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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了提醒自己：除了護持佛法，我們別無

其它使命。我們所護持的對象，不論傳承、不限於

藏傳佛教各個教派。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有不同

的佛教宗派，都加以護持。護持、增長、宣揚和鞏

固佛法的生命與力量，這是我們應該珍視、擁護並

一再提醒自己的願景和使命。

偉大的龍欽巴尊者說過，當明月升起且湖水清

澈的時候，即使你可能不希望它發生，月亮還是自

然映照在湖面上。同樣地，當眾生福德具足時，即

使不向外馳求，佛陀的形象、教法以及加持還是會

顯現出來。但如果湖水渾濁、骯髒又不清澈，縱然

明月在清朗的天空中照耀，月亮的倒影也不會出現。

除了護持佛法，我們別無其它使命

來自仁波切的訊息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在印度的喜瑪恰省斯碧提山谷（Spiti Valley）。攝影：Pawo Choyning Dorji。

同樣地，儘管佛陀的慈悲無盡、恆常住世，如

果眾生沒有福德遇見佛陀出興於世，那麼和佛陀結

緣的機會可能就不會出現。不過，若不單從我們自

身去評斷，而是從和佛法事業相關的一切事物上來

看，我感到我們這些眾生還是有很多福德的。  

我們有那麼多的挑戰。外在的挑戰，當然有，

但更猛烈的是我們內在的挑戰。我們雖然生活在這

樣一個變化劇烈、深具影響力以及物質主義充斥的

世界裡，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修行者，還是可以

發現對佛陀所言所行感到好奇的人。光是這一點，

就是對我們的一大鼓勵，讓我們得以繼續做正在做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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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覺寺供花。攝影：Pawo Choyning Dor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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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修佛法

董事會報告

2012年 10月 25-26日，在菩提迦耶，離大覺寺僅是

幾步之遙的雪謙寺，欽哲基金會於這個啟發靈感的

地方舉辦董事會。會議在雪謙寺的大殿舉行，殿內

有佛陀和頂果欽哲仁波切的塑像。除了董事會成員

和顧問，這次的會議也首次開放給 150位團隊成員

以及基金會的護持者參加，請大家一同聽取董事和

團隊成員們的報告，了解基金會當前的活動計畫，

以及仁波切未來的偉大願景。

在開場白中仁波切說到：「我們經常談到實修

佛法。非常重要的是去思維，來到這裡（菩提迦耶）

不僅僅是為了朝聖，而是來參加這個會議，和大家

共度時光，一同鑽研、討論和腦力激盪。帶著正確

的發心，我們現在要做的事，當下這個行動，也可

以視為修行。」

執行長陳季佩女士，在會議一開始，就先回顧

了基金會活動的指導原則：欽哲基金會是一個不分

教派、由眾人合作、以義工為主、實事求是的組織。

基金會贊助個人或是計畫，而不出資興建實體建築。	

季佩展望未來十年的主要計畫，並概要說明基

本觀念與方針。這些計畫和項目，在《2012 年計畫

和活動》一文中有具體的描述。

‧	「滋養源頭」：內容為佛學院教育、文獻保存、

振興傳統佛教國家的佛法教育，以及翻譯計畫。

‧	「培育未來」：內容為獎學金及獎項、新時代領

袖和教師培訓、佛教教育，以及擴大學術計畫。	

在季佩的報告之後，各個董事、團隊成員和與

會貴賓相續提出活動報告，詳細內容稍後待續。

在一天結束之前，包括董事、顧問、團隊成員

和貴賓，每一個人的內心都再次受到啟發，並且充

滿了虔誠心與動力，為欽哲基金會下一個十年努力，

以完成仁波切的宏願。

彼得．史其林教授在這次會議中，受邀演講佛

教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在介紹他出場的時候，仁波

切說了一段話，幾乎可以適用於欽哲基金會的佛行

事業。	

「很多人認為，維護佛法是出家人的責任，特

別在藏傳佛教裡，認為這是地位很高、受到認證轉

世喇嘛們的責任。其實這有些誤解，因為我們知道，

幾世紀以來，很多人對佛法努力地、靜默地、沒有

任何頭銜、全心全意地奉獻。就是因為有這些人，

佛法才得以延續。」

欽哲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和一些工作小組成員於雪謙寺。

拍攝：Pawo Choyning Dor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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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和許多其它非營利組織一樣，成立了捐

贈基金。

捐贈基金為一限定性基金，確保每年都有穩定

的收入。捐贈基金非常謹慎地用於投資。每年只有

部分投資所得使用於基金會的各項計畫，其餘所得

則用於再投資。所得營收與本金留在基金之中，以

持續產生收入。由於仁波切的學生和朋友們的慷慨

贊助，基金會在過去十一年已經募集到大約兩千萬

我一直想針對欽哲基金會究竟是富裕或者拮据

表達我的觀點。就像往常一樣，仁波切提供了最好

的答案。在仁波切充滿智慧的回應之外，我想要加

上一點：有些人因為我們有捐贈基金 (endowment)

而認為基金會很富裕，因此我想要解釋一下，為何

有捐贈基金，以及它如何運作。

仁波切護持佛法的願景在視野和時間上既深且

廣。為了護持許多仁波切認可的短期與長期計畫，

欽哲基金會是貧還是富？
向仁波切提問

在2012年10月於菩提迦耶所舉行的基金會董事會開幕式上，有位弟子向仁波切提出這個問題。

以下是仁波切的回答。

欽哲基金會的財富
陳季佩執行長感言 

仁波切在董事會開幕式上回答問題，雪謙寺。

攝影：John Solomon。

問：大多數的人認為欽哲基金會很有錢，仁波切也很

有錢。為什麼呢？

仁波切：我聽說很多人覺得欽哲基金會是個很有錢的

組織。早在基金會成立之初，當我們選擇了以不限傳

承、不限單一教派和上師的態度去護持各項計畫；當

我們選擇了超越，超越藏傳的界線，超越金剛乘的範疇，我就想到基金

會會給人這種有很多錢可以付出的形象。

我想，即使是在世間法上，慷慨的人經常恰巧被當成是有錢人，

儘管他們也許不真的富有。這就是為什麼我極力主張基金會要盡可能

地透明化。無論我們是貧是富，這都是非常相對的；最重要的是讓大家能夠審查我們的帳目和收支的情況。

我不怎麼擔心基金會的形象，但有時候我擔心自己的形象是個集權主義者。因為從報告裡面可以看到，

為基金會做事的人全是義工。基金會的行政工作幾乎沒有花什麼錢，而且事實上，幫我做事的人也是捐最多錢

的人。所以我會成為史上一位最強橫的老闆，因為我讓人為我工作，還讓這些人捐錢！

最後，身為金剛乘的修行者，我們相信緣起（tendrel），吉祥的因緣，所以如果有人相信我們有錢，就

讓它成為吉祥的緣起，這樣我們就會真的有錢。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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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將近一千萬美元存放於捐贈基金，另外一千萬美元則用於已發放

的獎助金，包括護持〈八萬四千 ‧佛典傳譯〉計畫。

捐贈基金用以持續資助我們兩個最重要的護持體系：

• 佛學院教育：欽哲基金會護持中國、印度、不丹的寺院與佛學院，

幫助總計超過兩千位僧尼的學習與閉關，其目的是為世界培育合

格、正統的佛法教師。

• 獎學金：鑒於全球各佛教傳統與傳承中的學生與修持者日漸增長，

欽哲基金會設立獎學金，提供財務支援，以確保所有追尋佛法的

人都可以獲得佛陀法教。

當欽哲基金會的佛行事業擴展到更多領域，以滋養佛教遺產的源

頭，並且培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擴充捐贈基金與每年的計畫獎助，以強

化基金會的能力，來實現仁波切「護持佛法長久住世」的願景。我們相

信，確保仁波切能夠擁有足夠資金以實現其志業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

基金會的捐贈基金可以健全運作。

仁波切經常提到「貧窮心態」會限制了我們的願景；他也教導我

們，發願和貪婪並不相同。蓮師說：「即使我的見解比天還要高，我對

行為因果的尊重，與麵粉一樣細。」這些教言理應用於像是欽哲基金會

這樣的組織，發願為所有眾生的證悟創造更有利的因緣與條件。除了物

質財富之外，我可以擔保，人力資源也是基金會的財富。誠然，沒有贊

助者的捐款，基金會無法走到今天，不過我仍一直驚嘆於許多義工的奉

獻、才華以及辛勤工作。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之外，他們歡喜且虔誠地從

事許多基金會的活動。

作為執行長，我時常為了欽哲基金會的各項計畫，和許多具有不

同技術和專長的義工一同合作；我們通常經由網路來克服阻隔彼此的遙

遠距離。因為有著強烈的決心和良善的動機，我們得以完成許多不可能

的任務。恭喜欽哲基金會的義工團隊——基金會的中流砥柱與最珍貴的

財產。謝謝你們！

所以，是的，欽哲基金會非常富有！欽哲基金會的富有，是因有

位高瞻遠矚的領導者，他有最宏大的發願，以及一群深具良善動機和虔

誠信心的人們，大家一起幫助實現這樣的願望。

陳季佩

執行長
大覺塔前的供養。Pawo Choyning Dorji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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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著仁波切的指引明燈，欽哲基金會相當關

注保存與穩固佛教智慧傳統的源頭，並且藉由教育

塑造其未來。我們的佛行事業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

滋養源頭，培育未來。

滋養源頭

佛學院教育

傳統上，寺院大學（佛學院）維繫著佛教研究

在學術成就上的最嚴格標準。為了保存和強化這個

傳統，以訓練可以服務世界的佛教學者與教師，欽

哲基金會已經建立了一個捐贈基金，護持仁波切在

中國、印度和不丹的佛學院。去年，基金會捐助護

持佛學院的金額已超過六十萬美金。在基金會的安

排下，超過一半的金額是由個別的贊助者直接捐給

受贈機構。

計畫與活動 | 2012

左：僧人和村民參加宗薩寺所舉行的長壽法會（中國‧四川）。中：宗薩寺的祈禱旗。右：確吉嘉措佛學院的年輕僧人（不丹）。

「我們不建造寺院，我們培育人才。」

「我們應該努力保護如母親般的現存佛教

地區，像印度、中國、柬埔寨和泰國。並

留心護持如稚子般的地區，例如佛法正急

速興盛的美洲、歐洲等。」

—— 宗薩欽哲仁波切

中國宗薩寺

2012年，欽哲基金會持續護持中國的宗薩寺、

宗薩康傑佛學院、嘎谷與達蒼閉關中心的僧尼與長

期閉關者，以及阿摩那（Ngamona）和察沃利瑟

（Tsawo Ritsod）的村落寺院之部分生活所需。宗

薩寺受護持的對象顯著地增加，從 2010年的 1,000

人左右，到 2012年已超過 1,600人，因此欽哲基金

會對其的護持也相對增加。

除了基本的生活補助之外，基金會也資助中文

課程、藏文輸入與電腦訓練，並資助文獻復原計畫

所需添購的設備以及相關培訓。

印度宗薩寺 

欽哲基金會全額資助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

（位於印度‧喜馬恰省‧炯達拉）的六百名學生、

堪布、教師與職員的基本食物與生活開銷。基金會

也資助行政開支，包括教師與一般職員的薪水、圖

書館採購以及辦公文具。

音效系統：為了準備仁波切在宗薩欽哲確吉羅卓

佛學院舉行的《竅訣藏》口傳，此傳法從 2012 年

十一月開始為期三個月，欽哲基金會出資在大殿安

裝特別訂製的音效系統，以利於《竅訣藏》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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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法能夠適當地播送和存檔。欽哲基金會也贊助

翻譯團隊，將仁波切的教授從藏文同步口譯為英文

與中文。超過一千五百位從世界各地前來的參加者，

均因此而受益。

醫療照護：欽哲基金會持續資助佛學院內的醫療

診所，以提供佛學院與鄰近村民所需要的基本和預

防性醫療照護。診所有一位全職護士，以及每週固

定造訪兩次的醫生。每個月平均有 657 人次求診，

診治各種疾病，比如感冒、流感、消化道與呼吸道

疾病等等。

英文課程：自從 2006 年以來，欽哲基金會開始

資助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的英文課程計畫。佛

學院畢業生具備豐富的佛法知識，英語能力使他們

得以藉由教學和翻譯造福更多的人。2012 年三月，

佛學院的堪布們決定擴展英文課程，將之納入整體

課程改革的一部分，以帶領佛學院進入二十一世紀。

去年，佛學院的英文課程計畫在規模上增長了

一倍。參與者從 2011年的 27人增加為 2012年中的

59人。學僧們每天有兩小時英文課，另外加上在電

腦室的學習時間。每週兩晚，他們觀賞英文電影。

教師則由當地藏人、印度人以及西方人共同擔任。

2012年，英文課程計畫開始選送學生參加海外

英語培訓，由蔣揚欽哲堪布開始，他在新加坡學習

左：藏傳佛教資源中心（TBRC）在哈佛廣場的新家。中：西南民族大學的琴恩‧史密斯圖書館（中國‧成都），圖片由 TBRC提供。

右：彼得史基林 (Peter Skilling) 教授在雪謙寺，圖片由 John Solomon提供。

了六個月的英文。佛學院也進行了領袖培訓計畫（參

考「領袖和教師培訓」）。

不丹確吉嘉措佛學院：欽哲基金會護持不丹德

瓦塘的確吉嘉措佛學院 108位學僧學習佛教哲學。

確吉嘉措佛學院是另一個仁波切所護持的寺院大

學。

典籍保存

欽哲基金會找出並支持理念相近的機構，致力

於保存藏文、巴利文、梵文，以及其它亞洲語文的

原始佛教典籍。如同佛陀的法教，這些典籍當中有

許多蘊含了關於形上學、倫理學、哲學、心理學、

醫學、詩、藝術之豐富歷史細節。

藏傳佛教資源中心

欽哲基金會致力於護持藏傳佛教資源中心

（TBRC）的事業。藉由保存、組織以及傳布西藏佛

教文獻，來延續已逝的琴恩‧史密斯（TBRC的創

始人）之志業。藏傳佛教資源中心使用最先進的數

位科技，協助確保這個世界的智慧遺產不會再度因

政治、社會或自然災害而瀕危或佚失。

藏傳佛教資源中心執行長傑夫‧沃曼寫道，

「對於這個中心而言，2012年是忙碌、成功並且有

著巨大變化的一年。我們有了新家。2012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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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搬到位於麻州劍橋哈佛廣場的新辦公室，同時

有了更新的任務和目標。

我們和哈佛大學神學院以及東南亞研究系合

作，展開一個令人振奮的學生實習計畫。我們成立

了一個公共資訊站和討論室，以便學生與訪客可以

使用藏傳佛教資源中心的圖書館資源，並向工作人

員請教諮詢。

我們在美國的新位置和我們在中國成都西南

民族大學的新辦公室相輔相成。西南民族大學是琴

恩‧史密斯圖書館的新家，琴

恩個人收藏的藏文經卷 (pecha)

也典藏於此。所有資料均已完成

掃描。琴恩希望這些珍貴的典籍

可以回到中國，使所有想閱讀的

人都有機會讀到。

也是在 2012年，我們發布了藏傳佛教資源中

心網頁與線上圖書館的新介面。我們的國際化網頁

現在提供七種語言：英文、藏文、中文、日文、德文、

法文以及俄文。

從 2012年一月一日到 2012年十一月，我們掃

描了 365冊典籍，一共 636卷。現在，我們有 7068

冊典籍，16,910卷，一共九百萬頁。」

貝葉基金會

2012年十月，在菩提迦耶的雪謙寺，宗薩欽哲

仁波切與欽哲基金會頒給彼得‧史基林教授欽哲基

金會終身成就獎，以表揚他對佛學獎助金設立的傑

出貢獻。

欽哲基金會護持由彼得．史基林教授主持的保

存計畫「貝葉基金會」(Fragile Palm Leaves Foun-

dation, FPL)。它是一個位於泰國曼谷的非營利組

織，其目標在於保存古老的佛教手稿，並將其透過

複製而為世人所用。這個計畫的收藏包括巴利文和

計畫與活動 | 2012

其它數種東南亞語文，例如緬甸語、撣語 (Shan)、

泰國亢語 (Tai Khun)、泰國傣仂語 (Tai Lue)及緬甸

孟語 (Mon)等。這些手稿以多種方式呈現，主要是

寫在貝葉上，但也有書寫在紙上或其它材料上。

欽哲基金會獎助金支持貝葉基金會的日常運

作。除了護持「八萬四千．佛典傳譯」計畫及藏傳

佛教資源中心外，欽哲基金會護持貝葉基金會的計

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承諾，以確保未來數百

年佛教所有傳統的文獻遺產能夠得以保存和取用。

欲進入貝葉基金會的資

料庫，觀看當中大量的巴利文

和緬甸文書籍，以及貝葉基

金會出版品的目錄，請瀏覽

http://fpl.tusita.org。

復興佛教傳統

為了確保佛教傳承、學派，以及一般佛陀教法

的延續，欽哲基金會正致力藉由教育以復興佛教遺

產。範圍涵括了傳統佛教國家，如印度、中國和蒙

古，以及數個東南亞國家，包括柬埔寨與斯里蘭卡。

現今在某些國家中，佛法的修行和研究受到政

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威脅。但是即使是在最艱困

的條件下，由於年輕一代日漸增長的興趣，復興佛

教傳統仍然存在著無限的機會。基金會已經開始（小

規模地）確認與護持在這些國家所進行的計畫。因

為每個國家的情況和需要不同，需要進行許多相關

研究與資源安排，以使護持計畫更為有效且有意義。

這將是欽哲基金會在未來幾年最主要的挑戰。

欽哲基金會印度分會

欽哲基金會特別計畫在印度重振佛教傳統，那

是佛法大河的泉源，也是釋迦牟尼佛出生、成道、

入滅前講經說法四十五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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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仁波切的期望，擴展基金會在印度展

開的新計畫，並使基金會目前的活動更容易推動，

欽哲基金會印度分會在 2011年十月於印度政府公司

事務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登記立案，

2012年十月在菩提迦耶舉行第一次董事會議，2012

年十一月通過免稅申請。

欽哲基金會印度分會所舉辦的第一個活動是

「醫療週」，該活動與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自

2003 年以來開始運作的診所合作。2012 年八月，

欽哲基金會印度分會贊助了為期一週的醫療營，以

服務地方社區。鄰近社區有 685 位病患，包括印度

人與西藏人，前來使用免費的醫療與高品質的醫藥。

「從就診的病患數目看來，這個計畫非常成

功。病患覺得健康狀況改善了，因此許多病患回來

追蹤治療。」主持醫療營的阿比榭‧夏瑪醫師（Dr. 

Abhishek Sharma）表示。為了回應眾多病患的要

求，欽哲基金會印度分會計畫每年都舉辦醫療營。 

左圖：過去兩年中，欽哲基金會獎學金受獎人吳寧強（圖右）在彭措郎加堪布的指導下，將欽哲傳承的重要著作從藏文翻譯為漢文。這項

計畫有著穩定的進展。中央與右圖：欽哲基金會在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設立的醫療診所。

翻譯計畫

「我希望看到佛陀的言教以世界上各種主

要語言提供給大眾，包括阿拉伯文。」

——宗薩欽哲仁波切

翻譯《甘珠爾》

2009年，欽哲基金會啟動了一項工作――將

《甘珠爾》（記載佛陀言教的藏文經典）翻譯成英

文。透過許多護持者的辛勞和布施，這個計畫逐步

進展為「八萬四千．佛典傳譯」，並預計在 2013年

成為一獨立、全球性的非營利組織。

基金會現正探索將《甘珠爾》翻譯成英文之外

其它語言的可能性。2012年 5月欽哲基金會在香港

主辦了一項籌備研討會，探索互譯世上最重要的兩

部佛典――藏文《甘珠爾》和漢文《大藏經》的可

行性。此研討會計有來自不丹、中國、法國、德國、

香港、印度、新加坡、台灣及美國等地的學者和代

表參加。 

研討會成立了一個聯合小組，籌備將藏文《甘

珠爾》譯為漢文的基礎工作。此外，欽哲基金會也

贊助一項前導計畫：將漢文的《地藏經》和《佛說

阿彌陀經》譯為藏文，這是研討會的另一項成果。

此計畫目前在阿拉桑嘎仁波切（土登尼瑪仁波切）

的監督之下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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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翻譯計畫，其它各國語言

藉由其它與基金會享有共同願景的組織及譯者

之間的連結和合作，我們持續發起、發展並護持各

項翻譯工作，期盼能將佛陀的教法以各種不同的母

語帶給全世界的人。

‧	「時輪金剛文化中心」將《甘珠爾》從古典的

蒙古文翻譯為現代口語的蒙古文。瑪呢基金會

（Mani Foundation）將蔣貢米龐仁波切兩部重

要佛教典籍，從英文譯為波蘭文。在波蘭的波茲

南（Poznan），由崗滇仁波切（Gangteng Tulku 

Rinpoche）指導的八年制佛學院課程裡，這兩部

典籍為學生必讀的教材。

‧	吳寧強醫師在四川宗薩佛學院彭措郎加堪布的指

導下，將欽哲傳承的主要著作翻譯為中文。這些

藏文著作每一部都超過 12冊，包括蔣揚欽哲旺波

的《欽哲伏藏法全集 (The Transmissions of Khy-

entse)》及《修法總匯 (The Collection of Sadha-

nas)》，以及蔣貢康楚的《竅訣藏 (The Treasury 

of Spiritual Instruction)》。

譯者培訓

當前翻譯佛陀言教為各種語言的計畫，所遇到

最大的障礙是欠缺合格且學識豐富的譯者。因此，

欽哲基金會承諾，透過與各種不同的學術和佛教機

在香港舉辦的漢藏互譯籌備研討會現場照片，互譯兩部最重要的佛典——藏文《甘珠爾》和漢文《大藏經》。

中間為阿拉桑嘎仁波切（Alak Zenkar Rinpoche）與宗薩欽哲仁波切。

構的合作，贊助下一代佛法譯者的培訓計畫。基金

會的獎學金計畫也提供直接的財務援助，支持有抱

負的譯者和佛教學者。

由於香港漢藏翻譯研討會的結論，加上「八

萬四千」編輯們的請求，以及與基金會學術發展計

畫的協力合作，我們與台灣的法鼓大學、維也納大

學以及加德滿都俱生智慧學院合作的各項翻譯計畫

都在進行當中，這些發展、設計的佛法翻譯研究課

程，除了滿足一般佛法譯者的需求，更是符合「八

萬四千」計畫的迫切需要。

培訓未來

獎學金及獎項

從 2005年起，獎學金已成為欽哲基金會的首要

計畫。這項捐贈基金護持從事保存佛法的機構，並

護持個別的修行者得以進一步的研究和修持佛法。

欽哲基金會的獎學金和獎項有四大類別：

1. 提供獎學金給參與仁波切教授課程的學生，以及

參加仁波切指導閉關之學生。

2. 開放申請之獎學金，贊助個人和機構之研究和修

行計畫。2012年，欽哲基金會收到約 100件的申

請，共有 22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受獎者獲贈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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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從印度到中國，從歐洲到墨西哥，從北美

到南美。我們收到來自上座部國家的申請數量更

多於其它國家。同時也有為數眾多的申請者來自

孟加拉，這些申請者希望能至泰國學習，並於學

成後回到其所屬的穆斯林國家，協助弘揚佛教。

3. 欽哲基金會獎項：

*	 「欽哲基金會傑出佛學研究獎」至目前為止，

已頒贈給世界各地十所大學超過 20位學生。

*	 「欽哲基金會終身成就獎」：目的在表彰個人

對佛法的保存、傳播、培養及延續佛法慧命，

以及在佛法的學術、研究和調查有重大及傑出

貢獻者。2012年的得獎人是欽哲基金會顧問彼

得‧史基林教授。

*	 「欽哲基金會傑出翻譯獎」：表揚優秀的佛教

文獻翻譯作品。由欽哲基金會顧問彼得‧史

基林發起，這個獎項是要表彰那些能將佛教傳

統文獻翻譯提供給全世界使用的傑出譯者。

「欽哲基金會傑出翻譯獎」的首屆得獎者是美

國麻薩諸塞州渥徹斯特聖十字大學 (Holy Cross 

University) 的陶德‧路易斯 (Todd Lewis)教

授以及尼泊爾巴薩學院 (Nepal Bhasa Institute)

的薩巴納‧曼‧圖拉達 (Subarna Man Tula-

dar)。他們將尼泊爾內瓦爾文（Newari）所寫

成的《善逝史詩：描述佛陀一生的尼泊爾史詩》

左圖：波蘭波茲南的瑪呢基金會。中圖左：薩巴納‧曼‧圖拉達領受「欽哲基金會傑出翻譯獎」。中圖右：從古典蒙古文譯為現代蒙古

文之佛教典籍，由「時輪金剛文化中心」（右圖）的僧侶們所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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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ataSaurabha：An Epic Poem from Ne-

pal on the Life of the Buddha ）翻譯為英文（牛

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作者是尼泊爾詩人

奇塔達‧希達亞（Chittadhar Hridaya）。宗

薩欽哲仁波切與彼得‧史基林教授在印度菩

提迦耶頒發此獎項。

4. 與其它佛教機構共同合作設立獎學金，例如：

*	 尼泊爾加德滿都之「俱生智慧學院」(Rangjung 

Yeshe Institute)。這項獎助金共包括三部分：

給予出家僧眾的獎學金、一般獎學金、以及半

工半讀獎助金。2012年，在俱生智慧學院總共

護持 27名學生於此求學。

*	 從 2006年起，欽哲基金會與「高棉佛教教育援

助計畫」(KEAP)合作，提供柬埔寨僧侶攻讀

佛法研究的碩士課程。在 2011年到 2012年之

間，共有五位僧侶獲此贊助。基金會及 KEAP

計畫每年將頒發獎學金予六名合格的僧眾。當

這些僧侶研究生完成學業回到柬埔寨時，將在

自己的國家致力重建上座部的佛教傳統。

領袖和教師培訓

欽哲基金會認為，下一個世代的佛教教師、祖

古（Tulku）、喇嘛以及學者（無論在家或出家、東

方或西方、男性或女性）擁有一個歷史性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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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廣泛地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他們同時承擔巨

大的責任，必須服務並培育佛陀的智慧傳統。

在藏傳佛教的傳統中，祖古（tulkus）被訓練

為佛法教師的典範，他們由專屬的親教師及當代大

師們嚴密地指導。在今日，許多祖古為了教導西方

世界佛法，所以也學習英文。最終，大部分祖古受

完教育後，預期將返回管理自己的寺院、閉關中心

或佛學院。雖然他們的佛法訓練相當嚴格，但僅有

少數的祖古擁有管理這些機構以及與西方學生、團

體互動所必備的領導和經營技巧。他們或許還欠缺

規劃和時間管理的技能，好讓他們對現今世界的貢

獻發揮到最大。

2010年間，仁波切委託克里斯‧傑 (Chris 

Jay) 和西妮‧傑 (Sydney Jay)（他們是僧團成員，

任職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的專業顧問）設計一個領

導與管理的課程——「帶領學僧們跟上二十一世紀

的腳步」。他們設計出一個涵蓋三項廣泛要素的領

導課程：包括有系統的解決問題、人際關係技巧及

自我覺知。欽哲基金會贊助了兩次為期十天的工作

坊，提供給印度宗薩佛學院的堪布和祖古們參加，

分別於 2011年 11月及 2012年 10月舉行。

2012年間，克里斯和西妮帶來了一位新成員拉

傑‧包爾 (Rajiv Ball)，包爾是他們在麥肯錫顧問公

司的工作夥伴，同時也是麥肯錫全球領導論壇的成

員之一。參加工作坊的學僧們藉由角色扮演，來練

左圖：在鹿野學苑的學生。中圖：「身心覺知計畫」以正念為基礎的各種訓練，來治療高危險群青少年的壓力和焦慮問題。

右圖：印度炯達拉宗薩佛學院的祖古和堪布們參與領袖及管理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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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傾聽、提問和聲明主張等技巧。此外，他們學習

到另一項管理方法——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分類

法 (Me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這可能是首次

引進藏人的一項嶄新概念。

這些工作坊是一項整合式長期課程的起點，依

據未來的佛法教師和領袖們的需求設計而成，並將

現代商業領導能力逐漸融入課程之中。這些訓練也

能讓一些學僧具備足夠的基礎，以便參與世界級大

學的領袖訓練課程。

此外，欽哲基金會亦致力於提供讓堪布及祖古

們，在新加坡、澳洲、英國和美國等地，可以擁有

語言訓練的機會及海外生活經驗。

青年發展

欽哲基金會正加強對於青年發展課程的護持，

例如為蒙古青年舉辦夏令營以及禪修閉關，也為來

自不同國家的年輕佛教徒領袖和義工舉行工作坊和

研討會，以作為新一代佛法領袖培訓計畫持續進行

的一部份。

佛教教育

發展新模式

仁波切一直敦促欽哲基金會，要發展出基於佛

教的慈悲與非暴力原則，並結合卓越學術研究的新

模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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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學苑 (印度比爾)

鹿野學苑是為了學習古典印度智慧傳統，並根

據那爛陀大學的精神所設立的一個中心。那爛陀大

學是古印度偉大的佛教大學，研究修持所有佛教傳

承以及其它古印度哲學、藝術和科學。鹿野學苑開

放給來自印度和全世界的在家修行者。

鹿野學苑其中一項核心課程是「那爛陀研究」，

這項多學期制的課程，奠基於佛教和其它古典印度

哲學、古典語言研究及禪修教授和閉關。輔助課程

則有冥想藝術、文化和療癒。第二項核心課程是社

區計畫，包括培養環保意識、在地智慧、英語學習

和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

2012年，鹿野學苑開設了 34門課程，共有

1300位來自 50多國、不同信仰和背景的學生參與。

鹿野學苑也發起一項「零垃圾計畫」，並與當地社

區合作，教導居民關於環保及如何終止污染。

南方人教育計畫(Lhomon Education 
initiativE)，不丹：融合佛教及世俗教育

宗薩欽哲仁波切於 2010年在不丹創立「南方

人教育計畫」，此計畫共有五個不同活動領域：適

宜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有機農業、

零垃圾、青年參與和教育。為配合這些活動，「南

左圖：年輕僧侶於「和平軍佛教小學」就讀。中圖左：不丹尼師。中圖右：「不丹尼師基金會」的阿尼滇津卓瑪及阿尼堪秋旺姆，

她們所穿之 Crocs塑膠涼鞋是來自德國的禮物。右圖：鹿野學苑的禪修課程。

方人教育」正在為不丹學生發展一項全面的、整合

性的非傳統課程。十二個教育單位中配合一佛法小

組，討論不同的主題，例如五蘊、菩提心及業。這

十二個教育單位目前由一組團隊人員開發，包括竹

究滇津仁波切（Drubgyud Tenzing Rinpoche）、

索南札西堪布、索南彭措喇嘛、懷特‧阿諾（Wyatt 

Arnold）及諾雅‧瓊斯（Noa Jones）。「南方人

教育」也正在進行師資培訓，例如給予不丹教育工

作者的禪修營隊。

仁波切提供他在東不丹德瓦塘的寺院——確吉

嘉措佛學院（Chokyi Gyatso Institute）作為實驗

室，發展並試驗這項新課程。欽哲基金會以確吉嘉

措佛學院的 20位學僧為實驗團體，護持這項四年世

俗教育計畫之執行。如果這個模式成功，我們也希

望這個靈活的教育系統能夠應用在不丹其它地區，

甚至是其它國家，用以整合佛教和一般世俗教育。

「 不 丹 尼 師 基 金 會 」（The Bhutan Nuns 

Foundation）現正使用南方人教育的基礎架構和培

訓方式，在東不丹發展一套給尼眾的一般世俗教育。

許多不丹的女孩和婦女進入尼師院是為了獲得教育

及逃避貧窮和虐待。她們非常投入當地的社區，經

常幫助亟需援助的家庭，並且作為其他女孩和婦女

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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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軍佛教小學(Santi SEna BuddhiSt 
Primary SchooLS)，柬埔寨

司緯林恩省 (Svay Rieng) 是柬埔寨最貧窮的地

區之一，幾乎沒有學校和圖書館。由桑堤賽那 (Santi 

Sena，和平軍 ) 的創建者和精神領袖南金騰博士尊

者 (Ven. Dr. Nhem Kim Teng)發起，欽哲基金會提

供部分贊助，共有六所試辦之佛教小學已在此地設

立。這些試辦學校啟發了地方社區、教育工作者、

佛教領袖及政府部門的參與和支持。

葛藍‧佛賽特 (Glenn Fawcett)是欽哲基金會

的姊妹組織「蓮心基金會」的田野活動主任，他協

助管理這項柬埔寨計畫。葛藍寫道，「看到佛教小

學計畫已成為一個合作計畫，令人感到非常欣慰。

它獲得柬埔寨政府在組織上的支持、當地村落社群

的強烈支持和參與，並且以寺院為基礎的柬埔寨發

展組織來執行，還有來自欽哲基金會的資助和技術

支援。」 

學術計畫

隨著佛教在西方世界逐漸擴展，確保正統的佛

學研究被納入最高層級的學術界是極為重要的。在

東方，傑出的佛學研究只存在於佛學院及佛法中心。

佛教若要在西方世界生根，其嚴謹的學術成果被納

兩位「欽哲基金會傑出佛學研究獎」得主。左圖：漢堡大學的黛格瑪‧史沃克（Dagmar Schwerk）與她的教授。中圖：凱莉‧瑪麗包

威爾（Kellie Marie Powell），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羅伯特‧夏夫教授和欽哲基金會執行長陳季佩。Jeff Roe拍攝。右圖：休士頓萊

斯大學的安‧克萊恩教授和藏文課學生，他們是 GeoFamily基金會獎學金專案的得獎者，這項計畫由欽哲基金會管理。

入世界一流大學中是極為必要的。欽哲基金會 2008

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設立「欽哲教席」，以及

2010年在漢堡大學創設「欽哲藏傳佛教文獻研究中

心」，從此開始有了護持學術發展的成功經驗。

去年我們在學術發展上見證一項重要的里程

碑。2012年 10月，欽哲基金會董事會核准成立一項

特別的「學術發展基金」（Academic Development 

Fund），進一步擴展護持各大學的佛學研究所課程。

由彼得‧史基林、羅伯特‧夏夫以及史帝夫‧古

曼作為顧問的工作小組已成立，開始運作、審查、

評估並發展此一領域中的計畫。

除了護持現有的西方學術機構外，我們的目標

是加強傳統佛教國家的佛學研究課程，例如印度、

中國、蒙古、柬埔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尼；

以及傳統上非佛教國家但對佛法有極高興趣的國

家，例如保加利亞、波蘭和匈牙利。

基金會現在正與一些學術機構，就可能共同合

作的護持計畫，處於討論的最後階段。這些機構包

括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印度的普納大學（Pune 

University）、尼泊爾的俱生智慧學院、匈牙利的羅

蘭大學（Eotvos Lorand University）以及蒙古國立

大學。其它的新計畫也正在探索和發展之中。

計畫與活動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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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動能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

來自於八萬四千計畫執行長黃淨蕊的訊息

八萬四千執行委員會，菩提迦耶雪謙寺。

「八萬四千」慶祝 2012水蛇年的同時，也慶

祝在 read.84000.co設立的線上閱覽室邁入第三年。

線上閱覽室和「藏傳佛教資源中心」合作，使用最

前端的技術，營造一個身歷其境的線上閱讀環境，

提供互動性的功能，例如三種語言詞彙 (梵文、英

文和藏文 )。八篇已完成的翻譯文稿 (共 99頁 )已經

在線上閱覽室開放，讀者可在線上閱讀或下載 PDF

檔案。這是首次，1,169篇《甘珠爾》文本的標題被

翻譯成英文，並同時提供三種語文使用。

第三輪翻譯獎助金申請已在四月時上路，並

接收到 24個充滿熱忱的翻譯團隊之回應，包括之

前與我們密切合作的團隊，如「法輪翻譯委員會」

(Dharmachakra Translation Committee)和維也納

大學 (University of Vienna)；同時也有首次申請報

名的團隊，如卡加力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

西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那瀾陀翻譯

委員會 (Nalanda Translation Committee)，和色拉

傑僧伽大學 (Sera Jey Monastic University)。截至

2012年底，我們已資助了 136位世界各地的譯者，

翻譯了 99篇文本，約等於 9,980頁。目前《甘珠爾》

由傳統藏文譯為英文的工作已完成超過 15%。

當翻譯文稿上線，我們便籌畫了兩場佛經朗

誦活動，讓人們得以聚集在一起，以英語大聲地誦

讀佛陀教法。試驗性的活動「翻譯中的發現：八萬

四千經典讀誦‧法界迴響」( Found in Translation: 

An 84000 Sutra Resounding)五月十七號於華盛頓

舉行。約有五十人參與此次活動。活動是由「國際

入世佛教協會」(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ts)、華盛頓特區的「本覺會」(Rigpa)、薩

迦彭措寺 (Sakya Phuntsok Ling)、維琪 (WeChi)以

及一個不具名的基金會所共同組織和贊助。在十月

二十八日， 一個名為「八萬四千‧經典讀誦‧法

界迴響：菩提樹下‧虔心讀誦‧佛陀言教」的活

動在印度的菩提迦耶舉行，吸引約 300人前往參加，

一同在覺悟聖地大聲誦讀佛陀的教法。

計畫執行委員會在十月開會，檢視八萬四千從

欽哲基金會獨立出來的過渡計畫之進度，並且討論

將來的方針和策略。這場會議是由菩提迦耶的雪謙

寺所主辦，包括大衛‧朗斯福、彼得‧史其林教

授、秋映多傑堪布和竹究滇津仁波切皆受邀參加此

次會議，針對計畫的技術、編輯過程和印度喜馬拉

雅學者參與等等的層面，發表他們的不同觀點。會

議同時由翻譯人員的訓練機構協辦，討論翻譯人員

的訓練需求，並探討以長期角度進行合作和互相支

援的途徑。

由於護持者的慷慨布施，我們的財務狀況堪稱

良好，目前有兩年的備用額度。這一切都要歸功於

96位創始護持者和超過千名的「一頁佛經」贊助者。

我們在北美從事基金會活動的努力也逐漸看到成

果，包括吉爾基金會 (Gere Foundation)、赫胥家族

基金會 (the Hershey Family Foundation)和 A&A 

基金會等機構，都願意提供獎助款給我們。有了堅

實的基礎，八萬四千計畫將會在未來幾年間持續保

持動能，以邁向我們二十五年和一百年的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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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願景

承事文殊：欽哲基金會新啟動的計畫

文殊菩薩青銅像，西藏十五世紀。魯賓美術館收藏品，

由 Shelley & Donald Rubin基金會提供。

2011年 8月，在欽哲基金會歡慶十周年不久

後，一個正式發展的計畫開始萌芽，而這一切都從

景色優美的加州紅木叢郊區和溫暖的夏日微風中所

舉辦的會議開始。這項計畫的靈感是來自於仁波切

的廣大願景和抱負，目標是在未來幾年內擴展他的

佛行事業，透過保存及宣揚佛法以利益眾生。

這之後的一年半內，欽哲基金會充滿熱忱的團

隊成員便積極促成此計畫概念的形成，不眠不休地

將細節琢磨出來。透過眾多護持者的慷慨捐獻，使

計畫得以在未正式曝光前就先獲得資助的承諾。計

畫的種子逐漸發芽，成長為一個名為「承事文殊」

的計畫。此計畫名稱反映了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薩和

欽哲傳承上師之間的密切連結。

「承事文殊」是實現仁波切遠大願景的方式。

任何曾經護持、正在護持或即將護持欽哲基金會的

個人、團體或組織，不論是單次捐款、每月定額捐

款或對等基金的捐款人，全都納入新啟動的承事文

殊計畫中。

文殊護持：單次不論金額的捐款人。

文殊之友：每月定額的捐款人，不論金額多寡。由

「文殊善施」進行對等捐款。

文殊善施：「文殊善施」的捐款將成為「文殊之友」

捐款的對等基金。我們有五種護持的方式，分別以

五臺山之五座山峰來命名：錦繡、掛月、望海、翠岩、

葉鬥。(五台山以文殊菩薩之道場而聞名 )

西藏偉大的瑜伽士密勒日巴曾說：「洞穴裡的

修行人和城市裡的護法者將共同達到證悟。」「承

事文殊」的贊助成員將了解，他們的慷慨佈施將創

造出護持與發展佛法學習和修行的善緣，這是足以

令人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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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波切要在菩提迦耶舉行 2012年欽哲基金會的董事

會，因為那裡是佛陀成道的聖地，啟發人心的事物

隨處可見。他在開場致辭中，向與會者以及欽哲基

金會的成員表示感謝。

首先讓我們生起正確的發心，使欽哲基金會成

為眾生正確理解佛法之因。除了理解，還願眾生努

力實修，之後轉而幫助更多其他眾生。

我相信只要眾生還有福德接受佛陀的加持，接

受佛法及其仍存在的傳承之加持，佛法就會繼續蓬

勃發展。我們在各種想法、計畫、大大小小的會議，

以及會議記錄中打轉，到頭來沒有一個有用。最終

只有依靠我們自身的福德，才能融入過去、現在、

未來三世諸佛菩薩的功德中。也只有這樣才能讓我

感激不盡

印度菩提迦耶大覺寺的日出景象。攝影：Pawo Choyning Dorji

們不斷地積聚福德，感受佛法僧三寶的加持與庇護。

感謝您參與工作，感謝您的付出，感謝您所做

的一切。我也要感謝您準備要付出、準備要做事，

以及準備不斷地流汗。我會將您所有的支持、所有

的參與，以及所有的善願，都視為諸佛菩薩的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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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景氣向上成長的訊號啟動今年的投資行

情，市場全力衝刺，但此好景卻因對歐聯潰散的恐

懼，而在四月終結，功虧一簣。在歐洲中央銀行向

全球再度保證金融機構將得到足夠資金揖注，且美

國聯邦儲備局實施了另一階段的貨幣寬鬆政策，以

支撐乏力的美國經濟之後，股市回升。

過去幾年風險資產價格攀升，主要是各國中央

銀行透過貨幣政策介入，因而投資眼光從經濟與成

長轉向政治走向與中央銀行的公告資訊。

大體上，中央銀行制定利率，以提供市場所需

的資金流動；在經濟資金過熱時，則削減現金流。

其目的是刺激經濟成長、投資行為和風險承擔。今

天美國聯邦儲備局與全球各地的銀行（毆洲中央銀

行、日本銀行、瑞士國家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聯

手主導貨幣寬鬆政策，經由「永久開放操作」手段，

藉由購買政府公債，將資金流量導入市場，意欲比

低利率政策增加更多資金流量。這些操作讓股價上

揚，已部份達到他們想要的影響，但其長期的影響

與意想不到的後果仍待觀察。

雖然 2012年的投資實屬不易，但投資委員

會很高興地宣布，欽哲基金會的投資組合收益為

10.1%，再度超越 7.9%綜合指標，在低震盪中，恢

復以往優異的投資績效記錄。

在 2012年底，投資組合的金額達到 1,170萬美

元，其中包含「八萬四千」翻譯計畫的捐款，我們

的支出仍然只占微小的 0.18%，週轉率 9%。圖表 1

顯示 2012年底的資產配置。

從經濟與成長至政策與政治

投資委員會報告

固定收益

因為聯邦儲備局維持新低率，投資人繼續轉向

固定收益的投資。大約有 1500億美元資金從股市撤

離，然而債券基金卻增加了一兆美元。

欽哲基金會的固定收益組合報酬率為 17.1%，

表現優於股市，亦勝過所有固定收益指標，例如全

球綜合債券指數收益 4.3%。

基金會的債券投資組合著重由企業所發行的部

分，十分多樣化與全球化。2012年我們增加兩個短

期債券基金至固定收益組合，平均到期年限為 8.7

年，73%於 2018年一月前到期，其中半數以上在

2014年六月可贖回。

貨幣的投資組合也是多樣化的，我們持續暴露

加幣、澳幣、巴西里拉、印度盧比、中國人民幣（圖

表 2）。

股票

股票投資組合的報酬率 9.8%，MSCI世界指數

收益 13.5%，而新興市場指數上升 15.6%。我們的績

效不如這些指數是由於能源信託 (-15%)、巴西 (+4)

和黃金部位 (+3.7) 收益欠佳。好的方面是，我們在

中國 (+14.5)、印度 (+25)、與新興市場 (31%)有良

好的收益（圖表 3）。

我們的重心一直集中於新興市場，在已開發國

家市場也有大幅成長。我們也增加一些部位以增進

收益。這一年內我們增加股票部位，加入日本、加

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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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資產配置。

圖表 2. 貨幣總曝露值。

圖表 3. 以區域劃分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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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我們能達成超乎預期的績效，與過去幾

年的績效較為一致。隨著基金會成長，我們將以最

低風險和持續鎖定 5%以上的收益為全面性的目標，

並戰勝綜合指數。

我們要感謝仁波切與捐款人的信任託付，也將

繼續努力，透過欽哲基金會實現仁波切的遠見。

欽哲基金會投資委員會

主席：Isabel Pedrosa

周熙玲

Desmond Chum

Marco Noailles

蔡安慈

楊憶祖



22  |  欽哲基金會  |  2012 年報

欽哲基金會財務狀況摘要報告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

資產

現金與投資                                                                                                                                                     US $ 12,867,968
總資產                                                                                                                                                                           $12,867,968

負債與淨資產

不受限資產                                                                                                                                                                               30,228
寺院教育基金（董事會主導）                                                                                                                                5,000,000
獎學金基金（董事會主導）                                                                                                                                4,700,000
八萬四千限制資產                                                                                                                                                               3,075,240 
其它暫時受限資產                                                                                                                                                     62,500
總負債及淨資產總額                                                                                                                                            $12,867,968

活動與淨資產變動表
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
 
資助與收入

捐款與其它收入                                                                                                                                                              $1,858,782
投資（實現與未實現）                                                                                                                                                  -319,319
受限捐款 (八萬四千 )                                                                                                                                                2,082,419
總資助與收入                                                                                                                                                                       3,621,882
 
支出

計畫支出

     滋養源頭計畫
 寺院教育                                                                                                                                                   213,459
 文獻保存計畫                                                                                                                                                          365,533
 翻譯計畫與譯者培訓                                                                                                                                                37,854 
     培育未來
 獎學金與獎項                                                                                                                                                           83,059 
 佛教教育                                                                                                                                                                   60,155 
 學術發展                                                                                                                                                      67,820
              特殊獎助金                                                                                                                                                    44,000 
     八萬四千                                                                                                                                                                  533,740
 專案計畫總支出                                                                                                                                    1,405,620
行政管理支出                                                                                                                                                                    77,078
總支出                                                                                                                                                                               1,482,698
當年度淨資產變動                                                                                                                                           $  2,139,184

有時候，某些捐款人直接捐款至欽哲基金會指定護持的組織和專案計畫。雖然這些直接贊助是受到基金會所啟發，且

常常是由基金會協助安排捐款事宜，但因這些款項直接付與受益人，所以不會列在欽哲基金會財報中。

這份報表為奧勒岡州波特蘭 James E. Richman會計師審核的財報摘要 (以下數字以美元為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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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團隊名單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董事長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顧問
Ding Nai-Chu( 丁 乃 竺 ), Richard Dixey, 
Steven Goodman, Suresh Jindal,
Peter Skilling

董事會
Ang Chui Jin, Richard Chang ( 張 恭 逢 ), 
Cangioli Che(陳季佩 ), Michael Chender, 
Amelia Chow( 周 熙 玲 ), Lisa Davison, 
Florence Koh( 許 功 化 ),  Marco Noailles, 
Isabel Pedrosa, Raji Ramanan, Isaiah Seret, 
John Solomon, Angie Tsai( 蔡 安 慈 ), Ro-
land Walter, Jane Wang, Pema Wangchuk, 
Kris Yao(姚仁喜 )

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

執行長 Cangioli Che(陳季佩 )
Amelia Chow(周熙玲 )
秘書 Lisa Davison
Florence Koh(許功化 ) 
財務Marco Noailles
Isabel Pedrosa 

獎助金審查委員會

主席 Ngodrup Dorje; Debra Dorje, Steven 
Goodman, Jakob Leschly 

投資委員會 
主 席 Isabel Pedrosa; Amelia Chow( 周 熙
玲 ), Desmond Chum, Marco Noailles, 
Angie Tsai(蔡安慈 ), Kelly Yang(楊憶祖 )

投資委員會顧問

G e n e  C h a n ,  G r e g o r y  F o r g u e s , 
James Nelson, Luciana Novaes, Miles San-
tos 

獎學金委員會

聯 合 主 席 Florence Koh( 許 功 化 ) and 
S t e p h a n i e  S u t e r ;  P a w o  C h o y n i n g 
Dorji,Ann Marie Huck, Stuart MacFarlane, 
Luciana Novaes, Doris Wolter, Jun Xie(謝
軍 )

特殊計畫

Nancy Lee(李許月白 ), Yin-wah Ma

各國代表
澳洲 
Chantal Gebbie

不丹

Rinzin Lhamu, Pem Tshering

巴西

Luciana Novaes,  Manoel Vidal 

加拿大 
Amelia Chow(周熙玲 ), Lesley Patten   

德國

Arne Schelling, Doris Wolter 

香港

Alysia Lee(李藹詩 ), Anita Lee(李徵徵 ), 
Jun Xie (謝軍 )

印度

Pema Wangchuk, Raji Ramanan

印尼

Loekito Hidajat

馬來西亞

Yong Siew Chin

新加坡

Frank Lee, Lee Kwang-boon 

瑞士

Marie Crivelli

台灣

周素卿 , 賴梵耘 , 姚仁喜

台灣工作團隊

陳志銘 , 廖敏仁 , 黃子瑗 , 李家逸 , 林瑀晨 , 
張瑞哲 , 晉華屏 , 胡全燊 , 何念華 , 黃郁茜

英國

Penelope Tree

美國 
Linda Coelln, Noa Jones, John Solomon 

行政辦公室
照片檔案 Helen Bonzi
志工聯絡人 Linda Coelln
美術設計 Emily Crow
捐贈者連繫 Elise de Grande
受益者調協人 Pat Hanna
行政經理 Lynn Hoberg
通訊主任 Noa Jones
通訊經理 Jesse Klein Seret
受益者調協人 Su-yin Lee(李喜燕 )
編輯 Jakob Leschly
設計Maryann Lipaj
通訊協助 Laura Lopez
行政協助 Simmy Makhijani
通訊協助 Charmaine Oakley
資料庫主任Margaret Sablatnig
計畫推展主任 Isaiah Seret
編輯 Alix Sharkey
會計協助 Shelley Swindell

會計協助 YuChien Ting
編輯 Alex Trisoglio
仁波切語錄 Sarah Wilkinson
編輯 Albert Paravi Wongchirachai 
總編輯 Jessie Wood 
技術與網站管理 Dave Zwieback 

工作團隊
學術發展

顧 問 : Professors Steven Goodman, Peter 
Skilling, Robert Sharf
主席 Cangioli Che(陳季佩 )
研究主任 Sydney Jay
Wyatt Arnold, Gregory Forgues, Isaiah 
Seret, Roland Walter,
Florence Koh(許功化 )(代表基金會執行委
員 )

印度宗薩確吉羅卓佛學院

聯絡人 Amelia Chow(周熙玲 ) 
學院秘書 Khenpo Jamyang Khyentse
學院副秘書 Tashi Norbu 
印度聯絡人 Pema Wangchuk 
醫療服務 Dr. Rob & Julie MacLachlan
英文課程主任 Suzie Erbacher
英文課程副主任 Rahul Lall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 臨時委員會
主席 宗薩欽哲仁波切
執行長 Huang Jing Rui(黃淨蕊 )
計畫顧問 Ivy Ang
編輯主任 John Canti
KF聯繫 Cangioli Che(陳季佩 )
撥款主任 Rev Dr. Kunga Chodron
Andreas Doctor
工具與資源主任 Steven Goodman
主編 Tom Tillemans
技術主任 Jeff Wallman

顧問
策略規劃 Ivy Ang

法律顧問

Alexander Halpern LLC 
Boulder, Colorado, USA 

財報審核

James E. Richman, CPA, PC,
Portland, Oregon, USA

除了法律顧問及財報審核之外，所有欽哲基

金會成員均為義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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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佛陀的智慧與慈悲利益一切眾生

除了護持佛法，我們別無其它使命

—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欽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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