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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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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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護法王系列

眾生雲集：

確吉羅卓辯證學院 (CLCD) 開光大典　特別報導

開光典禮的前夕，工匠仍在大殿趕工，忙著為高28呎的主尊佛顏貼金箔。欽哲仁波切

漏夜和學生和堪布們開會，每人都是身兼數職。在嗡嗡作響的日光燈下，仁波切反覆

考核負責人員︰準備好7000人的伙食嗎？上師們如果有特別的需求，臨場對突發狀況

要如何應變？保全團隊和達賴喇嘛的貼身侍衛以及印度警方又該如何配合？…more

松贊干布王
(Songtsen Gampo)

藏王松贊干布是藏傳佛教之父。早在其孫赤松德貞王迎請寂護堪

布、以及蓮花生大士入藏之前，松贊干布就為了革新朝政而建設國家，

他為佛法傳入西藏開拓出一條康莊大道，使佛法能夠完全地融入西藏文

化。因此，沒有松贊干布就沒有西藏的文字、拉薩更不會有大昭寺，當

年肆虐中藏地區的女魔也可能到現在還在這世上橫行。

松贊干布在位期間為西元617-650年，西藏歷史的帝王時期，他的

雅礱(Yarlung)王朝即建立在現今中藏地區。當時苯教盛行，佛教僅僅

處於萌芽階段，佛教的經典也未被譯成藏文，其中有部份的原因是當

時的西藏並沒有文字。因此松贊干布指派他的大臣吞米桑布札(Thonmi 

Sambota)前往印度學習梵文，從而發展成西藏文字，其後他更下令將數

千部經典翻譯成藏文。

松贊干布的戰爭偉業將西藏版圖擴及尼泊爾和中國。在這些戰役

中，他亦贏得鄰國對他的高度評價。為了紀念松贊干布統治時的偉大王

朝，現今拉薩布達拉宮前，還矗立著當年所立下的唐蕃會盟碑，碑上記

載著西藏和中國所訂定的邊界友好協定。松贊干布還學習中文，並且深

諳領導統御之術，最重要的，是他根據佛教典籍制定規範。在他的治理

之下，佛教的薰陶逐漸取代苯教薩滿式的習俗。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inauguration.php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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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贊干布在文化意識上的覺醒，可歸功於

他的二位妃子。一位是尼泊爾加德滿的赤尊公主

(Bhirkuti)，她引進了喜馬拉雅的佛教傳統；另一位

則是唐朝文成公主，將古中國智慧寶藏注入西藏。

文成公主翻山越嶺橫越草原，為她的夫婿帶來了中

國的經典文學以及醫藥卜筮的典籍。

當文成公主前往雅礱的路途當中，許多的艱難

障礙橫亙在她的面前。她在淨觀中照見一個龐然女

魔仰臥在地上，她的四肢恣意地伸展跨越喜馬拉雅，

其中一肢伸入不丹的巴羅(Paro)地區，另外一肢則是

攤在藏西地區。當文成公主到達雅礱的時候，她將

所見到的情況稟告她的新婚夫婿。基於體認到新婚

妻子帶給他的寶藏所蘊含的珍貴益處及其重要性，

松贊干布下令在女魔的要害、腳踝、手腕及軀幹上

興建13座鎮魔寺，目的是永遠地鉗制住這個女魔，

以防止她反撲報復。拉薩的大昭寺就是蓋在女魔的

心輪處，文成公主所帶來的釋迦牟尼等身佛像到現

在還供奉在寺中。像這樣現存的寺廟還有位於澤當

鎮的昌珠寺，以及位於不丹巴洛的吉曲寺。

松贊干布被視為觀世音菩薩在人間的化身。他

是赤松德貞的祖父，並曾在巖洞中禪修數年，該巖

洞就位於布達拉宮的中心點。松贊干布以其偉大的

護法行持備受尊崇。

由於他開明的領導方式，使佛法得以無礙地開

始傳佈，並逐漸興盛於四方。■

今年九月，仁波切邀請理察．迪克西博士(Dr. 

Richard Dixey)加入欽哲基金會擔任顧問。1972

年，理察遇到阿貢仁波切之後，成為佛教徒，他還

從牛津大學理工學院休學一年，住在桑耶寺一段時

間。從此以後，他便致力結合科學與心靈方面的工

作。他在倫敦的聖巴薩羅繆醫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從事微電磁場的生物作用研究達14年

之久。1990年他成立了Phytopharm plc公司，運傳

統醫藥基礎來開發西方藥物。他已婚，育有二子，

定居倫敦。理察和琴恩．史密斯、威廉．馬棋佛

(William McKeever)都是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欽哲基金會誠摯歡迎印尼Leokito Hadijat、台灣

的姚仁喜先生、以及新加坡的Kwang-Boon Lee，三

位新任地區代表的加入！我們誠摯地歡迎您！■

印尼、台灣、新加坡
新任代表

歡迎理察迪克西博士
加入顧問委員會

KF eNews

欽哲基金會的網站以全新面貌登場，提供您更

多資訊，內容包括五大計劃深入報導、仁波切的訪

問、欽哲傳承介紹、圖片瀏覽、工作團隊人物誌…

等等。而且現在還啟用了直接線上捐款的功能！這

些全要感謝藍道．克洛(Randall Koral)的版面設計、

那些提供出美麗作品的攝影師們、以及投注心力的

程式設計群，最後更要感謝版主大衛．柴北克(Dave 

Zwieback)，對於這次改版不眠不休的努力。■

網站改版
啟用線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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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達賴喇嘛即將蒞臨主持「確吉羅卓辯證學院(CLCD)開光典禮」的前

夕，工匠們仍在大殿趕工，忙著為28呎的主尊佛顏貼上金箔。欽哲仁波切則徹

夜與主事的學生及堪布們開著規劃行前會，每個人都是身兼數職。

在嗡嗡作響的日光燈下，仁波切反覆考核負責人員︰準備好七千人的伙

食嗎？上師們如果有特別需求，臨場突發狀況要如何應變？治安維護組和達

賴喇嘛的貼身侍衛以及印度警方如何配合，是否已達成共識？...住宿名單堆積

如山、道路全數清掃以候佳賓、千朵金盞花成串懸掛於大門上迎風搖曳、影印

機在嘎嘎聲中，徹夜吐出藏文、中文及英文的節目表，我們以為一切都已經準備妥當了。

但其實我們並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場令人動容的盛會！那無法描述的虔敬

心，莊嚴璀璨的文化盛宴，令人屏息以對！尊貴的上師、首座、堪布、皇家代

表、使節、顯貴、仁波切紛紛而至，真可謂是一場佳賓雲集的盛會！這怎麼能

只用如雨的加持去形容呢？它足以稱得上是一場如颶風般的加持！

確吉羅卓辯證學院(以下簡稱為CLCD)開光大典於2004年11月19-21日，在

印度喜瑪恰省烔達拉縣的藏人社區舉行。CLCD前身為宗薩佛學院，而未來將

成為高等教育的中心。由於國際上各佛法中心前所未有的護持，CLCD才得以

創建完成。在大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指導下，目前寺院可容納千名僧眾。建

築的主體相當可觀，三層樓高的宿舍環抱著庭院和噴泉，11間教室、圖書館、電腦教室、閱覽室，以及度母

殿和蓮師殿。建造過程中，對每件事都付以無比心力與思慮，甚至連水塔的造型都極為美觀！

開光大典首日，一大清早在瀰漫著芳香的氣息與陣陣喜悅的號角聲中，達賴喇嘛正式蒞臨為學院剪綵。

仁波切、大堪布貢噶旺秋，以及其他上師們就座於大殿，與上千名僧眾、身著制服的學生，外國來的朋友共

聚一堂。來自喜瑪拉雅一帶，不丹、錫金、喜瑪恰省、拉達克、還有西藏的代表，均身著美麗的傳統服飾前

來致意。

大殿原先設計只能容納四千人，但在這三天裡卻擠進遠超於此的人數，以

求聆聽尊貴的來賓所給予的珍貴教法與演說，並欣賞藝術文化等各項表演。典

禮的英文司儀由任職印度德里高等法院，廣受尊崇的律師Naresh Mathur擔任；

而藏文司儀則由卻英多傑堪布(Khenpo Choying Dorje)擔任。典禮第二天，達賴

喇嘛親授《菩提道燈》，並頒授堪布學位予多名優秀畢業生。最後一天則給予

大眾長壽灌頂。

在這期間，我們浸吟於這個釋尊誕生的國度——印度，就是在這片土地上，佛教開始生根，瑜珈士漫遊

四方。而我們亦常聽到人們將CLCD和 當年著名的那瀾陀(Nalanda)大學相提並論。

眾生雲集

確吉羅卓辯證學院開光大典
Chokyi Lodro College of Dialectics (CLCD)

(Amelia Chow拍攝)

(Amelia Chow拍攝)

(Butsou Lai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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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黃昏，當夕陽籠罩著紫色山巒之際，大家便聚集到戶外的舞台旁觀

賞表演節目。這座舞台是由德里頂級的專業製作公司所贊助。當一輪皎潔新月

高掛 在舞台後方的阿育王獅柱上【註：阿育王柱為欽哲基金會的象徵】，正好成為

舞台最莊嚴華麗的佈景。舞台上則不間斷地進行音樂、舞蹈與戲劇各項表演。

我們見識到印度知名舞者Purvadhanashree毫無瑕疵的傳統婆羅多舞蹈表演(*後

註)，其演出內容根據寂天菩薩《入菩薩行論》所改編，她所呈現的每個身姿

均為莊嚴的手印。另外則是印度首屈一指的吟唱歌者Vidya Rao扣人心弦的演出，她以傳統的土木里(Thumri)

唱腔悠揚歌頌對文殊菩薩的禮讚，迴盪不已繞樑不絕。達賴喇嘛二度贈哈達給Vidya，讚歎她飄逸如仙界般的

美聲。

最後一場印度式供養是齣名為《A Flowering Tree (直譯：一株開滿花朵的樹)》的舞台劇，這齣原創作品是由

欽哲仁波切委任Irpinder Bhatia編劇，由Irpinder和Ramesh Batheja執導。這齣輕快詼諧的舞台劇，內容乃根據

佛陀《法句經》的故事改編而成，亦兼納禪宗、蘇菲和奧義書的故事。此外，還有當地德格社區和蘇佳西藏

兒童學校的學生所擔綱演出的西藏傳統歌舞，他們共以31支舞蹈、2場樂團演奏、大合唱和二重唱等表演點燃

了夜晚的光芒。

這場視覺與聲音的饗宴，和廚房美食配合得天衣無縫。此次開光大典正好測試廚師們

的功力，看他們如何應付數千名受邀佳賓以及不速之客。整整七大卡車的菜被吃個精光。

客人看不到的地方，急驟的切菜聲從未停止過，大家忙得人仰馬翻。令人驚訝的是每一餐

都是那樣的豐盛，而且全是免費供應。餐廳裡瀰漫著盛筵豐足的氣息。

直到最後一天達賴喇嘛離去之後，我們才有機會稍稍放慢腳步，和新、舊朋友們

相聚。欽哲基金會執行總監Cangioli Che和董事Amelia Chow、Phuntsho Tobgyal、Pema 

Wangchuk，以及許多基金會的工作夥伴均不遠千里來參加這場盛會。數百位朋友參加了

基金會在大殿所作的簡報，Cangioli與眾人分享欽哲基金會的未來願景，張慧娟負責中文翻譯，仁波切自已則

負責藏文翻譯，為現場製造出不少歡樂氣氛。

雖然現場氣氛熱絡，但我們要傳達的訊息卻是很嚴肅的。直至此刻，基金會終於有機會向大家展現出寺

院教育「佛學院基金」的重要性。這次大家親身見証了這座莊嚴寺院的建成，以及各項硬軟體需求，僧眾的

飲食、衣物、典籍的提供，和學生們的健康、衛生照護等等方面。仁波切語重心長的表示，佛學院能夠建成

雖是件了不起的事，但是接下來能讓它以及其他欽哲壇城中的寺院學校能夠持續、不間斷地受到護持，那才

是一項更艱鉅的任務。佛學院基金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自從佛陀時代至今，無數大成就者相續不斷地力行自度度他的事業。宗薩寺

與佛學院亦同樣繼承了這項使命。寺廟與佛學院能夠提供修行者無比珍貴的資

源，奠定持續研修與精進的基礎，並給予喇嘛廣博的訓練，俾使佛法能興盛於

世。「佛學院基金」就是為了確保對這份傳統的護持能夠繼續下去而努力。■

(＊婆羅多舞(Bharatnatyam)乃最古老的印度寺廟古典舞蹈形式。融表演與舞蹈於一體，以對哲學

教誨進行戲劇性的表現。婆羅多舞有著極為嚴格的表演模式，精采之處在於腳下功夫的複雜表現，

並配上優雅的手臂動作。)

(Amelia Chow拍攝)

(Amelia Chow拍攝)

(Amelia Chow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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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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波切和數百位參加開光典禮的貴賓於慶典最

後一天，共聚在確吉羅卓辯證學院(CLCD)新落成的

大殿裡，聽取欽哲基金會的簡報。看到壯麗輝煌的

學院，許多來賓不禁詢問學院的經濟來源，而我們

也有幸能夠為大家一一解答。感謝仁波切在世界各

地的弟子與朋友的支持，欽哲基金會才能在2004年 

底達成原先預定280萬美金募款目標。

佛學院基金的投資所得，未來將可提供在西藏、

印度以及不丹所有欽哲壇城中700名學生的基本生活

所需。儘管這筆經費不足以涵蓋每個人所有費用，

至少半數以上學生的食物、日常用品、醫藥和書籍

不至匱乏。KF投資委員會在過去數月以來，亦致力

於多元化經營投資組合，在審慎地求取平衡之餘，

亦希冀能為大眾獲取更大的收益。

除了提供經濟上的支援，基金會也將在學院的

學術與行政方面做出加強，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其

內容包括︰

協同蔣揚羅塞堪布(Khenpo Jamyang Losel)和其他

主要工作人員，共同致力使學院的行政與會計系

統現代化、效率化。 

幫助規劃英語與電腦訓練課程，俾使學院與世界

接軌。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僧伽中遴選出專家，組

成兩組教職人員，負責課程的設計。 

規劃安排客座講習，提供堪布、教師、高年級學

生對於全球經濟、歷史、哲學、科學、文化等新

知的瞭解。與印度、美國大學的交換學者計劃亦

開始著手進行。 

由僧伽委員羅伯馬樂蘭博士(Dr.Rob MacLachlan) 

進行對添置醫療設備可行性的調查，期望未來能

在CLCD設立診所，以照護師生們健康上的需求。 

•

•

•

•

為堪布和學生們設立便利的數位圖書館 (詳情參見

出版事業) 

(二)出版事業

第一部份︰數位時代藏傳佛典保存計劃

在開光典禮的這段期間，KF出版事業有了許

多突破性的討論。在欽哲基金會顧問琴恩史密斯教

授(Prof. Gene Smith)所指導的「西藏佛教資源中
9 9 9 9 9 9 9

心
9

TBR
99 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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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菩提基金會協力之下，欽哲基金會贊助了

一項CLCD數位圖書館的計劃。執行計劃的第一步，

就是從仁波切在印度和不丹的佛學院當中，挑選訓

練一批數位圖書館員。基金會亦添購一部新電腦專

為CLCD數位圖書館所用。菩提基金會創始人大衛．

倫斯佛(David Lunsford)也於2004年12月為六位欽哲

弟子，在新德里的西藏之家舉辦了為期三天的訓練

課程。

TBR
9 9 9

C
9

目今已將大約四千五百冊的佛經掃瞄並

歸類入檔。史密斯教授尚有一萬二千卷的藏傳經典

等待數位化。所有的內容都需要重新格式化以利列

印。發展軟體的工作則需二至三年方能完成。

本計劃的終極目標，是讓CLCD的堪布和學生

們只要按幾下滑鼠，就能調出檔案閱覽傳統佛經，

並進而使全世界的佛教學者與各寺院、中心的學生

都能使用這項工具。

第二部份︰仁波切的法教

仁波切的《入中論釋論》及《龍欽心髓修持

手冊(Longchen Nyingtik Practice Manual)》現皆可

免費索取 [註：以上二冊均為英文版。中文《龍欽心髓修持

手冊》現已進入校譯階段。]。意者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publications@khyentsefoundation.org 正式請索，並

•

http://www.tbrc.org
http://www.tbrc.org
http://www.tb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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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註明您的姓名、國家地區。若您請索的是《龍欽

心髓修持手冊》，亦煩請註明您四加行的傳法上師。

我們在接獲您的請索信函之後，將儘快回覆告知您

下載該電子書之位址。

(三)獎學金基金
由於目前經費有限，基金會只能提供獎學金給

學術團體，個人申請將會順延。

在2004年，KF大部份的經費都已用於護持澳洲

的金剛持寺，提供全額或部份的獎學金，護持參與

為期三年閉關的修行者。基金會亦提供經費給柬埔

寨的出家眾到泰國學習小乘佛法。

仁波切對現今柬埔寨和部份亞洲國家政治與

經濟的動盪不安，導致佛教傳統面臨日漸式微的危

機，表達了他深切的憂心。因此對於這些國家佛法

的修習亦需要提供援助。

隨著佛學院基金募款的完成，未來新募集的款

項將逐漸分配到獎學金和出版事業。

(四)兒童學校
藉由這次的開光典禮，KF執行長Cangioli Che 

終得以和澳洲悉達多學校的伊娃．湯瑪士 (Eva 

Thomas)見面。兒童學校也是基金會長期的目標之

一，我們盼望持續不斷的創意與活力能夠逐漸匯聚

而成，以幫助兒童學校有更多的進展。

基金會和巴西恰度寺(Chagdud Gonpa)正共同發

展一套能夠適用於巴西學校的宗教課程，在將來它

亦可能發展成為一套佛教學校的課程。巴西政府要

求學校除了教導基督教以外，亦需再增加一種宗教

課程。而恰度寺則負責訓練教師如何運用佛教教材。

由於恰度佛母的加持，克莉絲汀．波以樂(Christine 

Boedler)目前正和巴西州政府及聯邦政府進行聯繫。

基金會亦提供香巴拉教師訓練手冊，並和澳洲、德

國建立合作管道，彼此分享經驗。

KF兒童學校現正徵求新名，並且希望是和吠陀

傳統有關的名稱。若您有任何想法，非常歡迎你的

建議。

(五)佛學研究席位基金
加州柏克萊大學已正式批准欽哲基金會所提供

的佛學研究席位。基金會目前正尋求贊助主。這項

措施能夠幫助佛法在西方紮根，且利益更多未來眾

生。不論您是個人捐款、家庭信託、紀念基金、私

人基金會、社團法人或是其他團體組織，您的贊助

將對佛法產生極深遠且重要的貢獻。此外，捐贈者

可選擇以其姓氏命名其席次。若需要進一步相關資

料，歡迎與我們聯繫。■

對等捐獻計劃
對基金會最直接、有效的幫助就是加入對

等捐獻計劃。每月定期的捐款是基金會能夠運

作的基礎，它能使基金會贊助長期的計劃，而

且使基金會能提早規劃現金流量、改善投資表

現。懇請加入定期捐款的行列與基金會心手相

連，不論捐款金額大小，每一塊錢均有意義。

您每月若捐出10美元(不到台幣320元)，一年下

來，由於對等捐獻計劃，竟可加倍累積達240

美元?! 而這筆金額就足以資助一位出家眾一年

的生活費！若您每月捐出50美金，一年下來捐

款給基金會的數目竟可高達1200美金....

對等捐獻計劃是由一群匿名贊助者所發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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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使您

對基金會的幫助加倍，歡迎加入定期捐款的行

列。如欲定期或自動捐款，可用信用卡或由在

美國的銀行帳戶直接轉帳。如需詳情，請寫信

到 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或直接與台灣

代表馮燕
9 9

南
9

聯繫。■

mailto: 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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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英文)
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中文)

歡迎蒞臨欽哲基金會網站

不丹王國最有名的是納多

香(Nado)，產自聽布(Thimphu)

人煙罕至的山上小屋，一處車

子無法到達的地方。納多香由

100多種香料︰包括牛黃、丁

香、肉荳蔻、藏紅花、紅檀

香、白檀香及多種藥材製成，

製香成型後要蔭乾，再用酒紅

色的細繩纏繞，最後再用手工

紙包裝。由於不丹皇家航空公司(也是唯一一家)對

於運送行李的限制很嚴格，不付出高價是無法將物

品送出這個國家。幸好基金會在不丹有很多忠實的

朋友，雀英措姆(Choing Tshomo)就是其中之一，她

不但幫忙《旅行者與魔術師》的電影製作，也答應

幫我們出口不丹香。但就在她幫忙訂香時，赫然發

現不丹香大量缺貨。幸好她有著不丹人的心靈手巧，

再加上多次跋涉到產地山區，才拿到我們所訂購的

200束香。學院開光期間，有幾束剛剛做好的香也

帶給基金會做為義買廊募款之用。正如同義賣廊裡

的所有藝品與服務一樣，這些香均是由一位KF捐贈

者所贊助。

義賣廊募得的所有款項均用於基金會。若您有

任何想提供的義賣物品、寶物或服務給義賣廊，歡

迎與我們聯絡bg@khyentsefoundation.org 。若您想

買禮物或宗教用品，別忘了到義賣
9 9

廊
9

參觀選購。■

義賣廊︰

不丹香
來自印度、不丹的新品

KF eNews

《旅行者與魔術師》一片殺

青之際，仁波切就宣佈將來電

影所得將全數捐給欽哲基金會。

並在一月份分別於雪梨、倫敦、

哈利福克斯及溫哥華展開了五

場義演和首映會，仁波切本人

亦均親臨現場。

您亦可上網至欽哲基金會網站的義賣
9 9

廊
9

訂購

《旅行者與魔術師》同名書，內容有仁波切原著

劇本、數百張劇照和幕後花絮。本書僅在義賣廊

獨家熱賣。若想獲得該片更多訊息，歡迎至www.

travellersandmagicians.com 網站參觀。■

在此感謝每一位透過基金會網站連接到

Amazon網路書店購書的朋友，KF和Amazon的聯名

活動成果相當豐碩。參加這項聯名活動，只需您透

過KF網
9 9 9

站
9

聯結至Amazon.com購買書籍，你所買的

每一本書，Amazon.com都將致送回饋金給基金會。

所以下次如果您要在網路購書時，請先上欽哲基金

會的網站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再聯結至

Amazon.com下訂單。既購書，又能幫助基金會，何

樂而不為？■

KF eNews

   《旅行者與魔術師》
欽哲基金會世界義演活動

亞馬遜網站購書
贊助基金會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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