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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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幫忙轉寄！

由於電子信箱錯謬甚多，所以麻煩

大家幫忙多多轉寄，並記得隨時更

新您的新電子信箱！協助基金會節

省通訊成本！

KF新聞

五大計劃最新進展

護法王系列

宗薩欽哲仁波切談佛教大護法

護法王系列

賀仁波切的第二部作品「旅行者與魔術師」在各國紛傳捷報！獲得最佳新

銳導演、最佳影片，及觀眾票選最佳電影獎等殊榮！現正於台北真善美、總

統、長春三家戲院上映中！請大家告訴大家，作夥去看去！

　　仁波切此次來台捐出「宗薩仁波切眼中的台灣」攝影作品，預計將於北

中南巡迴展出，最後於e-bay網站競標拍賣！拍賣所得將全數捐給「欽哲基

金會」，做為僧眾教育之經費！想知道更多？請密切注意我們的最新情報！

越南陳仁宗王
(King Tran Nhan Tong)

每一年在越南安子山(Yen Tu Mountain)上所舉行的竹林禪學法會

(Truc Lam)，都會吸引超過十五萬人前來朝聖。他們攀登著陡峭的山

徑，經過十座佛塔以及數以百計的佛龕及舍利塔，直上那雲霧繚繞、

海拔1068公尺的山頂。沿途每一處的景點，都在向世人訴說著這位集

尊勝勇士與虔誠佛教徒於一身的越南第一佛教長者—— 陳仁宗王(西元

1258~1308年)的故事。

陳仁宗是陳氏王朝陳聖宗的長子，幼年即開始修習佛法。由於受

到佛法的啟示，他逃離皇宮、獨自徒步走到安子山的一座寺廟中，寺中

的方丈住持收留了這位年輕的王子，直到被宮中的侍衛尋獲為止。日後

他終於成為慧忠禪師(Tue Trung Tu)的弟子，並且每天都到福寺參拜。

仁宗雖然抗拒皇室的生活，最終還是娶了阮文皇后的長女為妻，並在21

歲的時候登基。儘管他擔負著命定的重責大任，卻仍日日維持著禪修的

功課。據說有一天他夢見從他臍間生出一朵巨大的蓮花，其上有尊金色

佛像。夢中有一個人對他說︰「你知道這尊佛是誰嗎？他就是毘盧遮那

佛啊！」(* 見後註)

陳仁宗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與哲學家，向以視眾生為平等的

精神而著稱，他對一切農奴、貴族，甚至是動物均一視同仁。然而在西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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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285年到1288年之間，蒙古軍隊大舉入侵，破壞

了他原本和諧的生活，並且使他的和平主義面臨考

驗。但是他不僅證明自己是一位高明的軍事家，在

戰場上亦是位英勇的將領。戰爭獲得勝利後，便遜

位將王位傳給兒子陳英宗。他終於能夠全心潛修佛

法，並頒布律例並創設竹林禪學派(Truc Lam Chan 

sect)，在越南的思想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仁宗成

為一位苦行的修行者，世稱香雲大頭陀("Huong Van 

Dai Dau Da" [The Great Ascetic Monk])，他在佛明寺

(Pho Minh temple)興建寺院，禪堂及講經苑，同時

教導僧俗二眾。

西元1308年11月1日，陳仁宗行將示寂，他召

喚弟子保沙到安子山的悟文塔見他。午夜時分，陳

仁宗掀開窗簾凝望著天空並說︰「是該走的時候

了。」保沙問他︰「您要去那裏呢？」仁宗回答他

說︰

諸法無生　諸法無滅

若了此義　佛即常住　云何去來？

Nothing was created

Nothing was terminated

If that is understood

The Buddha will always be present

Where should there be the coming and returning?

保沙又問︰「何謂無生無滅？(What does it 

mean by no birth and no termination?)」這位第一長

者摑了保沙一個耳光，大聲斥責他︰「休說無益！

(Stop speaking nonsense!)」後，即時以獅子坐姿溘

然長逝，享年51歲。■

……………………………………

註：在越南傳統中，毘盧遮那佛即是大日如來。金剛乘視其為

法界體性智的化現。

目前又有20位捐款者新加入了對等捐獻計劃！

這是由一群匿名贊助者所發起的計劃，亦即欽哲基

金會每收到一筆定期捐款，這些贊助者就相對地捐

出同等金額的款項。例如，您只要每個月捐出50塊

美金(即一年共捐出600美金)，但基金會卻可因您加

入了此計劃，而獲得1200美金的捐贈！想讓您對基

金會的幫助加倍嗎？請考慮加入定期捐款的行列。

由於大家對基金會的慷慨解囊，現在這力量正

逐漸產生影響，您們不僅幫助了出家眾、替仁波切

分憂解勞，亦幫助更多人修研佛法。例如仁波切最

近表示那些已在舊金山上過第二年《入中論》的學

生，第三年的課程將完全免費。

如欲定期或自動捐款，可以信用卡或由美國

的銀行帳戶直接轉帳(※相關表格請向當地代表索

取。)。如需詳情，可與台灣代表馮燕南直接聯繫，

或寫信至美國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詢問。■

KF eNews

對等捐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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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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佛學院基金
佛學院基金目今僅餘25萬美元的差額，即告圓

滿。我們誠摯的希望能匯聚來自各方的力量，完成

此一目標。由於KF投資委員會的完善運作，目今所

得極為穩健，亦使得基金會能夠提撥大筆款項護持

西藏的宗薩寺。到目前為止，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

捐款，均用於此項佛學院基金。

(二) 獎學金基金
基金會仍持續對外提供獎學金，並於今年6月

幫助了多名學生，從世界各地前往舊金山，參加仁

波切《入中論》的開示。

一位現今在尼泊爾大佛塔的卻吉寧瑪穰炯學

院，專攻藏文翻譯的學生，亦獲得了獎學金，其未

來長期目標是成為欽哲基金會出版事業的翻譯。

基金會亦非常高興能夠有能力去護持一些即將

從2005年開始進行為期三年閉關的修行者。

(三) 出版基金
基金會的成員在美國和「西藏佛教資源中心

(TBRC)」的琴恩．史密斯教授授，已進行數次令

人激奮的會談。在欽哲基金會、菩提基金會、巴利

文基金會及TBRC之間，獲得了多項協力合作之共

識。目今規劃的是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於不丹和

印度建立隨選列印(print-on-demand)的數位圖書館。

欽哲基金會也部份贊助獨立搜尋引擎的研發工作，

未來可依作者、內容、年代及其他標準進行典籍

搜尋。建議您可至TBR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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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http://www.tbrc.org 參

觀。

至於基金會本身的出版工作，目今已有數百位

弟子自KF網站免費下載《入中論釋論(Madhyamika 

Commentary)》及《龍欽心髓修持手冊(Longchen 

Nyingtik Practice Manual)》[目今均為英文版，中文

版尚在翻譯中]。有意請索者，請先以電子郵件寄至 

publications@khyentsefoundation.org 正式請索，並

請註明姓名、國家地區。若您欲請索《龍欽心髓修

持手冊(Longchen Nyingtik Practice Manual)》，亦煩

請註明傳授四加行之上師。

(四) 兒童佛教學校
在北澳的悉達多學校(Siddhartha's School)所舉

行的兒童日，不斷地以其極富創意的教學方案吸引

學生前來參加。目前欽哲基金會尚未有建立兒童學

校的計劃，但仍繼續收集資料，並與其他相同宗旨

的機構組織進行聯繫的階段。

(五) 佛學研究席位基金
選拔委員會於今年6月的會議中，將收集資料

提報予仁波切及基金會的董事，經會議一致投票通

過，選擇加州柏克萊大學為提供佛學研究席次之學

府。柏克萊大學亦相對提出一套非常吸引人的規

劃，包括一套已設計完成的佛學研習課程、大量的

圖書文獻、極佳的合作意願，以及相當低廉費用的

承諾。基金會目前正尋求資助該計劃的功德主，包

括個人捐款、家庭信託、紀念基金，企業組織，甚

至其他單位團體的贊助。捐款者亦可選擇將他們的

名字加在該捐贈席次的頭銜當中。■

http://www.tb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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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娜在香港的幼年時期，那兩幅畫一直是

懸掛在她父親的診所裡。她的父親是一位傳統的中

醫師和草藥專家，在1950年代和他的兄弟在銅鑼灣

開了間診所。這兩幅畫是陳醫師的病人為感念他的

醫治，由於知道他熱愛音樂、詩詞、與書畫而贈送

的。原作為香港知名畫家容祖椿，一幅描繪醫師在

河邊為患者治病圖，另一幅則是兩名二女垂釣圖。

但在安娜的父親過世後，這些畫被放入收藏

室遺忘多年不見天日。在一次大掃除中，安娜發現

了這兩幅畫。安娜請克里斯提拍賣公司鑑定，赫然

發現這些作品是真跡。其實另有第三幅喜鵲圖剛在

克里斯提的公拍會中賣出，其售價高達美金12,800

元，而安娜慷慨地將所得捐贈給欽哲基金會，以護

持仁波切的佛行事業。隨後她亦決定將剩下這兩幅

畫捐贈給欽哲基金會。

安娜適時的決定也正好配合去年義賣廊網站的

開幕。義賣廊於線上展示各式義賣品，包括了修行

用品、飾品、服務、紡織品、珠寶，與藝術品等。

這兩幅畫亦是最早陳列在網站上的義賣品之中。當

不丹的香、念珠、和傑西．克萊恩可愛的皮包不斷

地從庫房中提出寄到各地，這兩幅畫還是靜靜地等

候真正的買主。終於，有一位紐約客在網路上搜尋

中國藝術時，發現了這些畫並提出了詢問，他對二

女垂釣圖很有興趣。他說︰「畫風的細膩精緻真是

令我震撼！」一開始，這名紐約客就像一般行家

想要議價，但是當他再進一步了解基金會的網站內

容，他決定全額支付。他還說︰「當我知道這些會

捐給非營利機構，我覺得這次的購買行為更有意

義。」

安娜向他父親的畫道別，仔細地包裝好並寄送

到美國。而這份義賣所得將足以幫助一名西藏或印

度學生三年的生活費用。

如果您有像這樣的珍藏或是服務想要捐給義賣

廊，請洽 bg@khyetsefoundation.org 。所有收益將直

接捐贈給基金會，並用於五大計劃之用。若您想要

找禮物或是修行用品，亦可到此瀏覽，義賣項目亦

經常更新。您更別忘了，本文中另一幅醫師治病圖

亦正等待著它的新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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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行 者 與 魔 術 師

(Travellers & Magicians)》一

片在台灣、以色列、英國、法

國、丹麥、澳洲、墨西哥等地均已獲得代理發行。

仁波切最近在紐約的亞洲電影節獲得最佳新銳導

演獎，另外也在Telluride獲得最佳影片獎，以及在

Deauville獲得觀眾票選最佳電影獎。Zeitgeist電影公

司已為本片取得執照，並將在2005年第一週在美國

中國畫到美國的故事

《旅行者與魔術師》榮獲多項殊榮

戲院上映。英國Enjoy電影公司和加拿大Capri 電影

公司也會在同時間上映。欽哲基金會的各項義演活

動也在世界各地展開。

若您想訂購《旅行者與魔術師》同名電影

書(其中包括仁波切所寫的完整劇本)，請至義賣

廊，另亦可享有電影預購折扣。詳情請至www.

travellersandmagicians.com 。■

http://www.travellersandmagicians.com
http://www.travellersandmagici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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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仁波切的意願，欽哲基金會會訊目今已改用

電子報的形式，一方面節省不必要的開支，使十方財

用於最重要的地方；另可將最新動態即時傳送。

　　但由於電子信箱收集不足，目今僅有少數人能以

電子報的形式聯絡，所以在此麻煩大家多多轉寄；

若欲登記電子信箱，可直接點選至馮燕南信箱jain@

khyentsefoundation.org ，註明欽哲基金會訊即可。 

欽哲基金會加入了亞瑪遜網路書店(Amazon.

com)的聯名活動，只要您是透過KF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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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進入

Amazon.com購書，每一本書均將提供回饋金予基金

會。

所以，若當您想在網路上購書時，請先至網站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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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螢幕左下方Amazon.com圖案，進入亞馬

遜網站。這麼一來，只要您下任何一份訂單，您不

僅是購書，亦能幫助欽哲基金會！——請大家告訴

大家，一個小小的舉動便能幫助基金會，何樂而不

為呢？■

欽哲基金會共有兩個獎助金委員會，一個負責

開發，一個負責審核。

由悉尼．杰博士為首的「獎助金發展委員會

(The Grants Development Committee)」，負責申請各

項公私立獎助金為基金會募款。悉尼具有社會福利

的博士學位，曾為政府資助的企業團體籌募基金，

她的專長是商業心理學及傳播學。

新成立的「獎助金審核委員會(Grants Review 

Committee)」，主要工作在審核向基金會申請獎助

事宜。於今年6月的董事會議，仁波切指定三人小

組負責該委員會。在此我們非常感激史提夫．古德

曼教授、陸克．迪兒克，以及榮恩．史都華和大會

只要透過欽哲基金會的網站聯結至亞瑪遜網站，

既能購書，又能幫助基金會！

KF eNews

欽哲基金會獎助金
委員會開始運作

主席欽哲仁波切一同接下這個工作。古德曼教授是

舊金山整合學習中心的宗教哲學系裡，亞洲及比較

研究課程的重要成員與聯席指導，主要教授佛學和

比較哲學。陸克目前居住在溫哥華，任職於英屬哥

倫比亞大學。榮恩最近剛從航太工業退休，目前全

職為仁波切工作。在佛學院基金籌募完畢之前，獎

助金的金額有限，申請過程也以非正式居多。

基金會第二階段任務即是籌募100萬美金的獎

學金基金，以及100萬美金的出版基金。我們可預

見往後獎助金審核委員會的工作，將會是非常忙碌

的。■

mailto: 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mailto: 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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