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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專題報導:

本期將特別為您報導宗薩欽哲仁波切

在印度——這片佛陀示現降生、證悟、

傳法、涅槃的土地上，佛行事業的最

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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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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專題

五大計劃最新進展

護法王系列

摘自與仁波切的一系列對話

護法王系列

偉大的大君——戒日王
(King Harshavardhana)

戒日王是印度著名的佛教大君，虔誠僅次於阿育王。屬武士種姓

階級，普拉巴卡拉．瓦達那(Prabhakaravardhana)之子。於西元七世紀前

期，建都恆河岸的曲女城(Kanauj)。相對於其他君主，他是位較愛好和

平與思論的君主，喜哲理辯論，尤其有關佛教哲學不同乘別之差異，譬

如大乘與空花外道(sky-flower)之爭論。而我們對這位偉大君主及印度佛

教黃金盛世的瞭解，多半得歸功於玄奘——他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扮

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由於西元七世紀中葉，玄奘歷經萬險的印度取經

之行，長達十四年光陰，包括那爛陀大學修習的六年。由於玄奘詳盡描

繪出旅途時而所遇的艱險歷程，甚至引領了考古學家重新發掘菩提迦耶

的摩訶菩提寺，及多處印度佛教聖地的位置。

根據中、印史料記載，戒日王為玄奘的護法之一，亦是那爛陀大

學的大施主。咸認為他是那爛陀最大僧院群之一的贊助者，並贊助建造

圍繞大學所有建築的圍牆。他經常在曲女城的住處舉行無遮大施法會，

款待二十個王國，三千名佛教喇嘛，三千名婆羅門，千名那爛陀學者、

及許多政府要員。這些法會有時持續二十天，日日供養佛陀黃金、珠

寶、錦衣等莊嚴。

西元643年一個法會上，戒日王與玄奘相遇，並結為好友。那時這

位學者剛修業完畢，即將返回中國弘法。在最後三週的辯論會上，玄奘

被推選為論主，戒日王則護持所有參與這場盛會的僧侶及婆羅門。據說

他肩上扛著一個與人身等大的黃金佛像登上高塔，以無數黃金、珠寶、

絲綢供養禮敬三寶。法會最後一天，由於外道懷恨戒日王對佛陀的虔誠

與布施驚人財富，企圖暗殺。這位君主死裡逃生，於最後法會之上，追

隨阿育王之典範，將過去五年積聚的所有財富悉數供養。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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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為戒日王多停留十天，然後踏上返回中國

之旅程。戒日王為確保他安全抵達邊境，特派遣庫

瑪拉．惹架(Kumara-raja)帶領軍隊護送。歷經迢迢

返鄉路，玄奘帶回六百五十七卷的經文，並將其中

多部譯成中文。並將大乘佛教——尤其是唯識宗，

引進了中國，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位傳奇人物。■

推薦書單：

*《萬里無雲(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 Sun Shuyun著

*《戒日王與佛教(Harsha and Buddhism)》-- S.R. Goyal著

來自不同國家的三百多位與會人士，橫跨諸大

陸，於2006年2月來到印度，出席一場為期三天的

「那爛陀傳統大會」。地點就在比哈爾(Bihar)——

那爛陀大學歷史遺址之地。欽哲基金會執行董事

陳季佩(Cangioli Che)，及印度炯達拉宗薩欽哲確吉

羅卓佛學院的索南彭措喇嘛(Sonam Phuntsok)，均

受邀參與此盛會。研討會由「阿育王任務(Ashoka 

Mission)」策畫，藉以讚揚曾經興盛於西元前三世

紀至十三世紀之間，這所偉大印度學府的成就與影

響。迄今它仍是史上記載最悠久的高等教育學府。

那爛陀儘管是所印度學府，其遺產卻屬於全世界。

這所大學曾培育出許多佛教的主要傳承，並對邏

輯、哲學、科學等研究有著卓著貢獻。它曾是卓越

學術的典範，建立並持有學習與學術的最高標準，

亦為心靈修持的重鎮。看著今日的斷垣殘壁，實在

很難想像過去的繁榮景象——這正是這場研討會為

何如此重要之因。

法王達賴喇嘛親臨主持開幕，開場白中提及他

在情感上對那爛陀有份依戀，因為他是那爛陀大師

們的弟子。法王亦指出古印度哲學對佛教發展的重

要性。自釋迦牟尼佛後的這些世紀以來，那爛陀的

大師們，諸如龍樹、提婆、無著，以及其他眾人，

分析經典並進行辯論。正規的佛法教育，從那爛陀

遠弘至中國、印度、斯里蘭卡，以及更遠的地方。

法王指出研討會最重要的問題：「那爛陀與廿

一世紀實相有任何關聯嗎？」假如沒有，那麼他建

議那爛陀應該就做為博物館，或是給觀光客參觀用

的考古地點就好。但情況似乎並非如此。

卅多位發言者針對這所悠久大學提出相關研討

報告。許多發表也描述那爛陀精神是如何再現於今

日世界各地。與會人士普遍同意那爛陀傳承應予保

存與復興，研修與討論之風應再現那瀾陀。法王表

示唯有透過智慧與知識，人類才能自苦難與無明中

解脫。基於這理由，那爛陀及其代表的一切，仍與

我們的世界息息相關。

比哈爾省尊貴首席部長Shri Natish Kumar許下

堅定承諾，改善比哈爾省公共設施，因為兩處最重

要的佛教聖地菩提迦耶與那爛陀皆位於此地。比哈

爾與西孟加拉省長Gopal Krishna Ghandi閣下，聖雄

甘地之孫，亦以「想像與釋迦牟尼的對話」發表一

場演說，相當啟人省思。

什麼才是那爛陀傳統？即統合多樣化於一體。

所有佛法及其他智慧傳承均受到尊重、珍視與研

習。它曾經是、也仍然是一個開放心靈的運動，對

真理採取非對抗性的探索。那爛陀所要傳遞的是最

高度的環球化與國際性訊息。藉由護持鹿野學苑，

以期建立類似之學府，欽哲基金會希望成為此傳統

的一部分。■

KF eNews

展望新那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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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學院基金：資助僧眾教育
欽哲基金會為實現仁波切「為世界訓練下一代的佛教學者與

導師」宏願，正積極協助推動印度炯達拉「宗薩欽哲確吉羅卓學院

(Dzongsar Khyentse Chokyi Lodro Institute)」邁向現代化管理與人才培

訓。詳情請看第7頁《印度宗薩學院新任管委會
9 9 9 9 9 9 9 9 9 9 9

》特別報導。

2.出版基金
欽哲基金會現正亟需各方善款幫助籌建「不丹格式化中心」——

這是「智慧上師數位圖書館(Wisdom Masters Digital Library Project)」計

畫相當重要的階段。由於該計劃規模浩大，現正與琴恩史密斯的「藏

傳佛教資源中心(TBRC)」、「菩提基金會」、「羅登基金會」共同合

作。按照既定計劃，格式化中心將於2006年9月於不丹成立。

宗薩欽哲仁波切對此計劃極為重視，因這將是真正助益後世的一

份無盡寶藏。請幫助我們完成重建大藏經與各大傳承法教的重任。有關

「智慧上師數位圖書館」計劃詳情，歡迎與台灣代表馮燕
9 9

南
9

聯絡，並有

詳盡資料備索。

仁波切承諾將新書中英版稅悉數捐贈欽哲基金會。有關仁波切新

書動態，請看第8頁《仁波切新書——英文版即將發行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

3.獎學金基金
欽哲基金會第一梯次獎學金已經完成收件、審核與評選過程，共

計三名個人及一佛教組織獲得佛教研修與閉關的獎學金。目前正接受第

二梯次的申請。委員會將特別考慮那些表現主動，為修習佛法而獨立

賺取並儲存部份經費的申請人。第二梯次的申請已於2006年7月15日截

止。

歷經廣泛研究規劃之後，欽哲基金會與「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劃

(KEAP)」合作，為柬埔寨僧眾成立獎學金計劃。首批選出二位柬埔寨

僧侶接受基金會獎學金，在斯里蘭卡進一步研修上座部佛法。 

五大計劃最新進展
欽哲基金會的核心宗旨乃是「建立護持系統，支持任何一個立志研修

佛陀悲智法教的團體與個人。」欽哲仁波切並已確認了五大計劃，並

排定其優先順序，做為達成此目標之方法。欽哲基金會所募集的款項

皆用於護持此五大計劃。

mailto: 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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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佛學研究席位基金
柏克萊大學正式核准佛學研究教席

欽哲基金會終於達成設立藏傳佛學教席的承諾：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已正式通過成立藏傳佛學新教席。

在寫給基金會確認新教席的信中，柏克萊文學科學學院的藝術人文系

代理院長安東尼．卡斯卡迪(Anthony Cascardi)表示：「增加此藏傳佛學專

業教席，不僅有助於校課程及知識視野，促進教學與研究，並能普遍助於

瞭解藏傳佛教在亞洲歷史及佛教歷史上的重要性。」

此教席由東南亞語言文化系，及南亞、東南亞研究系共同聘用，更進

一步由大學五個單位邀任，包括：語言學系、藝術史學系、佛學研究社、

柏克萊中國協議(the Berkely China Initiative)及宗教研究計畫。共有七個不

同單位來支持此教席，顯示該校藉由綜合學科研究法來研習佛學。

校方已同意在2007年秋天開始徵求藏傳佛教教職人員，以便新教授於

2008年秋天之任職。 

5.兒童佛教學校
透過印度蓮心基金會，欽哲基金會護持了一所位於錫金的兒童學校；

另外亦幫助拉達克的一所小學。相關詳情請看第10頁《錫金的新學校
9 9 9 9 9 9

》

《拉達克學校
9 9 9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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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專題

2006年3月31日，宗薩欽哲仁波切為印度比爾

「鹿野學苑(Deer Park Institute)」剪綵，並給予為期

五天的《隨念三寶經(The Sutra of Recollection of the 

Noble Three Jewels)》教授。

原宗薩佛學院於2004年遷至鄰近的炯達拉

(Chauntra)，並新命名為「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

(Dzongsar Khyentse Chokyi Lodro Institute)」，但位

於比爾(Bir)的舊校舍並未任由荒廢。仁波切漸漸有

了將舊校舍變成提供在家眾學子，來此研習與探索

正統佛教傳承的念頭。仁波切將此新校命名為「鹿

野學苑(Deer Park Institute)」，引申自釋尊初轉法輪

之地――鹿野苑(Sarnath)。

秉持百年來，西藏宗薩佛學院引領的不分教派

(利美)精神，鹿野學苑的課程將廣邀佛教各傳承上

師給予教授，甚至包括日本、泰國、緬甸各地的禪

宗與聲聞乘上師。仁波切期許此地能成為古代那爛

陀大學的現代翻版(請看《展望新那瀾陀
9 9 9 9 9 9

》專題)，

一處學者、僧眾、在家眾均能修行佛法之所。雖然

鹿野學苑的規模遠小於當年那爛陀，但其任務一樣

重要——讓智慧傳承永存，讓任何有興趣的人們均

得以接近。只需適當資源與助力，鹿野學苑極具潛

力，延續那瀾陀之精神。

課程將包括哲理經文、釋論，及其他必修教

授，如：古典語文、文化、美學、文學、歷史、詩

詞，修業期限將因應不同階層背景的人們而有所差

異。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  (續下頁)

印度鹿野學苑及悉達多本願會開幕典禮

宗薩欽哲仁波切對成立鹿野學苑的動機及利美傳統，

做了以下談話：

世尊曾說佛教修行的重點，要避免三

件事：欲望(貪)、憤怒(瞋)、無明(癡)。利美

能讓我們自此三者解脫。利美精神不應被理

解成某種新時代運動，把所有東西置於一個

屋簷下。消弭派別歧見是利美的精髓所在。

綜觀歷史，人類一直因執著他們的國家、觀

念，尤其是宗教而受苦。

他們甚至執著於宗教的某個特定派別。

這樣的執著會表現成對他人的憤怒，或至少

是某種對待他人行為的冷漠。這種教派意識

普遍存在於基督教、回教、猶太教，甚至是

佛教，並也付出極大的代價。所幸在佛教的

派別之間並未造成流血衝突，只是許多偉大

法教流失了…。佛陀的教授有如獅子吼一

般，只有內在的腐敗才能危害到這頭獅子。

為了預防這種情況，最重要的就是讓佛陀正

法能夠為世人研習與修持。■

仁波切談

對鹿野學苑的願景

仁波切談他對鹿野學苑的願景

印度首屈一指的吟唱歌手Vidya 
Rao於開光典禮上吟唱文殊菩薩

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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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於2006年5月10日，在台北舉辦了

首次亞洲計畫會議。二十多位來自台灣、香港、馬

來西亞、泰國、中國的受邀來賓與團隊，以整整一

天的時間，共同參與仁波切對欽哲基金會的願景。

與會人士前瞻未來，訂定基金會未來五年計劃。此

會議是由基金會策略規畫顧問洪王德璋(Ivy Ang)所

促成。她幫助亞洲計劃小組訂定明確目標，相互交

換資訊及創新的想法，促成相當豐盛的討論成果 。

2006年5月12日，於仁波切《寶性論》教授期

間，欽哲基金會舉辦了感恩餐會，招待所有贊助人

與學生。本次餐會由姚仁喜(Kris Yao)與任祥(Ran 

Shyang)夫婦慷慨贊助，並製作精彩表演，由仁波切

才華洋溢的學生們共同演出。超過五百名賓客參與

晚宴。最後，充滿虔誠心與感動之下，全場靜靜聆

聽著仁波切談著對於布施、規劃佛法護持體系之重

要性，以及欽哲基金會成果的感言。這場首度在台

灣舉辦的感恩晚會，在熱烈掌聲中圓滿落幕。■

首度亞洲會議於台灣舉行

(接上頁)

鹿野學苑由新近成立的「印度悉達多本願會

(SII)」管理。仁波切擔任校長及SII理事會主席。隨

同加入理事會的：副校長Deek Kumar Thakur、秘書

長Naresh Sahai Mathur，兩人皆為律師。其他理事

會成員包括：秘書Prashant Varma，社工；財務Raji 

Ramanan，作家。行政人員有印度古典歌手Vidya 

Rao；Kajoli Khanna，社工。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

任教孟買大學的Prabodh Parik教授，詩人及哲學

家；製片家Suresh Jindal；任教於鹿野苑高等藏學中

央研究院的Wangchuk Negi教授，以及任教於喜馬偕

爾邦大學的佛學學者V.S.Negi。

想瞭解更多，歡迎聯絡Mr. Prashant Varma：

Deer Park School

P.O Bir, District Kangra

Himachal Pradesh - 176 07

India

　　或以電子郵件聯絡deerparkindia@gmail.com ■

鹿野學苑的首次教授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仁波切在KF感恩晚會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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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薩學院新任管委會

2006年 3月，在宗薩欽哲仁波切的指導與鼓勵

下，印度炯達拉宗薩欽哲佛學院成立新的管理委員

會，負責校務行政與學院發展。延續著由蔣揚欽哲

旺波及蔣揚欽哲確吉羅卓在西藏所創立宗薩寺的百

年傳統，這是學院朝向現代化管理，相當重要的一

步。

曾擔任校長近廿年的貢噶旺秋堪布，自2006

年元月起開始了為期一年的閉關。在現任校長

Jamyang Losel堪布領導下，由十位資深堪布組成

了管委會，其任務大致分為四主要方面：學聯會與

環境、財務控管與未來發展、接待及國內外事務、

教育及學術發展。校方亦指派剛畢業於瓦拉納西大

學，宗薩學院校友Tashi Wandue為新任秘書，以協

助堪布與管委會，並擔任與贊助人——例如欽哲基

金會——的聯絡人。

今年春，學院有了幾項重大的突破：

世界的導師。2004年11月學院開光典禮期間，

在學院遷至炯達拉新校區不久，欽哲仁波切明確且

堅定地陳述對學院的願望：『培養一流佛學學者與

教師，讓這世界產生變化。』欽哲基金會的角色，

是協助學院提昇課程品質以達成其目標；課程包括

語言、電腦，還有世界經濟、歷史、數學及其他重

要科目之短期課程。欽哲基金會亦承諾幫助學院成

為世界級的佛學研習中心，為這世界創造出下一世

代的佛學老師。

進入廿一世紀

全球化。仁波切邀請邵新明，這位經濟學家、

銀行家及投資顧問，為堪布及高年級學生講授了一

系列的全球化課程，仁波切親自擔任翻譯。

邵新明介紹科技、手機、電腦、網路的影響，

造成現代世界快速全球化。他亦講授金錢概念：投

資、貨幣、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他以美國哈佛及

哥倫比亞大學為例，說明對任何具遠見的學院而

言，成立基金與管理系統的重要性。

仁波切也請到精通策略規劃的商業顧問洪王德

璋，為堪布們介紹基本企劃、領導及管理概念。自

欽哲基金會成立之初，她即參與規劃工作。

英語課程。學院採用十三年制課程。前七年，

學生主要修習傳統佛教哲學。英文於今年納入了課

程，另印度語不久也將納入高年級課程。請看第9

頁報導貝瑪馬雅(Pema Maya)如何描述她教導年輕一

代佛學院學生的經驗《貝瑪馬雅的日記
9 9 9 9 9 9 9

》。

健康與生活。也是在今年春天，學院設立了校

園醫療診所，以照護五百多位師生衛生保健的需求

(請看第8頁《宗薩佛學院醫療診所開幕
9 9 9 9 9 9 9 9 9 9 9

》報導)。

也開始著手規劃電腦技能課程，電腦工程師Nikhil 

Kashyap，將於今年夏天前往學院評估電腦需求，

並訓練一批僧眾操作電腦及維修。 ■
仁波切與邵新明(右一)於宗薩佛學院對談

仁波切, Ivy及學院新任管委會一起討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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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仁波切邀請羅伯麥克賴倫醫師及夫

人，實地走訪炯達拉宗薩佛學院，以確認學校在保

健方面之需求。他們與當地醫生會面，包括藏醫與

西醫(對抗療法)，參觀多處當地診所，並與達蘭莎

拉得雷克醫院的醫療行政管理人Tsetan Sadutshang醫

生會面，發展出一套經營計畫。當羅伯麥克賴倫於

今年回來時，硬體建築已幾近完工；Pema Yangzom

醫師也已兩度舉辦每月一次的醫療營。以下是麥克

賴倫夫婦對新診所落成的談話：

我們正好在藏曆春節前(2006年2月)回到炯達

拉，以完成診所專職人員與配備的基本設施與安

排。但顯然我們在2004年2月所擬的設備清單並不

夠詳細，使得整棟建築內的裝備不夠完善，尚有一

堆事待辦。校長Jamyang Losel堪布與行政Rinchen 

Namgyal態度開放地接納許多意見。他們幫忙安

排了大量的工作，使我們在大約三週內完成所有

事務，也找到一位對醫療保健很有經驗的Tsering 

Palden擔任助手。正式啟用儀式在3月24日舉行，那

是藏曆新年第一個月的第25天，一個吉祥的日子。

Tsering在西藏社區診所已有十二年資歷，是

此職務的最佳人選。由於她的知識及幫助，我們才

能完成診所最初運作所需設備、藥品及補給品的採

購。在開始的前幾個月，她有許多事要忙，收集全

校五百多位師生的基本健康資料，以便規劃下一階

來自現場的報導一

宗薩佛學院醫療診所開幕 by 羅伯麥克賴倫醫師夫婦

     (Rob and Julie MacLachlan)

羅伯麥克賴倫醫師為醫療診所剪綵

段的疾病預防計畫，來改善僧團的健康。她的工作

當然還包括日常的疾病照護工作。

Tsering已開始提出每月報告，我們對診所的進

展感到十分欣慰。並希望能著手肝炎的檢測及疫苗

接種，並持續紀錄與治療肺結核，兩者皆是西藏社

區的地方病。當今目標是學僧營養衛生的改善與教

育，於個人與環境方面雙管齊下。 ■

眾所企盼下，宗薩欽哲波切首度為一般大眾

所寫的佛法書，中文版已經問世，英文版亦即將發

行。中文版書名《近乎佛教徒(Almost Buddhist)》，

英文版書名為《What Makes You Not a Buddhist(什麼

讓你不是佛教徒)》。本書全面深入詮釋四法印，直

指佛教哲思之根本。仁波切結合過去與今時之例，

令人耳目一新地闡明無常、痛苦、空性與解脫諸

要。台灣由知識領航出版社於5月發行中文版，至

今仍蟬聯排行榜暢銷書。英文版亦將由香巴拉出版

社於2007年元月上市。仁波切當初第一本書《佛教

的見道與修行》是集結過往談話，翻譯而成。此書

則是仁波切首度為出版而寫的一本書。仁波切並承

諾將中英版稅悉數捐贈欽哲基金會。目前中文版已

可在義賣
9 9

廊
9

購得。■

仁波切新書
——英文版即將發行

KF eNews

僧眾參觀新診所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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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專題 來自現場的報導二

貝瑪馬雅(Pema Maya)是仁波切紐西蘭的學生，她在今年春天

開始了炯達拉宗薩欽哲佛學院首度的正式英語教授。首次讓八

年級以上的學僧，除藏文外皆可再選修另一種語言。九成以上

學生，現正密集學習英文。以下是貝瑪與她的學生們互動經驗

的日記摘錄：

5月16日。就在下午上課前，又來了一場暴風

雨。雨勢有如一桶一桶的水突然自天傾洩而下。課

中由於停電，我們只好移到窗邊，繼續訂正昨天的

測驗。初級班的第一次測驗幾乎都考的不錯——要

他們了解這整個過程很不簡單，而我覺得大家對於

能瞭解到自己在這此階段學到什麼，都很高興。

5月17日。學僧們的學習是如此專一，以至他

們並未學過其他譬如數學、科學等科目，(除非他們

在進寺廟前上過學)。課堂中我們討論了一些東西，

有天甚至還做了百分比的練習(我實在不是教這個的

料！)期待六月報到的那位新英文老師，他同時也主

修科學——希望能在這方面稍微幫上忙。

5月20日。學僧們總愛辯論佛學術語的英文翻

譯——而在8到9年每天兩小時的辯經訓練之後，

他們真是箇中高手！今天我們基本上花了整個小

時，就只討論四行——四法印，這正好是中級班

學生正在研讀的經論內容。一個極具說服力的學

生Gyaltsen問得很直接：「英文的emotion是身體

的，還是心理的？」他一邊戳著他的手臂瞪著

我。常坐他旁邊，有時會打圓埸或調停的Sonam 

Lhundrup——他倆常一邊辯論著，一邊背靠背坐

著——或是像今天，Sonam則是用腳按摩Gyaltsen的

膝蓋(頗有種精神上支持的意味！)

他們個個令我驚嘆…。當我想到Sonam Dorje一

人從西藏東部的康區徒步走到印度，身上只有相當

於七十盧比的錢；還有Dargye，從西藏逃出來的時

候只有九歲，在薩迦寺的頭一年，幾乎沒有一天不

貝瑪馬雅的日記 by 貝瑪馬雅(Pema Maya)

哭。然後還有這週和我一起搭計程車的學僧，在過

去三個月裡，他不斷嘗試地辦護照及簽證回西藏。

因為他的兄弟姐妹要他儘快趕回家去，他父親的身

體非常差，而母親已在他來印度期間過世了。如果

大使館還拖拖拉拉的，他說他會考慮偷渡邊境。

5月21日。今天是星期天，我和巴西來的學生

Gabriel走到下方村莊，這段路令人驚歎。我們跨越

寺院下方的鐵軌，沿著小路漫步穿過林間野地，走

過粉刷得清新明亮的農舍、石砌的舊穀倉。許多美

麗的粉紅花朵，狀似蓮花，卻直接從岩地中長出

來。偶爾小路會把我們帶到某人家的花園前院，當

地人坐在自家廊上說著『你好(Namaste)』，並設

法為我們找路。順著路走下去約一個小時，就在回

頭之前，我們在某個上坡處停下來喝了杯涼飲。我

們談到這些在途中偶遇或經過的人們，他們所過的

簡單生活，談到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談到寺

院，以及在這個現代世界中，能住在這樣的地方，

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6月2日。今天課堂中，學僧們兩人一組相互討

論四法印的其中一行。我們有了新規定，誰用藏文

辯論的人，得站起來唱首歌。這方法果然奏效，英

文講得多了。初級班的學生得帶張照片來並且描述

它。這些僧眾是如此喜歡彼此嘲弄——就算那人講

的非常棒，我還是一直得叫大家安靜。我們為每位

發言者鼓掌，終於輪到Jamyang Phuntsok起來說他

和兄弟在拉達克的照片。不知甚麼原因，他不是穿

著僧服，卻穿了件皮夾克，頭上還戴著棒球帽，模

樣真有趣！有些僧眾笑了起來，我也跟著笑出聲，

大家覺得真好玩——馬上大家都笑成一團。拉達克

來的Jamyang Phuntsok表現得真好…但我對於嘗試

讓學生在課堂上發表倒是有些緊張。

想看更多貝瑪馬雅的日記?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more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2006_07.html


若需進一步資訊，歡迎聯絡：

欽哲基金會台灣代表：馮燕南 Jain Feng
聯絡電話：(02)89423789‧0939643�58
電子信箱：j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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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eNews

前錫金王國境內(現屬印度領土)的教會學校正

迅速地增加中，也因為佛教學校不如其他宗教學校

的便利與資金充裕，錫金的年輕人很容易改信其他

宗教。最近欽哲基金會通過一筆經費，資助位於錫

金北部，毗鄰Guru Lakhang(上師寺)的一所中小學擴

展其課程。除科學與數學外，並包括基礎佛學及歷

史。亦提供英語、印度語、藏文、尼泊爾語課程。

提供學生傳統美術手工藝的職業訓練，著重西藏研

究。在欽哲基金會幫助下，校長Yap Namgyal嘗試

以新法教導從幼稚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有關佛法

學習及哲學思想。「要讓所有不同年級的學生，都

瞭解到佛陀生平故事及法教，我認為可以用非常創

新的方法來傳達，但對老師而言卻是個挑戰。」當

在很多兒童改信回教的拉達克，欽哲基金會

經由「超戒寺僧伽教育協會(Monastic Vikramsila 

Education Society)」資助37名七至十四歲的兒童，

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學僧，少數是在家眾，男女生

皆有。■

拉達克學校

與蓮心基金會合作：

錫金的新學校

KF eNews

有關仁波切最新教學相關行程，歡迎上網查詢

www.siddharthasintent.org   

初讓欽哲基金會注意到這所學校的Yangchen Semo-

la說：「我們將需要能指導禪定的老師，並在日常

生活中幫助陶冶良善與正面的行為。」

這所學校照顧許多來自荳蔻園工人家庭的貧

困兒童。每當作物欠收，父母就讓孩子休學。Yap 

Namgyal非常努力地確保沒有一個孩子的教育被剝

奪，即使這意謂著他得走上二至三天的路程，去村

裡把孩子帶回來。印度的蓮心基金會提供這些孩子

所需經費。「我們之中老一輩的都非常樂意且欣慰

地見到年輕的一代能擁有自己曾錯失的機會，他們

能一起慶祝佛教慶典、佛陀日、蓮師日，以及空行

母日。」想看這所學校的照片
9 9 9 9 9 9 9 9 9

嗎
9

？■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sikki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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