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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傳譯計劃專題報導

本期內容為宗薩仁波切百年願景佛

典傳譯計劃系列報導之一。亦歡迎

您至KF網站及悉達多本願會網站，

觀賞更多幻燈片及最新開示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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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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要目

「佛教傳譯計劃」是一項工程浩大，而且非常重要的雄心壯舉，傳達其重要性是不容

易的。翻譯所有佛教典籍要耗費龐大的精力，所以有些人就會乾脆問"為什麼？"我們

節錄宗薩欽哲仁波切和達賴喇嘛的談話，嘗試回答幾個和計劃相關的問題。

我的上師是現存傳承的一部份，為什麼我們需要翻譯古代經

文呢？

宗薩欽哲仁波切︰——諸如在日本、中國、泰國與緬甸至今猶存的佛

法傳承，它們之所以能存續到今天，全賴早有遠見，將聖典翻譯成自

己的語言。

除此之外，很多人都知道，在藏人社區中能理解和會說古典藏文

的人，已經相當稀少了。一百年後恐怕沒有幾個藏人能夠閱讀和理解

像《甘珠爾》和《丹珠爾》這類的經文。很快地，不管我們做什麼都

已太遲了。

為什麼要護持佛典傳譯計劃？

與會譯者攝於鹿野學苑文殊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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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我常常告訴年輕一輩的藏人，如果藏文不

容易理解，那麼就應該去讀英文的翻譯。現在甚至

我自己的兄弟都用兩種文字的經文。他先閱讀藏文

版，如果碰到某些名詞的意義不是那麼好懂，他就

會去讀英文版；兩相比較，他發現這個方法非常有

用。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些經典呢？我要修的法

門已經夠多了。

宗薩欽哲仁波切:每一種宗教都有一本原始聖典——

對基督徒來說是《聖經》，對回教徒則是《可蘭

經》。而佛教徒的根本聖典是「經」，它們極為重

要，因為任何主題最究竟之處，必定是依於佛陀的

言教，並非依於「論」，更絕非依於西藏的論著。

現今的趨勢是老師、傳教士、學者、政客和

狂熱分子們，為了個人的目的而詮釋這些重要佛典

文字，刻意模糊典籍的原意，這種情況在所有的宗

教裡都會發生，遺憾的是佛教也無法例外。在這種

「詮釋」問題發生時，唯一能指點迷津的明燈就是

佛陀言教。

我絕對不會讀這些東西。誰會去讀呢？這

似乎只對學者有好處罷了。

宗薩欽哲仁波切 :現在很少藏人讀誦或研讀《甘

珠爾》，所以有許多人懷疑是否值得如此興師動

眾——尤其考慮到需要投入龐大的資源，才能進行

如此大規模的翻譯工作。眾所周知，在藏人中，

《甘珠爾》被當成是累積福德的對境︰每間寺廟都會

購買一套，然後將它束之高閣。如果有信眾供養，

才會有人去高聲念誦經文，甚少會花費精神去瞭解每

個字的含意。供養是積累福德非常有力的修持方法，

但只以《甘珠爾》為此目的，既不值得讚賞也不應

該效仿，事實上這是個大錯誤。我注意到中國、泰

國、和緬甸的佛教徒，仍然會讀誦經文和思惟其內

容，藏人卻很少這樣做。我擔心如果我們決定不去

翻譯這些經典，這個藏人所犯的錯誤將會更加牢不

可破，而且永遠存在。誠如卓千彭諾仁波切所說︰

翻譯《甘珠爾》，是為「在西方建立真正佛教傳承

的關鍵之舉。」

將翻譯工作列為優先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讓佛

陀聖典，能夠利益那些希望研修佛法的非藏語系人

士。但這並非我們傾注所有力量，翻譯精良佛典的

部份與會譯者以及志工和達賴喇嘛的合照

馬修‧李卡德   拍攝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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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理由。超過千年以來，滲透在藏人生活中的佛

教傳統和文化，已在它的發源地印度徹底消失。偉

大的譯師們將佛典翻譯成藏文，成功的使佛法免於

過早滅絕。因此，實際上已經從印度消失的佛法，

今天卻在西藏可尋，並再度流傳於印度。

雖然聽起來可能有些不祥，但是當我們看看西

藏的現狀，再看藏人對本身語言文化逐漸式微的熱

情，顯然同樣佛教文化徹底消滅的狀況，有可能再

度發生。

為什麼要從藏文而不是從梵文原典翻譯成

其他文字呢？

宗薩欽哲仁波切: 佛教文獻第一次由梵文翻譯成藏

文始於西元第八世紀，並且在幾位西藏護法王的護

持下，由印度和西藏的譯師經過了七代的努力才得

以完成。他們的努力令這項珍貴的世界遺產免受戰

亂的蹂躪，這些戰亂曾使得佛法在印度全面滅絕，並

且讓梵文幾乎消失殆盡。

在1960年代政治動亂的時代，藏人再度拯救這些

珍貴的典籍，將他們安全的帶到印度，其後琴恩．史

密斯和西藏佛教資源中心，在印度尋獲這些經文，

並將他們保存、出版以及刊登在網路上。現在從線

上就可以很容易取得這些經文，只是現在侷限於藏

文的隔閡，有待譯者將它的涵義翻譯出來與世人共

享。而譯者們立志在二十五年內譯成的《甘珠爾》，

鄔金督迦仁波切稱之為「所有經典中最殊勝的」經

典，因為它們廣為所有佛教學派所接受。■

佛典傳譯計劃的重要性

以下會議贊助者及與會者這麼談到翻譯佛陀言教的重

要性： 

達賴喇嘛：翻譯佛典將會是「一項珍貴無比的貢獻，

能令西方對於佛法傳統，產生深切與長遠的理解。」

薩迦法王：「以藏、梵文之外的語言來表達佛法，將

有極大功德，藉此可令許多人獲得解脫與證悟。」

噶瑪巴：「將藏文佛陀言教與論著譯成英文，對那些

真心研修佛法的英語系人士，是必要之基。」

宗薩欽哲仁波切：「藉由翻譯佛典成現代各種語言，

各位可能會大幅度地拯救佛教文化與文明，免於遭受

到全球滅絕。」

吉噶康楚仁波切：「我們在此所為，真正助益人類及

整個世界。」

朵本祖古仁波切強調，要確保真實佛法在現代世界中

存續，翻譯時「對原有西藏佛教傳承保持客觀與尊重

的新精神」的重要性。

鄔金督迦仁波切稱譯者們立志於二十五年內譯成之《

甘珠爾》，為「所有經典中最殊勝的」經典，因為它

們廣為所有佛教學派所接受。

卓千彭諾仁波切：「以英文為起點，著手翻譯《甘珠

爾》，是在西方建立真正佛教傳承的關鍵之舉。」

吉美欽哲仁波切提醒譯者們，他們真正所翻譯的不僅

只是佛陀言教，也是佛陀的智慧、領悟以及慈悲。

貝瑪旺嘉仁波切表示，佛陀言教是「人類的珍寶與遺

產，需要被保存以及翻譯成其他語言」，如此能夠「

為世界帶來和平與融洽」。

註：雙頭鸚鵡是西藏譯師的象徵

如果您對佛教文獻傳譯計劃有任何問題，請寫信給我

們，我們會請仁波切或其他翻譯組員回覆問題，並將回

答內容公佈在網上。

mailto: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mailto: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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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美欽哲仁波切談見地

吉美欽哲仁波切

柯瑞．尼古拍攝   

佛典傳譯計劃專題

吉美欽哲仁波切將翻譯者的宏願安立在佛法菩提心、智慧、與慈悲的架構上。

他強調發願、福德的重要性，並喚起效法護法王赤松德贊、將佛教善巧引入西

藏的寂護大師，蓮花生大士，和大譯師毗廬遮那的宏願精神。

「一項事業的基礎設施非常重要，當然，資金也是必要的，但比這些都還重要

的，是菩提心。少了它，我們要翻譯什麼呢？有什麼用呢?…有了菩提心，就

有可能開發智慧，而不只是流於知識，而這個智慧正是我們要傳達的。」 吉

美祖古對與會大眾充滿智慧的開示內容，請參閱下文。 

「大家早安！面對這麼多老師和最傑出的翻譯者，我想我沒辦

法說的很得體。請原諒我的愚癡。如同我在第一天說的，在這

麼大型的聚會當中，我完全沒有什麼可說的。說真的，即使對

一條狗，我也沒話好說。最近我和一些台灣的朋友在一起，其

中一位養了一條狗。我們喜歡逗小狗玩，這位朋友訓練了那隻

狗，讓牠能安靜地等待一片放在牠面前的麵包，那隻狗就坐在

那裡兩分鐘，靜靜的看著那片麵包。那隻狗禪定的工夫比我還

好。我的專注力連一秒鐘都做不到。在一秒鐘裡，我會想到好

多事情，更不用說在這麼多傑出人士面前了。 

我曾親近多位偉大的上師，像是甘珠爾仁波切，他是我的第一

位上師，也是我的父親，我不知道該如何報答他的慈悲。他的

慈悲讓我得與親近我最慈愛的上師——頂果欽哲仁波切，我何

其有幸能跟隨在他身邊，但我真的必需強調親近承事，由於我

的根器不夠，連他最微小的功德或教導我都沒辦法記住。我內

心的狀態可以說比狗還不如。

這樣說並不是出於謙虛，事實就是這樣。只是我很幸運能

和這樣的老師們在一起，像敦珠法王也是我的上師之一。我也

真的很感激楚西仁波切和達賴喇嘛。我說這些並不是為了誇耀

我自己有這些上師，只想表達他們那麼慈悲接納我作為他們的

弟子，而我什麼都沒學到，這完全得怪我自己。我和蓮師翻譯小

組成員以及我哥哥祖古貝瑪旺嘉仁波切住的很近。對他，我也非

常感激，他也是我的老師之一，我也同樣感激宗薩欽哲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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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譯師毗盧遮那

柯瑞．尼古拍攝

接受我成為他的學生。你們可能覺得奇怪，為什麼

我現在要說這些，或許各位會覺得這與翻譯沒有關

係。 

 對此，請允許我提出不同的看法。這才是最

重要的事。這會議完全是憑藉著上師們的慈悲心和

菩提心才能夠進行。雖然幾天前，從我們的願景陳

述中刪掉了「菩提心」這個詞，因為它不屬於「何

時」或「如何」去做的一部份，但是沒有這個菩提

心，我們就不會在這裡。釋迦牟尼佛歷經多生多劫

的難行苦行，他的特殊不只在於那些苦行。我確信

有許多像他一樣受苦，或將要受苦的有情眾生，他

們正遭巨石逼壓或劈砍斬剁。想想看，為了要滿足

人類的口腹之慾，當下有多少有情眾生正被宰殺。

他們都是佛嗎?不是。造成他們和釋迦牟尼佛不同

的唯一差別就是願力。這是佛陀和我們最大的差

異。宗薩欽哲仁波切讓我在這裡說說話，要在這麼

多既博學多聞又具有膽識的大師與翻譯者之前演講，

令我猶如在受刑。但這是多麼令人鼓舞的事。我們

有勇氣來到這裡。我們有福報聚在此地。 

發願的重要

 譬如說，我們都希望聚在一起來翻譯佛陀的言

教，尤其是那些現存已譯成藏文的部份，它們都從

那裡來的呢?它們是來自一位老婦人和她的三或四

個兒子。相信你們都聽過波達納佛塔是如何建起來

的——起因於一位養雞的婦人。如果一位養雞婦人

可以是我們來到這裡、並得以聽聞佛陀教法的因，

我相信我們也有能力做一些事。她的願力很大，因

為這樣，她生下三、四個兒子，而他們也都發了很

大的願。其中一位發願救度住在佛陀未曾教化、不

毛鬼魅之地的西藏人。我甚至不知道，當時西藏是

不是有人類。

在這裡所指的不是我們去祈求，未來的阿拉伯

沙漠裏會出現一批虔誠的信眾，然後我們發願去救

度他們。發這個願的男孩後來成為赤松德贊王，他

和他的兄弟們一同完成這個心願，就是後來的寂護

大師和蓮花生大士。他們發願弘傳佛陀教法並且遣

除所有障礙。我認為這三個養雞婦的兒子在毗盧遮

那和蓮師傳裡記載，當赤松德贊王想要進行翻譯工

作的時候，當時寂護大師也在西藏，他們決定教導

西藏人佛法。赤松德贊王是一位很有權力的國王，

他召集了他的臣民。我可以想像在一個地方，擠滿

了渾身是汗、鼻子上掛著兩行鼻涕的小孩。而當寂

護大師教導他們時，他們甚至無法重覆唸誦他所教

的任何東西。赤松德贊王感到很氣餒，但蓮師告訴

他，這件事不難，他有辦法處理。他提議教導那些

有願力、在過去生中曾發過願的小孩。所以當他帶

來像毗盧遮那和其他諸大譯師這些年輕孩子，他們就

可以正確的唸出一些字句。即使要能唸出「南無佛陀

耶」，這都需要很大的福德。而我們每個人現在都能

唸誦。眾所周知，這是累積很多福德的結果，不是憑

空而來的。就像頂果欽哲仁波切常對我們說的，你

們需要福德與諸佛菩薩的加持。智慧是需要培養、

逐漸發展的，不能把它當作是你的權利。我們每個

人都有智慧的種子。在這裡每一位都是佛教徒，雖

然不見得與佛同願，但我們每個人都要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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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強調的是，發願是多麼的重要。我們會

到這裡來，不是偶然。我不知道過去生中誰是誰，

但我肯定我們這些齊聚一堂想翻譯佛陀教言，特別

是由藏文翻譯其他語言的人，大部分都在赤松德贊

王、蓮花生大士、和寂護大師的時代出現過，是他

們的加持促使我們相約此處。我不知道當時我們是

什麼。或許我是一隻驢子，備受折磨的從中國和不

丹馱來紙張和墨水，這就是為什麼我有這個機會坐

在諸位傑出、博學的翻譯者和老師當中，也是為什

麼有這個的榮幸向各位致詞的原因。 

不過，我甚至不敢說我是一隻驢子。或許我

只是一隻被驢子弄死的蒼蠅。但毫無疑問的，我必

定是當時的某個什麼，所以我們有機會於此再度相

遇。 

將上師們的菩提心翻譯到我們的生活

一項事業的基礎設施非常重要，當然，資金

也是必要的——但比這更重要的，是菩提心。少了

它，我們要翻譯什麼呢?有什麼用呢？為什麼要翻

譯某些文字，譬如說埃及象形文字?它們讀起來非

常有趣，但有什麼利益呢?頂多可以讓我們知道某

位古埃及法老王做了什麼事——但這對我們有什麼

好處呢?什麼都沒有!我並不是藐視人類學家和埃及

古物學家，但從翻譯佛法的角度來看，菩提心絕對

是最重要的。有了它，才有可能開發智慧，而不只

是流於知識。而這個智慧正是我們要傳達的。我不

認為該為了知識而傳達知識。瞭解如何登陸月球，

或如何說服他人的用處是什麼？每個人都可以這樣

做，做這些事並不需要佛陀法教。雖然這些事很重

要，但我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將佛陀的證悟翻譯

出來，完成這項工作全靠悲心、慈心、尤其是菩提

心。這是各傳承的上師都說過的。 

 我聽過薩迦法王、達賴喇嘛、還有其他老師像

是丹珠爾仁波切的開示，最能激勵我的不是他們的

知識；而是使他們充滿智慧的慈悲。他們擁有可以

斷除自大、傲慢、愚癡和忌妒的智慧。那就是我們

想要傳達的(transmute)——不是翻譯(translate)。在

西方社會，這些東西已經夠多了。我們不需要西藏

的自大和傲慢。我們擬將上師們的菩提心翻譯到我

們的生活當中——那才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有人

問該「怎麼做」，我會建議所有人不要只跟西藏老

師學，而要像羅伯舒曼(Robert Thurman)說的，我們

應該把這裏的這位先生——文殊師利，當作我們的

主要上師。即使有人說毗盧遮那懂得360種語言，他

的功德之一，不在於他藏文或梵文上的造詣，而是

比爾 鹿野學苑圖書館所藏  大藏經

巴沃卻林多傑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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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授課內容，已有MP3檔供下載 

在今年6月2日至��日，宗薩欽哲仁波切於尼泊爾國際佛

教學院教授的「遠離四種執著」已刊登在美國網站上。美國網站上。網站上。

這是仁波切今年最後一項公開課程。您也許無法親身參

與加德滿都的閉關教授，但您可以下載課程MP3檔案在

家裡自己進行閉關。欲下載檔案請至悉達多網
9 9 9 9 9 9 9 9 9 9 9

站
9

。   

貝諾法王(�932-2009) 
 

自1993至2001年擔任寧瑪派掌教法王的貝諾

仁波切，於2009年三月示現圓寂。欲閱讀貝

諾法王傳記，請點按此
9 9 9 9

處
9

。

宗薩欽哲仁波切對於法王的圓寂作了以下的

開示： 

「上個月又有一位偉大的上師——

怙主貝諾法王證入涅槃。對世間來

說，這是多麼大的損失！對和他有

法緣的我們來說，損失更是重大！

對我個人來說，他的圓寂帶來一種

令人煩惱的醒覺：雖然許多偉大的

上師依然住世，並與我們生活在一

起，以我們不清淨的認知來看，他

們都不再年輕，有時還顯得相當脆

弱。這個令人憂心的現實應該能激

發我們一種實在的急迫感。」 

 

因為他以文殊師利為助伴。如果我們都能有機會在

學習英文或藏文前作一些閉關，並親見文殊師利，

那會是一件很好的事。也許我們太忙了，但如果我

們忙到不能成就文殊師利，那麼半吊子的翻譯有什

麼用呢?但願我們都能實修，即使成就毗盧遮那功

德的百分之一都好，特別是成就他的慈悲心。 

做翻譯工作時，最困難的不是缺乏資金，而是

我們自己的愚癡和驕傲。那是我們的障礙。在佛陀

所有教法裡，不曾提到一種障礙叫作缺錢，或是沒

有學位。佛陀曾說，愚癡、執著、驕傲、自大，這

些是我們的障礙。在翻譯這件事上，這些障礙就夠

多了。募款困難並不是因為其他人不感興趣，而是

我們還沒有具足這樣的福德。作為翻譯者，我們需

要累積這樣的福德。身為佛教徒，這是重要的。如

果我們不是佛教徒，我們大可直接到處去募款。但

要讓人們布施，接受布施的人必須要有福德。我相

信我們每個人現在都可以輕易地進入釋迦牟尼佛、

文殊菩薩、觀世音菩薩、蓮師，以及像龍欽巴、薩

迦班智達、和吉美林巴等大師的功德大海。他們的

功德足以轉化一切。我們需要深入諸佛功德。這該

怎麼做呢?要靠實修。我們需要祈請，那麼，即使在

今天，他們的願力也一定會實現。如果我說了一些

大家認為與翻譯無關的事，敬請原諒。謝謝。 」■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
http://www.rigpawiki.org/wiki/index.php?title=Penor_Rinpoche


�

光耀一場青史留名的會議

史提夫．古德曼，加州整合研究學院亞洲與比較研

究課程的聯席指導，以一個親身與會者的觀點，引

領您共享這段前所未有的暢意之旅。

由印度比爾鹿野學苑所舉辦，令人讚歎的「佛

陀言教之譯」會議，結束迄今已有數月餘。以下是我

覺得最能突顯出置身此歷史時刻的點滴滋味:

在舊金山前往芝加哥的班機上，我曾思索︰在

所有規畫投入這次會議之後，「在那裡會發生什麼事

呢?」、「為何要做這件事呢?」、「(我到過印度，且

參加會議多次)為何會感到它既平常又特殊呢?」、

「為何那麼多堪布、仁波切和譯者們，即使在如此

不便之際，仍然願意飛行這麼遙遠的距離呢?」，

「我們能想像什麼事將會發生嗎?」

為了在新德里由印度悉達多本願會和欽哲基金

會所贊助的，「班智達和瑜伽士為西藏帶來什麼?」

座談會上發表一份演講，我在第二段行程從芝加哥轉

往新德里的途中，草草寫下一些筆記。

我想到那瀾陀的智識及修持傳承是如何傳入西

藏，並在那嶄新的國度裡，歷經數百年被譯成當地語

言，從而使許多在印度嚴峻劫難中滅絕的珍貴傳承得

以流傳。

我認為這場文化翻譯大冒險，是項史上無與倫

比、宏偉且具遠見的努力。當飛機抵達印度之際，我

心想:「在鹿野學苑舉行的這場會議中，或許(只是可

能而已)有一些與當年相同願景的事即將發生。」

只帶著這兩週要用的隨身行李下機，我愉快地

期待和許多翻譯界與出版界的老朋友、新朋友碰面。

不久我遇到在機上親切地借我紐約時報的人問道：

「你也是要去參加譯者會議嗎?」原來他就是和我

搭乘同一班飛機，智慧出版社的大衛．基特爾斯壯

(David Kittelstrom)。

行程運籌奇才貝瑪旺秋(Pema Wangchuk)，和他

能幹的助手阿底峽(Atisha)到機場接我們，安排我們

前往旅館。

隔天早上我有些時差，但很高興自己再次來到

印度。我曾經在2006年參加「佛陀的足跡」活動，遍

覽那瀾陀大學遺址。據說這個巨大的複合式建築，

一度容納過數千學者與學子。還記得寂天菩薩和那

洛巴嗎？ 

不久我就與琴恩．史密斯等會合，琴恩是西藏

佛教資源中心(TBRC)的創立者，也將是我在比爾的

室友；還有埃默里大學的約翰鄧恩(John Dunne)，及

擔任柏克萊大學欽哲佛學教席的傑克．道爾敦(Jake 

Dalton)。我們被帶到印度國際中心，享受傍晚五點

的下午茶。Suresh Jindal和Naresh Mathur先做了一段

開場白，接著是場生動活潑的座談，討論有關印度

智識(班智達)和心靈(瑜伽士)的傳承，以及傳播至雪

域西藏的情形。稍作問答之後，我們享用了一頓極

為可口的晚餐，隨後返回旅館。

翌日清晨，我們和十七世噶瑪巴有一場特別的

拜會，他親切地鼓勵我們致力於翻譯佛陀言教，並且

談到以和諧合作的精神來進行翻譯的重要。

佛典傳譯計劃專題

撰文　史提夫．古德曼Steven Goodman

會議召開所在地--比爾鹿野學苑 

札西拉嫫.拍攝.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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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著手詳細規劃，為了確保藏傳佛教珍貴典籍的流

傳，大家此生和下幾代，所需要做的事項。基本上，

我們的議程就是訂下一個持續進展永不閉幕的譯者會

議進程，讓所有參與者為了共同的目標，一直保持協

商合作。」

「近幾十年來，一些各別上師及如在座譯者，投

入了大量心力，將藏傳佛教的典籍翻譯成多種語言。

更有甚者，你們一直是在缺乏翻譯工作所需的支援，

以及永遠處於儘速完成的壓力下進行。事實上，你們

所完成的著實令人驚歎，況且你們幾乎都是獨自工

作。這些大大地鼓舞了我。如果你們能靠自己、在沒

有多少支持下，就做了這麼多；那意謂著大家合作，

有多一些的支援，我們將能夠達成得更多。」

「當我們考慮為了佛法的未來，需要做些什麼

的時候，無可置疑地，我們必須將目標設得更高遠一

些，而非只是針對個別書籍進行零散的翻譯工作。事

實上我相信唯一能夠完成如此浩瀚工程的方法，就

是尋求合作的模式。不僅是譯者，也包括贊助者、老

師、和翻譯工作的真正受益者——佛弟子。多年來，

這種合作很少見，我祈願在將來大家能更密切的合

作。」

對我個人而言，在能幹幽默的洪王德璋(Ivy Ang)

引導下，這個宏願為五天的會議定下基調。你能想像

試著讓堪布、仁波切、譯者、出版者以及贊助者，毫

不保留地討論這些艱難議題的優先順序，最後還能

達到短期及長期目標的共識？或許因為有文殊菩薩

接著，猶如一場快節奏的電影，我們被分送到

幾輛巴士上，歷經14小時的車程，北上前往位於印度

喜瑪恰省甘格拉區的比爾。這是我第一次和其他同行

譯者交談。在適應時差的昏眩中，我們沿途停車用餐

與休息，又夢遊般地回到車上。一路上就是談話、談

話、不停地談話。

最後終於抵達了鹿野學苑的大門，我們受到鹿

野學苑總指揮普拉向瓦瑪、會議的「瘋帽子先生」札

西柯爾曼，及所有志工在場歡迎。他們周到地確認我

們住房一切妥當，而且對細節注意的程度，更是令

人畢生難忘：房裏備有耳塞(還附帶說明書!)好讓我們

在「比爾狗眾」夜間的吠叫競賽中安睡。接著，宗薩

欽哲仁波切突然出現了，他驚訝地說：「歡迎歡迎!

你們知道嗎，通常從德里到比爾，只需要四小時車

程!」(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驚訝——這點永遠沒人知

道。)

註：「瘋帽子先生」是《愛莉絲夢遊仙境》裡的人物。

隔天早上，我們在清新的空氣及喜瑪恰省壯麗

的山色裏用早餐。新鮮的水果、燕麥片、雞蛋、西式

及印式的餐點，以及數一數，一共是三種糖哩！(有

人已經研究過，要如何讓譯者們保持愉快，那就是提

供源源不絕的葡萄糖！)

雖仍有些頭昏眼花，我們領取了識別證，正式地

依序進入會議大廳，裡面有尊令人印象極為深刻的文

殊菩薩像，是薩迦班智達手塑像的複製品。(羅勃．瑟

曼在隨後數天裡，稱其為「在我們面前優雅親切的紳

士」。)

會議以主席卓千彭諾仁波切的引言開始，隨即讀

誦來自四大教派法主的信函，包括十四世達賴喇嘛、

薩迦法王、第十七世噶瑪巴以及最近辭世的敏珠赤欽

法王。

最後由會議贊助者宗薩欽哲仁波切對大家發表

談話。他的口吻輕鬆而犀利，當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即使現在回顧起來更是如此，他說：「我希望

我們能有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而非侷限在檢討個人所

面對的各種短期計畫和問題。我建議在接下來的幾天

第十七世噶瑪巴於上密院和譯者們的會面

馬修李卡德 拍攝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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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觀世音菩薩和金剛手菩薩)稍微地引導著事情進

展。在熱烈的爭論、幽默風趣，再加上筋疲力盡之

後，我們真的形塑出五年、二十五年，以及百年願景

的聲明。

為了幫助我們減少壓力，幕後工作人員安排了

消遣活動——印度風味的傍晚茶點、夜間電影，以

及一個令人愉悅的音樂會。在下午的休息時候，不

丹電台與電視以及其他好幾位記者，將與會一些人

包圍住，訪問會議的相關問題。

然後，在會議的最後一個下午，一份卷軸(實際

上是印出來的一份資料)在我們面前展開，上面有來

自全世界，超過一萬一千位關注者電子信函的問候、

祝願以及感謝。

然後…然後…如果還不夠的話，在這場正式會

議結束的隔天，我們前往達蘭莎拉覲見達賴喇嘛。他

鼓勵我們共同合作，並且在翻譯成英文之際，同時參

照巴利文、梵文與中文版本。他提醒我們佛陀言教是

佛法之基，應該令它廣泛地流通。所以約兩個月之後

的現在，有點像是一場大冒險已曲終人散，然而實際

上，「真正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你可能正如我一般，想問：「接下來呢?」那些

護持翻譯工作的諸多佛法中心，是否會傾聽他們藏人

同伴的話，注意到這個支持藏英翻譯經續論典的呼籲

呢?誰又會閱讀這些譯本呢?誰還能懂得《甘珠爾》與

《丹珠爾》艱澀的文法呢?我們到底身在何處——是

陷入了轉動譯法之輪空幻的狂妄嗎?

永遠都有質疑，永遠都有唱反調的人——計畫

太龐大了——太具野心、太過廣泛、太過漫長，諸如

此類。我們只能想像那些網路上撰詞反對的人，在寫

完「釋迦牟尼佛的證悟」之後，急忙將他們的報告歸

檔，心裡卻懷疑「他真的相信痛苦能夠止息嗎?」。

那麼，套首約翰藍儂的歌：「想像Imagine」吧！■

註：作者在此用的是披頭四約翰藍儂一首非常著名的歌名

「Imagine想像」。歌詞簡單寓意而深遠。
貝瑪．汪秋、史提夫．古德曼

巴沃卻林多傑 拍攝

想像世上沒有天堂

若肯嘗試你會發現很簡單

地底沒有地獄

頂上只有藍天

想像世上所有人

為今日而活…

想像世上沒有國域

這一點都不困難

沒什麼值得殺戮或死亡

也沒有教派

想像世上所有人

和諧安祥地生活…

你或許說我愛做白日夢

但我卻非唯一

希望有朝一日你會加入

讓這世界合而為一

想像人們沒有佔有

我在想你是否可以

無需貪婪或饑荒

放諸四海皆兄弟

想像世界所有人

共用整個世界…

你或許會說我愛做白日夢

但我卻非唯一

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加入

讓這世界合而為一

Imagine  想像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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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利他～願為志工
佛典傳譯計劃專題

琳．霍貝格(Lynn Hoberg)與我們分享，她擔任這場歷(Lynn Hoberg)與我們分享，她擔任這場歷與我們分享，她擔任這場歷

史盛會幕後志工的經驗 ～百種情緒高漲，順逆難以預 ～百種情緒高漲，順逆難以預～百種情緒高漲，順逆難以預

料。

一切無害業，令身遍造作。

願彼見我者，悉獲眾利益。

若人因見我，生起信憎心，

願彼悉恆為，成辦眾利因！

——寂天菩薩《入菩薩行》

在2008年八月初，我開著租來的車，高速穿

越溫哥華市區。我趕著先送一位朋友到耶魯鎮下車

之後，才開始瞭解到自己誤判回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的距離。我接著再趕赴午餐會議，看來至少會遲到

二十分鐘以上。一邊開著車，我一邊想著自己心不

甘情不願地參與這個計劃。我已經擔任欽哲基金會

志工多年；而陳季佩(欽哲基金會執行長)要我考慮

在即將舉辦的譯者會議中，擔任一些工作。

我以前去過印度，而且對於在當地旅行有些基

本瞭解，所以我的主要任務，將會是旅程協調人。

我要去租巴士、籌備機場轉運、預訂旅館、規畫行

宗薩欽哲仁波切、吉美欽哲仁波切和貝瑪旺秋

巴沃卻林多傑 拍攝

程、安排陸路交通，還要考慮多位仁波切和特別貴

賓們。但責任可不僅於此——我還得監督會議文宣

資料的製作與印製，提供行政協助，以及幫助協調

現場志工。

我還沒同意擔任這項計劃的志工(雖然打從一開

始，我就知道自己會答應)，因為得確定自己是否有

空前往印度，還要看有沒有錢負擔這段假期，此外

也要瞭解這個團隊到底需要什麼。我得要確定自己

真能達成被委任的職務！

但當我在溫哥華街道橫衝直撞時，心裡同時想

著：我是如何祈禱著，自己能被要求參與這樣的事，

對於有人認為我可以把這件事辦好，我既感驚訝又

榮耀。所以我一邊飛越大學校園，一邊希望會議小

組不會因為我遲到這麼久，而開始重新考慮我是否

適任。

七個月之後，我坐在德里國際機場，等待著

季佩的舊金山班機抵達，她的比我從紐約來的班機

晚四十五分鐘。德里機場已非記憶中的模樣，看起

來更明亮、潔淨，而且遠遠不如上次混亂。想起在

1994年第一次來到印度，甫一踏進入境大廳，那股

悶熱與百味雜陳，就迎面襲來；但今夜它看來卻是

如此寧靜明亮。「琳!」大廳另一邊傳來貝瑪旺秋

撰文　琳．霍貝格Lynn Ho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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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琳．霍貝格、琳達和賈克柏．萊許利

巴沃卻林多傑 拍攝

(Pema Wangchuk)的叫喚，抬頭看見他正對我揮著

手。能見到他，讓我感到無比的喜悅與釋然；貝瑪

不僅是個慷慨寬厚的好人，而且是印度大陸旅行的

大師。我擔任旅途協調人所需知道的任何事，貝瑪

旺秋早已瞭如指掌。

已近午夜時分，我們坐在機場咖啡廳等候。貝

瑪為我買了瓶水，他自己則喝咖啡。貝瑪一直都是

仁波切的秘書之一，住在德里長達十五年以上。他

能說流利的英語和印度語，包括他自己土生土長的

東不丹方言；為人沉穩冷靜。我們喝著飲料時互相

交換近況，我一邊笑，一邊很高興回到這塊他鄉異

國，真難以解釋自己為何會如此熱愛這片土地。但

是我只是剛剛抵達，絲毫未料到在隨後幾週，會發

生那麼多障礙。

譬如說，我沒想到在幾天內，就得為一群仁

波切，在最後一刻緊急訂班機；只有貝瑪知道該怎

麼安排。我也不知道需要安排特別車輛，分別在德

里、昌迪加爾和達蘭莎拉，接載各地的譯者；而他

一接到通知，就知道該打電話找誰。我真的也不知

道，即使我告訴他無需如此，他仍會在清晨四點起

身，迎接某些剛抵達的譯者。此刻當我們坐在機場

時，我唯一知道的是，對於我所有的詢問，他都只

有一句話：「別擔心，沒問題。」而他總是對的。

十天後，譯者們開始抵達鹿野學苑。在過去的

一週裡，我忙於確認每個人旅程、住宿等細節。工作

量遠超過我所預期。起初看似我們有足夠的志工，

但是在現場工作一週之後，似乎每個人都已身兼兩

份甚至三份工作。工作清單似乎永遠沒完沒了。每

個房間都必須打掃乾淨。菜單還要再修改和增加菜

色。有人一邊為會議主席製作工作核對清單，同時

還得鉅細靡遺地清理各廳堂的所有窗子。另一位得

將椅子和墊子搬來搬去，因為我們還沒決定小組討

論到底要在那些房間進行。

技術小組測試著所有視聽及錄音設備，或衝

到鄰近鎮上，試著找攝影機、配備或電池。其他人

正在外面挖洞埋廢紙。新聞通訊小組打著電話，安

排新聞報導。空氣中傳來蛋糕和烤餅的香味，是廚

房不斷試烤著點心，直到味道正好作為第二天的茶

點。維修人員粉刷牆壁，修理破窗戶、吊燈，還

要用水泥將溝縫補好，以免我們的貴賓失足跌倒。

從我一來就開始在做的這堆事，林林總總算起來真

是——有點瘋狂。

大部份的志工團隊，早在會議開始前就已抵達，

許多伙伴是長途跋涉前來參與這場盛會。而大部份

的貴賓和譯者會將從德里搭乘三輛巴士，坐一天的

車在今晚抵達。為了這麼多人同時蒞臨，我們盡可

能聚集了所有志工，幫忙迎接賓客、拎行李，以及

引導譯者們到鹿野學苑所下榻的房間。

抵達的時間比預計來得晚，許多人都得從床上

爬起來幫忙。新聞通訊小組已經待命，廚房小組也等

在一邊，連挖洞的人也都來了，每個人都在這裡。即

使經過連日的辛勞，在午夜十一點，每個人還是精力

旺盛，站在寺院階梯外談笑，等待著巴士的到來。

吉美欽哲仁波切和堪布們

柯瑞．尼古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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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禁不住地想，在如此輕悅的心境下，為了能夠站在這裡，每個

人一定都有過我之前在溫哥華夏日裡那樣的感受。以某種程度而言，

即使我們疲憊不堪且操勞過度，大家覺得能置身此處真是幸運。我心

中一再地只能想到：拜託！但願他們永遠不會停止讓我幫忙。當巴士

的大燈在遠方出現，志工們雀躍鼓掌歡呼。隨後幾天之中，會議不斷

地進行，每個人都忙於手上的工作。天氣時好時壞，一會兒是無雲晴

空，一會卻又雷雨交加，造成電力中斷。那群鼓舞我們的啟迪者——

仁波切、譯者及贊助者，在一場又一場的閉門會議中，商議著翻譯大

計。當他們不聚在一起的時候，就各自聯網討論、商議各項規畫，或

接受記者們的採訪。打從一開始，人們提到這場會議都會以「具歷史

性」來形容。這是為何我們都願意在此：來幫助這場盛會及仁波切的

願景，進一步提升翻譯大業。在此決議的事，會大大影響我們這些學

子未來如何獲得佛法。

因為課堂大廳僅能容納與會者與來賓，大部份的志工無法參與這

場會議。某些人就會擠在打開的窗邊，傾聽著議程的進行；有些則依

舊忙碌得連一刻竊聽機會也不得閒。儘管許多志工已經連續數週在現

場工作，不僅疲憊甚至常感煩躁不安，但仍對進展中的情況感到相當

有興趣。

這一天，我正坐在文殊師利廳後面一張柳條凳上，一邊思索在接

下來的茶點時間，複印及整理資料的流程。當我看到正在後方打字的

聽打超人亞歷斯．特裏索利歐(Alex Trisoglio)，我總算感到釋懷，至少

稍後我可以讀他打出來的記錄。我想，或許更棒的是，我們這些志工

不但可以讀到所有在此完成的事項，也會永遠記得身歷其境的感受。

我有個寫字夾板，上面有著超級娃娃臉的克裏希納神畫像(Shree 

Krishna)，那是我在會議開始之前，在距離比爾最近的購物城巴南普

(Palampur)買的。我站在庭院中，很正式得體的拿著我的寫字夾板，嘗

試召集譯者們分別搭上巴士及汽車。雖然譯者會議已結束，但我得等

個幾天，與會者抵達德里之後，我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超過五十位當代對保存佛法最具奉

獻精神的譯者，以及藏傳佛教主要

教派的七位轉世上師，決心在未來

一百年間，讓所有佛陀法教遺產，

普世皆以得用，並正式命名此歷史

大計為「Buddhist Literary Heritage 

Project 傳典傳譯計劃」。在所有與

會者不斷懇求下，宗薩欽哲仁波切

同意擔任此歷史性計劃的領導代理

人。隨即在此次長達六天的議程中，

集中在探討接下來五年與二十五年

計劃。

贊助此次會議的欽哲基金會，暫定

為臨時秘書處，在目前策畫階段提

供行政協助，以及著手確認財政上

的夥伴。

一些譯者志願訓練更多譯者，開發

必要的工具及資源，並支援該計劃

所需的編輯服務。全球各地主要的

翻譯小組，亦已誓願譯出《甘珠

爾》中的特定經卷。

譯者們於庭院裡享用下午茶

柯瑞．尼古拍攝   

佛典傳譯計劃 
啟動！



若需進一步資訊，歡迎聯絡：

欽哲基金會台灣代表：馮燕南 Jain FengJain Feng
聯絡電話：(02)89423789‧0939643�58(02)89423789‧0939643�58‧0939643�580939643�58
電子信箱：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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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蒞臨欽哲基金會網站

這天我們將帶團前往達蘭莎拉，是因為偶然而臨時決定去謁見達

賴喇嘛。昨天深夜，大雨傾洩在我們的閉幕宴、以及累壞的工作人員

爬上床之後，我再一次諮詢兩位當地高手，即貝瑪旺秋以及鹿野學苑

苑長普拉尚．瓦瑪(Prashant Varma)，商量如何安排行程。

我信任普拉尚如同我信任貝瑪一般。普拉尚安排了這次的會面，

親自開車至達蘭莎拉，與達賴喇嘛的秘書會面，代表譯者們提出謁見

要求。他瞭解所有需要的細節，該怎麼前去，以及所有必要禮節。普

拉尚不僅有個人魅力，處理這些事務經驗也極為豐富。

貝瑪和我為這約六十名旅客規畫出一個不錯計劃，覺得安排這個

行程輕而易舉。但現在當我站在庭院之中，卻是一場混亂。人們四處

聊天走動，一點也不急的樣子。我用夾紙板做手勢，但大多數人不是

當成沒看見，就是回我一個禮貌微笑。我幾乎成了隱形人，對於我請

他們上車的要求，半點反應也沒有。有人不想搭指定的車，有人最後一

刻要求加入名單，不然就是某人得先上個廁所。

終於，比預定時間遲了很久，車隊才開始啟程。會議組織委員會

主席札西柯爾曼(Tashi Colman)和我同車，看到他比手劃腳，原來他把

電話留在鹿野學苑了。我把我的電話借給他用。當他打電話的時候，

我在深思：我們有幸和藏傳佛教最重要的上師會面，而我可能無法讓

大家準時抵達。當車子緩緩開下比爾路的時候，我心想：哇！這可真

是嚴重缺乏組織能力。我在笑，實在是因為我沒其他選擇。札西到處

打電話，高聲笑著還挖苦自己很健忘；而我則是憂欣交集。

我並不知道，每個人都在謁見時刻準時抵達。我也不知道，稍後

又下起傾盆大雨，導致大家紛作鳥獸散，然而儘管我提心吊膽，一切

依然平安無事。我在想，這次的譯者會議工作，是我所做過最困難、

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札西仍舊坐在前座講電話，一邊笑一邊

比手勢。

現在我心裡很確定，在那一刻，我祈禱我永遠為欽哲基金會做志

工。■

佛教文獻第一次由梵文翻譯成藏文

始於西元第八世紀，並且在幾位西

藏護法王的護持下，由印度和西藏

的譯師經過了七代的努力才得以完

成。他們的努力令這項珍貴的世界

遺產免受戰亂的蹂躪，這些戰亂曾

使得佛法在印度全面滅絕，並且讓

梵文幾乎消失殆盡。在1960年代政

治動亂的時代，藏人再度拯救這些

珍貴的典籍，並安全的帶到印度。

其後琴恩．史密斯和西藏佛教資源

中心，在印度尋獲這些經文，並將

他們保存、出版、以及刊登在網路

上。現在從線上就可以很容易取得

這些經文，只是目前侷限於藏文的

隔閡，有待譯者將它的涵義翻譯出

來與世人共享。

依據菲利浦．史丹利博士數十載研

究，主要的藏文版大藏經(不包括西

藏上師著作全集)總計約193,000頁：

計劃規模有多龐大？

《甘珠爾》「經部」及「續部」： 

共計1,118部，65,500頁。

《丹珠爾》「論部」，由印度上師

所著有關經續的論著：共計3,377部

127,5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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