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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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我們的佛教遺產
來自仁波切的訊息

宗薩欽哲仁波切於2009年度欽哲基金會董事會議致詞

欽哲基金會董事會及顧問於20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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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提供 John Solomon)



欽哲基金會  |  2009 年報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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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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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佛教有多大意義？我想佛教貢獻甚多，並非以宗教的方式，

　而是以體現真理的方式。」
——宗薩欽哲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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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宣揚佛陀教授的方法
執行長報告

每年春天，我們藉著欽哲基金會年報出刊的機會，

與您分享前一年的工作重點。對欽哲基金會來說，2009

年是特別忙碌又興奮的一年。

在我們持續進行的工作當中，獎學金基金提供援助

給與日俱增的學生和修行者，我們也持續護持兩所西藏和

印度傳統僧眾大學裡超過一千名的學僧。

2009年三月，欽哲基金會贊助在印度比爾舉辦的「

佛陀言教之譯」會議，從而成立「佛典傳譯計畫」。此項

百年的全球計畫，其目標在於將博大精深的佛法典籍翻譯

成現代語言，令普世皆得使用。仁波切和欽哲基金會承諾

要全力護持「佛典傳譯計畫」的初步規劃和臨時組織。

欽哲基金會日趨重要的工作，在於找出具創意和建

設性的方法，以保存和宣揚所有佛教傳承的教法。我們特

別著重於大學層級的佛學學術研究，以及在傳統和西方優

秀佛教學府之間，進行知識和經驗的交流。初步的努力已

經成形，一些令人關注的計畫也將在2010年開始進行。

儘管去年全球經濟十分低迷，來自世界各地贊助者

的捐款仍持續增加。2009年獲捐的金額總計為一百二十

萬美元，微略超過我們保守的預期。我們很幸運能得到每

月定期捐款者和對等捐獻計劃者的持續護持。這些慷慨布

施的結合，讓我們有財務基礎來從事長期的計畫，並且對

建立起有效的護持系統十分重要。

欽哲基金會一直是全義工性質的組織。我們的行政

支出維持在絕對的最低限度——總預算的百分之一，所以

能把每一元捐款中的九十九分錢用於我們所護持的個人或

計畫。因為基金會的「素樸」政策，才使這樣的運作成為

可能。我們透過委員會和工作小組來運作，所有的人都是

義工，他們致力將仁波切的願景化為行動，如此的奉獻精

神無與倫比。

當我們以鼓勵研修來持續尋求佛法宣揚的方式時，

我們對目前所完成的一切感到謙卑，也為需要的龐大資

助感到敬畏。那麼多的計畫正等待著資金，那麼多的事業

需要完成，而且也能夠完成。有仁波切的鼓勵、加持和指

導，以及贊助者和義工的持續奉獻，我們誓言要不屈不撓

地工作，使佛陀悲智教法利益所有的眾生。

陳季佩 Cangioli Che

執行長

親愛的朋友和欽哲基金會的護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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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體認到佛法能為世界帶來和平與快樂的重要

性，宗薩欽哲仁波切於2001年成立欽哲基金會，致力於

弘揚佛陀的教法，以利益一切眾生。

在仁波切的啟迪和指導下，加上我們遍佈世界各地

的贊助者和義工支持網絡，欽哲基金會已建立起保存、保

護，提倡並宣揚佛陀悲智教法的護持系統。

我們的護持系統根據仁波切所指定的五大計畫而成

立。此五大計畫以傳統的形式和創新的方式，以期能確認

並充分護持在世界各地中，所有傳承的佛法研習和修持。

1. 獎學金基金

2009年，獎學金基金仍為欽哲基金會五大計畫的首

要之務。即使在許多佛法盛行的國家，對修行者的護持已

漸漸減少；在西方，這類的護持則幾乎不存在。欽哲基金

會獎學金協助追隨佛法的人得以接受法教，相信未來這些

受益者，將成為佛法流傳世界各地的一股龐大力量。

過去一年裡，欽哲基金會提撥超過七萬五千美元獎

學金，透過公開申請、也透過贊助許多機構，贈予世界各

地共四十五人。除了護持學生外，獎學金基金增加了對上

座部傳統的國家如孟加拉、斯里蘭卡及柬埔寨的僧侶們的

贊助。他們研習的領域包括佛教哲學、語言和翻譯。欽哲

基金會也增加了對修行者進行長期閉關的護持，包括在中

國正在進行終生閉關的十四名尼師。

在欽哲基金會顧問彼得史濟林的建議之下，我們將

於世界各地選定的大學中設立「欽哲基金會傑出佛學研究

獎」。

此獎項的目地是為了鼓勵和表彰在佛學研究中，特

別是在技巧和方法上有卓越表現及辛勤工作者，尤其是專

長各種佛教傳統中古典語言的學者們。欽哲基金會將與優

秀的高等學府合作，於2010年春季，頒發首屆欽哲基金

會獎給傑出的大學生和研究生。

我們很高興見到，隨著部份受益者開始在他們自己

的國家安排佛法教學、開始翻譯佛法，以及從事其它與佛

法相關的工作。獎學金的效益將會倍增。

2. 佛學院基金

KF佛學院基金最初設立於2004年，藉以確保延續宗

薩佛學院高等佛學教育的傳統。佛學院基金主要護持在西

藏和印度的宗薩佛學院學僧基本所需，這兩所學院在高等

佛學研習領域中，向來以優秀的學術水準而著稱。過去兩

年裡，護持的範圍顯著地擴展，包括了醫療照護、語言課

程、電腦設備等。

仁波切希望能將印度與西藏的宗薩佛學院，發展成

世界級的佛學研修中心，培育能夠為全世界服務的佛教學

者與導師。欽哲基金會現正與佛學院共同努力，提供更好

的設備，並擴展包括外國語文、電腦技能、世界歷史、數

學與科學等課程。

西藏宗薩

過去一年裡，欽哲基金會持續護持西藏宗薩寺、宗

薩康傑佛學院、附近閉關中心及寺院裡超過一千位僧尼和

長期閉關行者的部份基本生活所需。基金會也開始贊助雇

用合格的會計人員管理行政事務，將寺院的財政流程提升

至現代標準。

我們的努力
五大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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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薩

除了提供位於印度炯達拉的確吉羅卓佛學院，五百五十

名師生基本食物與運作所需之外，基金會持續地擴展護持領

域。由基金會捐贈所建的醫療診所，現正提供學生與教職員

亟需的健康照護。

佛學院現已為僧侶開設短程、全程、以及高階英語課

程。這些課程的目標是為英語系世界培訓合格的佛學教師。

基金會有一個新的教育計畫將啟動數項互換學者訪問

方案，擬派送西藏學者和堪布到中國、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大

學，體驗教學、研習和生活經驗。兩項交換學者的計畫於

2010年進行中。

2009年，欽哲基金會提撥近二十五萬美元護持印度及西

藏的宗薩相關機構。

3. 出版基金

出版基金是一項資源保護傘，為了讓所有有志研修佛法

的人，均能獲得佛教典籍而設置。基金會與其他志同道合的

組織合作，集中護持三個主要領域：保存、翻譯與流通佛教

典籍。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BRC)

欽哲基金會是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BRC)主要的贊助

者。TBRC的目標是永續西藏的智慧傳統。KF資助TBRC的各

項核心計劃，包括以數位方式保存其收藏的一萬兩千多冊文

獻。2009年中，TBRC團隊的工作進度已經超過了大部分去年

所設立的基準，掃瞄超過四千冊文件，完成三百五十五份綱

上圖：佛學院總務欽哲堪布

於印度炯達拉宗薩欽哲確吉

羅卓佛學院之辦公室書桌前

中圖：僧侶首次使用新的英

語學習教室

下圖：周熙玲與炯達拉宗薩

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之副

總務烏金一同整理年度財

務報告

(照片提供 Noa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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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計畫重點

要，並且將兩百五十冊文件格式化。

TBRC希望能在2012年完成核心收藏的掃瞄，然而透

過添購、與其他學術單位合作、或是TBRC本身持續搜尋

稀有重要的文獻，圖書館的館藏將會遠遠超過原先所預期

的一萬二千冊。

欽哲基金會承諾五年內贊助TBRC數位圖書館一百二

十萬美元。目前已捐贈超過五十萬美元，包括2009年捐

贈的二十九萬美元。

貝葉基金會

欽哲基金會持續支持貝葉基金會對於保存及研究東

南亞佛教文化遺產的努力。貝葉基金會正編目並建置一套

資料庫，用以歸檔大量的佛教文獻典藏，這些都是古典巴

利文和其他東南亞語言在貝葉和紙上的手抄本。貝葉基金

會正出版一系列的《三藏研究資料》。迄今已出版五冊書

籍。六冊新的書籍也在籌備中，貝葉基金會希望2010年能

將這六冊書籍出版。

「佛陀言教之譯」會議

2009年三月，超過五十位世界頂尖的佛法譯者、教

師和學者齊聚於印度比爾鹿野學苑，參與由欽哲基金會贊

助的「佛陀言教之譯」會議。與會者商討如何使世人得以

接觸佛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首先翻譯成英文，接著再

翻譯成其它各國語言。

這場由卓千彭諾仁波切主持的重要盛事，得到藏傳

佛教各大傳承領袖的加持和祝福。經過五天密集的商議，

研討會終於達成設立「佛典傳譯計畫」(BLHP)的決定。目

標設定在一百年內，完成龐大非凡的佛教珍貴文獻遺產的

翻譯，尤其是藏文的《甘珠爾》和《丹珠爾》，以期令普

世皆得使用。

在與會者的請求下，宗薩欽哲仁波切同意擔任佛典

傳譯計畫(BLHP)的臨時領導人。欽哲基金會也暫代本計畫

的臨時秘書處。

「佛陀言教之譯」會議決議內容

幾世紀以來，佛陀的言教已為眾生帶來無窮利益，

因此為了現世與未來的眾生，我們此次會議決議通過往後

一百年、二十五年及五年之目標，並將之命名為「佛典傳

譯計畫」：

百年願景：翻譯佛教文獻遺產，令普世皆得使用。

二十五年目標：翻譯所有《甘珠爾》和大部份《丹

珠爾》及藏文論典，令普世皆得使用。

五年目標：翻譯並出版《甘珠爾》、《丹珠爾》及

西藏論典的代表性樣本；並且為完成長程願景，建

立所需基本設施及資源。 

「有了(TBRC)數位圖書館，未來不論是天災、政治、或經濟的災害，

　都再也無法摧毀這些珍貴的佛教典籍。」
——宗薩欽哲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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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千彭諾仁波切於2009年佛陀言教之譯會議，印度鹿野學苑

(照片提供 John Solomon)

佛典傳譯計畫(BLHP)

譯者會議數月後，「佛典傳譯計畫」臨時的組織架

構已就定位，初步的方針和策略計畫也已發展完備。

「佛典傳譯計畫」的臨時委員會於七月成立，設有

自己的執行長。九月舉行為期四天的馬拉松會議。因與會

者的請求，初期階段於臨時領導人宗薩欽哲仁波切指導

下，欽哲基金會將提供基礎設備、行政、初期資金和規劃

的支持。

經過委員會成員數月的努力和準備，「佛典傳譯計

畫」於2010年一月開始正式運作。「佛典傳譯計畫」預

計在三到五年內，成為一個完全獨立並自給自足的營運組

織。而欽哲基金會將持續贊助「佛典傳譯計畫」。欲得更

多資訊，請上網http://www.buddhistliteraryheritage.org/

書籍及翻譯計畫

2009年基金會贊助許多不同的書籍和佛法的翻譯以

及錄音謄寫計畫。部分由仁波切指定，部分則由其它團體

執行。其中一項是仁波切的新書《到印度佛教聖地該做的

事》，本書的英文版在悉達多本願佛學會和欽哲基金會網

頁可供免費下載。

「從翻譯佛法的角度來看，菩提心絕對是最重要的。有了菩提心，才可能開啟『智慧』，

而非僅僅充實『知識』而已。我們唯一要翻譯出來的，就是佛陀所證悟的真理。而這要靠

慈悲、寬容，尤其是菩提心。」
——吉美欽哲仁波切，於佛陀言教之譯會議

佛陀言教之譯會議與會者                       (照片提供 Matthieu Ricard)

http://www.buddhistliteraryheritage.org/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
http://www.khyentsef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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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佛子教育計畫

仁波切有個長期願景，希望在佛學教育未普及之

地，提供佛學教育。課程形式將依不同國家學生的需求而

安排。

鹿野學苑，印度比爾

欽哲基金會持續護持印度比爾鹿野學苑的運作。

仁波切於2006年設立該學院，作為研修印度傳統智慧

的中心。鹿野學苑的使命在於重建那瀾陀研修精神，

表彰印度傳統哲學的各學派，如耆那教(Jain)、不二論

(Advaita Vedanta)等，以及佛教諸多傳承。

2009這一整年，鹿野學苑繼續其復興古典那瀾陀傳

統之路。它與欽哲基金會主辦了劃時代的譯者會議，為這

項保存印度與西藏佛教典籍的重要計畫，註記了吉祥的緣

起。這一年當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佛教思想、古典

藏文和梵文語言等的專題研討會，以及由索甲仁波切、傑

尊瑪•天津帕嫫、吉噶康楚仁波切、那拉揚吉•拉教授、

確英多傑堪布、貝堤那•包墨博士、帕伯•巴瑞教授及拉

吉•羅曼娜等人指導的閉關禪修。同時，鹿野學苑也進一

步發展一系列有關古典印度哲學、文化、藝術和傳統醫藥

系統等課程。

鹿野學苑安排一系列的佛教閉關活動，藉以持續支

持印度的佛教團體，這些活動由葛謝•拉克多、羅桑•諾

布•夏斯及尊貴的桑瑪地等人以印度語指導。除了這些活

動以外，鹿野學苑持續其對當地社區的社會與生態義務，

它實施一項新的流程，以訓練佛教寺院認識生態議題，並

且為僧眾規劃有關生態和零污染的教育訓練課程。此項成

果使許多寺院在他們的社區開辦零污染計畫，同時也引起

當地具影響力的政策制訂者注意。

上圖：「印度教與佛教作如是說」，由納羅揚帕薩瑞傑主持

中圖：宗薩欽哲仁波切教授寂天菩薩「入菩薩行」課程中的禪修時間

下圖：自然與藝術閉關課程 

(照片提供 Jennifer Varma及鹿野學苑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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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鹿野學苑吸引了超過一千名來自印度和世

界各地的學生，持續提供一個思索和體驗古老那瀾陀傳統

的空間。

兒童佛學教育

在有限但必要的方式之下，欽哲基金會持續護持位

於錫金的傳統佛教僧院的兒童學校，提供他們衣食與其他

必需品的資助。

其他創辦事項

欽哲基金會也贊助在澳洲、德國和巴西所開辦的佛

學教育。2009年，基金會開始測試並設立一個社交聯誼

網站，讓佛教徒和佛法相關的教育人士，能更容易接觸有

效的佛學教育資源和訊息。

5.佛學教席研究基金

欽哲基金會持續促進世界各地主要大學與佛教學院

中的佛學學術研究。

加州柏克萊大學之欽哲藏傳佛學教席

2009年一月，雅各•道爾敦(Jacob Dalton)開始在加

州柏克萊大學教授佛學。其教職係因「欽哲藏傳佛學教

席」於2006年之設立而產生，此代表欽哲基金會和加州

柏克萊大學合作四年的成果。

全球大學佛學研究計畫

接續欽哲教席在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成功後，欽哲基

金會啟動全球大學佛學研究計畫，目的在於找出護持全球

佛法學術研究的最佳方式。雖然計畫只進行了三分之一，

我們的顧問委員會和義工研究團隊已經確立了數項初步調

查結果。同時，七十二所大學的資料採集已經完成，其中

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大學資料已經彙整並完成分析。

研究將在2010年六月完成，屆時基金會將能確定，

支持和擴展佛學獎學金最優先應該採取的行動。

「我不願說得過份誇張，但很明顯的是，我們必須快速採取行動，而且我相信唯一能

讓我們能夠完成這個劃時代的努力方法就是眾人一起合作，不僅是翻譯者，還有贊助

者、佛教老師，當然還有學生。我們必須聚積技巧、資源、經驗和精力，策劃出一份

翻譯佛法的計畫，一個我們能齊心合力有所貢獻的計畫。我們必須決定這個翻譯計畫

在10年、25年、50年及100年後，會達到什麼樣的成果。」

——宗薩欽哲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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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道爾敦談他在加州柏克萊大學

任教的第一年

當我2009年一月抵達加州時，那裡的天氣

異常溫暖。好幾個禮拜的週末，我穿著T恤在柏克

萊四處閒逛，教導我的雙胞女兒怎麼嗅花香。可

以說我的家人在這裡過得非常開心！工作方面，

校園裡的氣氛不僅如我所願，甚至還更好，我對

此感到很滿意。夏爾夫教授、馮羅斯派特教授和

我十分緊密地一起合作，這裡的學術環境非常地

令人鼓舞。

在學年的一開始，佛學研究中心為教職員工

和學生舉辦了健行和野餐，這活動帶給大家歡樂

而非苦惱（就我而言）。在教學方面，我開了三

門新課程：「亞洲的密續傳統」、「藏傳佛教中

的死亡、夢境和覺知」，以及一門有關西藏發展

史的課程。我在秋季班教授一門有一百二十名學

生的佛學概論課。亞歷山大馮羅斯派特教授與我

共同教授一門瑜伽密續專題研討課程，對象是研

究藏文和梵文的學生，我們的合作非常愉快。

我也忙於擴充我們新的西藏研究所。我設法

募集了足夠的資金，讓加州大學系統能夠訂閱使

用琴恩史密斯持續擴展中的數位西藏文獻珍藏。

我們計畫在2010年春季，致力進行一個西藏藝術

史專題，也正籌備接待數名研究西藏的訪問學者

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參訪。

上圖：雅各•道爾敦教授與加州柏克萊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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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持續強調佛法研習及修行的重要性，我

們將資金用以護持藏人、非藏裔人士，包含來自不同佛教

傳統的僧眾及尼眾，在家學生和行者，學者和譯者，佛教

老師和研究人員等。

在過去的一年間，欽哲基金會完成了：

* 以獎學金資助世界各地四十五名學子及行者。

* 提供全額或部分資助，護持宗薩寺、佛學院及其他印

度和西藏寺院的一千兩百多名僧尼。

* 資助超過三百五十位在西藏長期閉關的僧尼。

* 贊助並策劃「佛陀言教之譯」在印度的會議，並提供

秘書處與資金協助「佛典傳譯計畫」建立初步的規劃

和臨時架構。

* 護持印度鹿野學苑的課程活動，吸引上千人前往參

加。

* 提供獎助金以護持諸多保存、翻譯和發行佛教文獻的

計畫。

在2009年間，我們提供三十多種主要的贊助金給個

人及團體，利益了數千人。受益者來自世界各地，包含澳

大利亞、柬埔寨、加拿大、中國、印度、德國、尼泊爾、

蘇格蘭、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及美國。這些贊助金及

獎學金總值約達九十萬美元。

部分2009年護持的個人及計畫

德國柏林．柏津資料庫

護持亞歷山大•柏津博士的工作。他成立的網站

(www.berzinarchives.com)使用多種語言的教育工具，提供

詳實的資料介紹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佛教的歷史、西藏和

中亞歷史、西藏的醫學和占星學、佛教與回教之淵源等主

題。

佛典傳譯計畫(BLHP)

提供行政和經費上的支持，協助此計畫的初步階段

規劃和臨時架構。

以佛典傳譯計畫獎助金贊助大悲遍空寺的「概念驗

證」計畫，翻譯《父子合集經》的前一百頁。 

印度比爾．鹿野學苑	(印度悉達多本願會計畫之一)

提供人力及運作經費，護持各種免費、且開放給印

度和世界各國人士參加的課程和座談會。 

中國德格．宗薩康傑佛學院

資助在佛學院研習的四百一十名僧侶(包含師生)生

活基本所需。他們主要來自四川、青海、甘肅和西藏等四

省。

印度炯達拉．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

護持佛學院五百五十位學子、堪布、老師和員工的

基本飲食和生活需求，並資助醫療診所，以及為一百位學

僧和堪布們提供全日和半日制的英語課程。

中國德格．宗薩寺

資助寺院內兩百五十位僧侶生活基本所需。

護持的對象
2009獎助金受益人

www.berzinarch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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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獎助金受益人

泰國暖汶里．貝葉經基金會

護持貝葉經基金會所有保存佛教手稿的計畫。該基

金會已編目一萬多份記載於貝葉和其它紙類的手稿，其中

最早的手稿可追溯至1761年。

中國麥宿地區．嘎谷、當倉禪修閉關中心

護持長期閉關的三百五十位僧尼，其中八十位終身

閉關。

美國華盛頓．喬治華盛頓大學

贊助一個於2010年將進行的實驗性計畫：兩位宗薩

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的資深學者將前往華盛頓大學，除了

作佛學講課，亦出席參與華盛頓大學的課程、進行關於薩

迦班智達的研究，進而體驗西方主要大學的生活。

美國．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畫(KEAP)

提供大學獎學金予柬埔寨上座部僧侶，在泰國朱拉

隆功大學研讀佛法。

加州奧克蘭．心身覺知計畫

資助一個持續進行中，以覺知修持為主的更生計

畫，此計畫以佛教禪修為原則和以實修為基礎，對象為美

國加州阿拉米達縣立少年監獄之少年受刑人。

海蒂尼芬

贊助在恰札桑傑多傑仁波切指導下，海蒂尼芬所著

之噶陀堪布昂旺巴桑(Khenpo Ngawang Palzang)的靈修自

傳，包含翻譯、編輯和出版等事宜。

印度北錫金．北錫金學院

資助一百多名部落學童的教育、飲食、醫療、衣物

及住宿等費用。

阿尼羅卓帕默(Ani Lodro Palmo)

護持完成敦珠林巴自傳之翻譯計畫。

尼泊爾加德滿都．俱生智慧學院

持續護持「欽哲—俱生智慧學院獎學金」計劃，幫

助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在2009年，有九名學生獲得獎

學金進入該學院就讀。

利美基金會

護持心的本質系列(the Heart Essence Series)第三卷

的翻譯，內容包含龍欽巴的「修心的七項要點」(Essential 

Guidance on the Seven-Point Mind Training)和吉美林巴的

「邁向解脫之路」(Steps to Liberation)。

美國紐約．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BRC)

護持琴恩史密斯收集之西藏佛典的掃描、格式化、

製作綱要，編纂數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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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薩迦法王．大悲遍空寺

護持薩迦班智達自傳之翻譯工作，他是薩迦五祖中

名聲最為響亮者。

澳洲新南威爾斯．金剛持寺

護持七位於2009年一月開始進行三年閉關之行者。

西藏．瓦南閉關中心

護持十四位尼眾，於拉薩附近的瓦南閉關中心進行

終身閉關。

吳寧強

贊助在西藏宗薩寺彭措郎加堪布指導下，吳寧強所

進行的藏文佛典中譯計畫。他同時也擔任彭措郎加堪布佛

法教授時的中文口譯。

個人

透過公開申請程序，十三名學生獲贈欽哲基金會獎

學金，以進行佛學研究、為翻譯工作所作的語言訓練、及

其它自選的修行課程。獎學金的受益者包括來自孟加拉、

緬甸和新加坡的五位僧人，一位在斯里蘭卡及尼泊爾進

修、來自蘇格蘭的比丘尼，以及緬甸、加拿大和美國等地

的在家行者和學生。

上圖：西藏佛教資源中心工作人員

(照片提供：西藏佛教資源中心)

上圖：俱生智慧學院獎學金受獎者           (照片提供：俱生智慧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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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甦之年──如履薄冰
投資委員會報告

歷經2008年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後，2009年股市急

劇走高。投資大眾目睹了最大規模的全球貨幣與財政振興

方案，刺激經濟景氣。2009年前幾個月，由於對世界經

濟體系瀕臨崩潰邊緣，以及對全球將進入另ㄧ個經濟大蕭

條的恐慌，致使指數重挫。當疑慮開始消散後，積極冒險

型的資產績效超越了保守型的資產，譬如現金的報酬率幾

近於零。然而2009仍是實質經濟負成長的一年，整個開

發中世界的收入明顯銳減。

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欽哲基金會的資產組合投資報

酬率達21%，履行我們一貫以低風險創造高收益的承諾。

此報酬率高於5%的年度目標，超越模擬綜合指標近10%

。

值得一提的是，此績效的投資組合中現金比例平均

佔46%，這意味著基金會半數的資產十分安全，而另半數

的投資報酬率其實高達約40%。另一個有趣的角度是，事

實上獲益收復了90%在金融風暴中的損失；其餘10%的損

失數字則小於2007年的獲利。如去年報告所提，欽哲基

金會至始以來的捐款，未損失分毫。

2009年底，由佛學院基金和獎學金基金組成的投資

組合總共為710萬美元，分散投資在不同的資產類別。其

中股票的平均收益為40%，債券在2008年的災難性表現

後，有35%的亮眼績效，黃金增長了25%。高績效的另ㄧ

重要層面是分散貨幣組合，2009年其他貨幣的持有率又

增加了20%。

ㄧ如往年，交易率雖達28%，費用率維持在0.29%，

仍舊非常低。我們看準市場，在不同時機買賣黃金、在非

常低廉的資產價格出現時，動用資金進場。

雖然去年標準普爾500指數與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

分別反彈24%及27%，但經濟景氣的不確定性與ㄧ般投資

大眾的不安全感仍存在。儘管美國景氣回升似乎不假，然

而成長的速度或許會低於典型的經濟復甦。此外，一些結

構性問題仍待解決。首當其衝的是持續性的消費者去槓桿

化、銀行體系面臨貸款品質惡化、監管更加嚴格但細則仍

不明朗、信用市場依舊渾沌、還有仍須多年才能回復的房

地產市場。以國際觀點來看，前景可能還是高度的債務危

機與資產泡沫。

目前對投資委員會來說，未來走向並不明朗。債券

方面，我們已縮短到期日，並持續掌握多元幣別的原則。

目前基金會的美元資產僅佔43%，我們仍繼續保有現金，

儘管利息酬報偏低。一如我們在2009年九月董事會所討

論，投資委員會在考慮全球的不確定因素下，仍將採取保

守的風險收益風格進行投資。

固定收益

2009一整年，十年期的美國政府債券收益從2.25%

上漲至3.85%。在此景況中，我們的固定收入標準指標

──巴克萊綜合債券指數5.9%的獲利，還算差強人意。

我們投資組合中的固定收益部分來自現金與債券。

現金0.2%的獲利，報酬率如同三個月的國庫券，幾乎是

零。但持有現金卻可以讓我們以安全的方式進行外幣操

作。譬如目前我們大部分現金都是加幣，在這一波的美元

貶值中，就已經受惠。

固定收益市場中的信貸相關領域，2009年顯示強勁

的反彈。投資人重回房地產抵押債券、投資級公司債與高

收益市場，均有豐碩的獲利。我們持有的債券也同樣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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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的報酬率。

國際債券的投資組合報酬率為25%。不僅收復2008

的損失，也在2、3月時加碼，從整個市場反彈中獲利。我

們持有印度盧比、澳元、巴西雷亞爾的債券。

國內債券的投資組合報酬率為48%，這是金融體系

趨穩與風險規避趨緩的結果。

全面來說，由於利率與美國財政赤字對美元的影響

尚不明朗，我們在組合中增加美元以外的貨幣，並整體縮

短投資到期日。

在2008年的報告中我們提到，事實上債券投資的損

失僅是帳面上虧損，並預期將可收復。十分高興的是，這

的確發生了。而且在連連破產與金融機構倒閉的風波中，

我們沒有失去投資組合中的任何債券。

股票

2009年股票的投資報酬率達40%。我們手上所持資

產包括直接投資的股票、股票交易型基金、黃金、能源信

託基金。相較於標準普爾500指數的24%與摩根史坦利世

界基金27%的收益，我們的表現非常好。

我們大部分的投資集中於新興市場，是下跌時打擊

最嚴重的市場，所以反彈的獲利也最大。這ㄧ年摩根史坦

利新興市場指數上揚78%，從巴西、蘇俄、印度、中國都

有傑出的績效。在已開發的市場中，歐洲股市普遍領先美

國，日本則略顯停滯。

我們在中國、巴西、加拿大的股票報酬率各為56%

、35%、41%。我們在市場上維持短線進出紀律，是因

為記取了2007~2008年前車之鑑的教訓──即優先保有獲

利。

我們亦增加黃金的投資，在美元前景不確定下有避

險作用。我們黃金的投資集中於黃金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與黃金股票。我們以獲利優先與逢低買進的準則而

達到35%的報酬率。

2010年股市的前景仍舊困難重重。今後，市場表現

將首重企業盈利和經濟的實際復甦情況，而非再依賴全球

性的政策行動、資金流動性、或因全球遠離經濟蕭條的

威脅而可繼續反彈。2010年的獲利可能遠不如2009年強

勁，而市場的波幅也會回到2008年底的情況，因此不能

對前景太過樂觀。

我想我們應當帶頭做起，遵從仁波切對北美佛法營

的指導，堅守紀律，每日精進投資修行，從失衡中獲利又

不增加投資風險。

由衷感謝顧問團持續的建議、欽哲基金會捐款人和

董事會的信賴，相信我們能收復金融危機的大部分損失。

我們珍惜這份信任，並將持續營造優質績效。

欽哲基金會投資委員會

主席 Isabel Pedrosa

Amelia Chow 周熙玲

Marco Noailles

Angie Tsai 蔡安慈

Kelly Yang 楊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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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是……

欽哲基金會透過有效率的護持系統，致力於

宣揚佛陀教法，以利益廣大的眾生。為保存及擴展

所有傳承的佛法教育和修行，基金會希望能提出具

有遠見的思考。

宗薩欽哲仁波切於2001年成立欽哲基金會。

基金會與其眾多護持者，已於加州柏克萊大學中贊

助設立一個佛學研究教席；且承諾捐助超過一百萬

美元，將整個藏傳佛教典籍數位化；並且成立捐贈

基金，以資助在印度和西藏的兩所僧眾大學和一項

遍及全球的獎學金；同時也護持其它許多具開創性

的計畫。

其它現有的計畫包括：世界各地佛教高等教

育系統的學術普查，以及「佛典傳譯計畫」的籌

設。後者預計以百年的時間，致力於將佛陀的廣大

教法翻譯成現代各國語言。

欽哲基金會向來關注全世界，卻仍是一個民

間組織，全體工作人員皆為義工，並由數以百計的

捐款人共同護持；許多捐款人每月僅捐助幾元美

金。但如同滴水匯聚成汪洋，基金會和捐助者共同

護持數以千計的行者、學生和寺院，為當代重建起

護持佛教的古老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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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財務狀況摘要報告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

資產
現金               $ 3,446,384

投資                    3,420,715

總資產                                                                                                                                           6,867,099

負債及淨資產
不受限淨資產                                                                                                                               $ 6,642,287

暫時受限淨資產                                                                                                                                 224,812

負債及淨資產總額                                                                                                                  6,867,099

活動及淨資產變動表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

收入 

捐款                  $966,630

其他收入                      7,605

已實現的投資損益                 (129,259)

未實現的帳面損益                 (957,196)

淨利息及股息                   206,399

總收入                      94,179

 

支出
專案計畫贊助款：

 獎學金                    $ 75,001

 護持寺院和教育                  173,629

 出版及典籍保存                    78,732

 教育計畫                      3,398

 特殊獎助金                    41,711

 專案計畫總支出                  372,471

行政管理費用                     44,605

總支出                   417,076

淨資產變動                 $ (322,897)

年初淨資產                 7,189,996

年終淨資產               $6,867,099

本報表為奧勒岡州波特蘭 James E. Richman會計師審核過的財報節略版。

完整英文財報請向美國欽哲基金會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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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團隊名單
截至2009.12.31止 

董事長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顧問

Ding Nai-Chu(丁乃竺)

Richard Dixey

Steven Goodman

Suresh Jindal

William McKeever

Peter Skilling

Gene Smith

董事會成員

Ang Chui Jin

Cangioli Che (陳季佩)

Michael Chender

Amelia Chow (周熙玲)

Lisa Davison

Florence Koh (許功化)

Barbara Ma

Marco Noailles

Isabel Pedrosa

Raji Ramanan

Isaiah Seret

John Solomon

Angie Tsai (蔡安慈)

Pema Wangchuk

Kris Yao (姚仁喜)

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長Cangioli Che (陳季佩)

Amelia Chow (周熙玲)

秘書 Lisa Davison

Florence Koh (許功化)

財務 Marco Noailles

Isabel Pedrosa 

獎助金審查委員

主席 Ngodrup Dorje

Debra Dorje 

Steven Goodman 

Jakob Leschly

投資委員會

主席 Isabel Pedrosa

Amelia Chow 

Marco Noailles 

Angie Tsai (蔡安慈)

Kelly Yang (楊憶祖)

 

投資委員會顧問

John Carlson

Gene Chan

Gregory Forgues

James Nelson

Luciana Novaes

Miles Santos 

獎學金委員會

主席 Florence Koh (許功化)

Ann Marie Huck

Stuart MacFarlane

Luciana Novaes

Doris Wolter

  

特殊計畫

Nancy Lee, Yin-wah Ma (李許月白)

各國代表

澳洲

Chantal Gebbie

不丹

Rinzin Lhamu, Pem Tshering

巴西

Luciana Novaes,  Manoel Vidal 

加拿大 

Julie Chender

Amelia Chow (周熙玲)

Lesley Patten   

德國

Arne Schelling, Doris Wolter 

  

香港

Rosalina Ho

Mazy Kwong

Alysia Lee (李藹詩)

  

印度

Pema Wangchuk

Raji Ramanan

  

印尼

Loekito Hidajat

馬來西亞

Yong Siew Chin

新加坡

Frank Lee

Lee Kwang-boon 

瑞士

Marie Crivelli

台灣

Stephanie Lai(賴梵耘)

Kris Yao (姚仁喜)

Chou Su-ching (周素卿)及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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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逸，林瑀晨，晉華屏，

黃子瑗，張瑞哲，陳志銘，

陳佳莉，廖敏仁，胡全燊

英國

Richard Dixey

Penelope Tree

  

美國

Linda Coelln, Noa Jones 

  

行政辦公室

志工聯絡人 Linda Coelln

美術設計 Emily Crow

受益者聯絡人 Pat Hanna

通訊聯絡人 Lynn Hoberg

通訊主任 Noa Jones

通訊經理 Jesse Klein

受益者聯絡人 Su-yin Lee (李喜燕)

編輯 Jakob Leschly

行政助理 Louise Rodd

計畫聯絡人 Sharon Roe

資料主任 Margaret Sablatnig

推展理事 Isaiah Seret

照片檔案 Yulia Sheynkman

工作人員 Alex Trisoglio

編輯 Albert Paravi Wongchirachai

引言索引 Sarah Wilkinson

總編輯 Jessie Wood 

技術與網站管理 Dave Zwieback

  

工作團隊 

佛子教育計劃

聯絡人 Michael Chender

Chagdud Khadro

Lama Sherab

Christine Boedler

Meg Hart

Ianina Munarski

Luciana Novaes

Lesley Patten

Isabel Pedrosa 

Bryan Rowe

Eva Thomas

Simon Thomas

Doris Wolter

印度宗薩欽哲確吉羅卓學院

聯絡人 Amelia Chow (周熙玲)

學院秘書 Khenpo Jamyang Khyentse

學院副秘書 Ugyen Rangdol 

印度聯絡人 Pema Wangchuk

醫療服務 Dr. Rob & Julie MacLachlan

英語課程教職員 Suzie Erbacher

TBRC及數位圖書館

Alak Zenkar Rinpoche 阿勒增喀仁波切

Gene Smith

David Lunsford

Isaiah Seret

Jeff Wallman 

  

佛學研究席位

Cangioli Che (陳季佩)

Richard Dixey

Steven Goodman

Gene Smith

Kris Yao (姚仁喜) 

全球大學佛學研究計畫

顧問群

Richard Dixey

Steven Goodman

Peter Skilling

Gene Smith 

研究指導 Sydney Jay

研究協調 Lynn Hoberg

計畫聯絡人 Isaiah Seret 

佛典傳譯計畫(BLHP)

臨時委員會

主席宗薩欽哲仁波切

執行長 Huang Jing Rui (黃淨蕊)

Ani Kunga Chodron

John Canti

Steven Goodman

Gene Smith

計畫顧問 Ivy Ang

KF聯繫 Cangioli Che (陳季佩)

顧問群

策略規畫 Ivy Ang 

通訊 Sharon Roe

出版 Ron Schultz

  

法律顧問

Alexander Halpern LLC 

Boulder, Colorado, USA 

  

審計員

James E. Richman, CPA, PC

Portland, Oregon, USA

除了法律顧問及審計員之外

所有欽哲基金會成員均以義務性質擔任



核心目標 

為利益眾生，促進佛陀的悲智法教 

任務 

建立護持系統，支持所有佛教傳承的研習和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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