鹿野苑來的原因。

後來我決定在藝術活動中開一天的詩歌課程，

參加的人要集體創作連歌(Renga)詩句，屬日本聯

詩的一種。當三十五個人現身在課堂時，我著實吃

了一驚。參加學員從最小14歲到70多歲，包括印度

人、中國人、日本人、喀什米爾人、以色列人、比

利時人、西班牙人、澳洲人，幾位美國人，連同仁

波切就包含了西藏人。沒有人對詩感到厭倦，一整

天我們努力的創作也努力的玩耍。經過一天的課程

之後，害羞的年輕人大膽地創作著詩句。最後我們

還出共同創作出一首非凡的詩，詩中蘊含中文的單

音字、西班牙的浪漫情懷、喀什米爾風格的甘查爾

詩詞，以及藏式民間狎語戲謔式佛法幽默。透過這

一切，還有秋季即將舉辦的另一場藝術活動，我們

討論的主題是︰什麼是藝術？它和佛法的關聯又

鹿野學苑學員生活點滴

安德魯謝林(Andrew Schelling)和馬洛布魯克斯(Marlow Br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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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特．施瓦爾貝(Kurt	Schwalbe):	

庫爾特．施瓦比獲得加州柏克萊聯合神學研究所神學碩士和博

士學位。目前是古典藏文教授，並將在2009年2月再度到鹿野

學苑授課。

我們這組的鹿野學苑學員是既徬徨又無助。

搭乘的火車嚴重誤點不說，混亂的火車站又令人昏

眩。突然，鹿野學苑的司機們平靜又自信地出現在

我們的眼前。他們立刻為我們作好安排，向比爾前

進。我們趕著夜車，經過陌生的地方，坐了好久的

車才抵達學苑。一進門就有許多燦爛的笑容迎接我

們。普拉尚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讓我永遠喜歡他，

他說︰「晚餐還熱著，等你們呢！」

我進到那間漂亮又乾淨的房間，裡面還有清爽

又美麗的廁所，那晚睡得可真香。隔天早上當我走

到陽台，覺得自己宛如在夢中一般。陽台外可以看

見美麗的庭園，眺望便看見被皚皚的雪山環抱著的

莊嚴大殿，宛若香格里拉之境湧現心中。

我在早餐的時候遇到鹿野學苑工作人員和其

他學員。從對工作人員的待遇，讓我覺得非常高興

和舒適，因為他們吃的食物竟然和我們一模一樣！

他們也有輔導課程，好讓他們在工作時也能兼顧學

業。有些工作人員不在場，因為去參加一項國際和

平遊行活動。

我很高興看到庭園裡的狗受到了良好的對待，

有人定時餵養和照顧。我尤其高興學苑對垃圾減量

和資源回收的重視。這項活動在印度如夜晚中的一

盞明燈，具有引導的意義。對此，我真的非常高興

學苑能帶頭去做。

早在前往印度的幾個月前，我就在為一些學佛

的學生準備一個教授古典藏文的課程。本來是要在

另一個地點開課，卻因故取消。其中有位學生知道

鹿野學苑這個地方，就向普拉尚建議由學苑來開辦

這個課程。學苑欣然同意，使我們能夠如期開課。

我們有來自北美、南美、歐洲、亞洲和澳洲地

區十位的優秀學生。大家在大殿一起上了一個月的

課。下課之前我們會一起讀誦心經，也讀幾篇短的

祈請文。課程最後一天的作業，是讀誦大殿入口橫

樑上的一些銘文。

鹿野學苑是一處可以讓我們能有效又寧靜學習

的地方。我特別喜歡西藏人和喜瑪恰省的人把學苑

規劃在他們朝聖的必經之路上。起初我對有人在我

們上課時進入大殿禮拜、經行、供養感到驚訝。後

來卻覺得這種以各自的方式一起修行，真是非常有

趣。

在此非常感謝鹿野學苑提供場地讓我們研讀古

典藏文。另外，這裡的食物真是棒極了！■

是如何？為什麼我們如此迫切渴望讓事物呈現美與

洞察的一面？宗薩欽哲仁波切完全投入這些問題之

中，這也是我最崇拜他的地方。他似乎對問題本身

比對答案還更有興趣，他也喜歡激起彼此文化迥異

（由左至右）Pema Maya、Venerable Agacitta、Melitis Kwong、

Jennifer Yo、Prashant Varma、Kurt Schwalbe及Nawang Gelek。

者之間的對話。在第一個藝術活動完成前，仁波切

在文殊苑安排了幾天的座談會，研討西藏和西方對

藝術的觀點，與我們大家一同體會這之間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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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許多西方的佛教徒致力於傳統佛教社

會建設現代化學校。但是在那些佛法僅初萌芽的社

會裡，設立佛法學校的努力至今仍相當有限。雖然

先前所說的努力，讓年輕的一代，尤其是亞洲人，

能夠獲得西方標準化教育，究竟上讓他們在這商業

導向的世界裡獲得自主能力。但是，兒童佛法教育

不論是在東方，或西方都明顯不足。

一群位於澳洲南威爾

斯，身為父母的佛教徒，正

致力改變這一切。他們正著

手建立一所以佛陀法教為藍

本的世俗學校——「悉達多

兒童佛教學校」。受到宗薩

蔣揚欽哲仁波切的啟發，這

群人懷抱著一股衝勁，希望能和下一代分享佛陀賜

予的豐厚遺產。宗薩欽哲仁波切說：「在教授東西

方佛教哲學這麼多年之後，我瞭解到現在是該為後

代好好設想的時候了。身為佛教團體的我們，亦應

考慮如何幫助他們做出最佳的準備，以應對此生的

挑戰與機會」。

校方自加拿大新斯科細亞省的香巴拉學校，

擷取了相當的靈感與正面的建議。2007年，香巴拉

學校老師賈姬米雪爾(Jackie Mitchell)訪問了澳洲的

團體，並分享其經驗。在她停留的三週中，帶領研

討會、演說，及分組討論，探討校務行政、課程發

展、禪修課，及紀律教規等種種面向，助益極大。

學校的哲理

學校宗旨以佛理之緣起為中心，即萬法因緣生

的見地。瞭解這觀點，就能促進判斷分析與理解；

它同時亦指出對於自己的生活以及身處的世界，製

造善因與善緣的責任與能力。要成為一個善良而且

和諧的人，決非是混沌而生或毫無緣由而形成的。

著名的僧人、科學家及暢銷作家馬修．李卡

德(Matthieu Ricard)，最近

在雪梨舉辦的「快樂及快樂

的原因2008」會議上，談到

俗世教育中的佛法：「瞭解

到實相是因與果的相互依存

所生，將產生一種全體性的

責任心。孩子們將領會到，

對他人開放、關懷他人，就能夠締造雙贏；相反

地，若封閉自我、自私地追逐快樂，卻將導致雙輸

的局面。能去除佛教的標籤，以善巧訓練心智為核

心，將此見地與修行融入教育，將是非常有益且合

宜的。快樂是一種技能、情緒平衡是一種技能、悲

心與利他亦是一種技能。正如其他技能一般，它

們需要被培養，而這就是教育所該做的事。」宗薩

欽哲仁波切說：「我希望能夠幫助孩子，培養對於

周遭的世界及內在的世界更寬廣的瞭解，亦明白這

兩者是如此地息息相關。我確信這種國小教育的新

模式，將不僅帶給參與的孩童與其家庭非常大的利

益，對整個世界也將同樣帶來深遠的影響。 」

特別報導

帶給下一代更寬廣的未來

我瞭解到是該為後代好好設想的時候了。

——宗薩欽哲仁波切

by	賈克柏萊許利(Jakob	Leschly)

快樂是一種技能，情緒平衡是一種技能，

慈悲以及利他心，也都是技能，

如同其他技能一般，都需要被培養。

這就是教育該做的事。

——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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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未來

「悉達多兒童佛學學校」並非唯一——它是一個轉化計劃，將悉達多豐富

的普世洞見與倫理觀，帶給世界各地的後代子孫。因此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抱

持著相同心念的父母們及教育學家，共同致力於此。宗薩欽哲仁波切亦談到在

其他國家設立類似學校的想法，以「悉達多兒童佛學學校」作為全球教育運動

的先驅計畫。欲知更多學校資訊，歡迎參觀網站www.siddharthaschool.org。■

欽哲基金會成立之初，宗薩欽哲仁波切提出建立一個國際性、

不分教派的兒童學校的長期目標，其課程是以佛法理念為基礎。依

於仁波切的願景，基金會設定了數個與之相符的計畫：

巴西

數年來，巴西政府一直要求公立學校除了基督教以外，亦能開

辦其他宗教課程。州教育部門雖負責執行此要求，然而是與民間團

體合作發展課程，且安排公立學校老師的特殊師資訓練。巴西恰度

寺(Chagdud Gonpa Brazil)成為宗教教育局的首位非基督教成員，該

理事局協調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的民間團體活動。目前

董事會佛教徒代表是由埃尼納穆那斯基(Ianina Munarski)與克莉絲汀

伯德勒(Christine Boedle)擔任，與市教育官員保持著良好聯繫。

目前已舉辦過首次公立學校教師訓練，並草擬了佛法課程綱要

與教學法來幫助訓練。綱要並將隨著課程發展，加以改進與擴展：

為公立學校教師建立初級佛學之教學模組。

培訓各中心的喇嘛及資深修行人，在學童參訪接待中心時，

能回答學童的問題。巴西南大河州的康卓寺(Khadro Ling)每

年接待上百位學童。聖保羅的歐索寺(Odsal Ling)已建成，亦

期望接待類似參訪。

位於米納斯吉拉斯州的「Sitio Esperanca(希望農場)」，隸屬

於巴西洽度寺的教育與社區計劃。本是座水泥廠的Sitio在僧







欽哲基金會需要您

請幫助我們瞭解更多	

佛學教育組織與計劃

您是否知道任何與佛學教育相

關的課程計劃呢？不論是學前教育

或是高等教育，我們都希望能夠瞭

解更多。目前欽哲基金會正致力於

收集匯編一個志同道合組織的資料

庫。如果您有任何佛學教育的名單

或是接觸管道，歡迎提供給我們，

請來信Noa Jones(美國)，或是與台

灣馮燕南聯絡。

徵求您的照片作品

我們需要您的照片來建立欽哲

基金會的照片資料庫。

目前我們正在收集與五大計

畫相關的照片。或許你有一張印度

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很棒的照

片，或是澳洲悉達多兒童佛學學校

的照片。請將它們寄給我們！也或

許你是位獎學金受獎人，有些您班

級與活動的相關照片。我們也非常

KF eNews

 全球教育計畫  最新進展

賈克柏萊許利(Jakob Leschly)是位禪修指導師兼譯者，目前住在澳洲。擔任欽哲基金會獎助金審評委員，也是編輯小組的成員。

悉達多兒童佛教學校的校徽

www.siddharthaschool.org
mailto:noa@khyentsefoundation.org
mailto: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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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們大力重整之下，目前作為兒童營地之用。「Projecto 

Florescer」則是一項由巴西組織共同合作，照顧特殊兒童的

農業訓練計畫；和一項學童課後輔導計劃。雖然原始的構想

是建立一所學校；但作為計劃的開始，這一切已演變得相當

複雜。無論如何，我們辦學的願力猶然，可能是設立一所專

門的佛教學校，然後逐漸演進為巴西的佛教學院（關於這

點，Sítio有其得天獨厚地理的位置），或者是成為一所體現

佛法價值觀的社區學校。

上述課程綱要亦即將做為一所獨立私校課程，目前該校預計

設於阿雷格里港。建立這所學校，是埃尼納穆那斯基(Ianina 

Munarski)長久以來的志願，他的理想就是以佛法為本，提供

初級、中級、高級的一所高水準教育的哲學學院。其教學法

將促進學校與社區之間的互動。

德國 

自2004年起，KF德國團隊的朵麗斯華特(Doris Wolter)即與德

國佛教協會(GBU)合作，協辦佛學教育的教師訓練。2006年德國佛

教協會為教師與非教師開辦倫理科目(此乃德國的新學科)的訓練課

程。為促進佛教界的對話，該計畫邀請了來自各主要傳統的講師。

下兩次的週末演講，訂於2008年十月八日於萊比錫，由亞歷克斯伯

津(Alex Berzin)博士與 FJ利齊(FJ Litsch)主講「四聖諦」；十二月

八日於柏林，由阿爾弗雷德韋爾(Alfred Weil)與耶許瑞哲爾(Yesche 

Regel)主講，題目是『暴力與和平』。

朵麗斯將代表德國佛教協會參加「佛法與倫
9 9 9 9

理
9

」研討會，在

2008年九月參加曼谷「佛教倫理與年輕人」小組討論。德國佛教協

會亦將為孩童、青少年及父母們，在2008年十月主持一場「前往未
9 9 9

來之
9 9

道
9

」研討會。這場研討會將提供許多活動，如禪修課、孩童的

小丑班，以及提供父母親的新教育專題討論。

澳洲

2005年，仁波切建議以阿育王作為悉達多兒童佛教學校計畫中

的一位學習榜樣。夏克提伯克(Shakti Burke)以阿育王的一生，寫了

一齣兒童音樂劇，並為孩童表演進行攝製。他們在2005年底的兒童

日，拍攝了第一首歌《我是阿育王》。

第二首《止息仇恨》同樣以阿育王一生為藍本，寫於2003年，



高興接受！或是您有一系列非常棒

的閉關照片。我們將非常高興地將

它們收入我們的照片資料庫之中！

欽哲基金會的夥伴以及活動照

散佈於世界各地，現在需要大家的

力量將它們匯聚在一起。照片資料

庫的相關照片，將會提供給欽哲基

金會的網站、年報、電子報及其他

相關出版品使用。

請將您擁有的照片或影像檔案

寄給我們(畫質解析度當然是越高越

好)，這樣我們才能將它儲存進我們

的資料庫。並請在提供照片時，同

時提供我們以下資料：

1.拍攝者資料

2.照片使用許可

3.照片中相關人士的姓名

4.拍攝地點

5.拍攝日期

6.照片標題或說明建議

7.拍攝相機型號、照片解析度

若您擁有的是相片，而非數位

影像檔，還是請您先將正片(或負

片)寄給我們，我們將在掃瞄之後，

儘快寄還給您。（台灣地區請將照

片寄給馮燕南，我們將儘速處理後

寄還。其餘地區請洽當地代表。）

即使您認為我們「可能」已經

有了那些活動的照片，還是希望您

寄過來！因為沒有任何一張拍攝的

角度是相同的！而且搞不好您拍的

那張正好是我們企盼所要的呢！

請幫助我們豐富欽哲基金會的

照片資料庫，歡迎寄給我們您的作

http://www.iabu.org/
http://www.buddhismus-kongress.de/
http://www.buddhismus-kongress.de/
mailto: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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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美國入侵阿富汗所激發的靈感。詞文則是以達賴喇嘛的一本小

手冊為本。

夏克提並編撰了一本《學習指南》，內容概敘達賴喇嘛引述寂

天菩薩的的論點，然後要求學生依此素材，創作屬於他們自己的饒

舌歌曲。

《柔和聲》並且刊登詢問是否有年輕人願意參與的布告，一位

來自澳洲的年輕饒舌音樂家卡路那巴吉查里亞(Karuna Bajracharya)

作出了回應。當時24歲的他擁有自己的錄音設備。亦曾在尼泊爾探

望其父時，在加德滿都的雪謙寺研讀西藏藝術，並已發行了個人首

張饒舌唱片，下一張正籌劃中。卡路那於2006年前往拜倫，與艾娃

湯瑪斯(Eva Thomas)及夏克提會合，參加仁波切的教授。

2007年三月，艾娃和夏克提二人在克果(Kogle)舉辦了一場悉達

多學童日，由卡路那負責設備，錄製《止息仇恨》。他帶著專業的

設備、滿腔的熱情與年輕人們一起合作。在卡路那的鼓勵下，孩子

們加入自己創造的聲音背景。再由年紀較大的孩子，兩人一組負責

詞句。整個早上，他們一邊學，一邊籌備與排練，接著輪流錄音。

戴著耳機播放卡路那打著節拍配著樂的試聽帶，他們以全然專業的

專注與努力，錄製了好幾回。夏克提說：「這真是一次既有趣又值

得的經驗。」

差不多就在同時，夏克提在當地技術中心(Kyogle CTC)遇見了

在澳洲影視界擁有40年導演製作人經驗的社區志工榮偉(Ron Way)。

榮(Ron)徵詢是否能到卡路那的工作室，「靜靜地拍一些影片」。結

果榮所拍攝的那些畫面，和卡路

那的音樂搭配在一起，即成為了

《止息仇恨》的這部短片。

誠摯邀請您線上觀賞這些孩

童自在純真的演出，並祈願他們

的將來，能夠以智慧了解一切的

緣起之因與果，保護這世界，止

息一切仇恨。■

悉達多兒童佛教學校學生的

RAP創作歌曲：

保護世界	Protect	the	World

止息仇恨	Hatred	Ceases

品，並記得附上相關資料哦！美國

聯絡人請寄Yulia Sheynkman。台灣

請聯繫馮燕南，謝謝。

幫助欽哲基金會

一些欽哲基金會護持者最近

與我們聯絡，將欽哲基金會納入他

們的房產計劃。我們探討了一些可

能的選擇方式，並將視您個別情狀

提供您資訊以及及最佳選擇。若您

想將欽哲基金會納入您的受益人名

單，或是有其他任何想法，歡迎與

Cangioli Che聯絡。

最新影片

鹿野學苑：	

那瀾陀精神的延續...

幻燈片展：

悉達多兒童佛教學校活動照

錫金學校照片

PDF下載:

悉達多兒童佛教學校簡介

欽哲基金會簡介

http://www.youtube.com/v/-b6TW57la5I
http://www.youtube.com/v/bl7uDv0qvTA
mailto:archive@khyentsefoundation.org
mailto: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mailto:Cangioli@khyentsefoundation.org
http://www.vimeo.com/1290096
http://www.vimeo.com/1290096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childrens_schools.html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sikkim.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pdf/TSSNewsletterVol1_LR.pdf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pdf/kf_bro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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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蒞臨欽哲基金會網站

香巴拉學校，位於加拿大新斯科細亞省（Nova 

Scotia）的「香巴拉學校」，是由香巴拉弟子中

為人父母者於1994年所創辦，他們期望孩子所受

的教育體驗，能夠反映佛法修行者的價值觀。課

程規劃不侷限於課業，以能符合孩子在社交、情

緒、體能及靈性需求為基礎。該校蘊育能夠讓慈

悲心與好奇心相輔相成的環境，重視到每個孩子

的獨特才能，同時學習在團體中與他人互動。在

小學階段，即將藝術融入各門學科課程之中，並

以論題式教學方法，以世界不同文化為基礎，給

予孩子開闊的世界視野，以及欣賞結合各種文化

多重面貌的智慧。

新	聞	剪	影

KF統籌：Noa	Jones

鹿野學苑

地址：Bir, Distt: Kangra,

Himachal Pradesh �76 077 India

聯絡人　Prashant Varma    

              Jennifer Yo

電話: +9� -�894 -268 508

香巴拉學校	

(Shambhala	School)

Enki	Education,	Inc.

P.O. Box 2223

Providence, RI 02905

Phone (40�) 228-7200

email: info@enkieducation.org

澳洲

悉達多兒童佛教學校

(The	Siddhartha	School)

董事會成員

Meg Hart     

Bryan Rowe 

Eva and Simon Thomas

Jakob Leschly  

Phil Davis, 課程統籌

Shakti Bourke, 阿育王影片統籌  

Sarah Mist, 平面設計

巴西

洽度佛母(Chagdud Khadro)

Lama Sherab  

Christine Boedler

Ianina Munarski 

Luciana Novaes 

Isabel Pedrosa 

加拿大

Lesley Patten

德國

Doris Wolter

ENKI EDUCATION

基金會提供師資訓練手冊，給予「Enki教
9999 9

育
9

」

位於澳洲、巴西及德國的教育者。「Enki教育」是

個獨特且創新的全人教育方案，不僅適用於課堂，

亦適用家庭自學。它提供孩童多元文化、藝術整合

教育，以及提供家長與教師的研習會、討論團體與

訓練計劃。

2007年7月，持續進展中的「悉達多兒童佛教

學校(The Siddhartha School, 簡稱TSS)」接待了賈姬

蜜雪兒(Jackie Mitchell)，她是香巴拉學校的老師，

亦是創辦人之一。在欽哲基金會的贊助下，她帶領

了為期三天的課程研討會，參加者包括TSS小組課

程統籌人員、教師以及董事會成員們。她亦和仁波

切會面，談論有關香巴拉學校與悉達多兒童佛教學

校的合作關係。TSS組長及計劃主持人艾娃湯瑪斯

(Eva Thomas)談及此次與賈姬蜜雪兒會面的經驗：

「對於學校下一階段的政策規劃、校舍設計，及學

校教育理念的規劃，帶來極大的助益。」賈姬表示

願意持續提供幫助，尤其是在課程發展方面。

教育聯繫：

什麼是幫助欽哲基金會最好的辦法？

加入「對等捐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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