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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迴向
來自仁波切的訊息

Choyning Dorji拍攝

感恩

在讚嘆琴恩．史密斯孜孜不倦地收集佛教文獻時，仁波切提到，對這個世界最有益的事業，往往不

受矚目或不令人印象深刻。欽哲基金會在幕後的運作，當然不像廟宇飛簷般，閃爍著金碧輝煌。管

理資料庫、準備撥款協議書、詳盡的簿記和會計、不斷地編寫和校對、每日密切關注金融市場、詳

細審閱申請書、通宵達旦的會議和網路研討會、以及快速回覆來自世界各地的問題；所有這一切平

凡但必要的工作，都是由我們志工團隊每天無怨無悔地進行著，也就是這樣的一群志工造就了今日

的欽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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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各界親愛的護持者：

我們的事業是發自善因的事業，它源於良好的動機——至少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從欽

哲基金會設立至今，我們發揮的影響力有目共睹。超過一萬人的生命已然改變；佛陀的教法

也藉由這些人的研修得以廣傳。當然不是只有我們在護持佛法研修，事實上有許多組織在做

同樣的事；而我們是其中的一員，為此我感到非常的高興。

如你們所知，這樣的利生事業都伴隨著發願，也以發願為結行。值此虎年將盡、迎來兔

年之際，我想將大家的功德迴向︰

祈願我們和許多其他眾生，

皆入甚深佛法正道，

不墮入輪迴深淵，

不投生到貪欲和瞋恚的叢林，

不在邪見的煉獄中煎熬，

不聞妒嫉猜忌的野獸咆哮，

不被情緒的毒箭攻擊，

不與善知識分離，

從今直至成佛，恆常以專注溫潤滋養。

而當今生壽緣盡時，以此功德迴向，

願我們跟隨所有往昔聖哲的腳步，往生佛國淨土。

懇求過去諸佛乘願再來、納受我等，

懇求一切本尊護持，

懇求菩提薩埵為我導引， 

懇求一切空行激勵我們，

以此功德迴向，願我們成為眾生成佛之因。

 

宗薩蔣揚欽哲 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欽哲基金會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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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和欽哲基金會的護持者： 

隨著我們第九個年頭擴大並多樣的活動運

作，2010金虎年充滿了令人興奮的進展。回顧過

去近十年的工作，我們期待歡度十週年慶，同時

也更展望著未來。

有了宗薩欽哲仁波切的激勵和指導，基金

會的目的是為各傳承佛教教育和修行的保存和

發揚，提出具有遠見的思惟。我們的事業不但遍

佈佛教傳統興盛的國家（印度、中國、柬埔寨），

也傳遞到佛法剛剛萌芽的地方（美洲、澳洲、歐

洲許多國家，特別是東歐）。

在2010年，我們持續贊助中國和印度超過

1500名學僧，以維持傳統佛學院的卓越，同時也

加強發展西方佛教學術研討計畫的力度。KF獎學

金及傑出佛學研究獎計畫，培育了世界各地許多

學生和修行者覺醒的種子。我們同時也持續護

持佛典的保存與翻譯，讓佛典能為普世所共享。

除了核心事業，欽哲基金會持續護持《甘珠

爾》的翻譯計畫。目前在「八萬四千．佛典傳譯」

計畫 (前身為「佛典傳譯計畫」)的贊助之下，正在

翻譯《甘珠爾》的前三千頁。

十二月時，我們為琴恩．史密斯哀悼，他是

大家信任的朋友、尊貴的導師和欽哲基金會強力

的支持者，他對佛教以及全人類的貢獻足以流芳

擴大活動的一年
執行長報告

百世。欽哲基金會承諾要繼續護持琴恩的工作，致

力於佛典的保存、數位化和免費流通。

由於世界各地贊助者的慷慨解囊，欽哲基金

會的工作才得以執行。在2010年，我們於五十多個

國家共募得150萬美金──南至阿根廷、澳洲，北至

英、美等國，以及中間的其他國家。

由於我們的服務和贊助者不斷地擴充，目前

我們的會訊與連絡方式要透過翻譯和編輯志工，

以英、中、法和葡萄牙文四種語言來進行。 

志工精神是欽哲基金會的內涵與基礎。儘管

我們是全球性的運作模式，卻仍維持全志工性質

的組織架構，這使我們的行政費用縮減到小於1%

令人驚訝的程度。欽哲基金會以奉獻的理念為基

礎，成果由贊助者和志工們共同成就。

十年經驗的累積，讓欽哲基金會能沈著地面

對仁波切所展望第三個五年計畫（2011-2016年）

所帶來的挑戰和目標。隨著基金會事業的快速發

展，我們的服務也遍及更多地方和更多人群，我們

也比以往更加需要您強力的支持。

有了仁波切的祝福與指導，再加上KF志工團

隊和贊助者，祈願欽哲基金會的事業將佛陀的教

法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利樂一切眾生。

陳季佩 Cangioli Che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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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遠見計畫
董事會報告

在第一天的策略規劃會議中，董事會請仁

波切提出未來五年的願景——未來五年裡，在不

考慮任何限制的理想前提下，仁波切想看到基金

會完成哪些工作？他希望在2016年已經實現些什

麼？仁波切的願景成為懷抱遠見的五年計畫之基

礎。

會議中討論以新的獎助方式來培養下一代

佛法行者，包括培育新教師和青年佛教領袖、翻

譯和傳播經典，並提供學習和實踐佛法的機會。

仁波切開幕發言的主題之一，是探討如何

在扶新護舊﹙培育新的與保留舊制﹚之間取得平

衡。仁波切以安貝卡博士和聖雄甘地在印度都

值得讚賞卻互相衝突的努力為例，他說，有時兩

項重要事業平行進行，卻看似互相衝突。他建議

我們不應該只注意保護西藏文化和護持歷史悠

久的寺院，而忽略了幫助其他各地新一代的佛教

徒。

在2016年之前，我們希望看到至少以下部分

的計畫能夠實現：

• 以新科技傳播弘揚從幼稚園到高中的佛學

課程 

• 培訓青年佛教徒領導管理能力的課程和會

議 

• 在匈牙利、波蘭，或其他東歐國家設立大學

層級的佛教教育課程 

• 西方佛學教師的培訓課程 

• 年長及年輕喇嘛們學習如何教導西方人的密

集培訓課程 

• 在東歐設立三年閉關中心 

•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原「佛典傳譯計

畫」)孕育階段已告一段落，此計畫將獨立成

為佛教歷史上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 最少培訓出十位非藏人和四位藏人翻譯

第二天，董事會籌劃如何讓仁波切的夢想成

真。董事會亦核准2010－11年的各項計畫，並提供

超過110萬美元資助各項不同活動的預算，以促進

各佛教傳承的研修。

仁波切建議：因為過去兩個五年計畫都達成

目標並且極為成功，也許我們該定下一些我們可

能達不到的目標。把眼光放遠加大，瞄準月亮，可

能我們會摘到星星。

這些會議對欽哲基金會團隊來說極為珍貴稀

有。我們很感謝主人派翠克．賈桂琳和所有讓會議

順利進行的人們。

2010年八月﹙法國，土魯斯﹚——在法國南部一座三百年古堡中，

欽哲基金會董事會的核心小組，齊聚一堂想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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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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在保存及

擴展所有傳承的佛法教育和修行方面，提供了具有

遠見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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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在八年內，捐助

超過二百萬美元，將全部藏傳佛教典籍數位化；並

且成立捐贈基金，以資助在亞洲的傳統僧眾佛學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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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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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捐款人每月雖然僅僅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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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護持系統依據仁波切所指定的五大計

畫而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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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傳承的佛

法研習和修持。 

1.獎學金&傑出佛學研究獎

獎學金仍為欽哲基金會五大計畫的首要之

務。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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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獎學金受惠者，未來將成為佛法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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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美

元，透過公開申請以及贊助機構的方式，提供獎學

我們的努力
五大計畫重點

金予世界各地將近一百人。除了護持西方學生外，

獎學金也增加了對上座部傳統國家如斯里蘭卡及

柬埔寨僧侶們的贊助。他們研習的領域包括佛教

哲學、語言和翻譯。欽哲基金會也增加長期閉關修

行者的護持，包括正在中國進行終生閉關的十四

名尼師。

欽哲基金會傑出佛學研究獎

在2010年中，獎學金委員會與世界各地傑出

的大學和學術中心共同合作，成立了「欽哲基金會

傑出佛學研究獎」。這個獎項是由KF的顧問彼德．

史基林教授所發起，以表彰佛學研究的傑出表現

者，特別是精研佛教傳統古典語文的學生。每年，

與KF合作的這些大學選出得獎者，並在其系所進

行頒獎儀式。

2010年，五位得獎者分別於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賓州大學、雪梨大學，漢堡大學以及北京大

學接受頒獎。2011年，KF傑出佛學研究獎於其他

五所大學設立：英屬哥倫比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曼谷的祝拉龍貢大學（Chu-

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畫(KEAP)獎學金受獎人與主辦者。

照片由KEAP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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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計畫重點

宗薩佛學院，四川，中國。

lalongkorn University）、香港大學、斯里蘭卡的克

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Kelaniya），以及台灣的

政治大學。

柬埔寨僧侶獎學金 

欽 哲基 金 會 與 高 棉 佛 教 教 育 援 助 計 畫

（Khmer-Buddhist Educational Assistance Project）

合作，護持四位上座部僧侶於斯里蘭卡的克拉尼

亞大學攻讀學位。其中三位研讀一年期文學碩士

課程，另一位則研讀兩年期的哲學碩士課程。完成

學業後，他們計畫回到柬埔寨教授並弘揚佛法。

2.佛學院基金

KF佛學院基金設立於2004年，以便持續護持

優秀的傳統高等佛學教育，並培養未來的佛法教

師。佛學院基金主要護持在中國和印度的宗薩佛

學院學僧生活基本所需。在過去兩年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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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宗薩

過去一年裡，欽哲基金會大量增加對中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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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基金會

也贊助雇用一名電腦教師，以及合格的會計人員

管理行政事務，將寺院的財政流程提升至現代標

準。

印度宗薩

除了提供位於印度炯達拉的宗薩確吉羅卓

佛學院五百五十名師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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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的醫療診所，現可提供學生與教職員極需的

健康照護。

佛學院現已為僧侶開設全程、短程以及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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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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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大學教授佛教哲學的這個機會，使我能將佛法概念翻譯為英文，對我而言

 是個很重要的經驗，感謝欽哲基金會讓這成為可能。」       ——蔣揚羅薩堪布

2010年裡，基金會提供超過五十萬美元護持

這兩所佛學院。其中約有一半金額是由欽哲基金

會聯繫接洽的個人贊助者所捐贈。

訪問學者計畫 

基金會一項新的訪問

學者計畫贊助西藏學者和

堪布到西方國家的大學，

體驗教學、研習和生活。

這項獨特的計畫促進傳統

高等佛學教育以及西方學術界之間思想和知識的

交流成長。此計畫將逐漸擴展，也贊助西方學者前

往傳統佛教大學訪問及研讀。

此計畫第一位的訪問學者是印度比爾宗薩欽

哲確吉羅卓佛學院的院長——蔣揚羅薩堪布。堪

布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華盛頓特區喬治華盛頓

大學的宗教學系一學期，經費由欽哲基金會贈予

該大學的獎助金所資助。

蔣揚羅薩堪布於華盛頓特區觀光留影。

「幾百年來，上座部佛教一直是東南亞本土社會生活網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上座部佛教是完全以寺院

為基礎的傳統。在這些國家中，佛教寺院及其中的僧侶、尼師和年長的居士，是人們生活中具體和象徵的核

心，這並非只在鄉村地區而已。據我所知，除了欽哲基金會外，沒有其他的佛教或非佛教基金會或捐獻組

織意識到，在世界上的這個地方，存在著這個重要的社會實況，並且為此做點事情。」  

—彼得‧嘉雷帕博士(Peter Gyallay-Pap, PhD,) 

「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畫」(KEAP) 創辦人及執行董事

蔣揚羅薩堪布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中觀哲

學以及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論》，並與助理研究

教授昆嘎秋卓尼師（Ani Kunga Chodron）進行幾

項不同的研究計畫。堪布由薩迦彭措寺之西藏研

究與禪修中心接待，在那裡他也教授一系列的中

觀哲學、佛教邏輯和辯經的課程，並利用空閒時間

進修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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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恩‧史密斯 (1936-2010)。

「有了(TBRC)數位圖書館，未來不論是天災、政治

或經濟上的災害，都再也無法摧毀這些珍貴的佛

教典籍。」

——宗薩欽哲仁波切

3.保存、翻譯及出版佛教文獻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 (TBRC)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BRC)由學者琴恩•史密

斯創立；欽哲基金會是TBRC主要的贊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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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RC希望能在2012年完成核心典藏的掃瞄

工作，然而，透過添購、與其他學術單位合作，加上

TBRC本身持續搜尋稀有的重要文獻，該圖書館的

館藏將會遠遠超過原先所預期的一萬二千冊。

欽哲基金會承諾於八年內贊助TBRC數位圖

書館二百萬美元，包括2010年捐贈的二十九萬美

元。

仁波切向琴恩‧史密斯致敬

 

佛法的存廢，取決於佛法護持者們的遠見、

勇氣、決心和力量。

歷史上，我們見到總是有名不見經傳的人，

致力於服務及保護佛法。如果我們回顧琴恩‧史密

斯所實現和付出的，他無疑就是這樣的人。我總是

說，琴恩‧史密斯為佛法所做的以及他所達成的，

比許多當代的祖古和喇嘛們更多、更無私。我相信

時間會證明我所說的並不誇張。

他甚至在高齡及身體衰弱的情況下，依然堅

持參加最近一次的「佛典傳譯計畫」（現更名為「八

萬四千．佛典傳譯」）會議，這本身就值得作為典範，彰

顯他如何的奉獻自己來服務釋迦牟尼佛。

琴恩‧史密斯的逝去對整個佛法是莫大的損失；對

我個人來說也是如此。他對我及我的所有事業，比如欽

哲基金會，一直以來不斷地鼓舞。讓我們以承續他的工

作與願景來緬懷他。

我還祈願，琴恩‧史密斯的兩位主要上師，怙主頂

果欽哲仁波切及德松仁波切的願望，在不久的未來會被

實現。

——宗薩欽哲仁波切在琴恩‧史密斯過世時，

寫於尼泊爾帕平閉關之中。 

五大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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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六月「八萬四千．佛典傳譯」工作會議，由位於紐約州沃頓

的大悲遍空寺主辦。

來自「八萬四千．佛典傳譯」計畫執行長

黃淨蕊的報告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原名「佛典傳譯計

畫」，於2010年一月正式開始運作，以充滿抱負的

遠見，翻譯佛陀之語，並提供翻譯成果給所有人。

過去一年中，我們在許多方面有迅速的進展，為翻

譯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我們以數份試驗性的翻譯文件開始，以增加

經驗。八月份時，我們首次開放翻譯補助金的徵件

申請，並獲得許多譯者和翻譯團體的廣大迴響。

翻譯補助的申請審查已完成；截至2010年底，我們

已委託世界各地的翻譯團隊共翻譯了44份、總計

3178頁的文件。

我們已建立起一個編輯和檢閱的制度，以

確保翻譯的品質。在編輯委員會以及由喜瑪拉雅

區域和西方學者共同組成的複閱義工小組的協助

下，翻譯計畫的主編將負責掌控整個編譯流程。

2010年三月，我們啟用了「八萬四千．佛典傳

譯」的資訊網站，建立起網上的能見度並啟用線

上捐款。我們也寄送新聞電子季報予超過一萬兩

千名的訂閱者。

工作委員會於六月和十二月會面討論相關的

議題、計畫、策略和政策決議。確吉尼瑪仁波切以

及來自法輪中心(Dharmachakra)的代表們出席了十

二月份在加德滿都舉行的會議。工作委員會計畫每

六個月會面一次。

整個組織編制的基本工作已就定位，工作委

員會由五個委員會組成，分別監管補助金、編譯、

技術、訓練和運作事項。由於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在2011年有更大的進展。

「我此生最主要的目標之一、而我也找不到任何比

這更重要的事，就是將結集了所有佛陀主要教言的

《甘珠爾》—珍貴的佛陀之語—翻譯成英文及其

他各種語言。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我們

應該隨喜這件事正在發生，我們應該隨喜那些正

在做此事的人，我們應該隨喜自己正在做此事，並

為我們自己感到高興。」

—— 確吉尼瑪仁波切

於十二月七日，加德滿都

五大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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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鹿野學苑上方出現的吉祥天空。照片由鹿野學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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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欽哲基金會以有限但必要的方式，持續護持

位於錫金和拉達克的傳統佛教僧院之兒童學校，

提供衣食與其他必需品的資助。

持續進行中的工作還包括設立一個社群聯誼

網站，讓佛教徒和佛法相關的教育人士，能更容易

接觸到有用的佛學教育資源和訊息。

鹿野學苑(DeeR PaRk InsTITuTe)

印度比爾的鹿野學苑是一處研修印度傳統智

慧的中心，由仁波切於2006年設立。2010這一整

年，鹿野學苑持續它的使命，重建古老那瀾陀傳統

的研修精神，表彰印度傳統哲學的各個學派以及

所有的佛教傳承。

鹿野學苑提供藏文和古典印度語文的研討

會，以及佛教與印度哲學、藝術與文化、治療與醫

藥和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等課程。2010

年的研討會包括：由竹究滇津仁波切（Drubgyud 

Tenzin Rinpoche）主持的「密勒日巴及竹巴昆列

（Drukpa Kunley）之道歌」、由納羅揚•帕薩•傑瑞 

（Narayan Prasad Rijal）主持的「龍樹菩薩之致友

人書」以及由貝提那•包莫博士（Bettina Baeumer）

主持的「覺之振動：史邦達•卡瑞卡（Spanda Kari-

ka，意為「脈動」）的閉關研討會」。鹿野學苑也主

辦數次禪修閉關，包括為來自美國的青年學生團

體所辦的「佛教及禪修入門」課程。

2009年末，鹿野學苑開始「在地智慧計畫」

（Local Wisdom Project），探索當地區域的傳統知

識和技藝，並鼓勵在地青年，在面對急速的社會變

遷下，保存並尊重長者的智慧。此計畫與鹿野學苑

的生態工作緊密結合，後者著重大自然的永續生

存和保護。除了這些計畫以外，鹿野學苑也持續教

育佛教僧眾生態議題及支持「零污染計畫」。

2010年，鹿野學苑吸引了超過兩千名來自世

界各地25個國家的學生，持續提供一個思索和體

驗古老那瀾陀傳統的空間。

「鹿野學苑這美好的地方，以其充滿探詢、學術和

崇敬的精神，還有友善的人、完善的組織以及對社

會和環保的敏感度，使這裡形成一種完美的氛圍，

非常適合我們進行『脈動（Spanda）——覺之振

動』閉關研討會。」

—鹿野學苑的閉關者

五大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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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大學的『欽哲中心』非常符合欽哲基金會工

作項目和願景的架構，此中心的學術重心、形式和

功能，不僅在歐洲而且在全世界都非常獨特。欽

哲中心的設立，是對宗薩欽哲仁波切的遠見和事業

一項真正的證明。」

—多傑旺秋教授

仁波切向北京大學的學生解釋中觀。2010年十二月。 

多傑旺秋教授。

5.佛學研究計畫

欽哲基金會持續促進世界各地主要大學與佛

學院中的佛學學術研究。

2010年七月，仁波切造訪俄羅斯的莫斯科和

聖彼得堡。十一、十二月，他拜訪中國的北京、杭

州和上海。在這兩個國家的一些學術機構中，仁

波切與友人、教授及學生們舉行座談。

以下是一些重要事件。

漢堡大學之「欽哲藏傳佛教文獻學術中心」

2010年夏天，漢堡大學的多傑旺秋教授 

(Professor Dorji Wangchuk) 構想並提出設立「欽

哲藏傳佛教文獻學術中心」的計畫。欽哲基金會

核可了該組織初步所需的資金，而「欽哲中心」也

於2011年1月在漢堡大學正式成立。

多傑旺秋教授是漢堡大學印度西藏研究學

系的藏學教授，他說，欽哲中心將會是「嚴謹研究

西藏文獻 (主要是佛教方面) 的大本營，其目標是

促進對西藏佛教哲學和西藏豐富智識歷史的精確

瞭解。」

欽哲中心主要的目的在於強化西藏佛教文

獻的學術研究，加強該領域的學術交流，以及促

進歐洲、北美和亞洲的研究者和學生之間的合

作。

加州柏克萊大學之欽哲藏傳佛學教席

雅各‧道爾敦(Jacob Dalton)在加州柏克萊大學

教授佛學研究課程。此教職係因「欽哲藏傳佛學

教席」於2006年之設立而產生。

「去年，2010年，是我任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的第二年。西藏佛學研究所持續以各種令人振奮的方

式成長。感謝卡瑪•額竹（Karma Ngodrup）的努力，

五大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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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使柏克萊校區大量且

珍貴的西藏文獻館藏終

於整理並分類完成。克

莉斯汀•安德森（Kristina 

Anderson）九月份開始

她佛學博士班的課程。

克莉斯汀擁有堅實的佛教藝術史背景，目前她

正在西藏從事密續佛教的研究工作。此外，我們

也接待許多研究藏傳佛教的訪問學者。去年春

天，來自慕尼黑大學的尼可拉•沙米多夫（Nicolai 

Solmsdorf）來此進行有關十七世紀伏藏師嘎

旺多傑（Garwang Dorje）的研究。我們也很幸

運邀請來自瑞典的史蒂芬•拉森（Stefan Lars-

son）到此進行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拉森正

在撰寫一本書，此書是關於十五世紀倉紐•嘿魯

嘎（Tsangnyön Heruka）大師的傳記與道歌。

「我們舉辦藏傳佛教的公開活動非常成功。

欽哲基金會的年度藏傳佛學講座，讓許多在灣區

與藏傳佛教有關的人士有機會能夠重聚、敘舊並

慶祝。三月份時，魯賓藝術博物館（Rubin Art Mu-

seum）的大衛•傑克森（David Jackson）主講第

二年度的欽哲基金會講座。演講次日，我們舉行

一場關於西藏藝術史的座談會，與會者有傑克森

博士和克利斯•盧克札尼（Christian Luczanits）

，後者是我們佛學研究所來自日本沼田的客座教

授。對我們的學生和我們這群人來說，這是一個

珍貴的機會，目睹兩位頂尖學者深入地討論西藏

肖像藝術。

2010年欽哲基金會講座以宣布設立「欽哲

基金會傑出佛學研究獎」揭開序幕。加州大學柏

「我們應該努力保護那些現存的，幾乎像母親般

的佛教世界，如西藏、柬埔寨和泰國。同時我們

也應該支持那些正在萌芽中，幾乎像孩子般的佛

教世界，如美洲、歐洲等佛教正在急速成長的地

區。」

——宗薩欽哲仁波切 

克萊分校的第一位獲獎人是莎曼珊．凱特拉（Sa-

mantha Catella），她是一位即將畢業的大四傑出

學生。這一學年，莎曼珊待在西藏的拉薩大學學

習。

至於我，夏天我待在倫敦，在英國圖書館繼

續敦煌手稿的研究工作。當我回到學校開始秋季

班學期時，我首次在柏克萊分校教授我最喜愛的

一門課：「藏傳佛教中的死亡、夢境和見地」。我

最近獲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

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萊斯坎獎學金」，

所以下學年我將休假進行學術研究。然而，我計畫

留在柏克萊分校——因為我不想錯過2011年在此

推展的任何活動計畫！」

全球大學佛學研究計畫

接續欽哲教席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成

功設立後，欽哲基金會啟動「全球大學佛學研究

計畫」，目的在找出護持世界各地佛學研究的最

佳方式。一份臨時的報告將在2011年中出爐。

五大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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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的對象
2010年KF獎助學金受益人

欽哲基金會持續重視佛陀教法的實修與研

習，我們的經費護持來自不同佛教傳承的藏人與

非藏人、僧眾與尼眾、居士與行者、學者與譯者、

佛學老師與研究員。

2010年欽哲基金會活動重點

• 規劃獎助學金專案，護持世界各地的佛學弟

子與修行人。

• 在全球十所大學設立欽哲基金會傑出佛學研

究獎，以表彰佛學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 與KEAP合作，恢復柬埔寨僧侶的獎助學金

計畫。

• 與尼泊爾加德滿都的「俱生智慧佛學院」共

同合作，獎助25位來自10個不同國家的人

士。

• 於漢堡大學籌設「欽哲藏傳佛教文獻學術中

心」。

• 增加護持中國、印度之宗薩寺與佛學院內

1200多位僧尼。

• 贊助350多名在中國長期閉關的僧尼。

• 啟動一項計畫，以贊助傳統佛學院堪布(佛學

教授)至西方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 為「八萬四千」翻譯計畫的策劃與過渡時期，

提供行政與募款上的協助，以進行佛陀言教

的翻譯工作。

• 持續護持「西藏佛教資源中心」與「貝葉基金

會」。

• 專款獎助各個不同層面的佛行事業。

護持的機構 

八萬四千：佛陀言教之譯 

（原「佛典傳譯計畫」）

「八萬四千」是一全球性非營利組織，旨在

翻譯佛陀教言並讓大眾皆可取得。欽哲基金會充

當「八萬四千」之秘書處，並持續提供行政服務與

財務贊助，包含籌募《甘珠爾》前3000頁藏譯英

的翻譯經費。

柏津資料庫，德國柏林

持續贊助柏津•亞歷山大博士（Dr. Alexan-

der Berzin）的工作，其網站 www.berzinarchives.

com 以多國語言提供藏傳佛教可靠的資訊。

鹿野學苑，印度比爾

(印度悉達多本願會專案)

籌募人事與運作管銷費用，以舉辦各種課程

與研討會，免費開放給印度與世界各地人士。

八月於鹿野學苑，太諾與蓋雅主辦「喜馬拉雅零垃圾」。

鹿野學苑提供。

http://www.berzinarchives.com
http://www.berzinarchives.com


16  |  欽哲基金會  |  2010年報 

2010年KF獎助學金受益人

宗薩康傑佛學院，中國德格

為四百五十多名於佛學院研習的師生，籌募

生活基本所需，他們來自四川、青海、甘肅、西藏

等地區。

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印度炯達拉

除了繼續護持佛學院基本的運作支出，以及

550名師生、堪布、職工的生活開銷〈如食物、醫

療照護等〉之外，並為大規模的英文課程籌募資

金，包含書籍與耗材。

貝葉基金會，泰國暖武里

贊助貝葉基金會保存、編錄和出版東南亞佛

教文獻的工作。

嘎谷、當倉禪修閉關中心，中國麥宿

持續部分護持350位長期閉關的僧尼，其中

80位終生閉關。

喬治華盛頓大學，美國華盛頓

贊助印度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的資深學

者，前往喬治華盛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以講授佛

學、參與計畫、從事薩迦班智達之研究並體驗西方

主要大學的生活。

漢堡大學，德國

與漢堡大學亞非學院的印藏學系共同設立「

欽哲藏傳佛教文獻學術中心」，並籌募初步運作經

費。

高棉佛教教育援助專案，美國

KF與高棉佛教教育援助專案共同資助四名

柬埔寨上座部僧侶，在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

（Kelaniya University）的研究所研修佛學。他們計

畫在完成學位後，回到柬埔寨教學並弘揚佛法。

曼濟勒福利會(ManzIl WelfaRe soCIeTy)，

印度

「曼濟勒福利會」為一非營利組織，提供社

團及資源給當地低收入戶的青少年，使之學習、教

導、富創造力，並以嶄新的態度面對世界。KF贊助

一齣取材自佛陀一生的戲劇，專為青年學子與僧

眾演出，有5000多人觀賞表演。 

《翻譯名義大集》書名頁，梵藏術語字典，八、九世紀間編纂於西藏

以戲劇、詩歌、舞蹈，讓嚴肅的哲學主題變得活

潑生動。戲劇背後的動機在於提醒老老少少，佛

所說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美好道德價值：非暴力、

耐心、責任、財物無價值、去除自身的負面情緒與

了解自我在社會中的關係之重要。

——卡裘莉‧肯納，本劇編劇與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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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生智慧佛學院(Rangjung yeshe 
InsTITuTe)，尼泊爾加德滿都

持續贊助「欽哲俱生智慧佛學院獎學金」聯

合獎學金計畫，以幫助不同國家的學生。2010年，

有25位學生獲得補助進入俱生智慧佛學院就讀。

這些學生來自奧地利、孟加拉、巴西、加拿大、捷

克共和國、丹麥、法國、尼泊爾、俄羅斯、美國。

聖塔巴巴拉意識研究所（sanTa BaRBaRa 
InsTITuTe foR ConsCIousness sTuDIes），

美國

護持艾倫•華勒士博士（Dr. B. Alan Wal-

lace）翻譯敦珠．林巴《無修成佛(Buddhahood 

without Meditation)》的主要釋論，敦珠．林巴是

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大圓滿心意伏藏大師之一。

西域出版社，美國

出版馬修•耶克斯特的譯作：《蔣揚欽

哲旺波西藏導引（Jamyang Khyentse Wangpo’s 

Guide to Tibet）》

加拿大悉達多本願會

資助許多人參加海天閉關中心的課程。

藏傳佛教資源中心(TBRC)，美國紐約

繼續護持琴恩•史密斯數位圖書館掃描、格

式化、摘錄綱要等工作。

塔藍寺(ThaRlaM MonasTeRy)，尼泊爾加德

滿都

護持寺院僧眾，包含醫療照護與供給學校必

需品。

金剛持寺，澳洲

護持七人進行三年閉關。

瓦南閉關中心，中國德格

護持14位尼師在瓦南中心終生閉關。

青年佛教會，印度北方邦

「青年佛教會」是一義工的、非政府、不分

教派、非營利、非政治性的人民發起的活動，以入

世佛教的理念為基礎。欽哲基金會提供經費幫助

北方邦村落落實青年計畫。

護持的個人

欽哲基金會2010年近100名的獎學金得主當

中，有18名上座部的受戒僧眾，包含16位男僧和2

位尼師，KF資助他們研修更高階的佛學學位。多

數受獎人來自孟加拉與緬甸，當地的高等教育機

會不多，而他們的資源有限且缺乏。有了欽哲基金

會的護持，他們目前在印度、泰國、斯里蘭卡等地

自我覺醒之舞，曼濟勒福利會。卡裘莉‧肯納提供

2010年KF獎助學金受益人



18  |  欽哲基金會  |  2010年報 

研讀。以下是當中少數獎學金獲獎人的故事，包括

幾位西方人士。

U Key Mong是來自緬甸的僧侶，目前就讀於印

度那瀾陀大學。

「我是一名佛教僧人，因為你們的護持，現

在是那瀾陀大學的學生。1996年，我在家鄉受戒

出家，目前修讀碩士學位的最後一年課程。我的目

標在研究佛教歷史與哲學，成為一名受高等教育

的僧人之後，我才有能力對世界上任何想了解佛

法的人，弘揚佛陀的言教。為實現此目標，在你們

的護持鼓勵下，我專心學習。若不是你們的護持，

我不可能達成目標。所以我想藉此機會表達對你

們的感謝。」

Ven. Satya Priya Bhikkhue是來自孟加拉的僧

侶，目前在泰國念學士課程。

「我研究佛學和內觀的動機是要培養覺知

──覺知苦的開始，覺知苦的止息，減輕苦的強

度，最終消滅苦。學業完成以後，我有許多抱負。

我希望能幫助孟加拉貧苦的佛教徒，並設立孤兒

院，讓貧苦的佛教孩童學習佛法。我瞭解到教育

對每個人的重要，發願在孟加拉傳揚佛法。」

泰國的卡如那‧皮亞（Karuna Priya）已經完成他

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佛學系的碩士課程。在仁波

切的鼓勵下，他希望能運用電影將佛法帶給現代

觀眾。

「感謝你們與欽哲基金會在我於倫敦就學時

的幫助，請接受我深深的謝意。」— 卡如那•皮亞

溫德爾‧加那特（Wen-

dell Garnett II）來自

紐約，目前在達蘭莎

拉的一所大學研讀高

階藏文。他寫下：「我

喜愛這門課程！沒有你

們，就沒有這一切」。

「我相信在欽哲

基金會的幫助之下，將

來我也能以相同方式幫助他人。我相信在這個世

界上，許多有才能的人錯失機會，只是因為他們沒

有某種特定的族群身份或經濟地位。例如許多像

我這樣的人，曾經是無家可歸的遊民，這麼說好

了，可以說天生就有著負面印記的非裔美籍人，貧

窮、未受教育等等，我能獲得他人的幫助，有機會

上大學並到印度修習佛法，完成個人的夢想和願

望，這是極為有價值的事。對我來說，這是幫助所

有眾生的開端之真正徵兆。」—Wendell Garnett 

II

溫德爾‧加那特

丹秋．汪茉阿尼與洛彭．拉莫．策寧在尼泊爾帕平。

2010年KF獎助學金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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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寧強（Wu Ming Quiang），中國

在四川宗薩寺彭措郎加堪布的指導下，持續

護持吳寧強藏文佛教文獻漢譯的工作。

KF傑出佛學研究獎得獎人

德密特．保羅（DIMITRI Pauls），漢堡大學

布萊爾．斯維洛克（BlaIR sIlveRloCk），雪梨大學

莎曼珊．安．凱特拉（saManTha ann CaTella），加

州柏克萊大學

「我的志業在保護生物學，以生態學的方法

了解自然運作系統，讓世人了解有效率的管理方

案。如果一切順利，我最終希望能在西藏或鄰近

地區做這類的工作。」

瑞秋．艾比斯坦（RaChel ePsTeIn），賓州大學

麥奇．莫利塔（MIkI MoRITa），賓州大學

李穎，北京大學

「未來除了翻譯巴利文經典與研究犍陀羅

佛教經文外，我將善用自己高棉語的長才，探索

柬埔寨的上座部佛學。欽哲基金會的傑出佛學研

究獎，是對我初次努力的認同，並激勵我未來的

研究。」

丹秋．汪茉阿尼（Ani Damchoe Wangmo，即

Heather Moody）加拿大籍，即將在南卓林寺完

成第七年的佛學院課程。

「很感謝你們頒給我這個獎學金，能入選成

為你們補助的對象讓我深深感動。在進入九年制

佛學院課程的第七年，挑戰更勝以往。能確信今年

在經濟上不用擔憂，這讓我鬆了一大口氣。」—丹

秋．汪茉阿尼

海蒂．尼芬（Heidi Nevin），來自美國奧勒岡州。

即將完成納旺．巴桑堪布自傳之翻譯。

「對欽哲基金會慷慨護持此翻譯計畫，我無

比感激。由於你們與「德葛國際(Tergar Interna-

tional，原「利美基金會」)」協力合作，我才可能貢

獻過去三年的時間來進行這項計畫，並眼見它即

將完成。因著傳承上師與空行的加持，譯作不久

即將問世。耶瑪伙！」— 海蒂．尼芬

雅各．道爾敦教授與KF傑出佛學研究獎獲獎人莎曼珊．安．凱特拉。

Jeff Roe拍攝。

2010年KF獎助學金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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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虎年，我們迎接兔年的到來。根據中國

傳統，相較於活躍強勁的虎年，兔年象徵的是更上

一層的冷靜謹慎；雖然展望金融市場未來前景平

穩，我們仍面臨許多重大的挑戰。

貨幣政策與財政振興方案是2010經濟活動

的主要助力。然而儘管經濟逐漸復甦，市場的疲

弱依然存在，這似已成為我們須面臨的新「相對事

實」，或稱為「新常態」。此外，發展中的新興市場

各有其弊病，從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美國高失業

率、到中國和巴西的經濟成長和通貨膨脹問題，都

令人憂心忡忡。

我們慶幸在這一連串金融風波當中，欽哲基

金會於2010年的投資組合報酬率仍達13.7%，再度

實現我們低風險高收益的承諾。此報酬率高於5%

的年度目標，並超越模擬綜合指標達44%。

2010年底基金會的投資組合總計九百四十萬

美元，分散投資於以下資產類別：35%現金、34%

債券、21%股票及10%黃金和銀。現金收益為0.6%

，債券為16.2%，股票25.2%，黃金和銀則獲利

47.5%。

基於上述績效，我們得以降低目前維持在

0.14%的費用率和16%的周轉率。由於對貨幣政策

促成的「人造牛市」保持審慎態度，在此時期我們

相較往年持有更多的現金，此為有效降低比率的

原因之一。

儘管世界經濟已逐漸走出大蕭條，未來仍充

滿不確定性。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未能創造

足夠的工作機會吸引新投資者進入市場，更別說

金融危機中流失的職缺了。在此景況下，美國聯邦

儲備委員會(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決定將聯

邦資金利率維持在0%至0.25%的歷史新低，並實

鞏固收益，迎接挑戰
投資委員會報告

行更多的量化寬鬆政策。此政策在六月底的成效

仍未明朗。

歐盟方面似乎在問題處理上有改進的徵兆。

雖然週邊國家陸續出現振奮人心的改革呼聲，但

還是無法提供完善方法解決長久以來的問題。歐

盟債務危機的真正原因，或許是在多元的經濟體

間實行單一資產價值的不一致性。

儘管國外經濟有復甦之勢，物價仍持續上

漲，新興市場尤其感受到糧價上揚的壓力，不僅通

貨膨脹導致多國貨幣政策緊縮，同時也造成政治

上的動盪：突尼西亞的糧食暴動演變成國民暴動，

最終導致政府垮台；在埃及，人民成功罷免總統穆

巴拉克，終結三十年的獨裁政權；而利比亞目前情

勢仍不穩定，前途未卜。

固定收益

我們的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為債券和現金各

半；2010年間債券投資組合達到16.2%的報酬

率，現金收益則為0.6%；我們的固定收益基準指

標——巴克萊綜合債券指數本年度獲利為6.5%。

幾年來我們的部份策略之一是持有美元以

外的貨幣，因此我們投資的債券有各種幣別，如澳

幣、歐元、和巴西的雷亞爾。這些債券今年收益超

過20%，來自外匯收益和利息。

隨著各先進國家經濟緩慢而穩定地增長，全

球經濟出現復甦跡象，對於通貨膨脹的憂慮逐漸

增加。對某些人、包括資深的經濟領袖而言，一旦

對於通貨緊縮的憂慮已過，通貨膨脹則是不可避

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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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結果為何，勢必都會對債券造成影響。

因此我們在投資組合中持有的債券，48%皆於三

年內到期，另27%的到期日則在往後三年間。2010

年末，債券投資組合的平均到期收益為8.8%。

股票

我們的股票投資報酬率在2010年達26%，獲

利多於各大指數，如標準普爾500指數(15.6%)和摩

根史坦利世界指數(9.6%)等。我們手上持有多種證

券，包括公司股票、基金、股票交易型基金(ETFs)、

能源信託基金、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及其他股票，

在中國、台灣、巴西、亞洲、美國和加拿大等國進

行投資。

去年我們看好天然資源和某些新興市場，年

末已增加石油股的投資。能源信託基金報酬率為

32%，而我們在加拿大持有的股票平均上漲了11%

。 

相對於2009年，2010年我們只在巴西和中國

持續小幅度投資，巴西投資報酬率僅5%，中國下

降了3%，表現不佳；印度則在2010年取代中國拔

得頭籌，獲利達20%，表現亮眼。我們還持有一些

美國股票，像是蘋果公司的收益就上漲了34%。

黃金是2010年的重點，投資報酬率高達48%

。我們投資黃金已有多年，作為對於美元走弱及

近來經濟和金融不確定性的避險措施。我們也加

強交易所買賣基金和公司股票的投資，並在金融

危機後，維持一貫的優先保有獲利為原則，因此得

以善加利用2010年震盪不穩的情勢。

在金融危機當中，我接到一通來自宗薩欽哲

仁波切的電話，對經濟現況表達關切。仁波切真

正關心的當然不是我接下來的回答，但當我解釋

完畢，他說：「別擔心，你將會贏回所有資金，並

且還會獲得更多。」兩年後收益上升超過50%，我

們才真正相信仁波切所說的話。

我們要感謝的不僅是仁波切對我們認真管

理基金會投資組合的信任，還有在經濟動盪下仍

持續資助基金會的捐款人，最後感謝與我們分享

市場專業見解的顧問團，讓我們覺得自己不僅只

是一個小型委員會，而是一個共同努力實現仁波

切願景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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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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現金                          133,547
投資              7,988,913
總資產                                                                                                                                             $ 8,122,460                 

負債及淨資產
不受限淨資產                                                                                                                                7,812,591
暫時受限淨資產                                                                                                                                      309,869
負債及淨資產總額                                                                                                                                 $ 8,122,460

活動及淨資產變動表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

收入 
捐款                                     1,362,096
其他收入                     392
投資損益                          539,245
淨利息及股息              236,502     
總收入                                  $ 2,138,235
 
支出
專案計畫贊助款：

 獎學金                           86,300
 護持寺院和教育              274,171
 翻譯及出版             302,889
 教育計畫               21,600
             學術研究及講座                                                                                                                          11,000
 特殊獎助金             100,970
             佛典傳譯計畫                                                                                                                              25,164
 專案計畫總支出             822,094      
行政管理費用                             60,780
總支出                        $ 882,874

淨資產變動                       1,255,361
年初淨資產                      6,867,099
年終淨資產                    $ 8,122,460

欽哲基金會財務狀況摘要報告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

本報表為奧勒岡州波特蘭James E. Richman會計師審核的財報簡略版

完整財報請向美國欽哲基金會索取

有時候，某些捐款人係直接捐款至欽哲基金會指定護持的組織和專案計畫。

雖然基金會扮演了募款和策劃的角色，但因這些款項直接付與受益人，所以不會列在在欽哲基金會財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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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團隊名單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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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Skilling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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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and Walter
Pema Wangchuk 
Kris Yao (姚仁喜)

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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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金審查委員會

主席  Ngodrup Dorje
Debra Dorje 
Steven Goodman
Jakob Lesc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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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委員會顧問

Gene Chan
Gregory Forgues
James Nelson
Luciana Novaes
Miles Santos

獎學金委員會

主席 Florence Koh
Ann Marie Huck
Stuart MacFarlane
Luciana Novaes 
Doris Wolter

特殊計畫

Nancy Lee (李許月白)
Yin-wah Ma

各國代表

澳洲

Chantal Gebbie

不丹

Rinzin Lhamu 
Pem Tshering

巴西

Luciana Novaes 
Manoel Vidal

加拿大

Amelia Chow (周熙玲) 
Lesley Patten

德國

Arne Schelling 
Doris Wolter

香港

Alysia Lee (李藹詩) 
Anita Lee
Jun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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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梵耘  姚仁喜

周素卿及其團隊：

陳志銘  廖敏仁  黃子瑗

李家逸  林瑀晨  張瑞哲

晉華屏  胡全燊  何念華

英國

Penelope Tree

美國

Linda Coelln 
Noa Jones 
John Solomon

行政辦公室

照片檔案 Helen Bonzi
志工聯絡人 Linda Coelln
美術設計 Emily Crow
受益者調協人 Pat Hanna
行政經理 Lynn Hoberg
通訊主任 Noa Jones
通訊經理 Jesse Klein
受益者調協人 
Su-yin Lee (李喜燕)
編輯 Jakob Leschly
行政助理 Louise Rodd
計畫聯絡人 Sharon Roe
資料庫主任 
Margaret Sablatnig
計畫推展主任 Isaiah Seret
佛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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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宗薩欽哲確哲羅卓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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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課程主任  Suzie Erbacher

佛教學術發展

Cangioli Che (陳季佩)
Richard Dixey
Steven Goodman
Kris Yao (姚仁喜)

佛學研究調查

顧問

Richard Dixey
Steven Goodman
Peter Skilling
研究主任: Sydney Jay
研究協調: Lynn Hoberg
計畫聯絡人: Isaiah Seret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 臨時

委員會

主席  宗薩欽哲仁波切

執行長 Huang Jing Rui
       (黃淨蕊)
John Canti
Ani Kunga Chodron
Andreas Doctor
Steven Goodman
計畫顧問  Ivy Ang
KF聯繫 Cangioli Che (陳季佩)

顧問

策略規劃 Ivy Ang
通訊 Sharon Roe

法律顧問

Alexander Halpern LLC
Boulder Colorado USA

財報審核

James E. Richman CPA PC
Portland Oregon USA

除了法律顧問及財報審核之外

所有欽哲基金會成員均為義務

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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