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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護法王系列：琴恩．史密斯

「我十幾歲在印度的薩迦佛學院謮

書，當時全校只有一本入中論及

註釋讓我們十個學生共用。憑藉

著琴思．史密斯(Gene Smith)的
努力，我們才有了可供研讀的書

本。」 

——欽哲仁波切談琴思．史密斯

3 【佛陀言教之譯】 

KF主辦國際翻譯專家會議

宗薩欽哲仁波切、欽哲基金會、

鹿野學苑共同主辦深具意義的翻

譯專家會議

4   最佳拍檔：TBRC 與 KF
執行董事陳季佩女士參訪西藏宗

薩圖書館起源地

5   欽哲基金會贊助出版 

三本仁波切開示

5   欽哲基金會頒贈出版基金

5   TBRC前往蒙古

6   仁波切首部電影︰高山上的世

界盃 DVD終於問世

6   佳節購物好時機： 

義賣廊即將告一段落

  

提醒您

為符合基金會保護資源的宗旨，KF會

訊不再以書面方式提供給會友。請隨

時更新您的電子信箱地址，讓我們能

即時提供您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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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YENTSE
FOUNDATION KF: Khyentse Foundation之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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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要目 本期專題

從西元2002年開始，宗薩欽哲仁波切開始談起多位偉大佛教護法，包括釋迦牟尼佛的

護法――須達多給孤獨長者，以及戰功彪炳的阿育王等。沒有這些護法，佛教很可能

無法蓬勃發展。仁波切在每一期的KF會訊之中，均會講述其中一位啟迪人心的護法的

生平事蹟。

琴恩．史密斯 與 TBRC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

自從1959年西藏事件之後，無數西藏

文獻散佚各處。當有人問琴恩．史密斯(E. 

Gene Smith)，他是如何獨力找回這麼多失

落的文獻時，他總是簡短地回答：「我想

大概是業力使然吧！」這並不是因為他拙

於言辭（事實上他經常會說一些奇妙的故

事），而是琴恩的心力完全聚焦在一件事

上，那就是完整保存西藏的宗教文獻。琴

恩的看法是，這些文獻應該好好被保存下

來，而且在世界上無論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取得這些資料。

業力也許可以簡單地解釋琴恩是如何成為這龐大事業的掌舵人，

但一窺他多采多姿的歷練，才知道那是一篇多麼令人動容的故事。

琴恩在1960年的時候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研究藏文，部份的理

由是因為當年在美國學習少數民族語言的學生，可以免服軍役。當時尊

貴的德松仁波切，和八位喇嘛得到洛克斐洛基金會的贊助，常駐在西雅

圖，琴恩也因此在那裡遇到了這位上師。琴恩一開始是從學者的角度

對佛法產生興趣，但上師善巧地引領他漸漸進入實修。1964年，琴恩

護法王系列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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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歲，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他遵循德松仁波切的建

議，前往印度，看看他是否能為西藏人重拾支離破

碎的文化盡一份心力。

在印度的時候，琴恩追隨許多藏傳佛教大師，

包括洛桑倫拓格西、竹巴圖塞仁波切、諾陽堪布以

及頂果欽哲仁波切。他在亞洲各地不停穿梭旅行，

並在1968年的時候，受聘到美國國會圖書館駐新德

里辦事處工作。當時美國政府正在推動480公法，

為一項食物援助方案，目的是鼓勵開發中國家，以

當地貨幣購買美國剩餘的小麥和其他農產品。然後

再將獲利注入當地政府的文化及科學發展計劃，以

幫助這些國家。

最近在紐約的魯賓藝術博物館一場向琴恩表示

敬意的義賣會中，琴恩提到當年這筆經費的分配是

多麼毫無章法時，琴恩這樣說︰「我們可以用那些

錢買任何東西，甚至想買割草機都可以。」

然而琴恩和他的同事非但沒有這麼做，他們反

而拿這筆經費來印製藏傳佛教中五大傳承的教典。

這些稀有而且重要的典籍是流亡者從西藏偷偷

帶出來的，而琴恩早在亞洲旅行時就確定這些文獻

的珍貴性。

這些木刻版及手抄本的經書大多已經毀損而且

字跡模糊。他們將複印本送到美加等北美地區包括

哈佛大學及華盛頓大學等20多所大學中收藏。同時

他們也把這些典籍提供予西藏的僧眾。

據了解，從480公法方案總共取得約8000部典

籍。大陸改革開放以後，更多佛教經典在中國出

現，琴恩於是透過關係買回這些經書。目前他是世

界上收藏最多西藏文獻的專家。

對那些從西藏偷偷帶出手抄本的流亡難民來

說，琴恩以西方的價錢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買下這些

典籍，大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活。對西藏的出版商

來說，營收的錢讓他們得到印製更多經書的經費。

琴恩的採購，促使數以百計的作品得以印製，讓西

藏的學者、修行者還有圖書館，以能夠負擔的費用

獲得這些典籍。

琴恩的貢獻並不止於複印及保存這些無價之寶

（許多經書僅存孤本），並將之送回美國而已，他

還將他的筆記一并送回去。他在每一部手抄本上的

註解，為努力想學習佛法的西方學者，提供歷史、

宗教與文化上的背景。多年來，琴恩在新德里的家

就是學者活動中心。他家滿牆書架上排放了幾千本

藏文書籍。到訪的喇嘛、學者、和修行人絡繹不

絕，大家對他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從大量書堆中找到

毫不起眼的一本書的本領讚嘆不已。

1997年琴恩從國會圖書館的工作崗位上退休，

1999年12月他和一群朋友在美國麻省劍橋市設立了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BR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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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將他的一萬二千餘部典藏文獻數

位化。在2002年的一次訪談中，琴恩談到TBRC時

說：「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儘量使學者、傳承持有者

還有翻譯者，用最簡單的方法運用這些書。目前，

作藏學研究可說純靠奇緣運氣。」

2002年TBRC的辦公室遷移到紐約的魯賓藝術

博物館。目前的工作是將數位圖書館放在可攜式硬

碟上，並且送到印度、西藏、尼泊爾及不丹等地的

寺院，藉此擴大圖書館的規模。他們也正在建立了

百科全書式的資料庫，做為TBRC大量西藏文獻的

導航庫。此外他們也是一個藏學研究中心。

以往每當宗薩欽哲仁波切在欽哲基金會會議中

介紹琴恩時，他總是特別強調琴恩是當代最重要的

菩薩之一。仁波切說︰「他多麼偉大，有了他所建

立的數位圖書館，從此不論是天災人禍、政治、或

經濟的災害，都無法摧毀這些珍貴的佛教典籍。」

2007年夏天在溫哥華舉辦的寶性論課程中，與

會聽眾自動起立為琴恩鼓掌喝采，如雷的掌聲不斷

在禮堂中迴響，大家對琴恩所做的一切充分表達了

感激之意。琴恩也一如往常輕輕地微笑，謙遜地接

受眾人的致謝。

想瞭解更多護法王的故事，請參觀欽哲基金會

網站的護法王系
9 9 9 9

列
9

。■

http://tbrc.org/
http://tbrc.org/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patronking/patronk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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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言教之譯
2009年欽哲基金會翻譯專家會議

　　宗薩欽哲仁波切、欽哲基金會及鹿野學苑，即將於

2009年3月�6至20日，在印度比爾的鹿野學苑共同主辦

深具意義的翻譯專家會議【佛陀言教之譯】。

　　卓千彭諾仁波切應邀擔任此次大會的主席。第十四

世達賴法王、薩迦崔欽法王、敏卓林赤欽法王、第十七

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索甲仁波切、貝瑪旺嘉仁波切以及

欽哲吉美仁波切，也將擔任榮譽護法，一同祝福這次會

議順利進行。其他的護法名單也正在加緊確認中。

如果沒有翻譯者的努力，西方的佛弟子可能無

法實修和研習佛法。然而儘管翻譯者貢獻非凡，但

是還是有許多重要佛教典籍，甚至包括佛陀本身主

要的教法，也尚未被翻譯出來。此外，譯者通常不

知道其他譯者正在從事什麼，一些主要辭彙譯名也

尚未被統一，位居引領地位的譯者之間的溝通也極

為有限。

因此本次會議主要目的是︰

舉辦座談會檢討目前翻譯工作的成果與議定

所面對的挑戰，大會將邀請約40位頂尖的藏

英佛法翻譯專家，以及其他相關團體共襄盛

舉。

尋求改善翻譯者溝通管道，包括建立翻譯資

料庫等相關方案，以促進各方協調與合作。

啟動高標準機制，確保未來翻譯作品達到一

流水準，並擬定待翻譯經典的優先順序，以

及高品質譯本的流通辦法。

會議將邀請各方參加密集討論與活動，以落

•

•

•

實具體的行動。對象包括一些來自各教派的頂尖譯

者（噶舉、格魯、寧瑪、以及薩迦）、來自各領域

（學術界、實修者、佛教學者）以及各種贊助翻譯

管道（主要出版商、護法等等）共同與會。邀請這

群與會者的目的，是希望能代表現有藏英佛法翻譯

核心人物的一股關鍵力量。我們希望在未來的聚會

能邀請更多其他翻譯者加入討論，包括將佛典原文

翻譯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及其他

語文的譯者，以及翻譯中文、日文、古梵文等原文

佛典成各國語言的譯者。

佛典翻譯是欽哲基金會首要的工作項目之一。

過去基金會在世界各地已經進行一些較小規模的翻

譯贊助計劃。仁波切提倡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

促進各主要翻譯團體之間的會談。欽哲基金會除了

承諾促進這次會議，未來也將會在財務和募款允許

的情況下，提供翻譯優先特選佛典、建立翻譯資料

庫、以及增進達成會議其他主要目標所需的資金。

如此一來，您所捐贈欽哲基金會的款項，將能

幫助下一代發願利益一切眾生的修行者獲得教法。

關於翻譯專家會議更多的訊息，將會在往後KF會訊

中陸續為您報導。■

今年八月在溫哥華一個會議中，宗薩欽哲仁波切親自邀請彭諾

仁波切(Ponlop Rinpoche)擔任翻譯專家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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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1年的時候，第一次到西藏參訪宗薩

寺。宗薩寺是我的上師　宗薩欽哲仁波切的寺廟，

也是1870年代由偉大的蔣揚欽哲旺波所設立的宗薩

康傑學院的所在地。在許多參訪過的地方，我印象

最深刻之一的是當時極負盛名的宗薩寺利美圖書館

的遺跡，它也是在1960年代的政治動亂中，受到嚴

重摧毀的圖書館之一。利美圖書館以藏書豐富而聞

名於世，在偉大的上師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以及後繼者蔣揚欽哲確吉羅卓(1894-1959)的監督之

下，圖書館匯集了涵蓋各教派的珍貴佛典。幾位當

年目睹那場浩劫的人告訴我們，光是燒掉圖書館及

其藏書，大火就延燒了七天，只有非常非常少的經

書倖免。

在我們去參訪的時候，欽哲基金會尚在雛形階

段，當時它只是欽哲仁波切在全球各地的弟子和朋

友，為了護持研習與修行佛法，共同努力而結合成

的一股力量。一直到2001年下半年基金會才正式成

立。仁波切托付欽哲基金會重建宗薩寺的圖書館，

作為基金會幾個首要的任務之一。

要重建圖書館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問題是要

如何才能補回藏書？我們要去那裡找？該如何去找

那些散佚的書？幸好我們發現在不遠處琴恩，史密

斯已實行的工作。過去30年來，他一直在收集、保

存、分類、以及近期開始的數位化現存藏文典籍。

那時候仁波切到琴恩位於紐約的TBRC新辦公

室，看到琴恩所做的一切，仁波切的反應非常直

接，他立刻給予我們明確的指示︰「關於重建宗薩

寺圖書館的計劃，不必再做其他的事，只要護持琴

恩，儘力幫助琴恩完成他現在正進行的工作就可以

了。」從那時候開始，欽哲基金會即遵循仁波切的

指示進行。

KF主要是在財務上支援琴恩的計劃。我們將募

款所得贊助琴恩，讓他將所收藏一萬二千多部的藏

文典籍，逐一掃瞄、編排、整理綱要。目前已掃瞄

完成的書籍大約有5000部。然而還有許多工作亟待

進行，藉以實現一個功能齊全、搜尋容易、使用方

便的免費數位圖書館。所有相關的規劃、科技、專

業知識、以及基本設施都已齊備。只要有足夠的經

費，數位圖書館可望在4年內完成。

琴恩的數位圖書館完成以後，宗薩和其他佛學

院，透過隨選隨印設備，就可以很輕鬆地重製各種

佛典，屆時即可以完成重建設圖書館的計劃，利益

學生和修行者。

然而琴恩所行事業的重要性，不僅僅只是將

圖書做好保存和歸檔、成立一個類似博物院的圖書

館而已。他和仁波切一樣，一心一意希望能讓每個

有需要的人，不論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老師或學

生、出家或在家人，研究人員或是翻譯的人，都能

夠很方便快捷地，而且儘可能免費的取得這些書。

這完全符合欽哲基金會為了利益一切眾生而護持保

存、翻譯、流通佛典的使命。

此外，由於琴恩擁有佛教研究上淵博的學識，

他一直是欽哲基金會最敬重的一位顧問。他建議欽

哲基金會將「佛學研究教席基金」捐贈給加州柏克

萊大學。並且大力協助規劃2009年翻譯專家會議，

同時他也參與許多欽哲基金會的其他計劃。

正如琴恩所說「世界上最偉大的藏文圖書館始

於宗薩佛學院」，當琴恩的數位圖書館大功告成，

重新提供我們偉大的蔣揚欽哲旺波所匯集的藏書之

際，整個任務就功成圓滿了。

保存佛典是欽哲基金會的首要工作。除了護持

TBRC，基金會也護持彼德．史基伶教授在泰國的

危脆貝葉經基金會，以及覺囊基金會。目前我們還

在為琴恩的數位圖書館持續募款中。■

TBRC 與 KF最佳拍檔：

撰文︰執行董事陳季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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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 eNews

基金會贊助出版三本宗薩欽哲仁波切的開示︰

《入中論釋論——宗薩欽哲仁波切講授月

稱菩薩的入中論 (Introduction to the Middle 

Way: Chandrakirti's Madhyamakavatara with 

Commentary by Dzongsar Khyentse Rinpoche)》

最新增訂版《龍欽心髓手冊 (Longchen Nyingtik 

Practice Manual: Advice on How To Practice)》

《究竟一乘寶性論 (The Mahayana Uttaratantra 

Shastra)》

以上三冊均免費提供（均為英文版，中文版進

行翻譯中）。意者請正式來信向美國悉達多本願
9 9 9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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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我們期望能在往後數年，隨著編譯小組持續

收集、翻譯與編輯仁波切教法，陸續增添出版。■

1.

2.

3.

欽哲出版基金的宗旨，是希望能提供各種古今

佛教典籍，給予所有立志研習佛法的人。基金會目

前針對幾項主要的計劃進行募款工作。某些較特殊

的出版、保存及翻譯計劃，則以專款專項的方式募

集資金。

最近接受贊助的名單如下︰

貝葉經基金會︰持續贊助危脆貝葉經保存

計劃。

德蘭薩拉佛教經論學院︰贊助《教育思

想》藏文譯本及流通。

覺囊基金會︰保存及介紹流傳至今的覺囊

傳承的原有面貌，同時增進大家對覺囊派在

17世紀期間卓越成就的了解。

利美基金會︰贊助科南．達爾(Cortland 

Dahl)所翻譯的《大圓滿之門(The Gateway 

to the Great Perfection)》。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BRC)︰持續贊助

TBRC保存及流通計劃。

台北市藏傳佛典協會︰贊助傑佛瑞．霍

普金斯的作品《空性的禪修(Meditation on 

Emptiness)》中譯本翻譯計劃。

圖齊翻譯︰支援葛塞佩．維諾圖博士，將

藏學家喬塞佩．圖齊有關藏傳佛教的作品

《印度－西藏》中譯本翻譯計劃。■















欽哲基金會 
頒贈出版基金

欽哲基金會贊助出版 
三本仁波切開示

TBRC董事琴恩．史密斯（Gene Smith）以及菩

提基金會董事長大衛．倫斯佛（David Lunsford）最

近聯袂訪問蒙古，與許多寺院、大學以及相關團體

進行正式的訪問交流，並尋求共同合作的機會。他

們在當地分送出許多TBRC的搜尋工具，也以TBRC

的數位典籍藏書幫助成立了幾所圖書館。■

TBRC前往蒙古

KF eNews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pubrequest.html
http://echo.mpiwg-berlin.mpg.de/content/buddhism/fplf
http://www.jonangfoundation.org/
http://www.rimefoundation.org/
http://tbr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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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eNews

義賣廊即將告一段落
佳節購物好時機

欽哲基金會旗下網路商店「義賣
9 9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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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義賣所

得，全數用來護持基金會計劃。在未來的幾個月，

義賣廊將逐漸減少庫存。許多義賣品現正清倉促銷

中，請把握機會以免向隅。我們並由衷感謝這幾

年來捐贈義賣品的朋友，以及義工海倫瓊斯(Helen 

Jones)的辛勞，多年來她幫助我們管理義賣廊，以

及處理所有訂單相關事宜。■

	 部份最後清倉折扣商品：

《旅行者與魔術師電影書》 
　原價28美金，現僅需15美金

《西藏途中On the Path攝影集》 
　原價40美金，現僅需15美金

 手工包包 
　原價�2~26美金，現僅需10~24美金

參觀義賣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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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薩欽哲仁波切（又名欽哲諾布）首次執導

的電影《高山上的世界盃》，已由Festival Media於

2007年11月27日在北美洲發行DVD。這部電影主要

描述兩個流亡到印度的小喇嘛，對世界盃足球的著

迷，它是一部深受觀眾喜愛的喜劇，也深刻探討了

佛教傳統受到現代潮流衝擊的問題。

這齣一鳴驚人的電影在坎城影展中初露頭角，

之後成功地在20多個國家上映。芝加哥太陽報的羅

傑．艾伯特稱它為「美妙可愛的喜劇」。錄影帶銷

售網站Reel.com的傑弗瑞．瓦克也認為它是「迄今

銀幕上對藏傳佛教文化的…最佳一瞥。」

這張DVD是由原版直接數位合成轉錄，附贈紀

實報導《高山上的世界盃幕後花絮》，內容有導演

談話、電影情節、佛教思想以及精彩片段。還有一

段導演評論的錄音。

Festival Media執行總監蓋塔諾．麥達（Gaetano 

Maida）說︰「我們很高興能

將這位非常特別的導演，還有

這部好片介紹給新朋友。從2003年開始，旅行者與

魔術師一片，就在美國洛杉磯的國際佛教電影節中

舉辦首映，我們很榮幸能將仁波切的作品，透過我

們的電影節活動，現在更透過DVD的流通，帶給

全世界的觀眾一同分享。」。部份《高山上的世界

盃》營收所得將用來護持KF。

Festival Media（節慶傳播公司）是非營利組織

IBFF旗下的DVD流通事業單位，在美國各地經零售

商流通，包括Amazon。本片DVD的營收所得將用

來護持IBFF、電影製作人以及電影題材。

建議售價︰美金29.95元。片長94分鐘，NTSC

視訊系統。藏文發音、英文字幕。

想了解更多訊息，請參觀www.festivalmedia.org 

網站。■

仁波切首部電影︰高山上的世界盃DVD終於問世
部份所得將用來護持KF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http://www.merchantamerica.com/kfgallery/
http://www.festival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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