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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仁波切開示︰以人為本的基礎

2　覺囊基金會

麥克希亥發起法脈傳承保存活動

3　心身覺知計畫

邊緣少年在少年司法系統中尋獲

禪修指引

亞力山大．伯津談佛法藏文翻譯中混

淆字義的釐清；海蒂．尼芬描述她翻

譯噶陀堪欽昂旺巴桑(堪欽雅瓊)修行

自傳的過程；以及尼須塔．加田尼述

說在莎拉「高等藏學研究學院」研修

佛法的點滴。

4   釐清混淆字義的利器

5　靈性修行自傳公諸於世

6　造就優秀學者

5　印度宗薩佛學院徵求英語教師

7　仁波切新著《近乎佛教徒》已

譯成十四種語言

護持專題報導：

本期介紹覺囊基金會、心身覺知計畫

等特別獎助金，以及獎助金受益人感

言，並有仁波切作品的最新消息。請

聽宗薩欽哲仁波切在最新的錄音開示

中談基金會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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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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新聞

本期要目

獎助金受益人主題報導

早期欽哲基金會的幾位創辦人在訂定使命、設想各種可能性，以

及想像護持佛法未來的前景時，大家最初達成共識的幾個指導方針之

一，就是提供經費予人及其活動，而非贊助興建建築物和投入資金改

善。在本期最新錄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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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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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仁波切表示︰「欽哲基金會應發願建立

人力資源的基礎，培育人才，而非只是建築物，或是佛像與舍利塔之類

的象徵物。因為這種基礎架構，才是我們的最佳貢獻。」

由仁波切和基金會的董事們指定兩個委員會，負責評選申請人的

資格。特別基金委員會主席哦竹多傑談到他的工作︰「知道全世界有這

麼多人在追尋佛法上，進行了多麼令人讚嘆的計劃，讓我受到非常大的

鼓舞。因為有這麼多值得贊助的候選人，而我們的經費有限，有時選擇

會相當不易。」去年這兩個委員會一共提供超過10萬美元的贊助金。■

以人為本的基礎

仁波切最新錄音開示：

仁波切解釋為什麼欽哲基金會

以培育人才為主，而非建築。

欽哲基金會的特別獎助金，從泰國到西藏，南非到北美，城市中心到游牧地區，在全

世界各地展開不同凡響的創舉。由於來自全球捐款人的慷慨解囊，致力修持佛法的個

人及團體，接受財務上的護持做更進一步的修持。請聽宗薩欽哲仁波切在最新的錄音

開示中談基金會的願景。本期介紹覺囊基金會、心身覺知計畫等特別獎助金，以及獎

助金受益人感言，並有仁波切作品的最新消息。

護持的對象
個人及特別贊助

獎助金受益人經驗分享

（上圖攝影 周熙玲）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2009/07/volume-12-on-patronage.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2009/07/volume-12-on-patronage.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2009/07/volume-12-on-patronage.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2009/07/volume-12-on-patron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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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的對象

欽哲基金會的使命是成為一個佛法

護持系統，幫助個人及團體致力修

持佛陀悲智之願景。在這短短幾年

當中，基金會的護持對象已涵蓋了

從西藏、印度、泰國，到美國、加

拿大、澳洲等數千群眾。欽哲基金

會一直著重在佛法的研習與修持，

善款用於護持佛教各個不同傳承的

對象，包括藏人、非藏人、僧眾、

尼眾、在家學子、行者、學者、譯

者、教師、研究人員等。

除了本期所提到的特別獎助金之

外，基金會也長期護持以下各個機

構︰

Deer Park Institute 

Bir, India

印度比爾．鹿野學苑

Dzongsar Khyentse Chokyi Lodro 

Institute

Himachal Pradesh, India

印度炯達拉．宗薩欽哲確吉羅卓學院

Dzongsar Monastery and Khamje 

College

Derge, Eastern Tibet 

(now Sichuan Province, China)

中國四川德格．宗薩寺及康傑學院

Fragile Palm Leaves Foundation

Nonthaburi, Thailand

泰國暖汶里．危脆貝葉基金會

Gampo Abbey

Nova Scotia, Canada

加拿大新斯科夏半島．岡波寺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ts

Thailand

泰國．國際入世佛教協會

Khmer-Buddhist Educational 

Assistance Program

USA

美國．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畫

欽哲基金會目前贊助覺曩基金會，蒐集並數位化覺曩祖師貢噶卓秋(Kunga Drolchok, 

1507-1566)的著作，他的著作先前多未曾出版問世。以下介紹關於創辦人麥克．希亥

及其工作內容。

覺曩派是藏傳佛教中一個獨特的派別。數百年來，隱匿在東藏的

偏遠山谷中與世隔絕。覺曩巴是時輪金剛「六瑜伽」和「他空見」禪

修的主要傳承持有者。

成立覺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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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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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麥克．希亥(Michael Sheehey)，和共同發起人

辛希雅．威廉斯(Cynthia Williams)，在2004年夏天所創辦。其宗旨為護

持覺曩法脈，並增進大眾對其具知識性、獨創性與靈性傳統的認識。

覺曩基金會的願景為︰大規模保存、教育、翻譯、記錄，和復興覺曩

教法。而欽哲基金會的工作就是提供這些服務。

欽哲基金會目前贊助覺曩基金會，蒐集並數位化覺曩祖師貢噶

卓秋(Kunga Drolchok, 1507-1566)的著作，他的著作先前多未曾出版

問世。這位上師被公認為多羅那他和蔣貢康楚前世的化身，他是覺

曩和香巴噶舉中幾位重要的上師之一。貢噶卓秋的《一百零八種導引

文》，是西藏各種口訣教授中最早編輯成冊的法教之一，據說蔣貢康

楚受此文啟發，開展出兼融並蓄的利美風格。

覺曩基金會創辦人麥克．希亥，擁有舊金山「加州整合研究學
9 9 9 9 9 9 9

院
9

」的藏文暨佛學研究博士學位。從2004年以來，他一直住在西藏安

多的壤塘、阿壩、果洛等地區，與當地的覺曩上師們非常接近。■

參與保存法脈傳承

護持覺曩基金會

獎助金受益人主題報導

http://deerpark.in/index.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1.html#�v�Ĵܭ��T�Nù����ǰ|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1.html#�v�Ĵܭ��T�Nù����ǰ|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1.html#top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1.html#top
http://echo.mpiwg-berlin.mpg.de/palmLeaves/frame.html
http://www.gampoabbey.org/
http://www.inebnetwork.org/
http://www.inebnetwork.org/
http://www.keap-net.org/
http://www.keap-net.org/
http://www.jonangfoundation.org/
http://www.ciis.edu/
http://www.ciis.edu/
http://www.jonang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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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zang Palyul Choling 

International

Mongolia

蒙古．國際普賢白玉佛法中心

Monastic Vikramasila 

Education Society

Ladakh, Northern India

印度拉達克．超戒寺僧伽教育協會

Nitartha Institute 

Nova Scotia, Canada

加拿大新斯科夏半島．正知國際學院

North Sikkim Academy

Mangan, North Sikkim

印度北錫金．北錫金學院

Rangjung Yeshe Institute 

Kathmandu, Nepal

尼泊爾加德滿都．俱生智慧學院

The Rime Foundation Translation 

Project

利美基金會翻譯計畫

Sihu Buddhist Institute 

Kangding, Sichuan Province, China

中國四川省康定．司庫寺

Thosamling Institute Library 

Dharamsala, India

印度德蘭莎拉．都桑林學院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New York, USA

美國紐約．西藏佛教

資源中心(TBRC)

Vajradhara Gonpa 

Three Year Retreat Centre, 

Kyogle, Australia

澳洲南威爾斯克果．金剛持寺

三年閉關中心

Warnam Retreat Centre for Nuns 

Lhasa

西藏拉薩．瓦南閉關中心

以及其他.......

欽哲基金會今年頒發了一筆特殊獎助金予「心身覺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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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Body Awareness Project, MBA)」。該計畫為少年受刑人與邊緣少年，

提供有關瑜伽、禪定與其他相關的覺知修持訓練。創辦人諾亞．萊文

(Noah Levine)，部份依據在美國加州聖克魯茲少年監獄的親身經驗，

於2000年成立該項計畫，並且正蓬勃發展成為全國少年更生計畫的新

典範。

「心身覺知計畫(MBA)」的獨特訓練課程，包括正念禪修與各

種情緒智能練習，藉以強化心志、減輕毒癮壓力，並增進決策能力。

心身覺知計畫課程是以自願行動為主。平常一小時的課程包括自由討

論、正念禪修指引，以及像是哈達瑜伽或太極之類的禪修動作。老師

運用簡單的意識覺察練習，以替代諸如毒癮、犯罪與暴力等自毀模

式。這些練習能啟發一個人做出更健全決定時，所需的勇氣、自信與

自制力。參學者亦能學習到在他們一生當中，真正改變的良機在每一

瞬間都能現起。而置身於一個信任與尊重的環境中，每位參學者都賦

予在任何行動之前，能夠停下來並且自省的權利。

即使像我們擁有自由的人，也能從心身覺知計畫(MBA)獲益良

多——學習慢下來、走出慣性模式，並以明覺與專注來面對改變。■

心身覺知計畫
將禪修指引帶入少年司法系統

獎助金受益人主題報導

護法王系列
欽哲基金會追隨佛教護法的典範，護持致力修持佛陀悲智之教法的個人與團體 

想瞭解更多護法王的故事，請參閱欽哲基金會網站的護法王系列。我們也歡迎您

來信提供更多歷史上的佛教護法故事。

http://www.tara.org/
http://www.tara.org/
http://www.paldensakya.org/schools_pokara.html
http://www.paldensakya.org/schools_pokara.html
http://www.nitarthainstitute.org/
http://www.shedra.org/
http://www.rimefoundation.org/
http://www.rimefoundation.org/
http://www.thosamling.com/
http://www.tbrc.org/index.xq
http://www.tbrc.org/index.xq
http://siddharthasintent.org/centres/retreat-centres/vajradhara-gonpa/index.html
http://www.mbaproject.org/
http://www.mbaproject.org/
http://www.mbaproject.org/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patronking/patronking.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patronking/patronk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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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來，綜合了為多位喇嘛翻譯，以及在70多

個國家、300多個大學校園及佛法中心教授佛法的

經驗，我看到對佛法的困惑與誤解，大多源自於不

夠精確與失誤的佛學相關詞彙翻譯。而誤導人的英

文詞彙，又被翻譯為其它西方語言，或是東方亞洲

通俗口語，更加深了這項困惑。

另一嚴重的問題，是許多譯者對同一藏文詞彙

作不同的翻譯。要讓所有譯者或上師全然贊同一致

的翻譯，實際上不可能。而在西方語言與亞洲通俗

口語中，編纂每一專有詞彙的各種不同翻譯，亦是

極艱鉅的挑戰。如我目前在網站上提供主要詞彙原

始藏文或梵文的翻譯及書籍，是唯一可行的解決方

案。

為因應此需求，我發展了一套廣泛地以藏文

原文定義，對照專有詞彙的翻譯系統。欽哲基金會

的贊助金，將幫助我們增加更多的參考依據，同時

提供撰寫電腦程式擴充資料處理系統的經費，使得

網站能處理更龐大的專有詞彙檔案資料。若有足夠

的譯者循此範例，學子們將能利用伯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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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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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參考工具，整合各別作者書中不同的描述，並獲

得藏文的精確定義。此外對未來的譯者、大學學術

研究，和藏文與佛學教學而言，利用詞彙的索引功

能，能幫助他們免於翻譯上的混淆。再加上免費提

供名詞彙編的方式，能觸及最多的線上閱聽人。

目前網
9

站
9

首頁以英文版為主，並將同步翻譯藏

梵詞彙成其他語言，包括德文、俄文、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波蘭文、法文和中文，各種語言的網頁

正在緊鑼密鼓籌備中。此不僅意味要把的專有詞

彙和品名翻譯成上述各國語言，並把它們標準化，

還得翻譯所有辭彙的英文定義。這是一項重大的任

務，特別是俄文部份，因為此舉極可能復興在內蒙

的布裡亞特、卡米克、與俄羅斯土瓦突厥自治共和

國內的藏傳佛教。■

釐清混淆字義的利器
撰文　亞力山大．伯津(Alexander Berzin)

欽哲基金會贊助亞力山大．伯津(Alexander Berzin)博士，他是伯津資料庫的

幕後推手。在2008年，將近500萬人上網瀏覽資料庫，並流通150多萬項文字

語音資訊。此一資料庫，屬於免付費的多國語言教育工具網站，提供了廣泛的

佛學相關詞彙，以及藏傳佛教四大教派資料。在2009年3月，伯津博士亦出席

了欽哲基金會在印度比爾舉辦的『佛陀言教之譯』研討會。

獎助金受益人主題報導

隨時認清生命如夢的本質，並減少愛取和嫌惡。對所有眾生

修持善心。無論他人如何對待自己，都保持慈愛與悲心。若

你視他人言行為夢，它們便不會對你產生太大作用。訣竅是

要在這個夢中具有正面的動機。這是精要的重點。這是真正

的靈性。」

——洽度仁波切(Chagdud Rinpoche)(攝影 巴沃確音多傑)

www.berzinarchives.com
www.berzinarchives.com
www.berzinarch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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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怙主恰札仁波切加持我，允許我將他根本上

師的自傳翻譯成英文的時候，仁波切告誡說︰「自

傳中包含了上師所有精深的修行要訣，所以譯文絕

對不可以有任何錯誤，不然會損毀大家的神聖誓

句。」

他亦提醒對這部偉大作品中所提到的人名和地

名，得非常謹慎小心以免出錯。我將這些風險銘記

在心，戰戰兢兢地工作，以確保能有正確而且優質

的翻譯作品。

此計劃的目的，是將近代寧瑪派最偉大的大師

之一，噶陀堪欽昂旺巴桑(1879 – 1941)令人驚奇的

靈性修行自傳展現予英語系世界。

大師亦以堪欽雅瓊之名享譽於世，其一生彰顯

出寧瑪派，尤其是龍欽心髓教法的燦爛光輝。

翻譯本書對藏傳佛教的傳續有著極大的貢獻。

堪欽雅瓊對弟子們的心髓教授，以及他典範的一

生，對任何一位祈願能跟隨真正的上師，以及全心

投入正確修法道路的人來說，具有無比的加持力與

啟發性。堪欽雅瓊詳實地描繪出一位佛弟子所經歷

的種種過程，從如何尋找和依止真正的上師，到高

層次證悟修行者微妙的禪定經驗。

我謹向欽哲基金會贊助這項計劃表達由衷的感

謝。基金會慷慨的護持，讓我更進一步實現為英語

系世界提供完整翻譯的目標。

我誠摯地祈願所有與這部珍貴作品有緣的人，

能從堪欽雅瓊超凡的一生獲得啟發，並且能跟隨他

的足跡，步向圓滿開悟。

願吉祥！■

欽哲基金會贊助海蒂尼芬，在她上師恰札仁波切 (Chatral 

Sangye Dorje Rinpoche)加持下，進行噶陀堪欽昂旺巴桑修行

自傳的翻譯工作。海蒂於1996-1998年間，在印度大吉嶺學習

藏文，並留在印度和尼泊爾追隨恰札仁波切直到2003年。之後

她在美國舊金山灣區教授藏文兩年，以及擔任大樂智慧基金會

的翻譯。她和先生竹清以及兩歲的女兒克拉拉卻湊，現居於美

國奧勒岡州的谷心鎮。

靈性修行自傳公諸於世
撰文　海蒂．尼芬(Heidi Nevin)

海蒂．尼芬在欽哲基金會的贊助下，翻譯噶陀堪欽昂

旺巴桑(堪欽雅瓊)的修行自傳。以下是她的報告內容。

(Tsultrim Lama拍攝)

印度宗薩佛學院

徵求英語教師

印度炯達拉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

院為其學僧，徵求一位主要的英語為第

二外語教師以及其他義工教師。主要教

職任期從2010年2月開始，為期至少六

個月；義工教師則隨時可到職。欲知詳

情，請參閱美國悉達多網站相關網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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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2009/07/english-teacher-for-dzongsa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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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須塔．加田尼(Nisheeta Jagtiani)，2008年得到欽哲獎學

金，並於2009年再度獲得。尼須塔目前正在達蘭沙拉的莎拉

「高等藏學研究學院」學習藏文，並從事佛教研究。她的目標

是希望能在印度高等學府教授佛教研究。以下是她到2008年12

月為止的進度報告。

我為兩件事感到極為鼓舞︰首先，當達賴喇嘛

以藏文授課時，我可以瞭解。其次，可以覺察到勤

奮用功帶來大幅度的進步。

我感到非常幸運，能獲得欽哲基金會的獎學

金，以學習藏文和西藏佛教。藏文非常神聖，它是

為了在西藏建立一套完整周密的佛法教育系統所創

造的。就像梵文在印度是「教法」的語言一樣。

身為印度人，我更覺得熱切和興奮來學習這個

語言，因為西藏保存了一個非常豐富、卻不幸在印

度已經消失的傳統。我隨喜流亡在印度的西藏社群

的努力。他們一直用心的保存佛陀教法，並將持續

下去。

在莎拉學院的每個學期，對我來說都相當有意

義。我于2008年專攻藏文。我挑了幾本達賴喇嘛的

書，以及藏文法本，藉著翻閱字典，時時試著讀懂

它們。在五個月的努力之後，我已可以順暢的閱讀

藏文佛教文章。很幸運的，我得以參加達賴喇嘛於

2008年8月至10月在達蘭沙拉，及2009年1月在鹿野

苑(Sarnath)的教授課程，那是我第一次不需藉由翻

譯，就能了解開示內容。

我的獎學金分別用於莎拉的學費、生活費，以

及圖書館、上網、買書、和旅行的費用。在達蘭沙

拉一年半以來，我的學習已有不錯的進度。我了解

到研習佛陀的教法，不像拿企管碩士學位那樣，可

以在兩年內完成。而是需要花相當多年的時間去了

解。我將努力繼續我的學習，以便與其他人分享佛

陀言教的知識，並希望能利益大眾。

關於我的研讀計畫，目前我正進行碩士學位

的研究，希望在2009年11月提出論文。這樣，我就

可以在2010年開始攻讀博士。我向欽哲仁波切徵詢

是否可以在莎拉多待一些時間，他說他覺得莎拉很

好。在莎拉，我可以繼續作藏文研究，學費和生活

價格也比較合理，最重要的是，這裏的氣氛對作研

究很有幫助。

最後，我要向我的上師，宗薩欽哲仁波切，致

上無盡的感恩。■

造就優秀學者
撰文　尼須塔．加田尼(Nisheeta Jagtiani)

獎助金受益人主題報導

在Facebook遇見欽哲基金會

提供最新志工機會、訊息，以及其他相關消息！

現在就加入我們吧！

仁波切談KF使命

申請獎學金

最新鹿野學苑影片

尼須塔．加田尼與達賴喇嘛合影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82212717799&ref=ts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82212717799&ref=ts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2009/07/volume-12-on-patronage.html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pdf/KFScholarship_Application_Form.pd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QgK5QKuvS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QgK5QKuvSE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2009/07/volume-12-on-patronage.html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pdf/KFScholarship_Application_Form.pdf


若需進一步資訊，歡迎聯絡：

欽哲基金會台灣代表：周素卿 Su-Ching Chou
聯絡電話：0922822815
電子信箱：suc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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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乎佛教徒What Makes You Not a Buddhist》美國版，

至今已銷售超過二萬五千冊；此一數字尚未包含國際銷售

的十四種語言版本。迄今台灣已銷售近一萬九千冊，簡體

版在中國則超過十一萬二千冊，並雙雙蟬聯暢銷書排行榜

多時。

目前尚有更多譯版正在進行中。希臘譯版新近完成；

英文新版亦將於2009下半年於印度問世。

仁波切將版稅收益全數捐贈欽哲基金會

KF eNews

十四種語言通行世界

現今國際出版夥伴如下：

台灣：商周出版社、知識領航出版社

巴西：Editora Pensamento-Cultrix

韓國：Wisdomhouse 

越南：ThaiHabooks Ltd.

西班牙：Editorial Kairos、Pages Editors (嘉泰羅尼亞語版) 

葡萄牙：ASA Editores S.A.

義大利：Feltrinelli

法國：NiL EDITIONS 

德國：Windpferd 

荷蘭：Kok Ten Have

俄羅斯：Otkrity Mir 

愛沙尼亞：Valgus Publishers 

捷克：DharmaGaia 

羅馬尼亞：Irecson

中國: 友誼出版公司

讀者持續探索

仁波切智慧之語

全球銷售超過十五萬冊

What Makes You not a Buddhist

《近乎佛教徒》

在Amazon或iTunes購物，亦可同時護持欽哲基金會。

詳情參見欽哲基金會英文網站。

mailto:suching@khyentsefoundation.org
mailto:suching@khyentsefoundation.org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redirect?tag=khyentsefound-20&path=subst/home/home.html
http://click.linksynergy.com/fs-bin/click?id=xMzM*yYuXXk&offerid=78941.10000073&type=3&subid=0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sharingthemeri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