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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佛教護法王致敬系列之六

介紹歷史上如印度的阿育王、藏王赤松德

贊，以及其它許多對佛法存續貢獻極大的

護法王。他們的願行是欽哲基金會致力追

隨的道路。同時在國際悉達多本願佛學會

網站上可免費下載佛典梵唱，以及《佛

法》雜誌「佛陀言教之譯」會議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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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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法王系列

不丹國王吉美多吉旺秋

KHYENTSE
FOUNDATION

第八世紀時，蓮花生大士將佛教帶到不丹，並於往返西藏的途中，

在此閉關禪修。至今，不丹這個國家仍視金剛乘為無上珍寶，有種與世

界其它地方不同的特質。雖然不丹是個被強國環伺的小國，卻仍能維持

自己的獨立主權。一直以來，不丹並未被鄰近的中國和印度等強國所吞

噬，宗薩欽哲仁波切將此歸功於不丹的第三任國王——吉美多吉旺秋，

他亦被稱為三世「竹克加波」（龍王）。

出生於一九二八年，吉美多吉旺秋承繼他的父親和祖父，成為不丹

第三任國王。在他的領導下，這個喜馬拉雅佛教王國從一個孤立的封建

王國，轉變為重視現代基礎公共建設，同時仍保存著自然環境和文化遺

產的國家。

根據二００八年的統計，不丹是個面積只有約八百五十平方英

哩，人口約七十萬的小國。其地理位置介於印度北方和西藏的南方。

一九五二年，當吉美多吉旺秋國王繼任王位時，西藏正處於政亂中。竹克

加波意識到他所深愛的國家，擁有豐富的佛教文化，但仍孤立而封建，其

獨立性岌岌可危。因此，只有二十四歲的吉美多吉旺秋，在健康狀況不

佳的情況下（他二十歲時第一次心臟病發），開始了他畢生確保不丹的

獨立和維護不丹文化的志業。

「在這個地球上仍然有一個佛教王國存在，著實令人驚奇。」

―宗薩欽哲仁波切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

吉美多吉旺秋國王非常地勤奮不倦。仁波切認

識國王的內侍，他告訴仁波切，國王從來不休息。

二十二歲時，國王是家族中第一個到英國遊歷的

人。他與一位大英博物館的植物學家，喬治‧雪立

夫同住。他能夠說英語、印度語以及不丹本國的宗

喀語，通曉國際政治和經濟。他一直隨侍父親在側，

因此學習了如何接待政治領導，以及如何以優雅的

風度接受禮待。

深具遠見的國王知道不丹需要許多改革，好

讓這個國家更強壯和不那麼易受攻擊。他認為眼前

迫切的現代化，無法在孤立的國家和缺乏民眾的同

心協力中完成，所以在繼位後的首要任務中，他成

立了國民議會「措度」；這個國民代表大會由十位

政府官員、十位僧侶代表及一百一十位人民代表組

成。「措度」給予人民發言權，讓他們參與決策，

並激發人民的政治意識和積極參與。

一九五八年，印度首相尼魯與甘地訪問不丹。

這項參訪啟發吉美多吉旺秋國王創立了「五年計

畫」，並於一九六一年開始積極進行。這個計畫以

深思熟慮和井然有序的方式，成功地帶領不丹成為

一個二十世紀現代國家。不丹的「林業部門」的成

立，是保護和保存不丹豐富的森林和其它自然資源

重要的第一步。他也廢除了奴隸制度和死刑，並建

立了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庫，以及

一座國家體育館。同時也創立了舞蹈、繪畫、音樂

和雕塑學院。

由於國王想見未來不丹古老的佛教文化可能

會被外來的影響所侵蝕，所以他在聽布正對著國會

之處，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佛像。他也委託製造一萬

尊鍍金的青銅佛像，並監督出版一百零八冊偉大的

《甘珠爾》和兩百二十五冊的《丹珠爾》。這些經

典是僧侶以手工的方式，用黃金和珠寶書寫而成

的。

「吉美多吉旺秋國王盡全力做所有他所能做

的」仁波切說，「他有那麼多的成就；竹巴噶舉和

寧瑪傳承能夠在不丹保存下來，完全是因為他。不

丹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國家，有瑜珈士和修行者

受薪頌咒，這也完全是由於他。」

為了確保不丹的獨立性，國王知道不丹必須加

入聯合國。因為作為聯合國的一部份，不丹就能夠

被全球各國所承認，並能得到正在發展的基礎建設和

社會方案所需的經濟支援。在印度政府的幫助下，不

丹在一九七０年成為聯合國的一員。

兩年後，吉美多吉旺秋國王辭世，年僅四十四

歲。他的兒子吉美辛格旺秋繼承王位，更進一步的

推展他父親的改革事業，在二００八年建立了選舉

制度。不丹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年輕、卻仍然保存其

古老文化和佛教道統的民主國家。■

不丹   虎穴寺 

宗薩欽哲仁波切  拍攝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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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語錄

吉美林巴教導我們，身為修行之人

需要兩種特質：謙遜和自信。當你

失去熱誠，認為自己怠惰或是不夠

虔誠時，你應該這樣想：「實際上

這種想法是好的，這表示我將它當

做問題看待。」這樣的醒悟是一種

出離心的表現，或至少能以此作為

生起出離心的材料；而有這樣的思

維和態度，便是自信。再者，我

們有時候要想：「我正在做的修

行是不夠的。」事實上不只是偶

爾，大部分時候我們都必須提醒自

己：我們現在所做的並不夠，我

們需要更多的修持；我們為淨化

心靈和累積功德所做的修持都不

夠，永遠不夠——這就是謙遜的實

修。謙遜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點。■

—宗薩欽哲仁波切對修行的開示

每當怙主頂果欽哲仁波切談及藏人

對偉大的佛法施主赤松德贊王，應

該具有的感恩之心時，他會說，即

使我們藏人把整個世界鋪滿純金奉

獻給這位國王，也不足以回報少許

他非凡的慈悲心。他並不是指赤松

德贊王在社會和政治上的成就。據

說在赤松德贊王的政府預算中，

得到最高資金的項目就是要完全

將佛陀法教翻譯成藏文的工作。

儘管耗資巨大，但財力並非藏人投

入的唯一代價。上百位虔誠的學生

試圖前往印度接受教育、收集佛

經，但卻在印度平原死於高溫、不

熟悉的食物或致命的疫病。除了人

們作出的巨大犧牲和皇室承擔的

龐大開支，這個事業本身，很可

能是藏人一項真正非凡的成就。■
—宗薩欽哲仁波切在「佛陀宗薩欽哲仁波切在「佛陀

言教之譯」的主題演講

薩迦班智達(貢嘎嘉晨帕贊波) 及大悲遍空寺 

欽哲基金會

資助一項非凡的翻譯計畫

薩迦五祖中的第四位――薩迦班智達貢嘎嘉晨帕贊波

(1182-1251)不僅是位多產的作家，同時也是位偉大的思想家，他

亦是首位將十明學科自印度引進西藏的人。他於晚年受邀前往中

國成為蒙古可汗的老師，教化好戰的帝王皈依佛法，此影響為之

後藏傳佛教在蒙古的興盛播下了種子。他生處於一個對西藏和蒙

古佛教發展傳播美好且重要的時代。 

目前，英語系中尚未有任何論述薩迦班智達生平的書籍。欽

哲基金會正資助大悲遍空寺出版中心翻譯三本具威權性的薩迦班

智達傳記，這些傳記將結合西藏唐卡複製品和現代的插畫圖示，

將薩迦班智達介紹給英語系世界。這三冊傳記分別為︰  

《薩迦班智達自述傳記》：秋吉八思巴（Chogyal Phagpa）撰  

《薩迦班智達傳記》： 果讓巴索南僧給（Gorampa Sodnam  

Senggye）撰，收錄於《佛陀教法闡明》前面部分。

《奇妙珍寶︰神聖家族之傳記》： 拿旺貢嘎索南撰。 

這些傳記將由卡桑嘉晨喇嘛及康嘎秋卓安尼博士翻譯。這個

資深的雙語翻譯團隊在薩迦崔津法王及其它薩迦傳承持有者的要

求之下，過去十五年已完成了許多薩迦派哲學著作、傳記及薩迦

派儀軌。■

 

1.

2.

3.

圖片說明：薩迦班智達像   取自於撒拉特‧卓‧達斯（Sarat Chandra Das）

所撰之《對西藏之貢獻》，收錄於孟加拉之亞洲社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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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國際悉達多本願佛學會的新消息

宗薩欽哲仁波切建議弟子平時聆聽梵音祈禱唱頌，以便在領

受教法時能夠唱頌這些經咒。這些梵唱錄製為兩張專輯，由仁波切

委託製作，現在已可以在鹿野學苑網站上請購。

「這些梵唱創造了一種超越時間、不受限制的虔敬氛圍，即

使聆聽時未能解脫，亦可提升我們的靈性層次。聽過了許多外國語

言如藏語和中文的唱頌版本，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聽到母語版本的梵

音唱誦。即使是『佛』這個稱呼的梵語發音，也顯得如此美妙；也

許這才是我們應該唱頌的方式。」

仁波切推薦教授佛法時可使用的四首梵唱有：

《法之共鳴》專輯中由維地雅．饒所吟唱的的〈禮敬如來  
五智〉

《諦》專輯中由拉吉．拉瑪娜所吟唱的〈禮讚三寶〉、

〈入菩薩行之迴向文〉及〈皈依頌〉

〈禮讚三寶〉可在鹿野學苑網站上免費下載。■

*

*

欽哲基金會

在             臉書上

我們將在臉書Facebook上

刊登志工機會、新聞、與其

他最新消息。

請加入我們！

本會訊是欽哲基金會出版的

刊物。欽哲基金會是宗薩欽

哲仁波切在200�年所創辦200�年所創辦年所創辦

的非營利組織，目的是建立

一個護持體系，資助佛學院

與個人研習修行佛陀慈悲智

慧之見。■

兩場新的「嘎」閉關
接續去年首次成功的歐洲「嘎」閉關，宗薩欽哲仁波切將指導北美首次的「嘎」閉關，也就是「佛法營」。此閉關將

於二０一０年二月十四號之藏曆新年開始。這個為期三年的修行閉關，是為想要致身於佛法修行，又同時能兼顧工

作、家庭及社交生活的修行者所設計。仁波切也會於二０一０年於德國柏林附近，指導第二場歐洲的「嘎」閉關。

關於「嘎」閉關，請參見國際悉達多本願佛學會網站。■

其它國際悉達多本願佛學會的新消息

http://deerpark.in/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v=wall&ref=search&gid=82212717799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


若需進一步資訊，歡迎聯絡：

欽哲基金會台灣代表：周素卿Su-Ching ChouSu-Ching Chou
聯絡電話：09228228�509228228�5
電子信箱：suching@khyentsefoundation.orgsuching@khyents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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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英文)英文))
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中文)中文))

歡迎蒞臨欽哲基金會網站

您的一臂之力

許願池裡的銅幣    京都，金閣寺〈鹿苑寺〉京都，金閣寺〈鹿苑寺〉

慷慨解囊的月捐款人和對等捐獻贊助者，雙雙護持著欽哲基金

會履行既定計畫的承諾――例如獎學金、資助佛學院、專案補助等

等。一位在閉關中心，僅依靠微薄津貼生活的朋友，每月捐出10美

元參與對等捐獻計畫。他說︰「就是這麼簡單，這項開銷就像每個

月其他生活開銷ㄧ樣，但卻讓我心生歡喜。」還有個家庭集合家人

們的資源，每月共同捐出300美元。「集合大家的力量，我們才能

捐出實質的金額。」

 加入對等捐獻計畫的行列，是護持欽哲基金會最有效率的方

式。一群發心的捐款人，願意對等追捐您的每分捐款。線上捐款■

欽哲基金會是一個全志願服務性的團體，

有來自全球十三個國家的代表，其中有些人全

職擔任基金會的志工。雖然執行委員與董事們

罕能聚首，但每當齊聚ㄧ堂時，總能促使許多

進展，並有豐富的報導內容。下期會訊將帶來

基金會的最新工作消息。■

下期內容

九月份董事會會議報導

2009年3月，超過五十位頂

尖的藏英譯者、佛教學者

及七位轉世上師於印度比

爾的鹿野學苑討論翻譯佛

陀言教之願景和實例，並針

對未來5年、25年及�00年

訂下目標。下載PDF檔案即

可透過 Peter Aronson的第

一人稱敘述瞭解會議實況。

這份報告刊登於佛法雜誌

(Buddhadharma magazine) 

2009年秋季刊。■

—會議報告摘自「佛法雜誌」

佛陀言教之譯會議 實況報告

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
https://app.etapestry.com/hosted/KhyentseFoundation/OnlineDonation.html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pdf/Buddhadharm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