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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師篤布巴•喜繞堅贊（1292-1361）撰寫此祈願文。仁波切希望我們讀誦此

文，作為欽哲基金會的發願。

 

願我生生世世，

肩負佛陀教法之重擔；

縱使未能承擔，	

願我至少常憂佛法即將衰亡。

祈願文

宗薩欽哲仁波切。帕武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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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的祈願

摘自仁波切對欽哲基金會董事的致辭

2016年10月22日，紐約

先，我必須隨喜我們所達成的一

切。我們護持了超過2,500名僧

眾、1,500位在家居士──或許更

多。我們幫助的對象不僅是藏傳佛教，而是護持所有

不同的佛教傳承或傳統。欽哲基金會致力護持了來

自40個不同國家的人們，並且直接或間接地與28多

所大學合作。這一切都非常值得大家感到歡喜。

當然，無需我再次提醒，大家都知道欽哲基金會

不是以物質或營利為導向的組織。即使基金會的

工作確實間接地有助於改善政治和經濟狀況，但

我們的目標並不在此。欽哲基金會除了「承事釋

迦牟尼佛」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使命或責任。

欽哲基金會的願景不是僅僅幫助一兩位喇嘛、一

兩個傳承或一兩座寺院，我們發願護持與釋迦牟

尼佛相關的一切佛行事業。這是我們的願景，而

推動這個願景的力量就是在座的各位──你們持

續不斷地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我非常確定，

驅使你們如此投入的動力，來自你們對於佛法必

須長存、必須住世的關切。這應是我們的修持。

佛法的長存和活力非常重要。如果佛法滅絕，那

麼所有人安樂、解脫的根源也就窮竭了。關切佛

法就是一種菩提心修持。我不認為有任何比關切

佛法存亡更偉大的菩提心──至少就相對菩提心的

層面而言。

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盡力幫助最多的人，並盡可能地

長久幫助別人，而且我們還需要學習發揮創意。我

們必須認為我們都是佛法護持者，所以大家必須見

解廣大、創意思考。例如，我們不只是幫助寺院的

出家眾和佛學院而已，或許也應該考慮培育年輕的

企業家、科學家和政治家。我們永遠不知道也許哪

天會需要他們。

閱讀仁波切董事會上完整的致辭文稿與觀看影片。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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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釋迦牟尼佛的追隨者，我

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保護並

堅持佛陀的法教，透過研究和修

持佛法，使它生生不息。」

──宗薩欽哲仁波切

http://chns.khyentsefoundation.org/2017/01/%e4%bb%81%e6%b3%a2%e5%88%87%e6%96%bc2016%e5%b9%b4%e6%ac%bd%e5%93%b2%e5%9f%ba%e9%87%91%e6%9c%83%e8%91%a3%e4%ba%8b%e6%9c%83%e4%b8%8a%e7%9a%84%e8%87%b4%e8%be%ad/
https://vimeo.com/19428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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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誌，即是他在全國各地所矗立的那些鐫刻佛教法諭的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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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十五年
陳季佩執行長的省思

哲基金會成立15年來，我們

逐漸體會到仁波切的願景是多

麼廣闊無邊、海納百川，其宏

大實非我們有限的思維所能理

解。我自己就很難想像，仁波切的加持、領導與

護持者的共同努力，能夠成就多大的事業。

欽哲基金會於2001年成立，這源於仁波切幾個

弟子的發心，他們希望減輕仁波切在中國、印度

和不丹寺院所承擔的財務責任。很快地我們便清

楚了解，剛剛成立的欽哲基金會是很重要的媒介

平台，它將護持仁波切佛行事業的善款匯聚成

河，以實踐仁波切利生的願景。自此，我們追隨

歷史中偉大護法的腳步，累積豐富經驗，希望能

確保佛法長久住世。

2003年，我們達成第一個目標，為欽哲基金會

的寺院基金募得280萬美元。隨後我們頒發了第

一筆獎學金，護持一名在澳洲進行三年閉關的行

者。如今，我們的獎學金計畫為世界各地、數以

百計的弟子和修行人提供資助，護持他們參與各

項佛法相關活動。

當仁波切第一次要求我們在一所著名大學捐助佛

學研究教席時，我們都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任務。

至2006年，我們終於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成

功設立欽哲佛學研究教席，那時，我以為任務已

經完成。怎料，仁波切要我們「設立更多教席，

如果不能在每個國家都設立，至少在每個大洲設

立一席。」雖然前方還有漫漫長路，但至今我們

已與18個國家的28所大學合作，而且我們將繼

續努力，尋求護持佛學研究教席的機會。

2005年，年僅四歲的欽哲基金會作了一個大膽的決

定，承諾撥款數百萬美元，護持琴恩‧史密斯(Gene 

Smith)為保存和數位化西藏佛教文獻所做的無價工

作。「佛教數位資源中心」(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前稱「藏傳佛教資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現已成為西藏研究的資源中心，並

且擴大其保存文獻的範圍至其他瀕危的佛教文獻語

系，包括漢文、梵文、巴利文及其他南亞和東南亞

語文。

2009年，仁波切在印度比爾發起翻譯會議，探討藏

文《甘珠爾》（佛陀的話語）英譯的可行性，當時

佛教界強烈懷疑這樣艱鉅的任務是否真能成功。如

今，「八萬四千‧佛典傳譯」已能獨立運作，並可

望於2035年前完成《甘珠爾》的英譯工作。

於此同時，欽哲基金會也著手推動另一項重要的翻

譯計畫──將西藏佛典裡漢文《大藏經》所闕漏的

部分，翻譯成漢文。也許我們在有生之年無法實現

仁波切的願望「以所有語言──包括阿拉伯文──

傳播佛陀的話語」，但我們正朝著目標前進。

仁波切最近向我們提出兩項看似更不可能的任務，

表達他對未來世代的關心。這兩項任務是：為兒童

設計一種全新的轉化教育模式，並為21世紀的佛學

教師規劃培訓課程。過去我們可能會懷疑這些任務

是否可行，但是仁波切已經向我們證明，只要有正

確的動機和僧團的支持，一切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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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
我們持續提供財務、會計和管理方面的支援，以

護持仁波切於中國、印度和不丹的佛學院。2016

年，我們也護持印度的帝茹寺(Dirru Monastery)和

尼泊爾的國際佛學院(International Buddhist Acad-

emy)。

基金會除了持續各項護持工作，也與印度炯達拉

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三位熱忱的工作夥伴，

共同審核佛學院新設研究部門的資助款項。這

項專案由多傑旺秋教授（Professor Dorji Wangc-

huk）提出，他訓練喜馬拉雅地區的學者，以西方

學術界常用的歷史和哲學研究工具及其他研究方

法，研究佛教文獻。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也

指派一位新的全職英語課程主任，重整並增強該

課程，以期達到佛學院為全世界培訓佛法教師的

目標。

2016年5月，中國德格的宗薩康傑佛學院啟用

新的宿舍餐廳。數年來，基金會持續部分資助學

僧和堪布的膳食。宗薩欽哲仁波切一直都很關心

僧眾的健康和營養。去年在彭措郎加堪布的監督

下，學僧餐廳開始為超過一千名的僧眾、堪布、

教師提供衛生的素食。良好的營養可幫助學僧能

夠專注於學業。堪布也監督新廁所的建造工程，

並計畫同時修整閉關中心的衛浴。

確吉嘉措佛學院位於不丹德瓦塘，提供140名僧

眾傳統的佛學教育。確吉嘉措佛學院也參與許多

創新專案，例如「南方人教育計畫」（Lhomon 

Education），這是一項學術整合計畫，核心內容

包括環境教育、永續發展、文化推廣與保護，以

及一些優良政策。

學僧們在宗薩康傑佛學院餐廳享用午餐。Helena Wang拍攝。

計畫重點報導

「無論我多努力嘗試，都無法以言

語形容欽哲基金會的重要性。」

－竹究滇津仁波切

確吉嘉措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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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佛法教師

仁波切要求欽哲基金會發展一項訓練堪布、祖古

和西方教師的全方位計畫，使他們成為符合21世

紀需求並有效率的佛法教師，擁有溝通和影響國

際社群的語言能力、常識和各項技能。我們正在

發展的課程有語言和文化溝通、教師培訓、領導

管理、社會學、電腦和其他科目，以及給予西方

佛法教師傳統佛學院的訓練課程。

獎學金、獎助金以及獎項獎學金
基金會於2016年透過各種不同的獎學金計畫，護

持超過100名學生，包括僧俗二眾。受獎者包含：

25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獲得「佛學研究獎學

金」或「個人修持獎助金」。

11名新進及7名原有的翻譯獎學金受獎者。

6位柬埔寨僧侶至斯裡蘭卡進修，此專案與「高棉

佛教教育援助計畫」合作。

19名學生透過基金會與尼泊爾「自生智佛學院」

（Rangjung Yeshe Institute）合作提供的倍增獎

助金。

40多名瓦南（Warnam）的尼眾在喜瑪拉雅山區進

行終身閉關。 

目前每年獎學金計畫的預算為35萬美元，這筆預

算也包含護持宗薩欽哲仁波切的學生參加仁波切

的教授課程。申請獎學金的人數逐年增加。2016

年，獎學金委員會共審查了185件申請案。

左：不丹確吉嘉措佛學院的小喇嘛在玩耍。東妮•惠塔克拍攝。
右：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院長（住持）桑祝堪布（Khenpo Samdrup）與欽哲基金會的印度和不丹僧眾事務統籌秘書東妮•惠塔克（Toni 

Whittaker）合影。

400萬美元補助食物、健康和教育

2,500名僧眾和尼眾的全額或部分資助

20所寺院和佛學院部分護持

200多名僧眾參與領袖與教師培訓

護持傳承與維繫佛法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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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獎助金

欽哲基金會的「阿育王獎助金」鼓勵並歡迎各種與

佛法研究和修持相關的創新申請專案。2016年，

我們收到了許多不同的申請提案，包括兒童教育，

以及佛教文獻、藝術、電影和傳承保存，翻譯佛法

原文和大眾佛法書籍，學術研討會、閉關和各種與

佛法相關的計畫。去年共收到83件獎助金申請案，

最後核准贊助約三分之一，這些申請者來自澳洲、

不丹、加拿大、法國、德國、波蘭和美國。

另外，有9項專案得到「阿育王教育獎助金」的資

助，包括護持尼泊爾及印度的教師培訓和薪資。

請見第10頁「兒童佛法教育」。

一般的「阿育王獎助金」幫助基金會與世界各地進

行相似計畫的個人和團體結緣。我們每年都拓展贊

助範圍和增加預算，由義工委員會審核申請案。閱

讀這些申請案一直激勵著我們，因為看到這些個人

和團體發願保存和傳播佛法的獨特方式，讓我們感

到非常開心。

獎項

欽哲基金會終身成就獎是基金會的最高獎項，每

年頒贈予對佛法有傑出貢獻者。約翰‧康諦(John 

Canti)與鄔史敦‧費勒契(Wulstan Fletcher)是2016年

終身成就得獎人，他們二位是「蓮師翻譯小組」的

創建者。作為修行人和譯者，他們特別關切譯文的

清晰度和準確度。約翰‧康諦是「八萬四千」佛典

傳譯計畫的總編輯。

請到欽哲基金會網站閱讀約翰‧康諦與鄔史敦‧費勒契

的訪問。

「蓮師翻譯小組背後的靈感來

自於為修行人製作法本，這一

直是我們的首要之務。與傳承

結緣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們

翻譯的法本，當翻譯進行到某

個階段時，我們都會接受該教

法持有上師的教導，因此，我

們的翻譯具有傳承。」

── 約翰•康諦

左：2016年春天，自生智佛學院獎學金受獎者，由左至右為： Wesley Oisebe, Laxmi Bajracharya, Gilad Yakir, Oriane Lavole, Lowell Cook, ChoHei 
Chio, Andreia Mara, Kaleb Yaninger, Champa Lhundrup, Karma Gurung。

右：2016年欽哲基金會終身成就得獎者：約翰•康諦 (John Canti) 與鄔史敦•費勒契 (Wulstan Fle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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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真實論疏》(Tattvasaṃgrahapañjikā)的《考察外部

對象品》(Bahirar thaparīkṣā)。

欽哲基金會目前在四大洲與13所大學的佛學研究

課程合作，以鼓勵卓越的佛學研究。仁波切常說，

學術界和學者是「佛法的守護者」，因為他們將確

保經過嚴格檢驗的真實佛法，能夠流傳至未來。

欽哲基金會2016年「傑出佛學研究獎」獲獎學生

共15位。

進入欽哲基金會網站，閱讀他們的故事。

如欲閱覽所有獎學金、獎助金和獲獎者名單，請參閱第

16頁的「2016年護持名單」。

左：澳洲雪梨大學欽哲基金會傑出佛學研究獎得獎者伊麗莎白•麥克杜格爾(Elizabeth McDougal，即Ani Chozom，中）。
右：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欽哲基金會傑出佛學研究獎得獎者朱麗莎•威方(Jolisa Wilfong)（中），與藏傳欽哲教席雅各．道爾敦教授及基金會

執行長陳季佩合影。

頒發總值140萬美元的獎學金

獎學金得獎者逾1,500名

頒發78份阿育王獎助金

最近三年頒發了38份翻譯研究獎學金

奧地利國家科學院(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安妮‧麥克唐納(Anne MacDonald)博士憑藉翻譯作

品《明句論》(In Clear Words, The Prasannapada)第

一冊第一章，獲頒「欽哲基金會傑出翻譯獎」。

她的主要研究為中觀思想在印度和西藏的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茅宇凡榮獲欽哲基金會2016年亞洲

區「傑出佛學博士論文獎」。他的論文題目為「

後期印度佛教哲學中關於外部對象實在的爭論」

(A Debate on the Reality of External Objects in Late 

Indian Buddhist Philosophy)，此論文著重在兩份文

本：妙護(Śubhagupta)所寫的《成立外部對象論》

(Bāhyār thasiddhikārikā)，以及寂護大師(Shāntarak-

shita)和其弟子蓮花戒論師(Kamalaśīla)所論著的《

「我們正努力開創一種氛圍與因

緣，建立對佛法友善的世界，竭

力護持所有佛法傳統中具有抱負

的行者。」

──宗薩欽哲仁波切

對於在家行者研修佛法的鼓勵
（2001年累積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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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佛教教育
欽哲基金會已籌辦兒童佛教教育多年，2016年更

將其列為首要項目之一。基金會的第一步是調查

18個國家的佛教教育情況，然後根據調查結果，

找出目前兒童教育的缺失和機會。

我們發現，其中一個缺失是志同道合的人和機構之

間缺乏溝通。因此，我們正在開發一個多功能網

站，作為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尋找佛教教育資源的中

樞。網站的初步設計已經完成，將於2017年初夏

推出。

此外，欽哲基金會還推出了名為「中道」的佛教課

程推展計畫，並為其準備大量的財務和人力資源為後

盾。仁波切一步步地指導計畫的進展。我們在2016

年組織了一個團隊，推展佛教教育的體系、課程和方

法，希望鼓勵學生適當地平衡精神和物質生活。仁波

切曾說，一個人只有不再被無明所奴役時，才享有真

正的自由。這個新教育制度將嘗試引導學生找到這種

自由。因為仁波切的鼓勵，我們有一個偉大的理想，

希望為孩子建立一所佛教學校的典範，將中道的課題

帶入教室，將我們的所知與他人分享，並鼓勵其他地

方開辦類似的學校。這項長期的試驗計畫，將需要多

年的金錢和人力資源投入，但潛在的成果，可能可以

改變許多世代的生活。

2016年我們還增加了給予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相關

計畫的獎學金和獎助金，包括尼泊爾的兩項特別計

畫。我們撥贈了一萬美元給協助教育工作者閉關修

持的計畫，並支持以佛教為主題的兒童書籍出版計

畫、教師培訓計畫等等。除了積極鼓勵教師申請修

持獎助金，我們希望大家運用創意思維，為下一代

締造認識佛法的機緣。

「為下一代認真思考的時候到

了，作為一個社群，我們該如何

幫助他們為生命中的挑戰和機遇

做最好的準備。」

──宗薩欽哲仁波切

欽哲基金會持續研究兒童佛教教育，兒童佛法試驗營便是其中一部分。

自2015年起，共頒發10萬美元獎

助金

資助教育工作者閉關獎助金

24名兒童參加了「菩提種子」兒

童佛法營

調查研究佛教學校

資助兒童讀物

教育下一代



學術
學術推廣活動方面，欽哲基金會2016年除了持續

執行現有計畫，亦開展了全新項目。我們繼續護

持香港幾所大學、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羅蘭大學、

美國德州休士敦的萊斯大學和德國漢堡的「欽哲

藏傳佛教文獻研究中心」(Khyentse Center for Ti-

betan Buddhist Textual Scholarship)。其他資助的項

目包括Shrikant Bahulkar教授的研究工作、印度普

納一位訪問教授、奧地利維也納菲利波‧布萊姆

比拉(Filippo Brambilla)的研究，以及尼泊爾加德滿

都自生智佛學院的碩士學位課程。

這些計畫是推廣全球佛學研究發展的重要動力，

涵蓋地域非常廣，除了反映各地佛學研究的朝氣

蓬勃，亦印證欽哲基金會在廣泛支持學術研究方

面，不遺餘力。

2016年亦是多項計畫起步的一年。欽哲基金會

與澳洲雪梨大學醞釀多時的藏傳佛教教席合作計

畫，終於開花結果。另外許多合作計畫包括：與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和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合作開辦

講座系列；資助美國西北大學的藏文講師；於捷

克布拉格查爾斯大學開設佛教哲學與藏語課程；

於香港佛法中心護持訪問教席與教學支援；以及

在印度孟買索邁雅學院設立藏語課程。

我們有幸參與這些計畫，並對其地域、主題及架

構的寬廣，印象深刻。

透過嚴謹學術方法論、分析工具和概念框架，並

加強多面向的佛學研究，對於確保佛教中批判性

思考的存續及其活力，至關重要。

撥款200萬美元獎助金

與18個國家共28所世界頂尖大學

合作

開設七個教授席位

成立兩個佛教中心

資助四名藏文講師

開辦三個欽哲講座系列

於13所大學設立欽哲基金會「傑出

佛學研究獎」

左：大衛•希金斯、克勞斯-迪特•瑪蒂斯、欽哲基金會獎助金得獎人菲利波•布萊姆比拉(Filippo Brambilla)（維也納大學）與洛桑•群培格
西（不在圖中）同在壤塘縣藏哇寺學院出席會議。右：普納大學巴利語文學系馬赫許•迪歐卡教授、客座教授彼得．史基林與一位學生合

影。

與學術機構合作推動佛學教育

及研究
（2001年累積至2016年）



文獻保存與翻譯

文獻保存

我們長期持續贊助藏傳佛教資源中心(TBRC)──

該中心現已更名為佛教數位資源中心(BDRC)，以

反映中心持續擴展中的版圖與使命，從藏文佛典

到梵文、巴利文、漢文等其他語言的佛典皆涵蓋

在內。BDRC計畫建立一全球性平臺「佛教通用數

位資料庫」(BUDA)，將大量佛教文獻資料庫普及

化，支援傳承佛教的各種語言。許多人相信，BU-

DA可能是本世代保存佛法最重要的任務。

欽哲基金會除了提供BDRC營運上的支持，也贊助

彼得‧史基林的數位典藏工作，作為BDRC第一項

多語言佛教文獻保存計畫。這些典藏手稿多寫在

貝葉、紙張和其他脆弱的材質上，以緬甸語、撣

語(Shan)、傣艮語 (Tai Khun)、傣泐語(Tai Lue) 和

孟語(Mon)書寫。BDRC在曼谷史基林教授的辦公

室建置數位化環境，目前相關系統皆已設定安裝

完成，文獻保存工作流程亦已建立，並完成工作

人員的聘任與訓練。現存的貝葉資料庫中10,896

筆紀錄已移轉至BDRC格式，以提供數位化進程必

要的解讀資訊，並得以建立數位手稿與BUDA之連

結。

閱讀更多有關BDRC成果豐碩的一年。

左: 訪問教授們與普納大學巴利文暨佛學研究學系教學團隊。
右: 佛教數位資源中心的「貝洽」（藏文經卷）。 

「 感 謝 欽 哲 基 金 會 的 護

持，2016是成果豐碩的一年。

佛教數位資源中心(BDRC)不僅

達成主要核心目標，同時提升

館藏數位資源的易取性、穩固

與重要夥伴的合作關係、確保

多年募資計畫，也著手建立佛

教通用數位資料庫(BUDA)。」 

─ 傑夫•沃曼

佛教數位資源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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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典漢譯

欽哲基金會自2014年與台灣法鼓文理學院合作，

進行藏傳佛典漢譯培訓計畫。在基金會贊助下，

西藏佛學組的研究生和校友皆可選修新開設的翻

譯課程。學生在教授指導下專攻自選的藏文文

獻，並出版譯作。法鼓文理學院亦為藏文學者開

設漢文佛典課程，並設立獎學金鼓勵研究生將藏

傳佛典漢譯納入博士論文主題。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持續提供譯者培訓課程。該

所的「般若工作坊」團隊定期聚會進行翻譯工

作。

為了吸引符合資格的譯者加入藏傳佛典漢譯計

畫，欽哲基金會依循「八萬四千．佛典傳譯」的

成功模式，透過申請獎助金公開徵求譯者。這

項試營運計畫由著名的藏文學者、法光佛教文化

研究所所長蕭金松教授主持，他與其他六位學者

共同組成編輯委員會，負責策劃、管理及審閱譯

作，三十部甘珠爾文本及十部丹珠爾文本，被選

為計畫啟動的優先試譯經典。跨出這一大步後，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永續發展的運作模式，將漢文

經典中缺漏的藏文文獻漢譯。若想進一步了解，

請前往欽哲基金會網頁「藏傳佛典漢譯計畫」。

由臺灣南華大學主持的阿含經研究計畫，持續取

得重大進展。2016年舉辦兩場成果豐碩的阿含經

翻譯會議，成為藏文譯者、編輯及漢文學者攜手

合作的典範。

左：中文金剛經卷軸。右：西藏貝洽（藏文經卷）。

捐助佛教數位資源中心及貝葉基

金會304萬美元

資助佛教數位資源中心1,140萬

頁佛教文獻建檔及線上出版

保存與傳播佛教文獻予廣大讀者

（2001年累積至2016年）



復興佛教傳統

印度欽哲基金會

2016年對印度欽哲基金會而言，是別具意義的

一年。去年12月3日，印度欽哲基金會終於等到

FCRA（外國捐贈管理法）的核准，包含了宗教及

教育兩部分。這份認可讓欽哲基金會總部得以捐助

印度欽哲基金會負責的各項計畫。

「訪問教席專案」為印度欽哲基金會的主要計畫

之一，這計畫與薩維徹拜‧福雷‧普納大學 (Sav-

itribai Phule Pune University)共同合作。過去一年，

這計畫贊助了四位教授：瑞士洛桑大學 (Universi-

ty of Lausanne)的克麗絲蒂娜‧謝勒蕭布教授 (Prof. 

Cristina Sherrer-Schaub)、比利時皇家科學院及泰國

國際佛教學院副校長(Belgium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llege)魏查理教授(Charles 

Willemen)、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教授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阿肖克‧阿克盧卡(Prof. Ashok 

Aklujkar)，以及曼谷的法國遠東學院(French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Bangkok)彼得‧史基林教授。研究主

題非常廣泛，如印度佛教史、說一切有部佛典講座

及馬鳴菩薩所著的《無常經》(Anitya Sutra) ，以及

泰國佛教文學。

另外一項主要成果是印度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

的醫療營。今年的醫療營為期一週，治療了九百位

以上各種疑難雜症的患者。佛學院醫療營對醫療資

源貧乏的當地居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支柱。

欽哲基金會印度計畫委員會 

欽哲基金會印度計畫委員會是美國欽哲基金會的諮

詢委員會，其目標如下：

護持佛法研習與修持，以及協助在地組織的運

作。

加強並且發展大學層級的佛法研究。

鼓勵將重要的佛典翻譯為印度主要語言，如印地

語及馬拉地語。

將佛教歷史引進印度主流教育。

鼓勵印度各組織單位建立資料庫。

2016年，印度計畫委員會核准三項印度的阿育王

獎助金計畫。艾莉絲計畫(Alice Project)資助位於

鹿野苑的一所學校，旨在發展環境永續及推廣和

平。基金會贊助此校佛教文學、念誦經本、唐卡

的印刷與發行。「佛法之光國際基金會」（The 

Light of Buddhadharma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接

受欽哲基金會贊助，進行印度僧侶的長期訓練計

畫。欽哲基金會亦贊助孟買索邁雅學院（Somaiya 

Institute）的藏文教師計畫。

僧侶於菩提迦耶寺院。帕武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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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孟加拉、尼泊爾

欽哲基金會與經驗豐富並從事傳統文化工作的當

地組織攜手合作，持續探索並護持各項教育計

畫，希望在這些佛教曾經興盛的國度中，重燃大

眾對佛教的興趣。

 

我們在柬埔寨兩項正在進行的教育計畫，已經開

花結果：

與「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畫」(KEAP)合作的獎助金，

贊助柬埔寨僧侶前往斯里蘭卡繼續深造。已有十二位

僧人參與此計畫，其中幾位已經學成返鄉，分別服務

於柬埔寨的政府部門、鄉村發展與教育單位。

「和平軍」(Santi Sena)計畫援助超過20所柬埔寨鄉

間小學，此舉是重振佛教教育的典範。

欽哲基金會護持法光法師（2015年欽哲基金會終

身成就獎得主）在孟加拉創辦的「大悲佛學院」

（Compassion Institute），贊助年輕僧侶們學習英

文，也贊助研究生僧侶前往斯里蘭卡就讀大學的

部份費用。

在尼泊爾，我們與創古仁波切創辦的佛教教育機構「

師利曼哥普智學校」（Shree Mangal Dvip）合作──

該校成立宗旨是訓練尼泊爾偏遠山區所亟需的「赤

足醫生」及教師。同時，我們也與「為尼泊爾而教」

(Teach for Nepal)組織合作，贊助教師培訓獎學金，

直接提升了550位學校孩童的受教品質，間接幫助了

1,900名學童。這兩項計畫是源自仁波切的願景，希

望在2015年地震重創尼泊爾後，提供當地孩童長久

的永續支持。

「現在是上座部僧伽再度團聚的

時機，團聚於印度，以便將其各

種不同的殊勝加持與力量帶進佛

法起源之地──印度，使之再度

開花結果。」

—理查•迪克西，「佛法之光國際基金會」

副執行長，也是欽哲基金會的顧問

左圖：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的義診醫療診所。
右圖：40位普雷彭理亞高中生，其中六位在柬埔寨的佛教僧侶組織「和平軍」(Santi Sena)接受出家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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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護持名單

寺院、尼師院與佛學院

不丹，確吉嘉措佛學院

印度，帝茹寺（Dirru Monastery） 

中國，帝茹寺（Dirru Monastery） 

中國，宗薩康傑佛學院

印度，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

中國，宗薩寺

尼泊爾，IBA國際佛學院

印度， 磊隆寺（Lelung Monastery） 

不丹，貝瑪秋林尼師院 (Pema Choling Nunnery)

中國，沃南尼師院（Warnam Nunnery） 

學術機構

香港佛法中心

捷克，查理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姚治華教授)

臺灣，法鼓文理學院

匈牙利，羅蘭大學

臺灣，法光佛學研究所

香港，香港大學

泰國，國際佛教學院

印度，KJ Somaiya Centre

泰國，瑪希敦大學

台灣，南華大學

台灣，國立台灣大學

美國，西北大學

印度，普納大學

印度，普納大學(SS. Bahaulkar教授)

尼泊爾，自生智佛學院

美國，萊斯大學

美國，亞歷桑納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蘇格蘭，愛丁堡大學

德國，漢堡大學 

澳洲，雪梨大學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博士生Filippo Brambilla）

機構、基金會及個人

美國，八萬四千．佛典傳譯

法國，Gyurmé Avertin

法國，Ahmed Baghat (Palden Dhondup)

印度，愛麗絲計畫

美國，Kholoud Bararkat

美國，佛學數位資源中心（原藏傳佛教資源中心

TBRC）

加拿大，邱陽創巴仁波切圖書計畫

孟加拉，大悲佛學院

波蘭，Malgorzata Dobrowolska

以色列，Assaf Sati El-Bar

印度，Esukhia

泰國，貝葉基金會

波蘭，Fundacja Rogaty Budda (JarekWierny)

加拿大，GPI Youth

澳洲，Dolma Gunther

美國，赫墨拉基金會

美國，覺囊基金會

美國，Shane Kennedy 

美國，Sumi Loudon Kim

美國，佛法之光國際基金會

不丹，南方人社區

波蘭，瑪呢基金會

英國，瑪倉噶舉倫敦中心

英國，Meridian Trust

美國，Diana Nadeau

印度，H.E. Nyagton Rinpoche

蓮花光翻譯小組(Anne Benson)

法國，蓮花生文化學會

美國，自生智閉關中心

印度，仁欽桑波學會（致力於斯碧提之地方發展）

法國，桑滇喇嘛 (Annette Siems)

孟加拉，僧伽密多施巴僧團佛教孤兒院

柬埔寨，和平軍佛教小學計畫 

印度，Sapan Foundation

加拿大，海天閉關中心

加拿大，珍寶照護者訓練計畫 (Ann Shaftel)

尼泊爾，喜曼格迪學校計畫

美國，克里佛夫松贊干布佛學中心

尼泊爾教學(Teach for Nepal)

美國，參扎基金會

中國，吳寧強

不丹，Yonphula Lhakhang

欽哲基金會獎項

終身成就獎

約翰‧康諦和鄔史敦‧費勒契

傑出翻譯獎

安‧麥克唐納博士

傑出佛學博士論文獎

香港中文大學，茅宇凡

欽哲基金會傑出佛學研究獎

中國，復旦大學，陳靖文

中國，復旦大學，方嵐

中國，北京大學，姜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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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阿如那．基爾迪（Aruna Keerthi）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劉興松

賓州大學，保羅‧麥班

雪梨大學，伊莉莎白‧麥道格(秋松尼師)

曼谷，朱拉隆功大學，阿薩尼‧普爾拉克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艾曼妞拉‧莎拉（Emanuela Sala）

香港大學，周理達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汪純瑩

漢堡大學，艾瑞克‧éé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喬麗莎‧威爾芳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楊增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姚曼菁

獎學金

佛學研究獎學金

(括號內為獲獎者就學的地點)

歐洲(德國)，Nicola Bajetta  

匈牙利(台灣)，Maria Balog 

孟加拉(美國)，Adesh Barua

烏干達(斯里蘭卡)，Kailash Bauddha

Ven. Buddhara kkhita (Steven Kaboggoza)

義大利(印度)，Maureen Cassera 

香港(德國)，Daisy Cheung (Sze Hui Cheung) 

英國，Kathleen Cullen

比利時(尼泊爾)，Inge De Rijyck

德國(印度)，Thabkey Dorje (Brian Stark)

尼泊爾(德國)，Dawa Tsering Lama

英國，Katie Javenaud  

美國，Arjuna Jayawardene 

泰國，Metale Medhawini 

美國(印度)，Stephen Mosblech

德國(印度)，Marie Isabel Muller

緬甸(斯里蘭卡)，Venerable Pannasami

不丹(尼泊爾)，Dechen Pelden

越南(印度)，Jurme Pema (Pham QuangTheip)

泰國，Ven. Pra Tikumporn Dhammajoto Rodkhunmuang

印度，Griselda Alejandra Zarate Sanchez 

美國(加拿大)，Julia Stenzel

印度(葡萄牙)，Wangchuck Tashi, India

緬甸(斯里蘭卡)，Venerable Priyo Ranjan Tongchangya 

Dolpo 祖古

蘇俄(印度)，Alena Votinova

土耳其(英國)，Guzin Yener 

英國(法國)，Karen Yuen

西班牙(印度)，Hansel Martinez Zamponi

翻譯研究獎學金

加州，自生智閉關中心，Seth Auster-Rosen

牛津，Ilona Budhapesti

中國青海大學，Agnes Conrad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Ryan Damron

澳洲國立大學，Harmony DenRonden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Erdene Baatar Erdene-Orchir

尼泊爾，自生智佛學院，Sarah Evers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Jesse Jacobsen

尼泊爾，自生智佛學院，Stefan Mang

加州，自生智閉關中心，Amaris Olguin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John Pickens

加德滿都大學，Nicholas Schmidt

中國青海大學，Miranda Smith

維也納大學，Alexandra Sukhanova

漢堡大學，Peter Tongori

尼泊爾，自生智佛學院，Maria Vasylieva

維也納大學，Alexander Wrona

高棉佛教教育援助計畫獎學金

（授予在斯里蘭卡學習的柬埔寨僧人）

Ven. Sem Chhungly，佩拉德尼亞大學（U. of Peradeniya）

碩士

Ven. Yorn Kosal，克拉尼亞大學博士

Ven. Lun Lay，斯里蘭卡大學，梵語研習

Ven. Chhun Sophal，克拉尼亞大學博士

Ven. Suy Sovann，克拉尼亞大學博士

Ven. Dith Virak，佩拉德尼亞大學博士

 

自生智佛學院與欽哲基金會聯合獎學金得主

Laxmi Bajracharya

Christian Chicorelli 

Cho Hei Chio 

Lowell Cook

Chloe Cramer

Andreia Mara Mota de Souza

Aik Sai Goh

Choki Gurung

Karma Namgyal Gurung

David Hofinger

Oriane Lavole

Champa Lundrup

Wesley Oisebe

Peter Olin

Sagnik Dutta Roy

Pemba Prayag Sherpa

Rebecca Sunden

Gilad Yakir

Kaleb Yan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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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哲基金會

在美國正式成立，

註冊為非營利組織。

提供第一筆獎學金予在

澳洲進行三年閉關的一

位行者，開啟了世界性

的獎學金計畫。

針對每月定期捐款者設

立對等捐獻計畫。此計

畫一直是人們與仁波切

佛行事業結緣最善巧的

方式。

仁波切祈願護持全世界

所有佛教傳承的研究與

修持，不只是西藏人，

也不只是比丘或比丘尼。

為了圓成仁波切的心願，

獎學金成為欽哲基金會

的首要優先任務。

在印度比爾舉行的劃

時代翻譯研討會，促

成「八萬四千‧佛典

傳譯」計畫的誕生。

這項計畫成立前五年

受欽哲基金會財務支

援，已於2014年成

為獨立機構。

在漢堡大學成立「欽

哲藏傳佛教文獻研究

中心」。目前該中心

運作已邁入第六年。

護持蔣揚羅薩堪布於

喬治‧華盛頓大學擔

任訪問學者，他是首

位欽哲基金會資助的

許多佛教學者之一。

成立欽哲基金會傑出翻

譯獎與傑出佛學博士論

文獎，以表彰佛學研究

的重要貢獻。

與學術機構合作設立譯

者培訓計畫，並且提供

獎學金護持未來的佛法

譯者。

四位學生獲得首屆

「欽哲基金會傑出

佛學研究獎」。該

獎項目前已邁入第

八年，拓展至全球

十三所大學。

在宗薩欽哲確吉羅

卓佛學院設立全英

語學習計畫，為未

來佛教學者的英語

培訓奠定基礎。

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

學院在炯達拉歡慶成

立十週年，紀念欽哲

基金會十年的護持。

在尼泊爾雪謙寺為各

個寺院與傳承的20位

祖古與堪布，舉辦首

屆領導培訓工作坊。

與台灣法鼓文理學院

合作成立「藏傳佛典

漢譯暨翻譯人才培訓

計畫」。

提供數百萬美元護持史密

斯‧琴恩博士透過「藏傳

佛教資源中心」將藏文佛

典數位化的願望。目前該

計畫已擴充，將數位化的

範圍拓展至其它語言的古

典佛教文獻。

於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

院建立醫療診所。目前該

診所每年提供免費巡迴醫

療營，服務鄰近的村民與

寺院社區。

十五年里程碑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為了持續護持仁波切

在印度、中國

與不丹的佛學院，

成立寺院基金。

達成寺院基金的初步目標。

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學院

在印度炯達拉的新校區

落成啟用。

開始提供獎學金予在斯里

蘭卡就讀的柬埔寨僧侶。

此舉為欽哲基金會護持上

座部佛教國家的開端。

雅各．道爾敦 (Jacob

Dalton)教授就任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的「欽哲

藏傳佛學教席」。這項

任命開啟了基金會在世

界各地的學術發展計畫。

設立「阿育王獎助

金」，護持各項佛

行事業。

在孟加拉和尼泊爾

贊助教育計畫，以

復興佛教傳統。

安排藏傳的堪布們

參加首次教師培訓

計畫，這是培育21

世紀佛法教師的志

業之一。

試辦兒童佛法營，

開創兒童佛法教育

的新模式。

雪梨大學接受欽哲

基金會資助，成立

「欽哲藏傳佛學教

席」，這是第八所

與欽哲基金會建立

正式合作的大學。

一筆豐厚的匿名捐

款，使基金會的資

產大幅增加。

在香港舉辦藏漢佛典

補缺互譯研討會，為

這項艱鉅的翻譯工作

開始鋪路。

成立欽哲基金會印度

分會。該分會2016

年獲得外國捐贈管理

法(Foreign Contribu-

tion Re－view Act)核

准，得以在全印度展

開各項佛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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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目前已邁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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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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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佛學院設立全英

語學習計畫，為未

來佛教學者的英語

培訓奠定基礎。

宗薩欽哲確吉羅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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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十年的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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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領導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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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暨翻譯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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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這是培育21

世紀佛法教師的志

業之一。

試辦兒童佛法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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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增長乏力，民粹主義興起，地緣政治事件頻

發，大選黑天鵝，收益增長平淡，然而2016年金

融市場的狀況尚佳。透過周密的固定收益管理以及

持守紀律的股權投資策略，欽哲基金會的投資組

合增值4.6%，與我們的長期收益率一致。2016年

末，投資組合合計達到1,580萬美元。

2015年12月，美聯儲九年以來第一次加息，隨後

的中國股市拋售導致全球及美國股市急劇下跌，

標普500在2016年的前六週下跌了11%。作為應

對，美聯儲暫時擱置加息。

至年中，市場已經挽回損失，注意力轉至歐洲。英

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繼而發生另一輪市場拋售，

不過這次較為有序節制。此次由英國央行出手救

市，市場再次獲得支撐。 

英國脫歐的震驚過後，政治焦點轉向歐洲難民危機

與美國大選。川普出乎意料地贏得大選，隨之而來

的川普效應推升股市至歷史新高，同時導致作為安

全港的債券下跌，因為市場預期將有更高的增長率

和通貨膨脹。 

11月，壟斷世界石油的OPEC削減產量，引發大

宗商品反彈。12月，美聯儲終於對美國經濟具有

充分信心，加息25個基點。雖然市場已經預料加

息，但美聯儲對未來利率的強硬表態超出市場預

期，支持債券市場更加嚴重的拋售。

儘管如此，我們的固定收益組合增長了11%。這個

良好收益是基於完善的期限管理，以及善加利用各

種機會。我們還得益於在2015年決定持有以巴西

雷亞爾計價的高息票新興市場債券，那些債券今年

平均增值38%，彌補了我們去年的損失。 

另一方面，權益類收益率處於較低水平的3%，主

要由於以美元投資，美元相對其他貨幣在貶值，從

而觸發了止損。加之我們不相信川普會贏得大選，

轉而選擇防禦型策略，持有過多的現金。

附註：年底收到的一筆大額捐款未包括在投資組合中。

出乎意料的一年
來自投資委員會的報告摘要

資產配置

固定收益概覽	 	 											

分類收益率			 								 	 	%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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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息票率    6.19%

平均當年收益率             6.01%

平均到期收益率                 7.84%

平均修正久期                         6.8 年

海外票據及債券       58%

非美國公司債                    2%

美國公司債      40%

55%

25%

20%
現金

權益

債券



財務狀況摘要 
截至2016年6月30日

附註：投資委員會的報告是基於日曆年度的績效，財務狀況摘要則是基於經審計的欽哲基金會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會計
年度的財務報表。

應要求可提供的額外信息：                                                                                                                                         

經審計的完整財務狀況（截至2016年6月30日）。

投資政策及董事會指定基金指導原則（截至2016年12月31日）。      

1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捐贈人直接捐款給欽哲基金會指定護持的組織或計畫。雖然這些直接贊助是受到基金會啟發並由基金會協 
調安排，但這些款項沒有列在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支出。

2 支出之後若有節餘，將劃入董事會指定基金，由仁波切及董事會決定用途。

單位：美元 

     

收入 2015-16年                                           1,737,911 

捐贈                                             1,940,244 

淨投資收益/未實現損失                                           (202,333)
 投資收益                    499,445  

 淨未實現損失                               (701,778)
支出 2015-16                                         1,683,122

計畫支出1                              1,523,054 

行政管理                     160,068
淨資產變動 2                                           54,789

 

計畫資助金 2015-16年 1                                                     2,523,267

（包括直接授予受益人的資助金）

僧眾

傳統寺院                       1,064,160
（包括直接授予受益人的資助金 930,613）

培訓及發展                      201,417
在家居士    

獎學金、獎助金及獎項                         295,377

兒童佛教教育                                  63,282
阿育王獎助金           36,830
學術界                      318,210
文獻保存                     369,600
（包括直接授予受益人的資助金 69,600）

翻譯                      100,816
復興佛教傳統                                   73,575

                  2016-06-30            2015-06-30

董事會指定基金                                                      14,017,473                  13,962,684

僧眾基金                      5,000,000       5,000,000
獎學金基金                      5,000,000       5,000,000
學術/教育基金                                   3,000,000       2,900,000
貢嘎旺秋堪布基金                          610,000         480,000
業瑜伽基金                         400,000         400,000
儲備金                  7,473         18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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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看待欽哲基金會獲得的供養      
讚揚審慎

我們可以培養更寬廣、更長遠的視野，從各種新的

角度，配合今日的實際需求，來看待我們的工作。

因此，我們必須不只如同過去一般，護持僧侶或洞

穴中的閉關者，也要教導寺院的廚師採買對環境無

害的本地食材，烹調更健康的伙食。以及在一般意

想不到的場所──例如商業管理學院──培訓祖古

和佛法中心的領導人。 

但當我們思考宏遠之際，欽哲基金會的成員也必須

確保妥善使用每一分錢，沒有絲毫浪費。這可能聽

起來很矛盾。但這表示我們最宏觀、最大膽、最有

遠見的計畫都必須合理規劃且經濟務實，而非妥協

或降低品質。

 

使用自己的金錢時，我們可能非常慷慨或揮霍無

度。但欽哲基金會監護他人的金錢，因此我們必須

謹慎並明智地運用捐獻的每一分毫。這樣負責和究

責的態度，不僅是一種道德行為，對於在美國註冊

的非營利組織來說，也是法律義務。 

這樣的精勤，包括盡心盡力安排基金的分配、刪減

不必要的花費，並非總是輕鬆愉快的任務。但當欽

哲基金會收到愈來愈多的護持需求，我們的事業日

益增長之時，這樣的謹慎作法亦日趨必要。

於欽哲基金會網站閱讀仁波切訊息的完整文稿。

「我們應該視供養一盧比為無比

慷慨的布施。而如果在次日，你

有勇氣捐贈一百萬美元，作如是

想：啊，這還是不夠。」

－ 宗薩欽哲仁波切

摘自仁波切2016年4月的訊息

在菩提迦耶供養。帕武拍攝。

支出
 (2001-2016平均)

94.8%

1.8%3.4% 

執行計畫

募款

行政 

http://chns.khyentsefoundation.org/2017/02/%e6%88%91%e5%80%91%e5%a6%82%e4%bd%95%e7%9c%8b%e5%be%85%e6%ac%bd%e5%93%b2%e5%9f%ba%e9%87%91%e6%9c%83%e7%8d%b2%e5%be%97%e7%9a%84%e4%be%9b%e9%a4%8a/


欽哲基金會團隊名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

董事長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顧問
Richard Dixey, Steven Goodman,
Patrick Jaquelin, Peter Skilling

董事會
Wyatt Arnold, Asha Pillai-Balsara, Richard
Chang(張恭逢), Cangioli Che(陳季佩), Anja 
Hartmann, Lynn Hoberg, Anita Lee(李徵徵), 
Christine Ng(吳美茵), Isabel Pedrosa, Angie 
Tsai(蔡安慈), Kris Yao(姚仁喜)

行政主管
執行長Cangioli Che(陳季佩),
秘書 Lisa Davison, Secretary 
財務 Marco Noailles, Treasurer

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
執行長 Cangioli Che(陳季佩), 
Wyatt Arnold, Lynn Hoberg, Christine Ng
(吳美茵), Isabel Pedrosa

投資委員會
主席 Isabel Pedrosa,
Desmond Chum, Marco Noailles, David Tan, 
Angie Tsai(蔡安慈)

投資委員會顧問 
Gene Chan, Amelia Chow(周熙玲), James 
Nelson, Luciana Novaes, Miles Santos

學術發展委員會
主席 Anja Hartmann, 
研究主任 Sydney Jay, 
Wyatt Arnold, Cangioli Che(陳季佩), 
Steven Goodman, Carolyn Yeh(葉嘉琳)

阿育王獎助金委員會
主席 Ngodrup Dorjee, 
Lisa Davison, Debra Dorjee, 
Steven Goodman, Jakob Leschly
翻譯小組委員會 
James Gentry, Steven Goodman, 
Jakob Leschly

兒童佛教教育 
專案經理 Noa Jones, 
Emily Avery Crow, Sarah Hart, 
Lucie Jurikova, Candice Tsuei, 
Genevieve Waltcher, Jennifer Yo(游欣慈)

藏文甘珠爾與漢文大藏經互譯
計畫聯絡人Jennifer Yo (游欣慈), 
Cangioli Che(陳季佩), Florence Koh(許功
化), Kris Yao(姚仁喜)

佛教學者委員會英文課程
主席 Wyatt Arnold, 
Ivy Ang, Debora Dines, 
Deborah Lockwood, Jennifer Yo (游欣慈)

印度欽哲基金會
S. Badrinarayanan 和 Rajiv Sharma,    

董事會
Suresh Jindal, Raji Ramanan      
顧問 Prashant Varma, 
KF聯絡人 Isabel Pedrosa, 
印度聯絡人 Pema Wangchuk, 
行政經理 Uma Pitta

印度計畫委員會
(向KF執行委員會報告)
主席 Zubin Balsara
S. Badrinarayanan, Asha Pillai-Balsara, 
Pravin Bauddha, Richard Dixey, 
Khenpo Choying Dorjee, Toni Whittaker
行政經理 Uma Pitta 

佛學院
計畫聯絡人 Amelia Chow, 
Toni Whittaker, Helena Wang
確吉羅卓佛學院語言部主任 Debora Dines

佛教教師規劃委員會之培訓與發展
主持人 Ivy Ang, Wyatt Arnold, Cangioli 
Che(陳季佩), Amelia Chow (周熙玲), 
Anja Hartmann, Lynn Hoberg, 
Christine Ng(吳美茵), Isabel Pedrosa

獎學金委員會
主席 Stephanie Suter, 
Pawo Choyning Dorji, Jacqui Merrell, 
Luciana Novaes, Doris Wolter, Jun Xie(謝
軍)

翻譯研究獎學金委員會
Cangioli Che(陳季佩), Jacob Dalton, 
Andreas Doctor, Tom Tillemens, Stephanie 
Suter

各國代表
國家代表協調人
Lynn Hoberg 和 Christine Ng
澳洲: Chantal Gebbie
不丹: Tashi Chozom
巴西: Leticia Braga, Luciana Novaes
加拿大: Johannah Newmarch 
德國: Doris Wolter
香港: Anita Lee(李徵徵), Jun Xie(謝軍)
馬來西亞: Ang Gah Lin
紐西蘭: Ma Lan
新加坡: Tessa Goh, Danny Lee, 
Frank Lee, Esty Tan
瑞士: Marie Crivelli
台灣: Chou Su-ching(周素卿), 
Stephanie Lai(賴梵耘), Kris Yao(姚仁喜)
英國: Yomei Maclellan (蔣友梅), 
Penelope Tree
美國: Linda Coelln, John Solomon

行政
會計部門
財務主任 Marco Noailles, 
Helen Bonzi, Pilan Chen, Shelley Swindell, 
會計助理 Toni Whittaker

行政辦公室
行政主任 Lynn Hoberg,
行政助理 Simmy Makhijani, Pat Hanna, Su-
yin Lee, Jacqui Merrell, Carolyn Yeh, 
受益者聯絡人
 Carolyn Yeh(葉嘉琳)

通訊
通訊主任 Noa Jones, 
Jessie Wood, 
總編輯及圖片存檔 Jesse Klein Seret, 
電子通訊經理  
通訊助理 Candice Tsuei,
欽哲焦點聯絡人 Yulia Sheynkman, Mariana 
Aurellio, Maryann Lipaj, 
平面設計
標誌設計 Andreas Schultz, 
網頁設計 Maya Van Der Meer
品牌顧問 John Solomon, 
Wyatt Arnold, Kate McCreery
影片 John Solomon

中文通訊
主席 Christine Ng(吳美茵), 
Bella Chao, Chou Su-ching(周素卿), Vera 
Ho(何念華), Yu-Chieng Huang(黃郁茜), 
Florence Koh(許功化), Mee-Wah Tan, 
Candice Tsuei, Helena Wang

編輯
Jakob Leschly, Alix Sharkey, Alex Trisoglio, 
Albert Paravi Wongchirachai

與捐款人連繫
Elise de Grande, Lynn Hoberg, 
Florence Koh(許功化), Anita Lee(李徵徵), 
Laura Lopez, Christine Ng(吳美茵), Jun Xie 
(謝軍)

翻譯
中文: 周素卿(聯絡人)
何念華, 黃子瑗, 黃郁茜,
廖敏仁, 林瑀晨, 秦海迪,
葉理豪, 陳欣如,謝軍,陳素麗

法文: Marie Crevelli
葡萄牙文: Luciana Novaes

網站與技術管理
技術部主任 Dave Zwieback 
資料庫主任 Margaret Sablatnig, 
資料庫助理 Josh Lee, 
技術助理 Luiz Gustavo Anflor, 
中文網站 Jimmy Chen(陳志銘), Tze Wai 
Chiu(趙紫瑋), Peter Hu(胡全燊)

影響指數測量
Wyatt Arnold, Anja Hartmann, 
Isabel Pedrosa

顧問
Ivy Ang, 策略規劃與組織結構

法律顧問
內部顧問 Chime Metok Dorjee, 
Alexander Halpern LLC
Boulder, Colorado, USA

財報審核
McDonald Jacobs, PC
Portland, Orego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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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智慧  普世共享

欽哲基金會

隨著2016年步入尾聲、2017年逐步接近，隨著猴年行將落幕而雄雞即將報曉之際，我想

向所有欽哲基金會的護持者、志工以及為我們祝禱的人，致上我的感激與謝意。你們付出

的大量心血、時間、精力，你們的慷慨布施與善願，不只啟迪了我們，也讓我們成長茁

壯。你們賦予我們能力，使我們能夠更大幅度地拓展基金會的護持工作。我要向你們大家

致上我的新年祈願與祝福。

同時，我也想提醒我們所有人：唯有藉由佛陀教法之存續，才能達成整體世界與我們個人

的平靜、和諧、富足與清明。因此，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願持續修行，但也讓我們一起

發願，祈願釋迦牟尼的教法能夠持續住世且廣傳。讓我們懇求釋迦牟尼佛幫助我們遠離

貪、嗔、痴，並且加持我們與智慧慈悲融合在一起。

特別是在這一年，讓我們祈請聖度母護祐我們，免於外、內、密之任何形式的失調、障礙

與遮障；護祐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的家人以及所有孩童，免於污染、疾病、戰爭、飢荒、

自然災害的肆虐。願世間和平，願我們的家庭和平，願我們心中充滿和平。

仁波切2017新年寄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