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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法在巴西

2   護持巴西的佛法教育

3   除了修行，還是修行

4   佛法遠傳至南非

5   三年閉關今與昔(2005-2008)

6   第二度三年閉關開始了 

(2009-2012)

6   中國網站成立

本期報導仁波切在巴西的相關活動，

以及全球各地修研佛法的學子及行者

獲得KF獎學金的報導。亦歡迎您至

KF網站及悉達多本願會網站，觀賞更

多幻燈片及最新開示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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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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專題

陳季佩(Cangioli Che)　報導

仁波切的蓮師淨土開光典禮和雨林多彩多姿之行

來自全巴西和世界各地六百多位信眾齊聚一堂，參加為期一週的

開光典禮與供養法會，慶祝位於南里奧格蘭德州確斯柯勞斯市(Tres 

Coroas, Rio Grande do Sul)附近，銅色吉祥山(蓮師淨土)落成。 

該計畫的種子是由恰度仁波切(Chagdud Tulku Rinpoche)於2002年圓

寂前所播下，隨後在恰度佛母的鼓舞引領之下，由眾多弟子共同努力，

以及諸多上師、藝術家與贊助者的願力與投入下達成。恰度寺重現的蓮

師淨土(Padmasambhava's Pureland)」，帶來西藏文化象徵中的非暴力與

內在清明。

仁波切在此次行程中：

主持位於巴西南部恰度寺康卓林的「蓮師淨土」開光典禮。* 

分別於聖保羅及里約熱內盧，對殷盼聽眾進行大型開示。* 

深入亞馬遜雨林，造訪原住民阿杉寧卡族人(Ashainka)，學習他們的* 

智慧，並且分擔他們所面臨的困境，而那也正是我們所面對的。

佛法在巴西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http://padmasambhavapureland.com/u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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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行程中，仁波切會見了恰度佛母和來自恰

度寺與欽哲基金會代表，探討在巴西建立及護持對

兒童和成人佛法教育的方法。

在里約熱內盧，仁波切第一次公開教授「如何

修持加行法」與「初機學佛者如何開始修持」。開

示內容則是以他最新《學生手冊Student Manual》為

主。

觀賞更多精彩影音

* 仁波切在亞馬遜雨林

開光典禮：

* 蓮師淨土網站

* 攝影師John Swearingen個人網站 (仁波切照片)

歡迎至KF下載網頁參觀更多精彩影音報導

護持巴西的佛法教育

保護雨林與支援原民
在開光典禮和教授之後，仁波切造訪了阿杉寧

卡族人。他們是亞馬遜雨林原住民，位在巴西西北

部靠近祕魯邊境的亞克州。從里約熱內盧到阿杉寧

卡族住區需要兩天的時間(兩段商務航程，一段包機

航程，再搭三小時的小船)。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

阿杉寧卡族人首當其衝地面臨威脅他們文化與生計

的森林濫伐與過度開發問題。仁波切體認到保護雨

林與支援當地原民所應做的諸多努力。

仁波切同時採取行動以減少他的碳足跡。他要

求學生評估此次里約熱內盧課程，包括所有行程所

產生的碳排放量，並以栽種樹木、支持再生性替代

能源，和其他方法，以行動來抵銷這些碳排放量，

護持我們的地球。■

編註：

《學生手冊StudentManual》是仁波切編撰的修行指

引手冊，現僅為英文版，持續增添中。目前該手冊

是刊登在「悉達多本願會網路社群Siddhartha's Intent 

Community site」。(欲瞭解該社群，歡迎參閱電子

會訊第18期《悉達多本願會網路社群——一處沒有

圍牆的寺院》介紹。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djk_in_brazil_08.html
http://padmasambhavapureland.com/us/index.php
http://dharmaphotos.skillful-means.com/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downloads.html
http://siddharthasintent.org/community/
http://siddharthasintent.org/community/
http://siddharthasintent.org/community/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e-News/KFNews18.pdf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communication/e-News/KFNews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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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護持佛法弘揚，遍佈世界各角落

去年，欽哲基金會撥了十萬多美元頒發獎學金

給世界各地的申請者，獲獎人來自澳洲、加拿大、

孟加拉、比利時、柬埔寨、德國、希臘、日本、尼

泊爾、南非、西藏、英國及美國各地。他們目前在

自己的國家，或是在泰國、印度、尼泊爾境內較大

的佛學中心研修佛法。

您的慷慨解囊，成就了仁波切的宏願，讓法教

弘揚於全世界。欲了解欽哲基金會或獎學金申請資

訊，歡迎至欽哲基金會網站查詢。

仁波切於2006年5月指示將「獎學金基金」列

為欽哲基金會五大計劃之首。即使在佛法盛行的國

家，對修行人的護持正逐漸減少，而於西方世界更

遑論有此護持體系。獎學金能夠幫助有心求法者得

以深入佛法；而每位獲獎人也都將成為傳佈佛法至

全世界的生力軍。■

欽哲基金會獎學金分為三類：

護持仁波切事業：例如資助參加三年閉關者，以* 

及參加仁波切在世界各地等課程。

護持個人自訂研修計畫。* 

與其他佛學院共同合作：例如尼泊爾俱生智慧學* 

院、KEAP高棉佛教教育贊助計劃等等。

2008秋季KF-俱生學院獎學金獲獎人(由左至右):

Gwenaelle Witt-Dorring(德國), Benjamin Collet-Cassart(比利

時), Eric Puno (加拿大), John Harris(美國), Nawaraj Lama (尼泊

爾), Sonam Spitz (德國), Josh Schauls(美國), Zeta Koutsokera 

(希臘), 及Maya Lama(尼泊爾).                 Gerry Prindiville拍攝

獎學金專題

除了修行，還是修行
撰文　獎助金委員會主席 許功化(Florence Koh) 

護持發心研修佛法的人，具有非常大的利益。

密勒日巴曾說過，修行者與護持者將同證佛果。

而讓藏人與非藏人都能接受訓練是非常重要的。

若我們真想幫助眾生瞭悟佛法，

我認為讓學生本身就成為ㄧ位具格教師是相當重要的，而這必須研修兼重。

因此，我們若有能力護持，就該去做。

——宗薩欽哲仁波切

修行法語

深自內心依法修行，食物資糧自然具足。

——阿底峽尊者《阿底峽修心法要

Advice from Atisha's Heart 》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2.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five/five-2.html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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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F獎學金資助下，路克楊吉在美國正知學院完成了

兩年暑期課程。目前他正在南非開普敦及約翰尼斯堡

設立為期兩年系統化佛學研究課程。

我在2007及2008年前往美國正知學院進修為期

一個月的密集佛學課程，欽哲基金會獎學金贊助了

部分經費。正知學院的課程雖承襲噶舉佛學院，其

內容卻適合西方背景。該學院既定目標之一即是培

養西方的佛法教師，因此是接受訓練的理想之處。

獲得今年KF獎學金對我是相當關鍵的，有了

這筆獎學金，我才得以參加研習課程，並且獲益良

多。其利益進而延續於我在南非所進行的每一項訓

練，得以觸動人心，幫助人們敞開心胸接納各傳承

的智慧。

我在2008年完成正知學院的核心課程，並深切

體認到要讓佛法在西方文化社會中紮根的重要性；

而且我對佛法在西方與哲學與心理學層面的相通，

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

回到南非，雖然過去幾年來有過一些精采教

授，但仍需要一套系統化的佛法教授。而「那爛陀

菩提課程(Nalandabodhi)」似乎正好填補了這個缺

隙，它是由彭諾仁波切(Ponlop Rinpoche)與竹清堪

布仁波切(Khenpo Tsutrim Rinpoche)共同策劃的兩年

期課程，循序漸進教導上座部與大乘教法。

於是我在開普敦開始了第一期的那爛陀菩提課

程。目前我們已圓滿了第一年的上座部教授，隨即

將在新的一年進行大乘課程。有了一套教授佛法的

系統之後，大家終於都鬆了一口氣，不需再煩惱到

底要如何安排課程。

在2008年，我們也在約翰尼斯堡開辦了第二組

的訓練課程，完成週末研修閉關。辛巴威的同修們

也表達希望能在那裡教授同樣的課程，但這可能仍

需ㄧ段時間才能實現；因為他們目前正致力提供食

物給那些遭逢飢荒、疾病、政治暴力脅迫的生命。

除佛法教授外，我亦持續致力於非宗教性的禪修訓

練。經由與其他課程設計者的共同規劃，我們目前

正透過辛巴威與南非的組織，設計進行教師培訓課

程，培養已具有根基的禪修者，成為合格的禪定教

師人才。

謹獻上衷心感謝，

路克楊吉（Luke Younge）■

修行法語

培養慈悲的態度和建立智慧都是緩慢的過程。當你把戒

律、心的專注、智慧的發展技巧逐漸內化時，狂野的心

境就會越來越少出現。你必須日復一日地練習這些技

術。當你能轉化自己的心時，你就能轉化環境。當其他

人看到你修行忍辱和慈愛所帶來的益處時，就會把這些

修行帶入他們自己的生活中。

——達賴喇嘛《修行的第一堂課How to 

Practice: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獎學金專題

佛法遠傳至南非
KF獎學金的相乘效應

撰文　路克楊吉(Luke Younge)

正知學院的自由辯論. 左為指導者Jirka Hladis, 右為路克楊吉. 

Mark Weiss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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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日的雨中，三百人和仁波切一起站在金剛

持寺泥濘不堪的停車場裡。時間回溯到2005年1月

26日，這是我們開始閉關結界的日子，地點位於澳

洲新南威爾斯西北一處亞熱帶雨林中。

仁波切吟唱著吉祥頌，召喚守界的護法並灑

米。接著他下達命令︰「除了閉關者以外，其他人

現在立刻下山、通通走到結界之外！」仁波切同時

也踏出界外。留下的是我們28個人，各自撐著傘向

大家揮手道別，目送著仁波切和其他的人走下濕

滑、車痕累累的道路。我們彼此緊張地相望，接著

轉身上山回到各自的單獨關房。從此再也沒有逃

避、沒有娛樂、或是藉口，而是第一座修法的開

始，它也是在未來一千一百八十個日子當中的第一

座修法。我們很快地進入每天固定的禪修︰一天四

座，第一座開始的時間是清晨4點、接著早上8點30

分、下午2點以及晚上7點。

很快地我們就發現修行是多麼困難，也瞭解到

蔣貢康楚羅卓泰耶寫得多麼貼切: 

外表儼然清淨行者相　於自內心卻與法相違

如毒蛇般煩惱藏於心　遇緣即露行者之罪跡

 

再也沒有逃避、娛樂或藉口，而是修法的開始。

薛尼&克里斯．傑　澳洲三年閉關報告(2005-2008)

三年閉關的今與昔

說實在的，閉關生活中最難熬的是和其他閉關者

之間的互動。仁波切說我們一定都要修持「婁炯

lojong」修心法門，而且他告訴我們，修心的精髓

就是自己要能站在失敗者的立場。哎！這真難！真

的非常難！去閉關之前，我們私下都認為自己修行

得不錯，但沒多久我們就發現事實正好相反。

史提夫．克萊恩是關房的老師，他在閉關前

說，我們絕對不會對參加閉關這個決定感到後悔。

這是非常正確的。以無限感恩之心，我們禮敬閉關

的同修，幫助我們真實面對自我。以對仁波切的虔

敬心，我們祈願此生能夠再進行另一次三年閉關。

■

修行法語

為了生命中更好的一面，我踏上這條修行的道路。此刻

我最深切的心願是成為一位真正的行者，竭力奉獻於佛

法，無論在任何細微之處，均願能為眾生帶來利益。我

強烈地感到繼續留在古納佛學院，是我圓滿這些願力的

最佳方法。

——克萊爾．明(Clare Ming)，美國。目前獲得KF

獎學金，就讀於印度比爾古納佛學院(Guna Shedra)。

KF 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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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964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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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網站成立

Almostbuddhist.com是宗薩欽哲仁波切在中國唯

一授權成立的網站。在這個新近成立的網站中，報

導仁波切最新消息及針對大陸學子的開示。歡迎您

將佛法相關或修行上的問題寄至此網站信箱，仁波

切將不定時的統一回覆，並會在該網站上與大家進

行佛學上的溝通與討論。

此外，悉達多本願會繁體中文網站亦已重新改

版，歡迎上網觀賞。■

願景與涵義

2009年1月12日，十六位來自西方的修行者於金剛持寺開始進

行三年閉關。直至2012年之前，我們都不會聽到有關他們的任

何消息。不過您可以從悉達多本願會英文網站點選金剛持寺，

就能對三年閉關有更多的認識，也可以知道如何申請參加未來

的閉關。賈客柏．萊許利(Jakob Leschly)在這裡和大家談談佛

教三年閉關的一些基本看法。

隨著藏傳佛教從其喜瑪拉雅山的發源地崛起

並傳播至世界各地，如宗薩蔣揚欽哲這樣的上師

們，便辛勤無倦地宣揚眾生皆有佛性的洞見。在過

去三十年當中，為了引導人們尋求平靜與快樂，仁

波切積極地為弟子傳授教法，他時而教導哲學或禪

修，時而以傳統佛法上師，或以現代電影人示現。

金剛持寺的三年閉關是仁波切所發起的數項

計劃之一。這個地方可提供個人沉潛在解除疑惑和

培養智慧之中，進而更熟稔佛教各傳統的理論與方

法，而最終能為更廣大的人群服務。閉關者繫念於

讓眾生獲致究竟快樂，他們拋下舒適的保護繭，建

立起誠實無私的基石，成為其他人的明燈，啟發人

們對於佛性與人類存在價值的信心。

因果與變異

佛教主張因果論。沒有我們的參與，事情就不

會發生。我們的苦樂端看我們的行為；愚智也端看

我們的行為。而我們行為的價值，有賴於背後的動

機而定。佛教認為行為和動機，被視為我們可著力

和改變的緣，這也是佛陀之道的目的。透過教法，

佛陀賦予每個人自我負責自己的生命，並在最終獲

致自我解脫。

金剛持寺剛開始的這三年閉關，就是根據佛陀

對生命的基本良善與可塑性具有的信任；並瞭解到

一切若未透過實修，則只是轉瞬空念。要識察種種

怠惰遲滯的串習，我們需要禪修的訓練。事實上靜

坐及活在當下是為了能夠帶來心靈的平靜，從而生

起明覺，截斷串習，洞察愚癡昏昧的種種計倆。

閉關是為了擔負起責任

閉關修行並非是用來強調或彰顯自我，也不是

去獲取些微的涅槃經驗。閉關是為自己負責，讓我

們的心獲得解脫，從而奉獻自己去增進世界福祉。

每個人都承認對於智慧、和平與慈悲的需要，每個

人也都珍視這神聖的理想。但有時好像沒有人真的

相信這一切可以成為事實。佛教的禪修訓練就是在

挑戰這種困窘的心態。佛性本初善是所有眾生與生

俱來的，而學佛之道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佛性能真正

地彰顯出來。佛陀教導我們，讓我們能證悟這與生

俱來的佛性，為驅逐世界的黑暗與貧乏作出貢獻。

■

2009-2012
第二度三年閉關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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