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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護持僧眾的佛學院基金募集任務，終

於在三年後圓滿達成了！感謝大家的

幫助，才能讓這驚人成就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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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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五大計劃最新進展

護法王系列 特別報導：

欽哲壇城——宗薩欽哲仁波切之佛行事業

宗薩欽哲仁波切繼承了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一切

事業，其中包括了宗薩寺。他不但護持且擴充宗

薩寺，同時興建了許多閉關中心、建立組織、活

動、贊助出版，以及許許多多事業來傳承這項使

命…more

赤松德贊王是第九世紀時，以建立藏傳

佛教而著稱的西藏君主。西藏佛教徒均認為他

是以智慧表徵的文殊師利菩薩之化身。在赤松德贊王的一生當中，對佛

法在西藏的建立和興盛有著卓越不朽的貢獻。宗薩仁波切談到法王頂果

欽哲仁波切提及赤松德贊王時的情景︰

他(頂果欽哲仁波切)眼中含著淚水(這是很少見的)說：

「如果有人將這地球上每一座峽谷、每一處深淵、甚至是每一

個洞穴，都用如須彌山一樣高的黃金去填平，也無法報答赤松

德贊王的慈悲恩德於萬一。」

赤松德贊王是西藏最常被提到、也是最受敬愛的「三王先祖」中的

第二位。第一位是第六、七世紀時的松贊干布王，他被視為是觀世音菩

薩的化身。第三位則是赤熱巴千(亦稱赤祖德贊)，則視為是金剛手菩薩

宗薩欽哲仁波切談佛教大護法系列

護法王系列

藏王赤松德贊
(King Trisong Deutsen)

(But-Sou Lai拍攝)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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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身。仁波切說︰

就是因為這三位國君，佛教才能如此

深深根植於西藏。當西藏人提到這三位君

王時，如果不是眼中充滿了淚水，至少也

會不斷地點頭稱歎。此外，赤松德贊王和

蓮花生大士、堪布寂護菩薩，共同被視為

寧瑪派的創始人。

赤松德贊王的母親是馬鄉的安江女士，馬鄉位

於現今中國境內。他的父親是藏王赤德祖丹。僅13

歲時，赤松德贊因父親辭世而繼任王位。他有三個

妃子，在其就位期間，延續他父親維持和平與致力

於邊境事務的施政方針。但是在他20歲的時候，對

佛法的熱忱開始付諸行動。當時，因祖父松贊干布

在西藏建立了包括大、小昭寺等108座寺廟，佛法在

西藏已有了基礎。然而苯教勢力仍然非常強大。由

於對佛法的熱愛，他不顧大臣們的反對，派遣了智

慧孺童(Jnana Kumara)前往印度那瀾陀大學，迎請知

名的大師寂護菩薩。當時的寂護菩薩已是齒搖髮落、

垂垂老矣，但他仍然願意前往西藏教導國王，並為

桑耶寺的預定地灑淨。但他自認沒有力量馴服藏人，

所以建議國王到鄔迪亞那國尋訪蓮花生大士。

也同樣不顧大臣們的勸阻，赤松德贊王派遣了

五位密使前往尋往這位瑜伽士。歷經無數的試鍊與

阻礙，蓮花生大士好不容易到了西藏。然而蓮師與

國王一開始會面的氣氛並不融洽。雖說赤松德贊王

的功德很大，會想邀請蓮師入藏，但是他仍心存驕

慢，認為蓮師應前來向他致意。但也就是在這第一

次的會面，蓮師當場就調服了國王的傲慢，最後赤

松德贊王也向蓮師感佩伏首。

結合了赤松德贊王的財富、權勢與影響力，蓮

師的智慧與方便，他們和堪布寂護一同將西藏轉變

成佛教國家。隨著桑耶寺的落成，大譯師毗盧遮那

和一群印度班智達及譯師，自印度受邀入藏，將佛

典翻譯成藏文。仁波切說︰

幾乎現在的每一部經典，都是因赤松

德贊王的贊助而得來的。也是因為他，佛

教才得以被確立且接受，佛法才得以傳佈

與興盛。

在蓮師和堪布寂護回到印度後，赤松德贊王繼

續師從毗盧遮那和南開寧波領受教法。他接受了所

有的密續與儀軌，並經由修持獲致證悟。當他獲得

了悟自己肉身即為本尊壇城的徵象後，據說他能周

遊諸佛淨土。幸而有蓮師長壽灌頂的加持，赤松德

贊王得享世壽69年。現人尊崇他為文殊師利菩薩之

轉世。■

欽哲基金會歡迎我們的老朋友俄竹加入投資委

員會。俄竹目前在倫敦開設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在

定居倫敦之前，他在不丹旅遊局的登山健行科擔任

主管。也曾擔任過交通旅遊航空部的機要秘書。他

於1979-1981年間在德國慕尼黑進修商業管理，並於

1985年在英國Guildford優秀的薩里大學獲得行銷學

歡迎俄竹(Ngodrup)加入投資委員會

碩士。他在1992年進修會計並通過專業科目考試。

俄竹一家和仁波切父母的家族有很深的淵源。

俄竹的父母均是敦珠法王、聽列諾布仁波切、和索

南桑波堪布虔誠的弟子。和仁波切結識多年後，俄

竹於1989年正式成為仁波切的弟子。■

KF 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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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學院基金︰任務圓滿成功！
感謝仁波切在世界各地的弟子與朋友的支持，

欽哲基金會已達成原先預定280萬美金的募款目標。

佛學院基金的投資所得，可繼續提供在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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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院裡每個人所

有費用，至少半數以上學生的食物、日常用品、醫

藥和書籍將不至匱乏。欽哲基金會投資委員會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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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能獲取更大的收益。在此

我們誠摯地感謝所有讓這個驚人成就得以實現的朋

友們。

2.出版基金
第一部份︰數位時代藏傳佛典保存計劃

想像在Google這一類的搜尋引擎中，只要輸

入英文Milarepa(密勒日巴)、或Jamyang Khyentse 

Wangpo(蔣揚欽哲旺波)，不但可以看到在螢幕上列

出大師們所有著作名稱，也可以立刻連結到原文的

掃瞄文稿！——這就是「西藏佛教資源中
9 9 9 9 9 9 9

心
9

TBR
9 9 9

C
9

」

正在發展中的搜尋引擎與資料庫。這項資源可讓僧

俗二眾、堪布、喇嘛們登入全世界最大的藏文圖書

館。欽哲基金會也非常高興在2005年繼續支持這項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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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欽哲基金會的技術指導榮恩．史都華 (Ron 

Stewart)，應邀擔任TBRC數位圖書館管理系統的顧

問。這個工作小組所擔任的重要任務，是設計出一

套搜尋軟體，來搜尋目前TBRC已掃瞄完成的四千多

卷佛典，而接下來還有八千多卷尚待進行！

第二部份︰仁波切的法教

欽哲基金會目前已將下載原典的辦法更新。

任何欲請索宗薩欽哲仁波切開示的《入中論釋論

(Madhyamika Commentary)》及《龍欽心髓修持手冊

(Ngondro Manual: Advice on How To Practice)》，只

要到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pubrequest.

html 填寫申請表，我們就會回信告知您連結位址

(URL)以及下載說明。並請注意您下載的將是PDF文

件檔【※可由免費的Adobe Reader軟體讀取。】目前這兩

本英文開示均稍做增訂修改，並由欽哲基金會藝術

總監凱莉．羅勃茲(Kelly Roberts)設計精美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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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寶性論釋論(Uttaratantra commentary)》

及其中文版，均已進入校譯階段。完成後，我們會

儘快通知各位。

3.獎學金基金
隨著佛學院基金募款的完成，基金會接下來將

把募款重點放在獎學金，提供學佛弟子與修行者迫

切的財務需求。

為加強獎學金基金之功能，新近成立獎學金委

員會，以建立獎學金制度、訂定實施辦法、授獎標

準，與申請程序。委員會的委員均由仁波切所提名

任命，以擔當此重責大任。讓我們歡迎這個跨國工

印度宗薩佛學院的僧侶 (But-Sou Lai拍攝)

http://www.tbrc.org
http://www.tbrc.org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pubrequest.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pubrequ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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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小組，相信將能為我們設立與運作深具成效的獎

學金計劃，以加惠許多學子與修行者。

委員會成員︰

• 香港Florence Koh (協調負責) 

• 加拿大Ann Marie Huck 

• 英國Stuart MarFarlane 

• 巴西Manoel Vidal

• 德國Doris Wolter

4.兒童佛教學校
澳洲克果(Kyogle)的「悉達多兒童學校日」，

持續在週末進行精彩的活動。一天的密集課程中，

以「不可思議的英雄」為主題，分別介紹甘地、阿

育王、聖法蘭西斯等偉人。

在戲劇表演為主的「阿育王日」，誠如依娃．

湯瑪斯(Eva Thomas)所說︰「那一天的音樂、歌唱、

和戲劇好得不得了，有如阿育王親臨現場一般！」。

而在「聖法蘭西斯日」，則請了一位野生動物專家

擔任特別來賓——因為這位聖者對動物特別愛護。

這些活動均對外開放，並且門票經常銷售一空。

目前欽哲基金會德國代表桃樂絲．渥特(Doris 

Wolter)，正持續和德國佛教協會合作，在德國教育

系統中設計教師訓練的課程。今年春季，她應列繞

林寺(Lerab Ling)之邀，出席一項校園佛學課程的國

際會議。她並計劃和洽度佛母(Chagdud Khandro)在

柏林會面，商討這項話題。桃樂絲表示︰「有許多

跡象顯示，宗教與倫理課程將成為每個孩童的必修

課程，且將從柏林開始實施。到目前為止，在德國

大部份的學校裡，宗教都還只是選修課程。將來若

是要教導佛法，首要之務就是師資的培訓。」在會

議最後，德國佛教協會從各教派與教乘中遴選出代

表，設計一套密集課程，來教導那些基督教、無神

論、人文主義的老師們學習佛教義理。

所有的這些活動就如同種子一樣，期盼佛教兒

童學校能在世界各處開花結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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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更多未來眾生。

募款目標是美金一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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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可選擇與基金會共同命名其

席次。若需進一步相關資料，歡迎與我們聯繫。■

KF eNews

攝影家Butsou Lai受仁波切之邀，擔任2004年

確吉羅卓辯證學院開光大典的攝影工作，拍攝許多

激勵人心的作品，並已以投影形式於上海和溫哥華

等地展出。Butsou將四大冊的攝影集獻給仁波切，

並願以低價和欽哲基金會的朋友們結緣，所得亦捐

贈欽哲基金會。近期內大家即可在欽哲基金會網站

看到這些作品，敬請期待。

目前在義賣
9 9

廊
9

中還有《Sacred Voices of Nyingma 

Masters》(此書乃Sandra Scale訪問22位寧瑪派重要

上師，其中包括頂果欽哲仁波切、敦珠仁波切，以

及宗薩欽哲仁波切在內，一本集聖者身影與開示的

好書)，以及新進的不丹香、新款多功能的電子計數

器…等。欽哲基金會目前正積極籌備2006年的拍賣

會，主要項目包括《旅行者與魔術師》該片的道具

用品，以及仁波切的藝術作品。若您有意贊助義賣

品，我們目今有幾項義賣物品正尋求贊助者。

義賣
9 9

廊
9

募得所有款項將全數用於基金會。若您

有任何想提供的義賣品、寶物或各類服務，歡迎與

我們聯絡bg@khyentsefoundation.org 。如果您想買

禮物或宗教用品，也別忘了到義賣
9 9

廊
9

參觀選購。■

義賣廊︰藝術攝影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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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薩欽哲仁波切繼承了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一切事業，其中包括了宗薩寺。

他不但護持且擴充宗薩寺，同時還興建許多閉關中心、建立組織、活動、贊助出

版，以及許許多多事業來傳承這項使命。而這一切都增長成為欽哲壇城中的一

環。以下是壇城中各個組織、計劃的簡介。

特別報導

欽哲壇城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之佛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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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統教學與修持中心

西藏．宗薩寺(Dzongsar Monastery)及宗薩

康傑學院(Dzongsar Khamje College)

遠在第八世紀所興建的宗薩寺，是西藏地區久

享盛名、並最具有歷史意義的寺廟之一。蔣揚欽哲

旺波和秋吉林巴均預言，在藏東德格地區的宗薩康

傑學院，將廣大利益佛法的弘揚。

宗薩康傑學院在1871年於宗薩寺創辦，1918年

由蔣揚欽哲確吉羅卓擴建，並以研習藏傳佛教所有

教派而馳名的佛學中心。該學院於1960年代被毀，

所幸於1986年，在上一世班禪喇嘛的指示下開始重

建。在宗薩欽哲仁波切的贊助之下，於1989年完成

基本建築重建。課程是由蔣揚欽哲確吉羅卓所制定，

內容包括經、律、論三藏、密續、詩文、天文以及

醫學。

目前學院中的學生超過三百人。除了學院之外，

宗薩寺也有閉關中心、醫院、手工藝中心，及掃盲

學校。

印度．確吉羅卓辯證學院(Dzongsar Chokyi 

Lodro College of Dialectics)

仁波切於1982年在錫金建立宗薩佛學院，並於

1985年遷至環境較適宜的印度喜瑪恰省的比爾藏民

區(Bir)。直至西元2000年，學院中的學生已由原來

的四十名增加到四百五十名。

在校長大堪布貢噶旺秋的指導和護持下，學院

於2004年重新命名為「確吉羅卓辯證學院」，並再

由比爾遷至鄰近的烔達拉縣(Chauntra)。學院三層樓

高的建築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11間大教室及圖

書館、電腦室、閱覽室各一間，學院裡的寺廟還有

一座可容納4000人的大佛殿。學院目前由資深的堪

布擔任教職，並有超過500位學生就讀於為期13年的

密集研究課程。學生們每一學年研讀兩部主要的經

或論，並且學習邏輯、文法、律儀和詩文等科目。

不丹．確吉嘉措佛學院(Chokyi Gyatso Institute)

位於不丹迭瓦塘(Dewathang)的確吉嘉措佛學

院，是一座專修欽哲旺波和龍欽寧體傳承的寧瑪寺

院。學院以儀軌實修與哲理研習並重的方式，提供

約一百名出家眾傳統的寺院課程。在四年的寺院儀

軌訓練之後，接著是9年的哲學教育。學院每年會

舉行四次竹千大法會(drupchen)︰包括空行總集、貝

瑪寧體(Pema Tsie Nyingtik)、上師成就(Vimaladrup)、

以及帕嫫寧體。

不丹．桑達傑貝林中心

(Sangdhak Gaypailing Dharma Centre)

位於不丹巴蒼竺爪(Bartsham Drubdra)的桑達傑

貝林，是專修敦珠新巖傳教法的中心，其中也包含

一所佛學院。目前大約有140位「貢倩(Gomchen)」，

也就是不丹東部傳統特有的傳統在家禪修行者。另

約有六十名年輕學子，固定學習有關佛法儀軌與修

持的課程。而在大約八十位年長的修行者中，有些

會做為期長短不一的閉關，從半年到十二年不等。

其他則為社會大眾提供宗教上的服務。巴蒼中心亦

設有一所尼師院。

不丹．虎穴閉關中心(Tiger's Tail Retreat Centre) 

虎穴閉關中心位於巴羅 ( P a r o )的沙燦確滇

(Satsham Chorten)，是一座正好面對塔桑寺，隱於

松林中的三年閉關中心。

2、現代教學與修持中心
悉達多本願會(Siddhartha's Intent)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 

悉達多本願會(簡稱SI)，於986年起自澳洲的南

門悉達多本願會。繼而拓展到美國(西門悉達多本願

會)、印度(印度悉達多本願會)、加拿大(國際悉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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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願會)、德國(德國悉達多本願會)、香港(香港悉達

多本願會)、台灣(台北悉達多本願會)以及不丹(巴羅

悉達多本願會)。所有的中心根據當地政府的法規，

以教會、社團、或慈善機構的名義正式立案，其宗

旨在於保存及弘揚佛法。

宗薩欽哲仁波切將SI定位成一個"沒有圍牆的寺

院"，並且是他的"西方佛學院"。所有的中心負責籌

劃教學和研討會，以期為興盛佛法教學，創造良好

的環境而努力。每一個中心都以其獨特的方式，盡

全力圓滿仁波切的本願。各個中心，也以保存佛法

教學的願力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以期能跨越文化

和傳統的侷限，增長對佛法的覺知與體悟。

國際悉達多本願會︰負責教學錄音帶的錄

製及流通、護持海天閉關中心。

印度悉達多本願會︰也同時運作蓮心慈善

基金、耶輸陀羅出版社(出版藏文書籍)、雅那

旅行社(提供亞洲地區朝聖行程)，並且是國際

和平寶瓶計畫的主要中心。

南門悉達多本願會︰護持金剛持寺、出版

柔和聲，並且是新近在紐西蘭成立的佛教團體

"Buddha Down Under"的成員之一。

台北悉達多本願會︰負責安排欽哲仁波切在

台灣的相關教學活動，以及護持四眾弟子的同

修中心。

金剛持寺(Vajradhara Gonpa)靜靜地隱身於澳洲南

威爾斯一處佔地800英畝的自然灌木林中。現在專責

進行首次於澳洲舉行的三年閉關。

海天閉關中心(Sea to Sky Retreat Centre)佔地約40

英畝，地點遠離塵囂，位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一

處風景優美、山海環抱的地方。中心有完善的設施，

可提供團體或個人的閉關活動。

和平寶瓶計畫(Peace Vase Project)

(悉達多本願會之功德事業之一)

在1991年，宗薩欽哲仁波切接下了由法王頂

果欽哲仁波切所發起的和平寶瓶計畫。寶瓶，藏文

terbum，其內裝有各種藏藥、寶物、及咒鬘等，是

傳統上用來保護要地、免受災禍、以及提昇正面和

治癒能量的聖物。頂果法王監製了六千兩百個寶瓶，

並以傳統的方式製作，包括用藏傳佛教的天文曆法，

來選擇全球各地應特別安置寶瓶的地點。

秉持著護持世界和平與和諧的願力，這項計畫

目前在各主要的海洋、湖泊、河流、聖地、有著戰

爭衝突、和生態失衡的地方，放置了許多寶瓶。透

過全球各地眾人的努力(http://www.siddharthasintent.

org/peace/contacts.html )，目今已大約送出四千個

寶瓶，前往包括南極等各大洲。其餘的寶瓶也等

待著被送往指定的地方。詳情請參閱http://www.

siddharthasintent.org/peace/index.html 。

3、護持佛法與財務統籌

欽哲基金會(Khyentse Foundation)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為一非營利性的慈善組織，於2001年由宗薩欽哲仁

波切成立，其宗旨在於護持致力修持佛陀悲智之教

法的個人與團體。仁波切優先排定基金會五項重要

工作計畫，分別是︰佛學院基金、出版基金、獎學

金基金、兒童佛教學校，以及在一流大學捐贈成立

佛學研究教席一職。欽哲基金會統將財務資源集中，

護持仁波切全球的事業。目前在亞洲、美洲、澳洲

和歐洲各地均有基金會代表。

4、兒童慈善事業

蓮心基金會(Lotus Outreach)

http://www.lotusoutreach.org 

為一非宗教性的慈善團體，致力於改善身處危難或

貧困家庭社區中，兒童們的生活情況。基金會肇始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eace/contacts.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eace/contacts.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eace/index.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eace/index.html


�

於宗薩仁波切於1993年在印度進行的白蓮花兒童計

畫。最初這個計畫結合幾個當地小型的民間組織，

為西藏難民營的青年、印度貧民窟的孩童，安排教

育、醫療、職業、以及學習維生的社區計畫。

　　目前這個計畫已經延伸到幫助不丹窮困農村地

區的孩童，以及協助東南亞地區，非法交易荼毒的

受害者。基金會在柬埔寨參與了拯救雛妓的計畫，

提供中途之家，並透過諮商、教育、職業訓練，使

她們重新融入社會。蓮心基金會於2001年在美國正

式登記為501(c)(3)非營利慈善組織。目前在北美洲、

南美洲、印度、英國、法國、德國、澳洲、台灣和

香港均有代表。■

今年一、二月間在五大城市舉辦的《旅行者與

魔術師》首映義演會，獲得熱烈迴響。仁波切亦親

自參加所有活動，在世界各洲的首映會來回穿梭。

我們非常感謝仁波切不但將義演所得全數贊助基金

會，並且不辭旅途辛勞的現身在每一場的義演會

中。在籌備過程中，發生東南亞海嘯的天災。面對

這樣的悲劇，我們將倫敦義演全數收入捐贈支持貧

困婦女與兒童的「蓮心基金會(Lotus Outreach)」，

總共募得了七千五百英磅。在此亦感謝Como渡假

飯店的支持，供應食物和飲料，以及其都會飯店美

好的設施。

由Como Hotels、Newman's Own Organics和

Absolute Asia共同贊助在紐約市的義演。Chelsea 

West戲院座無虛席；義演後則是仁波切與節奏詩人

John Giono生動的座談會，以及在華麗的魯賓喜瑪

拉雅藝術博物館所舉行的派對。（該博物館為參觀

紐約市必訪之處！）《旅行者與魔術師》一片中動

人心弦的配樂作曲者David Hykes，亦親臨現場演

出，而Ryan Lee則演奏大提琴。

在澳洲雪梨的新南威爾斯藝廊所舉辦的義演活

動，門票同樣被搶購一空。來賓們享用各式飲料，

參加座談會，欣賞仁波切和藝廊總監Edmond Capon

就藝術與電影做精彩的對話。隨後五十名賓客於雪

梨著名鄺凱莉(Kylie Kwong)的餐廳共進晚餐。

在加拿大哈里法克斯市(Halifax)的活動吸引了

最多的觀眾，五百二十五位來賓前來欣賞影片，並

在Lord Nelson飯店舉行派對。該飯店最近重新整

修，回復喬治亞時代華麗的風貌。接待會中擠滿了

大群的朋友和仰慕者。仁波切接見訪客約一個鐘頭

後，進入舞會廳，廳中Michael the Girl演唱她在電

影中幾首歌曲，而大家也手舞足蹈直到凌晨。

最後一場活動是在溫哥華，在藝廊中舉辦的招

待會和劇院都擠滿人。藝術家們將當晚30%的收入

捐給KF。Butsou Lai拍攝「確吉羅卓辯證學院開光

大典」的藝術照，整場以投影片方式於招待會現場

播放。負責協辦的Amelia Chow 說︰「活動精簡而

溫馨，每個人都非常愉快。」

在此，感謝所有的來賓、以及贊助、捐款者，

特別是那些毫不倦怠、投注許多心力的義工朋友

們。這次活動總共募得七萬美金，也結下許多珍貴

的緣份，也讓更多的新朋友認識了欽哲基金會。

《旅行者與魔術師》一片將於2005年底發行DVD。

如果想要獲得更多的訊息，歡迎參觀以下網站︰

Zeitgeist Films (美國)，Capri Films (加拿大)，Enjoy 

Cinema (英國)，以及Melsa Films (澳洲)。■

《旅行者與魔術師》
全球五大城市義演盛會

KF eNews

http://www.zeitgeistfilms.com/
http://www.caprifil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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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波切教學行程
中陰身救度法(Bardo Teachings)、三根本灌頂與

開示、演說等：

加拿大溫哥大：2005.8.12-8.14。線上註
9 9 9

冊
9

中。

詳情參閱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rograms/0805-
vancouver.html 。

入中論(Madhyamakavatara) III：

美國舊金山：2005.8.19-8.28。線
9

上註
9 9

冊
9

中。

詳情參閱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rograms/
SIWD-Madhya-III.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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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幫助基金會能提

早規劃現金流量、改善投資表現。請考慮加入定期

捐款的行列，持續地幫助我們，不論捐款金額大小，

每一塊錢都是力量。感謝對等捐獻計劃，若您每月

捐出10美元(約台幣320元)，一年竟可加倍累積高達

240美元(相當台幣7680元)？！而這筆金額就足以資

助一位出家眾一年的生活費！…若每月捐50美金，

一年累積捐款竟可高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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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讓您對基金會的幫助

加倍，歡迎加入定期捐款的行列。如欲定期或自動

捐款，台灣地區可以郵政劃撥的方式，每月定期捐

款，或您亦可以信用卡或美國的銀行帳戶直接轉帳。

如需進一步詳情，請與台灣代表馮燕
9 9

南
9

聯繫，其

他地區亦可與當地代表聯繫，或直接寫信到info@

khyentsefoundation.org 。■

生生不息的
對等捐獻計劃

KF eNews

2004年欽哲基金會年報

歡迎下載2004年年報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

org/chinese/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html 。■

有不要用的筆記型電腦嗎？

若您有不用的筆記型電腦，欽哲基金會可以讓您的

舊電腦「老有所用」。若您願意捐贈，請註明所在

地區、電腦作業系統與型號，與當地代表或是直接

寄件到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在此誠摯地感

謝您的幫助！■

    在亞馬遜購書，亦能贊助基金會

只要透過欽哲基金會網
9 9 9 9 9 9

站
9

聯結至Amazon.com購

買書籍，在美加地區的亞馬遜網路書店，都將致送

回饋金給基金會。當您要線上購書時，請先到欽哲

基金會網站，點選Amazon的連結，就可以進入亞馬

遜網路書店訂購書籍，亞馬遜書店就會直接捐出部

份所得給欽哲基金會。請大家告訴大家，既能買書，

又能輕鬆幫助基金會！■

   《旅行者與魔術師》
    相關消息

《旅行者與魔術師》電影同名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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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ravellersandmagicians.com 網站參觀。本

片將於2005年底發行DVD。■

徵求義工

我們需要義工協助在舊金山所舉行的入中論課程。

若您有報名參加此次課程，又能撥出時間擔任義

工，歡迎以電子郵件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報

名，謝謝！■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rograms/0805-vancouver-register.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rograms/register.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rograms/SIWD-Madhya-III.html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rograms/SIWD-Madhya-III.html
mailto: 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mailto: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mailto: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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