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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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欽哲基金會大幅提高工作量

2009年董事會議報告

KHYENTSE
FOUNDATION

二００九年三月，「佛陀言教之譯」會議的與會者，請求仁波切及

欽哲基金會接下啟動組織「佛典傳譯計畫」的任務。希望幾年之內，這

個計畫便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今年九月，仁波切提醒欽哲基金會的

董事會，儘管「佛典傳譯計畫」如此龐大重要，但其它基金會的工作，

也仍然一樣地有意義而且必要。

「欽哲基金會和我將盡一切所能提供我們的服務，我們已承諾完

全投入去做。但這不表示欽哲基金會所護持的其他計畫，例如獎學金、

出版和僧伽教育等等，就突然變得比較不重要；我覺得它們是同樣重

要。舉贊助大學計畫的例子來說，現在年輕一代對佛法有極大的興趣，

我們不可能對自己說，『嗯，現在我們要翻譯《甘珠爾》，所以也許大

學的計畫可以等五年、二十五年、一百年。』這是我們所承擔不起的。

我們不能放棄當前任何計畫。換言之，我們必須要做更多。」

仁波切帶著微笑總結著說：「我想我們已經大幅增加基金會未來

的工作量。」■

「作為佛陀的追隨者，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藏文中所說的『次

控』（dzin-kyong）－－ 護持佛法，使之生生不息。對身為佛陀的追

隨者來說，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不只是護持佛陀的一兩項教法，而

是要護持佛陀的所有教法。」

－－宗薩欽哲仁波切    欽哲基金會董事會上之致詞

2009年9月26日，帕沙迪那市，美國加州

本期報導 2009年9月欽哲基金董事會和顧

問團在美國加州，討論過去一年的進展及

未來走向：包括新實行的學術佛教研究、

基金會團隊的變化、以及新設立的欽哲基

金獎項的報告。您亦可連結聆聽仁波切在

董事會上的致詞，以及護持蓮心基金會即

將進行的書法作品拍賣活動等等。

閱讀仁波切在董事會上的

致詞文稿

聆聽MP3錄音檔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http://tracking.etapestry.com/t/10996697/349200050/53958342/0/
http://tracking.etapestry.com/t/10996697/349200050/53958342/0/
http://tracking.etapestry.com/t/10996697/349200050/53958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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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的話

欽哲基金會董事會及顧問於二００九年九月在加州召開會議，

會中討論基金會過去一年的進展及未來的走向。以下是仁波切

於董事會的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的蒞臨。我年紀越來越大，實在

不喜歡旅行，因此能了解，出席此會議對你們某些

人來講，實在不容易。對此我非常感激。

我真的認為，欽哲基金會目前所能完成的一

切，全歸功於你們，歸功於基金會的所有人力。如

果沒有你們，我想我們絕不可能達成目前所完成的

事業，甚至一小部分也不可能。

當然，不需要我多說釋迦牟尼佛有多殊勝。

只因為他的慈悲，我們才得以在人生中找到方向。

同時，也無需我贅言，只有佛法才是暫時幸福和究

竟解脫的因。所以，作為佛陀的追隨者，我們能做

的最好的事，就是藏文中所說的「次控」（dzin-

kyong）－－ 護持佛法，使之生生不息。對身為佛

陀的追隨者來說，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不只是護

持佛陀的一兩項教法，而是要護持佛陀的所有教

法。過去的大師、學者、聖者、僧侶、贊助者、帝

王和婆羅門，他們以生命、財富、甚至是王位，來

換取僅僅是佛法中的一個字。因此，如果我們喪失

了佛法，哪怕只是一個字，也是可悲而不幸的。

我有幸遇見許多大師，其中有些對我的人生有

非常重大的影響。我前幾天在想，影響我最大的是

對佛法保存深感關切的兩位上師：怙主頂果欽哲仁

波切和德松仁波切。若說他們因為關切、憂心佛法

的一字、一頁而失眠，幾乎到偏執的地步，也不算

誇大騙人。當然，有時我仍然很懶惰，也非常散亂

，但每當我念及像德松仁波切和怙主頂果欽哲仁波

切這些上師們對傳承和佛法保存的深切關懷時，我

宗薩欽哲仁波切

於2009年度欽哲基金會董事會議致詞

著實感到罪惡、恐懼、和不安。所以，因為他們，

我們似乎別無選擇地必須關切佛法的保存。同時，

關心每一個傳承和教法的各種面向也是非常重要。

舉例來說，當我們談到自然環境，保護自家後

院的樹當然很好，但是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我們不

能漠視南美亞馬遜雨林的問題。所以，身為藏傳佛

教徒，如果我不擔心比如緬甸上座部佛教的衰敗，

是不明智的。如果我們失去上座部的傳統，一切都

會瓦解－－大乘佛教會瓦解，金剛乘也會崩潰。它

們緊密地互相依存。

人類有這樣的習氣：我們只關切當前的事情、

跟我們個人有關的事情，卻往往忽略事情的全貌。

我想在佛教中也有這樣的問題。欽哲確吉羅卓曾經

說，有一些喇嘛關心他們自己的傳承，但卻沒人擔

憂釋迦牟尼佛的傳承。這話說得很有道理。    

有些喇嘛認為現在是末法時期，佛法不再有

影響力，也不再有意義，就好像沒戲可唱了。我想

有些傳統喇嘛是這樣想的，但我個人認為並不是這

樣，因為仍有一些人對空性、菩提心、慈悲心、緣

起等概念非常感興趣。他們不只是出於好奇，有些

人確實努力於至少是智識上的研習，有些人甚至試

著去實修。所以我並不認為佛法的流傳已經停滯不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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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從佛法的觀點來看，你可以說我們正在經歷末法時期，

但這也正是為什麼我們應該更加努力的原因。

 如果你讀佛經，例如《賢劫經》，這部經講述的是千佛的事

跡以及他們的前世。我們也讀到菩薩們的美妙故事，他們生在沒有

佛陀、佛法、或只有少數佛教大師住世的黑暗時期。這些菩薩供養

鈴給佛塔，當鈴響時，鈴聲引起路過行人對佛塔的注意，這些人從

而建立了與佛法的因緣。菩薩依於這樣的功德，最後證悟成為千佛

之一。我們聽過許多這樣的故事。事實上這告訴我們，當末法時期

越趨惡化，我們有更多的理由要鼓起勇氣去實踐這個任務（譯註：

此任務指翻譯佛陀教法的工作）。

今年初，我們舉行了「佛陀言教之譯」會議。會議結束時，吉

美欽哲仁波切給了一個深具啟發性的結語演說。他說，佛菩薩們有

這麼多的功德，我們所需要做的只是借助這些功德；這就是我們必

須做的。我們應該竭盡所能去做每件我們能做的事，至少我們應該

要發此善願。

 作為佛陀的追隨者，如果我們無法實踐佛法，至少我們可以

保護佛法。維持它、保存它、增益它，讓有時間精力並且願意實修

佛法的人，能接觸到佛法。我不覺得這其中有什麼是比較不重要或

是可以忽視的，所有的傳承和一切能夠保存佛法的事業都很重要。

在「佛陀言教之譯」會議上，欽哲基金會和我誤打誤撞地擔

負起翻譯《甘珠爾》和《丹珠爾》的任務。當然，這是非常非常大

的計畫，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務，但是這個任務非常重要。欽哲

基金會和我將盡一切所能提供我們的服務，我們已承諾完全投入去

做。但這不表示欽哲基金會所護持的其他計畫，例如獎學金、出版

和僧伽教育等等，就突然變得比較不重要；我覺得它們是同樣重

   「佛典傳譯計畫」二００九年

九月，舉行了為期四天的馬拉松

會議；新派任的執行長黃淨蕊從

新加坡到此參與會議。「佛典傳

譯計畫」的網站將很快成立，同

時，也請在臉書Facebook上看

看「佛典傳譯計畫」的消息。■

貢獻您的力量

       護持欽哲基金會的計畫，

就是在護持佛陀的法教。共同

努力保護佛陀的智慧法教生生

不息，沒有任何一分捐贈，

我們會嫌太少（或太多）。

最快速有效護持欽哲基金會的方

式是：加入「對等捐獻計畫」。

您所捐出的每一塊錢，都會有

一群熱心贊助者對等捐獻。■

線上捐款

「佛典傳譯計畫」

新消息

http://tracking.etapestry.com/t/10996697/349200050/50406253/0/
http://tracking.etapestry.com/t/10996697/349200050/52381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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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新成員

欽哲基金會歡迎下列新的成員：

Suresh Jindal, KF advisor

蘇瑞喜‧金達，欽哲基金會顧問

Raji Ramanan,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洛許‧羅曼納，董事

Jim Nelson, advisor to the investment committee

吉姆‧尼爾森，投資委員會顧問

Chantal Gebbie, country representative for Australia

翔透‧迦比，澳洲代表

Julie Chender, country representative for Canada

茱莉‧錢德，加拿大代表

Chou Su-ching, country representative for Taiwan

周素卿，台灣代表

欽哲基金會感謝馮燕南、克莉斯汀恩‧朗伯格、吉

兒‧羅賓森過去幾年來的辛勤付出以及珍貴貢獻，他們勤付出以及珍貴貢獻，他們

雖然不再具有基金會正式職位，我們仍然期盼他們的繼

續支持。■

要。舉贊助大學計畫的例子來說，現在年輕一代對

佛法有極大的興趣，我們不可能對自己說，「嗯，

現在我們要翻譯《甘珠爾》，所以也許大學的計畫

可以等五年、二十五年、一百年。」這是我們所承

擔不起的。我們不能放棄當前任何計畫。

換言之，我們必須要做更多，我想你們應該都

有同感。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我們能做的事感到很有

信心。我們都不希望，因為開始另一件很特別的任

務而放棄原本在做的事。對此我非常高興，所以很

感謝你們。請謹記，我們現在已經大幅增加基金會

未來的工作量。■

欽哲基金會的善款，仰賴健全專業的投資報酬，以達成工作目標。為此，仁波切委任五人成立投資委員會，這些委員

們在投資、會計、財務管理方面，都具有充分的知識與經驗。

董事會從投資委員會得到的報告與最新資料，大致上令人寬慰。2008~2009全球金融不景氣中，雖然基金會損失了2008~2009全球金融不景氣中，雖然基金會損失了全球金融不景氣中，雖然基金會損失了

�0%的資產，但這損失遠遠低於下滑28%的標準普爾500指數、以及下跌了�9%的模擬綜合指標；且從今年七月開始，此虧的資產，但這損失遠遠低於下滑28%的標準普爾500指數、以及下跌了�9%的模擬綜合指標；且從今年七月開始，此虧

損已明顯收復。雖然這些虧損減低了過去投資的報酬，但是基金

會從開始至今所募得的原始款項，未損失分毫。

另 ㄧ 個 振 奮 的 消 息 是 ， 儘 管 在 全 球 金 融 風 暴 中 ，

2008~2009會計年度所募得的捐款，仍接近一百萬美元的目標。

正因每月捐款人與單筆捐款人不退卻的持續支持，2009~20�0的

預算才能顯著地增加。明年基金會的各項計畫預算總合，將是九

年來，首度超越過一百萬美元。從去年金融風暴得到的教訓，使

得投資委員會對市場的反應更為敏銳，對其投資決策更加謹慎，

對基金會全面資產管理也將更為靈活。■

欽哲基金會財務狀況與投資方式報告

投 資 委 員 會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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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欽哲基金會發起的全球大學佛法研究普查計

劃，目的在於確認護持全球佛法研究的最佳方式。

雖然計劃只進行了三分之一，我們的顧問委員會和

研究團隊已經確立了四項初步調查結果。

第一項調查結果是將各大學分成︰「卓越中

心」、「資源大學」以及「相關大學」三類。這

項分類結構是經過和本會顧問琴恩．史密斯，和彼

德．史基伶教授討論後所訂定，它將有助於確認關

鍵的影響力矩點，以及對護持對象提出更深刻的建

議。

第二項調查結果，建議欽哲基金會可專注於較

小規模與較低經費，並能迅速完成的策略性行動，

但維持高度的影響力。例如，我們可以和相關機構

為一些基金會共同主持專題研討會，討論贊助學術

教席或學院的明智決策。我們也可以在經費和組織

上提供支援，讓印度和西藏寺院的學者到西方的大

學訪問，也讓西方大學的教授能參訪亞洲和喜瑪拉

亞的佛教大學與機構。

第三項調查結果，我們發現有些卓越中心，例

如雪梨大學，由於缺乏經費，正面臨失去重要教席

的危機。這顯然是當務之急，而且，琴恩．史密斯

和彼德．史基伶都認為這是一般的佛教學術社群應

注意的議題。他們二位也同時竭力地建議我們在評

量贊助標準中加入條款，優先保護現有的職務或計

劃。

第四項調查結果指出， 當本計劃完成後，我們

對全球佛教學術研究的深度與多樣性將會有一個完

整的紀錄。我們將能知道佛學中那些正在研究，那

些沒有人研究，並找出其中的缺口和重覆的地方。

同時我們也能確認當今最需要護持和拓展的佛教學

術研究。■

過去這一年我們完成了許多工作。最重要的

是由琳．霍伯格領導的志工研究團隊，以及計劃協

調人以薩．塞瑞，完成了各大學資料收集工作。目

前已開始進行資料分析，並彙整了約20%大學的資

料。分析與報告預定在2010年6月完成。此外在今

年1月和6月的顧問會議中，我們精簡了研究範圍，

將目標著重在最可能從欽哲基金會或其它地方獲得

護持的大學。起初我們的研究方法是根據問卷調查

的結果，將前104所大學進行排序。之後顧問委員

會提出一套精簡的分析標準，我們重新定義研究範

圍和目標，將研究集中在43所大學。■

欽哲基金會全球大學佛法研究普查初步結果

董 事會 特別 報 導 研究總監︰ 悉尼．杰

特別感謝

【欽哲基金會全球大學佛法研究普查】得以執行，全靠

以下超過20多個國家的志工義務幫忙收集資料，我們要20多個國家的志工義務幫忙收集資料，我們要多個國家的志工義務幫忙收集資料，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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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最新消息：關於宗薩欽哲確吉羅

卓佛學院的英語課程、獎學金計畫、新的欽

哲獎學金以及教育交流計畫的行動。

欽哲基金會護持的印度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

，約有五百名僧侶，現已開設短程、全程、以及

進階的英語課程。這些課程的目標是為英語系世

界培訓合格的佛學教師。

除了我們現有的獎學金計畫，欽哲基金會的獎學金

委員會和顧問彼得‧史濟林教授正在研討實行他所

提議的欽哲基金獎項。此獎項意欲鼓勵和支持佛學

研究，並提升對基金會的認識。該獎項將會透過遴

選的大學，由系所教授評選並授予在佛教研究課程

表現卓越的學生。我們希望從一所或兩所傑出的高

等學府開始，並在未來擴展這個計畫。

欽哲基金會新設立的教育計畫，將啟動數項互換

學者訪問，擬派送西藏學者和堪布到西方的大學

體驗教學、研習和生活經驗。兩位宗薩欽哲確吉

羅卓佛學院的學者，將於二０一０年開始旅居美

國首都華盛頓的薩迦中心，他們將在喬治華盛頓

大學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訪問。另外一位宗薩欽哲

確吉羅卓佛學院的堪布，將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參加類似的計畫。■

二００九至二０一０年於欽哲基金會董事會上報告及通

過的預算和活動檔案（Powerpoint檔），目前可供索Powerpoint檔），目前可供索檔），目前可供索

取。如欲索取請寄電子郵件至：

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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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興奮的進展
來自一位匿名捐款人的書信

一位匿名捐款人巨額護持欽哲基金會的「佛典

傳譯計畫」，並寄了一封勉勵的書信予基金會

董事們。

董事會會議中宣讀了這封信。這位捐款人提及

究竟的布施，以及如何有責任感的使用捐助

金，同時呼籲欽哲基金會秉持菩薩的無畏勇

氣，把握機會並且提供迫切的協助。

致欽哲基金會各位董事：

比起諸位尊貴的欽哲基金會成員，我並不認為自己所做

的有何價值。我只是個被許多偉大的喇嘛及仁波切的慈

悲所激勵，想學習修行佛法的人。我對佛法教義不甚了

解，只想專注於修行布施。眾所皆知，布施是相互依存

的行為，沒有所謂究竟的施者、受者與所施物。因此，

我所獲得最寶貴的一課，便是看到我努力集聚的金錢，

能以供養曼達的形式成為捐助金，並且最終融入空性。

有了這樣的想法，我認為我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自己的本

意，至於其他的事，應該都能迎刃而解。

然而，這些日子以來，我改變了這樣的觀點。我想提出

兩點看法：

佛法著重業力因果。捐款人捐予基金會的都是

血汗錢，因此不該被浪費；每一分錢都應該用

在造福眾生之上，而非利益個人。在此，我讚

賞諸位能完全力行這項美德。

佛陀教導我們無常。若眾生需要及時的財務支

持，那麼如貴基金會這樣的慈善機構就應該把

握機會急切的給予援助。當然，捐獻的金錢應

當謹慎合理地使用，但貴基金會應該要秉持菩

薩的無畏精神，當有機會援助時便即時給予，

無須擔心未來的花費是否足夠。一位真正的菩

薩應該是要關心眾生的福祉，無需擔憂未來收

入的來源。

這些是我的想法，提供諸位參考。我誠摯的希望同在修

行道上的各位，都能夠成為無畏的菩薩。

匿名者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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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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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uSu-Ching Chou
聯絡電話：09228228�509228228�5
電子信箱：suching@khyentsefoundation.orgsuching@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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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英文)英文))
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中文)中文))

歡迎蒞臨欽哲基金會網站

蓮心基金會非常高興宗薩欽哲仁波切為護持蓮心基金會，

創作了七幅書法作品獨家義賣。書法原版作品於12月7日到17

日在網路上進行七天的競標拍賣。拍賣所得將百分之百捐助蓮

心基金會在印度和柬埔寨的慈善計畫。

由宗薩欽哲仁波切於一九九三年設立的蓮心基金會，最初

的目的是支持在印度西藏難民兒童的教育。蓮心基金會逐漸發

展為專門幫助那些沒有政府和慈善團體支援的人們。目前，蓮

心基金會為人口販賣和性剝削受害者提供教育和更生的服務。

蓮心基金會也為孤立和貧窮的社群，提供疾病預防的健康照護

和穩定工作收入的機會；更為這些社群確保食物安全、支持永

續的農業，以及幫助建立安全、清潔的水源設備。他們促進貧

窮農村受教育的機會。他們也為一些社會邊緣人，提供非正式

的教育和技能訓練。■

護持蓮心基金會的藝術義賣

宗薩欽哲仁波切的書法作品

下期預告：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的進展及欽哲基金會網

站的全新改版。■

鹿野學苑的新消息

鹿野學苑現在有了新的部落格，刊

載相關的課程和活動。請上網看看「生

態環境工藝品」、「佛教和印度教的見

地」、「傑桑瑪‧天津帕墨令鹿野學苑

擠滿人潮」、「在卓凡學校當義工」等

相關文章。「在卓凡學校當義工」由語

言病理學家兼教育專家以第一人稱講述

，在成人特教中心為有身體、情緒和心

理殘障者服務的故事。鹿野學苑也成為

研究古典印度智慧傳統的中心，也是許

多欽哲基金會護持者來尋求教授和指引

的地方。■

悉達多本願佛學會的新消息

請常上悉達多本願佛學會的網站查

看仁波切的訊息，以及悉達多本願佛學

會在世界各地的活動。二０一０年的北

美「嘎」閉關，目前仍有開放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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