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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钦哲基金会董事会召开年度会议。这些会议对于基金会
的运作至关重要，常常有助于勾勒出基金会下年度的事业内容。)

仁波切于会议开始之前，作了以下的致词。

我们要继续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当然也会有一些改变；由于这些

改变，我们现在应当要更加宏观。我们不应该松懈、自满，我们

应该要更加自律。我常说，我们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因为

一般来说，西藏人从来都不真的有什么系统，包括我在内，大概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糟糕。我们不太会做长远的思考，部分原因是

由于我们没有方法。所以，你们必须协助我。我有个愿景，如果

你们能协助我把这个愿景与不断变化的时势作结合，此愿景就能

够实现得更好。

「大家都说，大概十年内，机器人将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思索这

类事情对我们而言很重要。钦哲基金会应该做好准备，在这样的

背景下，随着这些变迁，与时俱进。请你们谨记，钦哲基金会唯

一的目标是协助佛法和修行者。就是这样。谢谢你们来参加会

议，也谢谢你们一如以往地奉献投入。 」

在 变 动 的 世 界 中 ，
钦 哲 基 金 会 基 本 目 标 不 变

帕武拍摄



宗萨钦哲仁波切自2017年3月24日开始进行为期21天的度母礼赞法
会。仁波切亲自向度母献供，感恩她对钦哲基金会的护佑，并祈
请度母持续护持佛法的兴盛。

在在线的度母坛城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homage-to-
tara/) 中可以见到，仁波切说明举办度母法会动机的视频，高分
辨率的度母像图档（度母像为仁波切委托印度画家VV Sarpar所绘
制），以及汉英藏文的度母法本等等。

喔！

至尊薄伽梵母圣度母，

请消除我与一切有情众生的所有染垢，

带领我们迅速获得证悟。

在我们生生世世中，愿我们享有顺缘。

愿步向证悟的各种外内障碍，

诸如疾病、非时死亡、梦魇、恶兆及恐惧等，皆得以净除。

愿我们的心转向佛法。

请力促我们精进，促使我们见到您的容颜，

驱使我们证得空性，亦即胜义菩提心。

请令我们投生阿弥陀佛刹土。

您是多么美丽！

力量多么强大！

多么无可限量！

愿我们成为如您一般。

以此祈请，无论我们身处何方，

愿贫穷、饥馑或争端消逝无踪，

愿佛法得以广弘。

仁波切撰写于2017年4月3日

度母颂

礼 赞 度 母

度母坛城。帕武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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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思 与 转 变

诺雅．琼斯今年初卸下钦哲基金会通讯主任一职，于今年年报上写下她的感言。

2001年，陈季佩（Cangioli）来电转达仁波切的讯息，邀请我加入一个团队，
为仁波切成立基金会。她说他们将尝试筹募300万美元的基金，以护持仁波
切负责的寺院。如果进行顺利，未来也许仁波切就可以集中精神，在全球各
地更大规模地弘扬佛法。一开始我说没问题！然后我说……300万美元？！
我无法想象这目标要如何达成。当时，我正住在山上的帐篷里。

转眼间，17年过去了，我们已募得超过1,700万美元的奖助金。在仁波切的
指导以及季佩的带领下，以义工为主的钦哲团队建立了一个美妙、透明、高
效率的机制，将人们衷心慷慨捐赠的善款，转化为满载功德和佛法的事业。
我实在很幸运能参与其中，我一直感谢仁波切和钦哲基金会董事会给我的机
会。

但现在我要朝另一方向迈进。我依然会为钦哲基金会提供有关教育奖助金和
使用善款的建议，但从现在开始，我的精神和精力将集中在建立受仁波切启
发而发展的全新、独立且非营利的「中道教育」项目。我将管理为儿童特设
的全新佛教教育模式，这个教育模式将在纽约上州的实验学校展开。

仁波切对于佛教教育的愿景，为父母、学生和教育家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
界。我祈愿自己可以拥有季佩多年来展现的优雅和坚毅，哪怕只是一丁点也
好，来完成这项任务。在她的领导下，钦哲基金会在佛教和佛教慈善事业中
开拓了新气象。

阅读诺雅．琼斯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first-person-noa-jones/) 的完
整讯息。浏览中道教育和中道学校网站。

帕武拍摄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first-person-noa-jones/)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佛法师范学院弥林达计划

与「本觉会」和恰度寺
（Chagdud Gompa）合作，针
对西方佛法指导老师举办混
合学院弥兰王计划（hybrid 
shdera Milinda Program）。该
计划最初三个月的活动已于
尼泊尔进行。

学术活动

与汉堡大学合作，鼓励传
统佛学院的研究项目，以
持续护持学术研究计划。

翻译计划

展开「藏传佛典汉译试行
计划」。 (https://cht.khy-
entsefoundation.org/ttoc-an-
nounce2016/)  于17位申请
者中，选拔出9位译者，翻
译19部论典。

持续护持法鼓文理学院与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以
培训佛法译者。

基金会

宗萨钦哲确吉罗卓佛学院
举行二十一度母法会，以
礼敬基金会之檀越与护法
──度母。

在线度母圣坛 (https://cht.
khyentsefoundation.org/
homage-to-tara/) 上网。

佛法教师培训

珈雅．达斯夫人（Mrs. Jaya Das）
于宗萨钦哲确吉罗卓佛学院为堪布
们举办培训课程：「将二十一世纪
的方法带入寺院课堂」。(https://
cht.khyentsefoundation.org/108-sec-
onds/ )

奖学金、奖助金与奖项

在春季一轮的奖助申请中，计有24
位学生获奖以推进其佛学研究。

共颁发17笔阿育王奖助金，以奖励
弘扬佛法的各项计划。

基金会与自生智佛学院 ( https://cht.
khyentsefoundation.org/rangjung-ye-
she-institute-scholarships-partner-
ship-continues/) 奖助金合作计划持
续扩大规模中。

共颁发17笔翻译奖学金，以奖励译
者进修正规学术课程。

复兴佛教传统

尼泊尔的师利曼哥普智学校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
org/?s=shree+mangal)获得为
期三年的奖助，以训练教师
与当地医生；奖助计划至今
进入第二年。

持续护持「和平军」
(https://cht.khyentsefoun-
dation.org/buddhist-prima-
ry-schools-cambodia/) 及「高
棉佛教教育援助计划」，以
巩固柬埔寨的佛法教育。

2 0 1 7 年 钦 哲 基 金 会 工 作 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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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

于墨西哥举行2017年度董事会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
org/kf-board-directors-meet-
ing-2017/) 

钦哲基金会简介短片
（2017年）(https://vimeo.
com/248483292 ) 视频发布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经典保存

持续护持「佛教数字资源中心」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
org/announcing-buddhist-digi-
tal-resource-center/) 与「贝叶基
金会」的合作计划，以保存并
数字化濒危佛教文献。

学术发展

庆贺与悉尼大学 (https://cht.khyent-
sefoundation.org/focus-sydney-uni-
versity/) 建立开创性的伙伴关系，新
设一席藏传佛学教席。

颁发一笔三年的奖助金给亚利桑那
大学，以护持该校的「杭州佛学计
划」活动。该项计划试图从全然在
地的观点重新建构东亚佛学史。

颁发一笔三年的奖助金给亚利桑那
大学，以护持钦哲讲座。

护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佛学研究
活动。

佛法教师培训

13位学者参加在印度与尼泊尔三个不同地点的英
语密集训练，以便日后以英语传授佛法。

复兴佛教传统

护持印度草根组织──佛陀社会弃民协
会（Buddha Outcast Social Society）的佛
法活动。

持续护持「佛法之光国际基金会」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chant-
ing-tripitaka-vulture-peak-mountain/) ，
培训印度下一世代的佛教僧侣。

基金会连续第六年于印度炯达拉举
办七日免费医疗营 (https://cht.khy-
entsefoundation.org/kf-medical-camp-
chauntra/)，服务了648名病患。

学术活动

在普纳大学 (https://cht.khyentsefoun-
dation.org/kf-partnership-pune-uni-
versity/ ) 担任钦哲访问教席的阿
僧伽．提拉卡若纳教授 (https://
cht.khyentsefoundation.org/profes-
sor-asanga-tilakaratne/) ，于宗萨钦哲
确吉罗卓佛学院与鹿野学苑演说。

儿童佛教教育

独立非营利组织「中道教育」
(http://middlewayeducation.org/) 立
案成立，旨在为儿童佛教教育建
立崭新教育模式。

护持于尼泊尔进行的工作会议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
community-gompa-education-ini-
tiative/) ，以厘清并尝试解决在
佛学院环境中，与世俗学术及佛
法教育相关之挑战。

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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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学 院



佛 学 院

当钦哲基金会创建于2001年时，原本的动机是为

了帮助仁波切，为印度和不丹的寺院与传统佛学

院募款。这些佛学院训练出合格的佛教学者及教

师，他们以研究与修持佛法来服务世界。来自世

界各地捐款者的慷慨布施，让钦哲基金会各项计

划自2001年创建以来，得以持续扩展。尽管食物

供给与其他基本需求非常重要，但佛学院的第一

要务是保存高等佛教学术研究的遗产。
2017年，钦哲基金会护持僧院的事业包括：

持续部分护持亚洲地区寺院、佛学院中2,000多名僧众、尼
众及闭关者。

探索21世纪佛法教师的培训方式。

提供财务和管理方式，以增强传统寺院中语文、教师培训
及其他课程。

护持的对象

确吉嘉措佛学院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

chokyi-gyatso-institute_focus/) ，不丹

磊隆寺佛学院（Lelung Monastery Institute），印度

蒂茹寺（Dirru Monastery），印度

宗萨钦哲确吉罗卓佛学院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

org/dzongsar-khyentse-chokyi-lodro-college/) ，印度

贝玛秋林尼院（Pema Choling Nunnery）(https://cht.khyent-

sefoundation.org/nuns-pema-choling-shedra/)，不丹

仁津德千秋林却拉寺（Rigzin Dechhen Chhoeling Chuglag 

Khang），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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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厄 顿 仁 波 切 与 印 度 磊 隆 佛 学 院

自2013年以来，钦哲基金会便开始赞助尼厄顿仁波切（Nyagton 

Rinpoche）学习佛法及佛教哲学，他已完成于色拉杰寺（Sera Je 

Monastery）的因明学（逻辑学）研究，现在继续在宗萨钦哲确

吉罗卓佛学院接受正式教育。尼厄顿仁波切是印度南锡金磊隆

（Lelung）佛学院的住持，这所佛学院提供教育给来自喜玛拉雅

地区贫困家庭的学僧。钦哲基金会甚至护持寺院的膳食，每天

为学生提供营养的三餐。

「有了你们的善心支持，学生们才能够保持健康和好胃口。有了

好胃口和健康的体魄，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得很好。」 

－节录自磊隆佛学院提供给钦哲基金会的报告



在「佛教学者英语培训」计划的护持下，代表藏传佛教各传承的12名堪布、

格西和教师在以下三个地点学习英语：鹿野苑国际宁玛研究所（Sarnath In-

ternational Nyingma Institute）；加德满都RTC英语学校；以及清奈（Chen-

nai）SRM大学校园内的ELS英语学校。这项计划安排每周数小时的密集研

习，另外加上会话练习和沟通交流的学习活动。该计划的目标是让佛教学者

在毕业后能用英语传授佛法。

位于印度炯达拉的宗萨钦哲确吉罗卓佛学院成立于2004年，至今已是一所著

名的僧侣培训学院，也是其周边小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17年开始，佛

学院为学僧们提供英文、中文、计算机、法律和会计等课程，以提高他们在

语文、法律和财务方面的技能。此外，佛学院已持续举办六年的医疗周，在

2017年的活动中，为来自邻近地区的648名患者提供治疗。

印 度 钦 哲 基 金 会
护 持 宗 萨 钦 哲 确 吉 罗 卓 佛 学 院

培 育 佛 教 学 者



奖 学 金 、 助 学 金
和 奖 项



护持佛法学生及佛法修行者是基金会的首要任

务之一。2017年，钦哲基金会为来自世界各地

150多名僧俗学生提供了四种奖学金 (https://cht.

khyentsefoundation.org/apply-for-support/) ，包括佛

学研究奖学金、个人修持奖助金、翻译研究奖学

金和阿育王奖助金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

org/ashoka-grants/)（针对以上各类奖助标准之外

的特别奖助金）。

奖 学 金 、 奖 助 金
和 奖 项 护持研究与修持

6名「翻译研究奖学金」新得主和11位持续获奖者

18名获得尼泊尔自生智佛学院对等奖学金的学生

33名来自世界各地获得「佛学研究奖学金」和「个
人修持奖助金」的学生

7名与「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计划」合作并在斯里兰
卡学习的柬埔寨僧侣

部分资助50多名参加佛法闭关或教学者

2017年，钦哲基金会提供的护持如下：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pply-for-support/)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pply-for-support/)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shoka-grants/)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shoka-grants/)


自生智佛学院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rangjung-yeshe-institute-

scholarships-partnership-continues/) 和钦哲基金会自2007年开始建立合作关

系。多年来，二者合作的奖学金培育了250多名佛教译者、学者、教师和修

行者。此对等奖学金计划以工读和优秀奖学金两种方式提供支持，最近还有

一项「喜马拉雅学生奖学金计划」，帮助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学生。

尼 泊 尔 自 生 智 佛 学 院

「在自生智佛学院学习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我不仅学习丰富的佛典知

识，还学得乐观看待世界的实用知识，并成为对他人有用的人。感谢钦哲基

金会和佛学院的慷慨支持，让我今年顺利完成了学士学位课程。我真的相

信，在佛教爱与慈悲的教导中，我们能够拯救社会免于受到极端恐惧、仇恨

和怀疑的影响。依循缘起的教导，我们也将找到我们每天在寻找的东西。」

—来自洛卡（Lhoka）的硕士班学生Champa Lhundrup

照片说明：
上：自生智佛学院和钦哲基金会工作人员与获奖者合影。 
后排：（左）佛学院的Greg Whiteside。（中间）佛学院的

Claudia Roth；基金会的琳恩·侯伯格，身着白衣者；和基金会
的斯蒂芬妮·苏特，戴披肩者。

照片由自生智佛学院提供。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rangjung-yeshe-institute-scholarships-partnership-continues/)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rangjung-yeshe-institute-scholarships-partnership-continues/)


「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计划」（KEAP）帮助12名柬埔寨僧侣，参加研究所

的佛学课程，主要上课地点在斯里兰卡。目前，一些僧侣毕业后从事教学

工作或选择继续深造。这项计划对重建柬埔寨小乘佛教僧团具有显著而持

续的影响。

高 棉 佛 教 教 育 援 助 计 划

康宇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古印度语言和文学，以及中亚的佛教和

语言。为了能够读懂第一手数据，除梵文外，他还学习藏文、巴列维文以及和阗文。康

先生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研究员，他的论文着重在小部经典（Udanalamkara）的吐火罗手

稿，据他的指导教授说，这是中国几乎未曾触及过的领域。

陈惠莲正在攻读香港大学的佛学硕士学位。陈小姐以学术成就获得了基金会「杰出佛学研

究奖」; 她在早期佛教和大乘佛教两个基础课程中，获得最高分。

1 7 位 杰 出 佛 学 研 究 奖 获 奖 者 之 其 中 二 位



佛学研究奖学金

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ridaniya），哲学硕士班，Rev. Agganani 

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博士班，Rev. Candavara

印度，炯达拉，宗萨佛学院，Chen Tung Chuan

泰国，玛希敦大学（Mahidrol University），博士班，Choten Dorji

汉堡大学，博士班，Daisy Cheung

德里大学，佛研所硕士班，Dorje Namgail Jino

印度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易修堂藏文学校及佛教辩证学院，Filip Majowski

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博士后研究，Ven. Ho Thi Dan Linh

印度，达兰萨拉，佛教辩证学院，Kailash Bauddha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Kelaniya University），博士班，Ven. Kumara

印度，瓦拉纳西，贝拿勒斯印度大学（Benares Hindu University），博士班，Lhamo Tso

印度，瓦拉纳西，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博士班，Lobsang Thakpa

加拿大，蒙特娄，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硕士班，Matilda Perks

泰国，玛希敦大学（Mahidol University），博士班，Maxim Voroshilov

尼泊尔，加德满都，高班寺（Kopan Monastary）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之基础课程，Melissa 

Biondi

斯里兰卡，佛教与巴利大学，大学部，Mong Nu Ching Marma

印度，鹿野苑，西藏研究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Tibetan Studies），Nyima Gyaltsen

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之巴利文硕士班，Rev. Pannavamsa

斯里兰卡，卡拉尼亚大学，大学部，Panna Visuddhi

美国加州，莱吉特（Leggett），让炯耶谢贡德佛学院（Rangjung Yeshe Gomde）暑期

班，Peter Olin

加拿大，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硕士班，Shan Shan (Alice) 

Zhao

汉堡大学，博士班，Sonam Choden

印度，瓦拉纳西，山普那南达梵文大学（Sampurnanand Sanskrit University），大学

部，Sonam Gyal

自生智佛学院暑期班，Sukanya Charoenwerakul

那烂陀大学，硕士班，Tenzin Dorji

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Ani Tsering Kunpen (Nathaly Coromoto Moro Anaya)

斯里兰卡，佛教与巴利大学，佛学哲学硕士班，Ven. U Chai Ching Marma

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班，Yunyao Zhai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博士班，Zhang Linghui

个人修持奖助

尼泊尔，加德满都，创古瑟卡闭关中心（Thrangu Sekhar Retreat Center）六年闭关和西藏

研究之第一年，Inge Derijck

美国密执安州，巴特尔克里克（Battle Creek），苏古寇杰佛教寺院（Sokukoji Buddhist 

Temple Monastery）闭关，Justin William Arndt (Sanyo Shoka)

苏格兰，桑耶林寺（Samye Ling Monastery）三年闭关之第一年，Luciano Wegmershaus

尼泊尔，加德满都，创古瑟卡闭关中心闭关之第一年，Peter Hutchinson

翻译研究奖学金

持续获奖的学者

中国，青海大学，Agnes Conrad（第二年）

澳洲，维也纳大学，Alexandra Sukanova（第三年）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ErdeneBaatar Erdene-Ochir（第三年）

澳洲，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Harmony DenRonden（第二年）

英国，牛津大学，Ilona Budapesti（第二年）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John Pickens（第四年）

自生智佛学院，Maria Vasylieva（第三年）

美国西北大学和中国青海大学，Miranda Smith（第二年）

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和自生智佛学院，Nicholas Schmidt（第二年）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Ryan Damon（第三年）

尼泊尔，自生智佛学院，Stefan Mang（第四年）

新获奖学者

尼泊尔，自生智佛学院，Inka Wolf

印度，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及英国南韦尔斯大学，Julia Wilson

澳洲，维也纳大学，Konstantin Brockhausen

澳洲，维也纳大学，Markus Pastollnigg

尼泊尔自生智佛学院及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Westin Harris

尼泊尔，自生智佛学院，Yaroslav Litovchenko

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计划奖学金（帮助在斯里兰卡研读的柬埔寨学僧）

Ven. Chhun Sophal, teaching fellowship , Ven. Dith Virak, Ven. Hor Hong , Ven. Lun Lay, teach-

ing fellowship, Ven. Sem Chhunly, Ven. Suy Sovann, Ven. Yorn Kosal

自生智佛学院与钦哲基金会联合奖学金得主

亚洲/喜马拉雅

Champa Lhundrup, Choki Gurung, Laxmi Bajracharaya , Pemba Prayag, Sherpa, 

Sagnik Dutta Roy

出家众

Andrei Mota de Souza (Jigme Chedzin), Cho Hei Chio (Lobsang Tsering),

Karma Namgyal Gurung

工读 /成绩优异

Aik Sai Goh, Cecilia Pla, David Hofinger, Filipe Pena, Gilad Yakir, Inka Wolf, 

Maitri Berners, Pema Tsering, Rebecca Sunden, Wesley Oisebe

杰出佛学博士论文奖

英国，牛津大学圣彼得书院，Christopher Jones

杰出佛学研究奖

上海，复旦大学，Alexander Webb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Aruna Keerthi                  

香港大学，陈惠莲

国立台湾大学，李志鸿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Chulthim Gurung

宾州大学，Daria Melnikova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Emanuela Sala

汉堡大学，Jeongsoo Lee (Bhiksu Hejung)

北京大学，康宇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Ven. L. Tanaya

台湾大学，王美瑶

曼谷，朱拉隆功大学，Pattaradhorn Sanpinit

悉尼大学，Sarah Noble

曼谷，朱拉隆功大学，Tossaphon Sripum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Ven. W. Sumangala

上海，复旦大学，叶轩宇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梁译心

阿育王奖助金

加拿大，Anthony Robert Scott

美国，菩提树计划（Bodhi Tree Project）

美国，佛教寺院倡议（Buddhist Monastic Initiative）

蒙古，佛教女子协会（Buddhist Woman Association）

美国，Donagh Coleman

埃及，Engy Badran (Yeshi Paldron)

法国，Getsul Palden Dhondup

加拿大，GPI Atlantic (Genuine Progress Index Atlantic Society)

海地，海地内观协会

波兰，Fundacja Rogaty Budda，Jarosaw Wierny

巴西，Mariana Aurelio

美国，New York Zen Center for Contemplative Care

贝玛秋林尼院（Pema Choling Nunnery）

丹麦，Rodrigo Reijers

印度，Samara Escudero

美国，传记宝库（The Treasury of Lives），Alex Gardner

中国，Yun Cao

匈牙利，Zsóka Gelle

护持名单：
奖学金、奖助金及奖项



儿 童 佛 教 教 育



儿 童 佛 教 教 育

2017年是钦哲基金会着重于儿童佛教教育重要的

一年。基金会将儿童教育视为优先项目，增加与教

育相关的「阿育王奖助金」，持续与赫墨拉基金会

（Hemera）合作，并且推出两项重大计划。

「我觉得现今的教育并没有真正地教导自由。如果他

们试着去教导自由，也只教导个人权利，而非教导来

自内在深层秩序感的自由。当你拥有这种内在秩序感，

便能在此混乱的世界中轻松躺着或四处漫游。然而，

现代教育有时似乎做了相反的事，它造成我们内在的

混乱，并且试着创造出某种外在的秩序。」     — 宗萨钦

哲仁波切

印度，Alice Project

尼泊尔，Dr. King Beach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commu-

nity-gompa-education-initiative/)

美国/印度，Patrick Dowd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pat-

rick-dowd-project-ladakh/)

美国，赫墨拉基金会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hemera)

钦哲基金会儿童图书奖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n-

nouncing-khyentse-foundation-childrens-book-prize/)

成立「中道教育」

「中道教育」佛学教育网页设计

在纽约北部建立「中道教育」实验学校

赞助的对象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community-gompa-education-initiative/)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community-gompa-education-initiative/)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community-gompa-education-initiative/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community-gompa-education-initiative/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patrick-dowd-project-ladakh/)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patrick-dowd-project-ladakh/)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hemera)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s=hemera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s=hemera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nnouncing-khyentse-foundation-childrens-book-prize/)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nnouncing-khyentse-foundation-childrens-book-prize/)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announcing-khyentse-foundation-childrens-book-prize/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announcing-khyentse-foundation-childrens-book-prize/


为了在尼泊尔偏远的寺院执行教育计划，钦哲基金会协助「尼泊尔小区寺院教

育创新方案」(Community Gompa Education Initiative in Nepal; CGEIN) 举行为期

三天的工作研讨会。研讨会于2017年11月3至5日举行。尼泊尔政府官员、教育

发展专家与相关组织齐聚一堂，设计了一套融合基础佛法教育与世俗教育的一

至八年级课程。办理「尼泊尔小区寺院教育创新方案」研讨会的金．比屈博士 

(Dr. King Beach) ，获得钦哲基金会的「阿育王奖助金」，用来负担会议支出。

「感谢『尼泊尔佛教联邦』与钦哲基金会的支持。我们目前正与

不同佛教传承的大型主要寺院及尼泊尔政府合作，以帮助尼泊尔

数以万计的沙弥与沙弥尼接触世俗教育与佛法教育。这个工作研

讨会只是我们的第一步。」

金 ． 比 屈 博 士

—金．比屈博士



「中道教育」(http://middlewayeducation.org/) 建立一个新的儿童佛教教
育模式。在钦哲基金会的护持下，中道教育推出一个全面性的佛教
教育网站，为教师、父母及在家教育者提供资源，也设立僧侣教育
的专用区。「中道教育」协助成立纽约州北部哈德逊山谷的「中道
学校」(http://middlewayschool.org/) 。这是一所在纽约上州独立运作的
试验学校，该校将成为一个为儿童创造真正佛教教育的实验室。有
了仁波切的加持和指导，以及许多学者、教育工作者和来自三乘的
佛教上师们的指导，中道学校将于今年九月开始招生，对象是幼儿
园孩童以及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童。

中 道 教 育 与 中 道 学 校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组织想要支持儿童佛教教育，这个网站提

供他们一个联系、分享资源以及获得灵感的平台。我们已投入许多时间

与心力来完成这个网站，并丰富其中的内容，我们真的很开心能够提供

这个平台。」

—诺雅  琼斯，中道学校执行董事

http://middlewayeducation.org/)
http://middlewayschool.org/)


钦哲基金会护持赫墨拉基金会（Hemera Foundation）(https://cht.
khyentsefoundation.org/a-new-partnership-with-the-hemera-foundation-
supports-educators-on-the-path/) 的「教师禅修奖学金」计划。「教师修
奖学金」的成立是为了鼓励教师透过参与闭关禅修，培养自身的正念、
慈悲心、身心健康及专业质素，从而体现和应用这些素养，推广正向的
学校文化。

「教师禅修奖学金」资助学前班或中小学校的全职教师，或正在修读教
育硕士课程的研究生。此计划的长期愿景，是培育生活与教学都体现禅
修精神的教师，并使此类教师人数持续增长。今年，钦哲基金会护持了
位于纽约芒特伦珀的禅山寺院（Zen Mountain Monastery），以及北卡罗
莱纳州温泉的南方佛法闭关中心（Southern Dharma Retreat Center）。

赫 墨 拉 基 金 会

「这世界需要不二的智慧，佛法具有这样的智慧。不伤害自己与他人，帮助自己与他

人，发现并滋养内在慈悲、觉醒的自性；这是佛法的智慧。这种智慧经过流浪者和瑜

珈士、国王和皇后以及教授们检验了二千五百年。这是一个引导至解脱的非常精密系

统。」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照片由禅山寺院提供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new-partnership-with-the-hemera-foundation-supports-educators-on-the-path/)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new-partnership-with-the-hemera-foundation-supports-educators-on-the-path/)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a-new-partnership-with-the-hemera-foundation-supports-educators-on-the-path/)


学 术 界



钦哲基金会持续护持世界各地的顶尖大学，以巩

固佛教的学术研究，并确保正法的保存与流传。

基金会2017年的工作重点是正式展开与悉尼大学

的合作计划，设立藏传佛学研究新教席。

学 术 界 香港佛法中心
 
捷克，查理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台湾，法鼓文理学院

匈牙利，罗兰大学

台湾，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香港，香港大学

泰国，国际佛学院

印度，KJ索玛亚中心
 
泰国，玛希敦大学
 
台湾，南华大学

美国，西北大学

印度，普纳大学

尼泊尔，自生智佛学院

美国，莱斯大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美国，亚历桑纳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德国，汉堡大学

澳洲，悉尼大学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护持的对象：



钦哲基金会与萨维彻拜  福雷  普纳大学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pune) 

共同合作，设立「钦哲基金会访问教席」，赞助佛学研究者的教学与研究计划。从

2015年开始，该项计划为巴利文学系的三百位多位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佛学教

授，包含佛教文学与佛教文化课程。

此计划进入第三年，邀请到斯里兰卡可伦波大学的阿僧伽   提拉卡若纳教授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professor-asanga-tilakaratne/) 前来客座，主持一堂

关于巴利文经典─《论事》（关于小乘教义的辩论经典）的佛学论辩课程。

印 度 普 纳 大 学 的 钦 哲 访 问 教 席

─马赫许   迪欧卡教授，普纳大学巴利语文学系主任

「在普纳大学，我们期望能建立现代学习殿堂，结合当地人才与现代学

院方法论。钦哲基金会访问教席透过特殊教学课程与共同研究计划，有

助于促进印度新秀学者与全球佛学研究顶尖学者之间的交流。」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pune)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professor-asanga-tilakaratne/)


2017年8月，钦哲基金会与澳洲悉尼大学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

org/?s=sydney+university) 首度合作，新设藏传佛教研究教席。该教席名为「

钦哲基金会与大学佛学教育基金会藏传佛学教席」，由钦哲基金会与大学佛

学教育基金会共同设立，并获得艾博堡地基金会的赞助，初步签约五年。教

席在2017年8月11日正式启动。仁波切、钦哲基金会代表与合作案的核心伙

伴，皆出席该次盛会。

由于此教席的设立及相关课程的开设，悉尼大学成为南半球拥有最完整佛学

课程的学校。

悉 尼 大 学

知 识 流 通

钦哲基金会除了赞助学院教席及研究奖项之外，也致力于「知识流通」计划，推动学术社群之间的知识交流。钦哲基金

会的访问教授及其他学者，因为其研究所需，经常前往世界各地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参访。基金会鼓励学者们能在参访研

究行程之余，顺便就一己专业领域，举办各种演讲、工作坊、研究生研讨会、公开演讲等等。2017年，钦哲基金会赞助

了玛希敦大学、国立台湾大学、普纳大学、自生智佛学院以及亚历桑纳大学。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sydney+university)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sydney+university)


钦哲基金会部分赞助亚历桑纳大学的「杭州计划」，这是一项为期多年的研究与教育计

划，主要着重中国杭州地区的佛教。该计划为东亚佛教研究开启一个新的典范，不再如

先前一般强调印度为佛教世界之中心，而是以区域观点研究佛教的扩张，目前以中国为

始。亚历桑纳大学东亚佛学所系 (https://eas.arizona.edu/) 主任魏雅博（Albert Welter）教

授表示：「当前研究计划旨在将东亚佛学研究重新视为本土形式，而非印度佛教发展的

一部分。」

五月份，魏雅博教授与六位东亚研究学系的研究生去了一趟杭州，争取当地对此项计划

的支持，同时参观了多处重要地点，作为初步的观察与调查。

亚 历 桑 纳 大 学

─魏雅博教授

「集结众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很多我无法想象的任务。此种合作模

式，可供本次计划以及未来佛学研究参考。」

照片由亚历桑纳大学东亚研究学系提供。

https://eas.arizona.edu/)


佛 典 保 存 与 翻 译



钦哲基金会致力于将古典与当代佛教经典流通

于世，让所有需要研读佛法的人均可容易取

得。基金会开启、培育、护持所有保存濒临消

失的古老经典之计划，并结合翻译佛典之事

业，将佛陀教法带给世界各地的读者，使众人

可以用自己的母语阅读佛典。基金会亦赞助译

者培训计划。

佛 典 保 存 与 翻 译

格楚  巴登  敦珠 将顶果钦哲仁波切著作《你可以更慈
悲》翻译为阿拉伯文。

安娜  葆拉  马汀  古维亚（Ana Paula Martins Gouveia）
与莲师翻译小组，将《中观庄严论》(https://cht.khy-
entsefoundation.org/?s=padmakara) 由藏文翻译为葡萄牙
文。

安妮  班森（Anne Benson）与莲师翻译小组将确吉罗
卓自传翻译为法文。

局美  亚维汀（Gyurmé Avertin）将乌金督佳仁波切的
教授翻译为英文，且上传到all-otr.org网站 (http://all-
otr.org/) ，供大众阅读。

约翰  罗克维（John Rockwell）推出简易上手的新版古
典藏文入门。 

以下是2017年获翻译计划赞助的名单：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padmakara)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padmakara)
http://all-otr.org/)
http://all-otr.org/)


我们持续护持「佛教数字资源中心」（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将保存佛

典的范围从藏文扩展到其他语言，并建立「佛教通用数字数据库」。

由于「佛教数字资源中心」不断的努力，先前无法取得的文本现在被有系统地组织起

来，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不同的文件格式搜寻并取得。这扩展了藏传佛教学术

研究发展的可能性，也代表佛教跨出超越这个世代极具意义的一大步。

在「佛教数字资源中心」(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 的网站上，可浏

览超过一千三百万个来自各佛学领域的扫描纸页、目录和电子文本。

佛 教 数 字 资 源 中 心

基金会与台湾的法鼓文理学院、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合作，护持「藏传佛典汉译计划」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translating-tibetan-canon-chinese/) ，已有十九部作品在此前导计

划中翻译完成。这个合作计划同时也包含译者的培训计划。

藏 传 大 藏 经 汉 译 计 划

图片由佛教数字资源中心提供。

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translating-tibetan-canon-chinese/)


贝 叶 基 金 会

「佛教数字资源中心」和「贝叶基金会」创办人彼得  史基林教授合作，保存贝

叶基金会收藏的两万两千多份手稿。该基金会收藏的手稿主要为书写于贝叶上的

巴利文及其他东南亚语文文本，许多文本因年代久远与不良的保存条件而快速变

质。

有了钦哲基金会的护持，佛教数字资源中心建置了两套数字保存系统来分类保存

文本，这些数字化的文本将于佛教数字资源中心的在线图书馆开放阅览。透过佛

教数字资源中心和哈佛大学数字储存服务的合作关系，所有数字化的典籍与相关

的后设数据记录，都可长期保存。

贝叶基金会的网站包含可搜寻的手稿数据库。

「〔在我们的翻译作品中〕我们一直在摸索寻找黄金比

例，在学术研究过多的限制和过分沉溺于轻松简易的解

决方式间寻求平衡。我们的翻译要如何同时拥有深度和

容易理解度？」
—史基林教授

 <WechatIMG510.jpeg>

北京大学的萨尔吉（Saerji）教授与史基林
教授在曼谷共同研究甘珠尔。

照片由史基林教授提供。

史基林教授和Ven. Dr. Misan，韩国首尔。
照片由史基林教授提供。



复 兴 佛 教 传 统



钦哲基金会主要的任务之一是确保各佛教传承、

派别的存续。我们以不分教派的态度，与已发

展出成效的计划或组织合作，支持如印度、柬埔

寨、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家的佛法研究与修

持。

孟加拉国
大悲佛学院（Compassion Buddhist Institute）

柬埔寨
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计划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KEAP )

和平军佛教小学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buddhist-prima-

ry-schools-cambodia/)

印度

佛陀社会弃民协会（Buddha Outcast Social Society）

K.J. Somaiya佛教研究中心

佛法之光国际基金会

普纳大学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pune)

青年佛教协会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youth-bud-

dhist-society-of-india/) 

尼泊尔

喜曼格迪学校

尼泊尔教学

复 兴 佛 教 传 统
护持对象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KEAP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buddhist-primary-schools-cambodia/)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buddhist-primary-schools-cambodia/)
https://khyentsefoundation.org/awards/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s=pune)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homage-to-tara/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youth-buddhist-society-of-india/)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youth-buddhist-society-of-india/)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homage-to-tara/


为了实现仁波切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后，于尼泊尔建立长期人力资源设施的愿景，钦哲基金会

与当地两个教育组织──「喜曼格迪学校」（Shree Mangal Dvip）和「尼泊尔教学」（Teach for 

Nepal）合作。

喜曼格迪学校 (https://www.himalayanchildren.org/) 是一个中等教育课程计划，训练学生成为老师或护
理工作人员。该课程的毕业生将在尼泊尔的偏乡地区服务三年。

「尼泊尔教学」(https://www.teachfornepal.org/) 是由一群致力于终结尼泊尔不平等教育现况的大学

毕业生和年轻专家们发起的运动。有了钦哲基金会的支持，这项运动得以扩展到全国资源最缺乏

的地区，以及一些遭受2015年大地震冲击严重的区域。基金会直接护持了5间偏乡学校的13名老

师。Swechhya Rajbhandari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ground-kfs-post-quake-partner-teach-

nepal/) 刚加入「尼泊尔教学」，她以第一人称写下尼泊尔乡村地区的教师所面临的挑战。她目前

于达努萨（Dhanusa）的Sohani Mujeliya任教。

喜 曼 格 迪 学 校 与 尼 泊 尔 教 学

「我对『尼泊尔教学』的伙伴们展现出的热忱和付出，以及这项计划对于学生、

学校和小区的远大影响，印象深刻而感动。『尼泊尔教学』如何将学习与领导的

灵感带进课堂，令我深感好奇。」

— Sarah Mist。2017年5月，Sarah跟尼泊尔教学的工作人员远赴尼泊尔的Sindupalchowk地区，实地探访钦哲基

金会的护持对学校的影响。

https://www.himalayanchildren.org/)
https://www.teachfornepal.org/)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ground-kfs-post-quake-partner-teach-nepal/)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ground-kfs-post-quake-partner-teach-nepal/)


「佛法之光国际基金会」（Light of Buddhadharma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http://lbdfi.org/) 致
力于振兴印度佛法，印度是佛教的起源地。该基金会在全印度及美国加州柏克莱等地筹办
大藏经传诵活动 (https://cht.khyentsefoundation.org/chanting-tripitaka-vulture-peak-mountain/) 
。2017年，此活动在鹿野苑、新德里、桑伽施、拘尸那罗和菩提迦耶举行，总计有四千多名
僧侣和在家修行者参与。此活动中，僧众带领仪式，设置用餐的帐篷和厨房，并发放念诵经

书、举行短期朝圣。

钦哲基金会持续挹注奖助金，协助训练一批新世代的印度比丘，提供受戒的印度僧侣别解

脱念诵，并在诵经活动期间提供印度民众佛法讲座以及发送佛书。

国 际 佛 法 之 光 基 金 会

「世界上很少有像菩提迦耶那样的地方，将所有的佛教徒聚集在同一把伞之下－－从

泰国带来新鲜兰花作为供养的朝圣者；从喜马拉雅地区搭乘巴士或火车、带着绿松石

和红珊瑚作曼达供养的藏人；在神圣的菩提树下静坐禅修的西方人。他们都拥有共通

的信念，来此领悟并加深他们与这个圣地的因缘。」

照片由佛法之光国际提供

－ 理查德  狄克西，佛法之光国际基金会副执行长

 <WechatIMG512.jpeg>

http://lbdf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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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总额： 4000万美元
投资组合增长了8%，尚不包括2016年底的一笔大额

现金捐赠。委员会已根据董事会批准的资产分配方

案，将该笔捐赠进行投资。我们在削减现金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将现金比例从70%降至33%，在现金

头寸削减的同时，收益率仍维持在5%，非常符合预

期。

投资委员会报告

请从投资委员会处阅读全文 (http://khyentsefoundation.org/pdf/

KF_IC_report_2017.pdf)

财 务 信 息

根据发行人信用评级情况的债券组合业绩

资产配置

债券
45%

现金
33%

股票
18%

对冲
基金
2%

房地产
2%

0% 40% 80%

固定收益

+9%

股       票

美 国 + 10%

欧 洲 + 12%

亚洲 +78%

新兴市场 +13%

非投资级
6%收益率

28%投资比例

BBB
5.5%收益率; 
52%投资比例

AAA
2.4%收益率
11%投资比例

A
6.1%收益率
9%投资比例

<WechatIMG513.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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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费用

总计（以美元为单元）

$133,547

$100,816

$73,575

$300,000
$637,538

$100,816

$73,575

$133,547

2016 / $607,938

$66,167

$150,754
$637,538

$285,588

47

$300,000

$285,588

$150,754

$404,426

2017 / $1,140,047

$3,1 96,221

$2,4 37,2672016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滋 养 源 头

佛典保存

佛典遗产

翻译

僧众

$295,377

$6

$295,377

$318,210

$63,282

$36,830

$201,417

2016 / $915,116

培 训 未 来

2017 / $1,092,163

$404,426
$131,597

$132,303

$136,261

$287,576

学术发展

奖学金

儿童教育

阿育王奖助金

培训及发展

$788,213

$126,000

2016 / $914,213

直 接 给 予 受 益 者

64,011

$175,387

$696,754

$175,387

$91,870

2017 / $964,011

中国

印度

加拿大(仅2017)



2014–2015 2016–2017

5.50% 5.20% 5.12%

2015–2016

10%

0%

6%

行政管理费
（占整体费用的比例）

受益人角度的项目分配
（包括直接给予受益者 )

2017年6月30

合计
$3,196,221

典籍
$1,012,976

学术
$434,956

僧众
$1,207,935

在家众
$540,354

捐赠者信息

全部捐赠者 1,446
文殊善施

51

定期定额捐赠者
770

单次捐赠者
625

1,658 全部捐赠者 +15%
文殊善施
59  +16%

定期定额捐赠者
867  +13%

单次捐赠者
732  +17%

2016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收入

2017年6月30日

$30,882,279
直接给予受益人的捐赠
$964,011

投资收入
$1,498,520

美国钦哲基金会
收到的捐赠
$28,419,748

直接给予受益人的捐赠

美国钦哲基金会收到的捐赠

$914,213

投资收入
($202,333)

$1,940,244 2016年6月30日



 资 产

总资产

总计（以美元为单元）

$41,504,216
截止2017年6月30日

截止2016年6月30日
$14,017,473

$15,162,300

董事会指定基金  总计

僧众基金
奖学金基金

学术/教育基金

贡嘎旺秋堪布基金

事业瑜伽基金

$5,000,000

$5,000,000

$3,800,000

$762,300
$600,000

$5,000,000

$5,000,000

$3,000,000

$610,000

$400,000

项目储备金  总计

其他(未指定)

钦哲教席

儿童学校

暂时受限部分

$19,499,656

$4,000,000

$2,800,000

$42,260

$7,473

$7,473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6月30日

　＄15,162,300 　＄14,010,000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6月30日

　＄26,341,916



董事长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顾问
Richard Dixey, Steven Goodman, Patrick Jacquelin, Peter Skilling

董事会
Drubgyud Tenzin Rinpoche(竹究滇津仁波切), Wyatt Arnold, Asha Pil-
lai-Balsara, Richard Chang(张恭逢), Cangioli Che(陈季佩), Anja Hartmann, 
Lynn Hoberg,Anita Lee(李征征), Christine Ng (吴美茵), Isabel Pedrosa, 
Angie Tsai (蔡安慈), Kris Yao (姚仁喜)

行政主管
执行长Cangioli Che(陈季佩),
秘书 Lisa Davison
财务 Marco Noailles

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执行长 Cangioli Che(陈季佩),
Wyatt Arnold, Lynn Hoberg, Christine Ng (吴美茵), Isabel Pedrosa

投资委员会
主席 Isabel Pedrosa
Desmond Chum, Marco Noailles, David Tan, Angie Tsai(蔡安慈)

投资委员会顾问
Gene Chan, Sylvia Lee (李永年), James Nelson, Luciana Novaes, Miles San-
tos

学术发展委员会
主席 Anja Hartmann
研究主任 Sydney Jay
Wyatt Arnold, Cangioli Che(陈季佩), Steven Goodman, Kathy Liu, Jun Xie(
谢军),
Carolyn Yeh(叶嘉琳)

阿育王奖助金委员会
主席 Ngodrup Dorjee,
Lisa Davison, Debra Dorjee, Steven Goodman, Janine Schulz

翻译小组委员会
John Canti, James Gentry, Steven Goodman, Janine Schulz

儿童佛教教育委员会
项目经理 Noa Jones
Sarah Hart, Jennifer Hogan, Lucie Jurikova, Candice Tsuei,
Genevieve Waltcher, Jennifer Yo

藏文甘珠尔汉译
计划联络人Jennifer Yo (游欣慈)
Cangioli Che(陈季佩), Pilan Chen(陈碧兰) ,Florence Koh(许功化), Kris 
Yao(姚仁喜)

佛教学者英语培训委员会
主席 Wyatt Arn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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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仁波切的一封信

在此，我很高兴地让大家知道，钦哲基金会正持续地实践我们最初的发愿，这一切都归功于诸佛
菩萨的加持以及众生的福德。

当然，我们所有的事业，都是由于许多赞助者崇高的发愿及不可思议的慷慨布施，还有义工们和
行政委员会的努力奉献，才得以完成。钦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奉献出大量的时间，甚至彻夜不眠
地工作，对基金会的事业至关重要。

各位也许知道，最近我们非常幸运地收到几笔大额捐款，因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要比过去更加
谨慎、留意地使用这些资源。

除了大笔金额的赞助者，有些捐款人在生活上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些则是牺牲享用卡布其诺咖
啡，把省下来的钱捐给钦哲基金会。也有赞助者将自己一生努力所挣来的心爱珍藏品捐出来，资
助钦哲基金会的事业。

不管捐赠金额的大小，我们真的必须谨记，每一份捐献都是来自深刻而真诚奉献佛法的发心。明
白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比过去更加仔细、谨慎地使用这些善款。

如同你们许多人知道的，钦哲基金会的行政支出和经常费用非常低，大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五，
这证明了我们非常珍惜赞助者的捐款。因此我想藉此机会再次提醒各位，不仅要继续秉持这种精
神，更要继续加强这样俭朴的作法，高度重视每一分善款的价值。同时，钦哲基金会也要求所有
申请奖助金的人，以同样的谨慎态度申请最绝对必要的补助额度，来协助你们的佛法修持活动。

            
                                                                                                                                ─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崇 高 的 发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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