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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波切表示：「我相信我們正做著相當有意義的事，某些足以

成為典範之事——尤其對西藏人而言。我已從其他喇嘛與仁波切一

些耳語之中，聽到他們開始理解這些所帶來的某種助益。當初開始

之際，由於跳脫傳統，還曾引起某些疑慮。但我從未比此刻更加堅

定，尤其在邵新明先生來到宗薩佛學院，針對捐贈所談的「魚池」

理論一番話之後。*

我們現正進行的，不僅為了短暫利益，而是真正能利益長久的

事。不僅令少數人受惠，卻期盼能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因此受惠。

我們現在所談的是數以萬計的人們。

從欽哲基金會的念頭萌芽迄今，其實並未太久（基金會成立於

2001年11月），當我看著基金會完成的這一切，真的令我感到非常

高興。

我認為護持體系非常重要。即使佛陀仍在世時，當他托缽乞討

之際，護持體系就已然存在。當佛陀行於道上，沿街托缽的時候，

就已經保證了他將受到護持。無需為此憂慮。

在佛陀之後，佛法興盛傳佈世界各地，如中國、印度。佛教興

盛的原因很多，強大的護持體系卻是主因之一，不論任何人，從國

王到妓女，從商人到一般大眾，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人們通常為了某種原因，而支持某件事。我們支持一件有益於

自己，或能利益世界的事，不過動機與支持對象各不相同。而我們

本期內容主要探討欽哲基金會

成立五年以來的成就，以及仁

波切對於往後五年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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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佛教護法的欽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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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摘自2006年5月�0日，

仁波切於台北舉行「KF亞洲

規劃會議」時所做的談話：

(照片: But-Suo Lai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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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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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是因為我們都相信佛陀的法與道，能夠大大利

益我們每個人以及這世界。因此，我們感到護持這

樣的體系，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至於實際護持的行動，有著各種不同的方式。

當我們說到有關斷執、佈施及出離心的修持，其中

之一的方法就是供養物品。目的是用來斷除執著及

累積功德。

還有另一種方式，我們稱之為護持。在累積功

德、破除執著之際，還有著一個特定的計畫、特定

的目標。

即使在佛陀時代，也有一位重要的護持者須達

多長者*。《金剛經》就是在他所供養的祈樹給孤獨

園中所宣講的。當初這位商人須達多長者要求佛陀

為他剃度的時候，佛陀拒絕了，並且告訴他：『你

必須成為商人，你必須去護持那些僧眾。』而這就

是計畫。

欽哲基金會正嘗試成為這樣的護持體系。」■

註：

* 邵新明先生在演談中，將欽哲基金會比喻為一座魚池：一處

足以孕育出更多之處。欲瞭解更多，歡迎參閱電子會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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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廿一世紀：宗薩學院新任管委會》

* 有關須達多長者 (Sudatta) 的故事，歡迎參閱電子會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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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波切談護法王系列

為慶祝2006年八月「欽哲基金藏傳佛學卓越教

席」成立，仁波切前往參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到訪的欽哲仁波切，基金會顧問琴恩．史密斯

(Gene Smith)、史帝夫．古德曼 (Steven Goodman)，

董事姚仁喜與執行董事陳季佩 (Cangioli Che)，均受

到柏克萊大學熱誠的歡迎。出席招待會的人士有柏

克萊執行副校長兼行院長喬治．布雷斯勞爾 (George 

Breslauer)、大學關係室副校長唐．麥奎德 (Don 

McQuade)、教務長珍．布勞頓 (Jane Broughton)，

及佛學研究教職員、研究生及諸友人。■

仁波切參觀柏克萊大學

(上圖)仁波切在柏克萊大學

東亞圖書館裡，檢視罕見

的西藏經典。

(左圖)全體合影留念。

(照片: Peg Skorpinski)

KF eNews

我感到我們所完成的這個貢獻，

有如建造了百座寺院。

——  宗薩欽哲仁波切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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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建造寺院　我們培育人才

欽哲基金會訂定五年計畫

2006年11月，欽哲基金會慶祝成立五週年。在這五年裡，基金會任務首

要致力於護持藏傳佛教。宗薩欽哲仁波切，即欽哲基金會創立人及董事會主

席，解釋說：「許多佛教傳統中，不論是上座部、斯里蘭卡或世界各處，似

乎唯有藏傳佛教會有培育一個四歲孩子成為佛法導師的傳統。如此強而有力

的系統性訓練，即使在泰國的上座部也未曾有。所以我感到護持西藏佛教傳

統的某種迫切性。」

「衷心感謝所有施主與護持者，欽哲基金會已達成此目標，透過資助僧

眾的教育計畫，將持續地護持西藏佛法。」

「現在，」仁波切表示：「我們應該把獎學金視為下一階段的首要目

標。如我先前所說，不應僅限藏人、僧眾或尼眾，護持學子的研習與修行亦

相當重要。」

仁波切的願景是不限傳承、不限地域，護持這世上所有致力佛法修持的

學子，因此獎學金將成為未來五年裡基金會的首要任務。(請參閱本期《獎學
9 9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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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欽哲基金會首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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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

指導原則

建立護持系統，幫助所有眾生修持研習佛法，

一向是仁波切的願景，亦是引導欽哲基金會前進的

目標。

欽哲基金會的任務，是擔任將仁波切之願景

轉化為實際計畫的有效工具。依照仁波切的指導方

針，我們依循其原則，確立未來數年的方向如下：

欽哲基金會的主要目的，保存護持所有佛法

傳承，而不侷限藏傳佛法。「我期盼見到欽

哲基金會，實質地護持各種形式與傳統的佛

法。」我們以廣義的不分教派、利美態度，

護持所有的佛教傳統。

1.

「與其建造寺院，我們培育人才」。我們著

重護持佛法的修行與研習；因此，我們不護

持建造經費或興建硬體設施。

我們重視規劃，以建立長期護持體系為目

標，利益所有眾生——此即阿育王、須達多

給孤獨長者眾人所致力的——「利益後世無

數眾生的大計」。

與其重複其他組織做相同行為，或彼此競

爭，我們寧願合作。只要有可能，我們支持

其他團體，共同致力護持佛法之努力。

2.

3.

4.

本期專題

並非僅是暫時的幫助，而是長久的；不僅幫助少數人，而是許多人；

不侷限於特定人士，而是所有眾生。　　　    —— 宗薩欽哲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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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目標
以運作層面而言，五大計畫為欽哲基金會護持

系統的基礎，並將持續作為我們努力的架構。

經由一系列的計畫會議，仁波切與董事會設立

基金會的長期目標如下：

藉由「獎學金」，護持全世界不分教派傳統

的非藏裔學子與在家居士，進行佛法研修。

藉由「僧伽教育基金」，培養佛學導師與學

者，感化影響世界。

藉由「出版基金」，讓有志研修的人都能獲

得法教。

藉由「捐贈佛學教席」，在主要大學中提昇

促進佛學之研修。

藉由「兒童佛學教育基金」，在佛學尚未普

及之地，幫助佛教徒下一代的佛法教育。

2011年之願景
為了擁有足夠資金以實現目標，基金會亦提

高募款需求目標。總捐贈基金需求在2011年將達到

九百萬美元（2006年已達五百萬美元），主要為籌

募「獎學金」、「僧伽教育」與「出版」基金。

「捐贈佛學教席」將分別募款，佛學教育則以專案

形式視需求進行。在隨後數年裡，我們亦視通訊、

募款及社區參與三大主題為主要挑戰目標。  

1. 獎學金基金：

資助一百位學生與修行人全心投入佛法之修

行與研習。

設立一筆三百萬美元的捐贈基金，以衍生

5%年息，支付每年十五萬美元的獎學金。

2. 佛學院基金：

幫助「欽哲佛學院」持續傳統優異成績，並

1.

2.

3.

4.

5.

*

*

*

獲得國際認可。

培養20名學者導師，能說英文、中文二種語

言，並能使用電腦。

增加目前捐助款至五百萬美元，資助課程規

劃、教學資源與設備。

3. 出版基金：

與其他組織合作，保存佛教經典。

護持佛學典籍翻譯、培養翻譯人才，提升翻

譯水準。

持續出版，並免費提供佛學典籍。

設立一筆一百萬美元捐贈基金，提供經費護

持西藏典籍數位圖書館、翻譯計畫及其他。

4. 佛學研究席位基金：

在亞洲、歐洲、澳洲分別推動設立佛學研究

教席。

在傳統佛學院與一流大學之間，設立交換學

生計畫。

5. 佛子教育計畫：

因應不同地區適用不同教育模式可能性，佛

教兒童學校重新命名為「佛子教育計畫」 。

設計「週日學校」教育模式、青少年計畫與

親子營等規劃。

在公立學校系統裡，開設佛學課程。

總而言之，仁波切勉勵持續地護持欽哲基金

會，他表示：「並非僅是暫時的幫助，而是長久

的；不僅幫助少數人，而是許多人；不侷限於特定

人士，而是所有眾生。」■

基金會仍持續以志工組織形式運作，若您能貢獻時間、知識與

專業能力，竭誠歡迎您與我們聯絡，共同推動基金會的使命。

*

*

*

*

*

*

*

*

*

*

*

本期專題

五年大計：2011年之願景



�

以上這段話是宗薩欽哲仁波切解釋，為何欽哲

基金會將五大核心計畫的「獎學金」列為第一優先

的原因。目前，在某些佛法初開、尚未紮根之地，

尤其在歐洲、美國、澳洲等國家，少有能夠幫助

護持佛法研修的系統。欽哲基金會計畫提供經濟援

助，幫助世界各地、各傳統的佛子及修行人。

欽哲基金會計畫在未來五年內，將大幅增加獎

學金的募款，仁波切希望在2011年，我們足以資助

卅人參加三年閉關，同時幫助七十人全心投入佛法

的修持或研習。

「KF獎學金委員會」成立於2005年4月。委

員由仁波切指派，分別為美國的許功化(Florence 

Koh)[主席]；加拿大的安瑪麗．赫克斯(Ann Marie 

Huck)；德國的朵麗斯．華特(Doris Wolter)；及英國

的斯圖爾特．麥克法蘭(Stuart MacFarlane)。委員會

首要之務是制訂政策方針。在與KF執行委員會、受

益協調人及財務的密切合作下，獎學金委員會已成

功地進行兩屆公開甄選，幫助多位個人與數個組織

進行佛法研習或修持。評選過程中，委員會優先考

慮已儲蓄部份修行所需的申請人。委員會也和發展

計畫理事埃賽亞．史瑞特(Isaiah Seret)合力，確認適

合資助的個人、團體與組織。*

為了幫助這些學子、修行人與組織，我們仍有

一段長路得努力，以求募集所需基金。但在仁波切

的指引與加持，及許多施主隨喜他人的精進修學，

我們誠摯盼望仁波切的心願能在2011年達成，甚至

希望能夠更早地實現。

我們歡迎任何個人或提供研習或閉關計畫的

佛教組織提出獎學金申請。每年兩次申請，截止

日期分別為1月15日及7月15日。下一次的申請，

請於2006年12月15日至2007年1月15日之間，向委

員會遞交申請表格。若需進一步資訊，請至www.

khyentsefoundation.org 查詢。■

* 請參閱本期《欽哲基金會與「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畫」共同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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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成為欽哲基金會的首要目標

撰文　許功化(Florence Koh)　KF獎學金委員會主席

我們過去一直如此著重於藏人、僧眾、尼眾，

主要在出家人身上。但這目標過於狹隘，我們並

未考慮到其他人，即除了僧眾、除了藏人之外的

人們。當我在法國的時候，看到遠道從捷克來的學

生，他們大老遠從捷克一路開車到法國接受教授，

帶著僅有的一點錢，幾個月都睡在車裡，每天僅夠

一餐。他們無處獲得任何護持與幫助。看到這些，

令我心痛不已。

—— 宗薩欽哲仁波切

於2006年5月�0日台北的亞洲計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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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憑藉任何科學工具，悉達多太子以吉

祥草為墊，坐在一棵菩提樹下，探索人類的本性。

經過了長時間的思惟，他終於了悟到萬象，包括我

們的血肉，我們所有的情緒和我們所有的覺受，都

是由兩個以上的成份組合而成。當兩種或多種成份

和合在一起，新的現象就會產生：釘子和木頭產生

了桌子；水和葉子產生了茶；而恐懼、虔誠和救世

主，就產生了神。這些最終的產物，並沒有獨立於

其各別成份存在。相信它真實獨立存在，是最大的

騙局。而在和合的同時，各成份也起了變化。只因

接觸和合，它們的性質也隨之改變了——它們“被

組合了＂。

他了悟到不僅人類的經驗是如此，所有事物、

整個世界、整個宇宙都是如此，一切事物都是相互

依存的，因此一切事物都會改變。一切萬有，沒有

一樣是以獨立、恆常、純粹的狀態存在。你手上的

書不是、原子不是，甚至神祇也不是。因此，任何

存在於人心可達之處的事物，即使只是想像的，譬

如一個四臂人，都需要依賴於其他東西的存在。因

此悉達多發現，無常並不像一般人以為的就是意味

死亡，而是意味變化。任何事物和另一個事物之間

的位置或關係轉變了，即使是非常細微的變動，都

要依循無常的法則。

透過這些了悟，悉達多終於找到了一個方法

解除死亡的痛苦。他接受了變化是不可避免的，而

死亡只是這個循環的一部分。而且他更進一步地體

認到沒有全能的力量能夠扭轉死亡之路，因此也就

不會困在期待之中。如果沒有盲目的期待，就不會

有失望。如果能了解一切都是無常，就不會攀緣執

著；如果不攀緣執著，就不會患得患失，也才能真

正完完全全地活著。

悉達多從恆常的幻相中覺醒，因此我們稱他

為佛陀、覺者。在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了

解他的發現與教法是無價之寶，不論是學者或是文

盲，富人或是窮人，從阿育王到艾倫金斯堡(Allan 

Ginsberg)，從忽必烈到甘地，從達賴喇嘛乃至野獸

男孩樂團(Beastie Boys)，無數的眾生受其啟發。可

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悉達多今天再出現的話，可能

會蠻失望的，因為他的大部份發現都乏人問津。這

並不代表現代科技厲害到足以否定他的發現；到現

在還是沒有人可以長生不老。

每個人終究會死，而且每天大概有二十五萬人

死亡。我們親近的人不是已經死亡就是將會死亡。

然而當親人死去的時候，我們還是會震驚和悲傷；

我們還是繼續尋找青春之泉，或是長壽的秘方。頻

訪健康食品店，家裡一罐罐的二甲氨基乙醇和維他

命A、強力瑜伽課程，韓國高麗蔘、整型手術、膠

原注射，活膚霜等等——這些都足以證明我們暗地

裡和秦始皇都一樣，渴望著長生不老。

悉達多太子不再需要或渴求長生不老藥了。

由於了悟一切事物皆是和合而成，解構無止境，而

且一切萬有的各個部分，沒有一項是以獨立、恆常

與純粹的狀態存在的，他因此獲得解脫。一切和合

之物(現在我們知道這是指一切事物)與其無常的本

佛陀的發現

本篇摘自仁波切新書《近乎佛教徒》，英文版《What Makes You Not a Buddhist》，

已由美國香巴拉出版社出版。若有意購買英文版的朋友，歡迎至KF義賣廊訂購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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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台北

究竟一乘寶性論教授 (第2年)     3月30日~4月�日

佛頂尊勝佛母法會 (第2年)　　  4月9 ~�5日

                (會場佈置)                     4月7~8日

質是合而為一、不可分割的，如同水和冰塊一樣。

將冰塊放在飲料當中時，我們同時兼得兩者。同樣

的，當悉達多看到一個人走過，即使他很健康，悉

達多看到的是此人的生與滅同時發生。你也許會認

為這樣的人生觀不太有趣，但在生命的旅程中能夠

同時看到一體的兩面，可以是非常奇妙，而且可能

會有很大的滿足感。這不像在期待與失望的雲霄飛

車忽上忽下。如此地看待事情，一切會在我們周遭

消融，你對現象的覺受會轉化，而且變得比較清

晰。你很容易看出人們為什麼會被困在雲霄飛車當

中，而自然對他們生起慈悲心。你生起慈悲心的原

因之一，是由於無常縱然如此明顯，人們卻視而不

見。■

根據印度比爾鹿野學苑管理人帕襄．沃爾馬

(Prashant Varma)表示，法王達賴喇嘛成為鹿野學苑

的護持者之一。

法王的秘書信上寫著：「法王獲悉仁波切出自

對印度的無比感激，意欲為他的印度朋友們，重現

當年那瀾陀大學與超戒寺的偉大正統傳承，為此感

到格外欣喜。」■

* 想瞭解鹿野學苑(Deer Park Institute)，歡迎參閱欽哲基金會
9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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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宗薩欽哲仁波切2007教授行程

來自鹿野學苑的好消息

KF eNews

有關仁波切最新教授行程，

歡迎隨時上網查詢www.siddharthasintent.org.

欽哲基金會的精神象徵——阿育王獅柱，象徵

無畏無懼。宗薩欽哲仁波切讚歎敘說阿育王諸多事

蹟。「由於有阿育王這樣的君主，才有那爛陀大學

的存在。我實在無法想像，若沒有那爛陀，今日佛

陀法教將是何等光景。基本上來說，必然早已蕩然

無存。」

阿育王是佛教最重要的大護法之一，欽哲基金

會渴望追隨他的腳步。藉由阿育王的象徵獅柱，欽

哲基金會高舉阿育王旗幟，致力護持法教。

以阿育王獅柱垂飾做為欽哲基金會五週年紀念

品極為適切，此垂飾乃由某位香港弟子設計製作。

垂飾以琉璃為材，相當奧地利水晶品質，由一

位北京藝術家雕刻製模，此藝術家經常以法詩伴其

雕塑。垂飾經仁波切加持而製。

所有費用均由香港弟子們贊助護

持。

每件垂飾均以黑與金黃相間

的色線與紙盒包裝，附有中國工

坊證明書。所有收益悉數捐贈欽

哲基金會。現今耶誕折扣價只需

38美元。若有興趣，歡迎至義賣

廊選購www.merchantamerica.com/

kfgallery/ 。■

欽哲基金會五週年紀念

垂飾：阿育王獅柱

KF eNews

澳洲，雪梨

入中論教授 (第3年)                     6月�4-25日

加拿大，溫哥華

究竟一乘寶性論教授 (第�年)     8月4~�2日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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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仍能存在於柬埔寨，實屬僥倖，此非隨口

之言。當年它幾乎被“赤柬＂(註：柬埔寨共產黨)

摧毀殆盡，這群社會革命激進份子計畫性處死知識

份子，連僧眾亦無法倖免。在大動盪的1970年代，

柬埔寨的佛教僧伽幾乎悉數慘遭殺害。

直至赤柬政權於1979年被推翻，這個國家才開

始復原，整個社會亦迫切渴盼佛法的指引與幫助。

數個世紀以來，柬埔寨的佛教寺廟與鄰近上座部國

家，均藉由靈性指引和家庭輔導來服務社區，並且

建立孤兒院、佈施食物給予需要的人。然而在浩劫

之後，卻一直到了1980年代後期，佛教僧團才開始

能自由地修習與成長，且僅餘少數人開始教育下一

代年輕僧眾。到底還剩下誰來恢復佛教的傳統呢？

僅存數名具有學識的老師，且無一是僧侶，他們自

躲藏處走出來，因應政府支持僧院教育，在西式教

育模式下，緩慢地著手重建。

1990年代早期，中斷約15年之後，僧眾的律法

與巴利文初級學校紛紛重新開放；第一所僧伽中學

亦於1993年在首都金邊重新開啟。1997年，施哈努

克佛教大學(Preah Sihanouk Raj Buddhist University)

於金邊重啟，並開設學士先修課程。2001年迄今，

儘管已有15名至20名僧侶獲得學士學位，但大多數

在完成學業後還俗。據估計今日在柬埔寨受過教育

的僧伽尚不及50人。

鑒於社會壓力及缺乏機會，許多僧眾自佛教大

學畢業後，紛紛轉而經營生意成為在家人。某種程

度來說，可能是因為缺少能維持的僧團社區，也可

能是因為一名年僅20歲的僧人，尚無法確定他的人

生該何去何從。況且，當佛法大學畢業之後，再也

沒有獲得更進一步的教育的機會，因為佛教大學尚

無法提供碩士或博士課程。

2004年宗薩欽哲仁波切前往柬埔寨，對當地僧

眾容身於克難的環境不禁動容。仁波切非常憂心若

不盡力護持重振其學習與修持，柬埔寨上座部傳統

將面臨消失危機。故決定欽哲基金會將伸出援手，

即使只能很小的規模，也要盡力護持。

為完成此指示，欽哲基金會研討數種不同方

案，為柬埔寨僧伽設立研究獎助金計畫。護持方法

之一是提供經濟援助，讓他們能有機會前往國外，

在佛法昌盛的國度修習佛學碩士學位。目的是讓這

些僧伽能夠在學有所成之後返回柬埔寨，在自己的

土地上重振法教。

在現於泰國的佛教學者彼得．史基伶(Peter 

Skilling)教授的建議與安排下，欽哲基金會與位於

欽哲基金會與「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畫(KEAP)」
共同護持柬埔寨上座部傳統

撰文　埃賽亞史瑞特(Isaiah Seret)　KF計畫發展理事

KF eNews

（照片：Glenn Fawcett拍攝）兩位獲得KF獎學金的柬埔寨僧侶。



科羅拉多州克瑞史東(Crestone, Colorado)的「高棉佛

教教育研究計畫(KEAP)」共同攜手提供一項特殊獎

學金，提供擁有學士資格的優異僧伽繼續進修之機

會。

欽哲基金會獎學金將提供僧侶研習碩士三年所

需的全額費用，幫助他們在具有清淨且完整傳承的

國家中，受認可的大學裡就讀。於大學暑假期間，

僧伽們可於該國進行閉關禪修。第一批獲選獎學金

受惠者的兩位僧伽，最近在金邊佛教大學，剛剛結

束了一次特殊的佛學英語速成課程，為他們即將前

往斯里蘭卡展開研習作準備。

目前「高棉佛教教育研究計畫(KEAP)」是唯

一在柬埔寨提供僧伽大學生獎學金的機構。欽哲基

金會則提供進一步畢業後的研究獎學金，以補強

KEAP計畫。經由這樣的結盟，KEAP與欽哲基金

會希望能培育新一代佛學學者，將來回到柬埔寨成

為導師與領導者，重演僧伽在柬埔寨長久以來的角

色。

在這超過四千座寺廟的網狀遍佈，佛教徒佔人

民90%以上的國家，上座部佛法過去一直均是重建

力量的先鋒。高棉文化與社會的重生，相當大程度

仰賴於佛教僧伽水平的復興。在友人的支持與計畫

協助下，以及僧團的自我振興，佛法將會再度扮演

一個領導角色，為柬埔寨塑造更美好的未來。

欽哲基金會與KEAP合作的僧伽獎學金計畫在

柬埔寨受到高度的推崇，廣受佛教徒、政府及教育

領袖的感謝。基金會計畫逐漸增加受獎名額，估計

將從2人增至6人。■

最有效且最直接幫助欽哲基金會的方法，就是

成為一位每月定期捐款人。只要您持續付出，有一

群慷慨的贊助人，對等捐出您每月所布施的同額，

讓您的捐獻加倍，以護持基金會的工作。

由於您的定期捐款，以及對等捐款的贊助人，

構成了欽哲基金會的財務之基石，提供長期護持，

蘊育佛法的研習與修行。有如滴水群匯於海，任何

一份力量都不嫌少。僅需每月台幣700元的發心，

就能護持一位僧侶在印度或西藏佛學院的修習，

再加上對等捐獻的力量，就能護持兩名僧眾！若是

每月100美元，在對等捐獻計畫下，一年可累積高

達2,400美元，足夠護持一位學子在尼泊爾全心投

入佛法修習，或者挽救瀕臨失傳的西藏珍典五十

冊，利益後世無盡！(有關智慧上師數位圖書館計

畫(Wisdom Masters Digital Library Project)，詳細資料備

索，歡迎與我們聯繫)。

請加入欽哲基金會，

合力護持2006至2007年首要計畫：

獎學金幫助世界各地的學子與修行人

護持僧伽教育

提供珍貴法教的保存、翻譯、出版與分發

所需經費

護持佛子教育，即兒童佛學教育

欲定期或自動捐款，台灣可以郵政劃撥，每月

定期捐款，亦可直接線上信用卡捐款，或是由美國

銀行帳戶直接轉帳。如需進一步詳情，歡迎與台灣

代表馮燕
9 9

南
9

聯繫，其他地區亦可與當地代表聯繫，

或直接寫信至info@khyentsefoundation.org 。■

•
•
•

•

你成為每月定期捐款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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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 jain@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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