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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致詞： 
 
在座的各位老師、同學，大家晚安。我知道剛剛的歡呼，絕對不是給台灣大學學

務長馮燕教授，我有自知之明，所以一定非常簡短做一個開場。跟各位同學說明，

這一次的演講，是我們畢業季系列講座的最後一場，這個星期六的畢業典禮以

後，就會有一批同學從臺大邁出校門，進入社會。校長一再提醒我們，臺大人進

入社會是有使命的，臺大人在臺大這幾年受到了學校、師長和社會的栽培，到了

社會，不管在哪一個角落，都應該要發揮臺大人，TAIDA 的精神。因此，校長

希望在每一位同學踏出校門之前，把握最後一個機會，送給要畢業的同學，一個

人生錦囊。今天請到的講座，李連杰先生，就是為各位準備的人生錦囊裡，最寶

貴的一帖，包括了李連杰先生的人生哲學、理念，尤其是他在公益界做的努力，

他對於公益的想法，尤其是我們臺大人最要學習的是，怎麼樣把一個偉大的理

念，落實在生活中，並且號召、盡量發揮自己的影響力，讓身邊的人都能夠獲得

感動，而且一起奔向這個理想。而同學們進入社會的時候，會需要角色楷模，相

信在臺大的四年，你們在師長中、同學中、在學長姐中，找到了你們的角色楷模，

那今天容我們學務處跟各位，再介紹一個公眾人物的角色楷模，李連杰先生。 
 
 
李連杰演講： 
 
謝謝、謝謝。老師們好，老師們好，還有兩邊看視聽的老師們好。為什麼說了三

次老師們好？雖然我小學兩年沒有畢業，也沒有小學證書，但是我覺得人生當

中，我一直記得一句話，三人同行，必有我師。你看，這麼多，一定有我的老師，

謝謝。 
 
首先第一部份，我想講我的人生成長，活到現在四十五歲的人生經歷，可能對同

學能夠有些參考、幫助。這些參考可能來自於負面、正面，希望同學們畢業後，

走向社會、走向人類大家庭的時候，用你們的獨立思考，去看人生。 
我生在北京，兩歲的時候，父親因公去世，所以母親就帶著五個孩子，我是老五，

家裡很貧困，所以我記得到我八歲上小學的時候，還是這樣走路，因為七十年代，

女孩子的褲子是這邊開口的，所以姊姊傳給哥哥，哥哥再傳給我的時候，這邊沒

有開口，所以還是很怕同學看到，穿著姊姊的女性的褲子上學，所以，整天是這

樣走路。但是，一直告訴我自己，怎麼樣媽媽心目中的好孩子。 
 
八歲就不知道為什麼就開始練武術了，練了一年以後，代表北京去比賽，雖然拿

了優異獎，但是臨出門之前，突然有大人跟我說：「你們要記住，你們代表著北

京市八百萬人民，你們出去，不能丟人」。你看，一個九歲的孩子，突然肩膀上

背著一種責任，那就去努力吧！十一歲拿了第一次的全國的冠軍，開始有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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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訪問，那個時候突然跟我說：「你代表著十億中國人，你出門做的所有事情，

人家不會說是你做，是中國的小孩子都這麼做，所以，你的舉止言行都要注意」，

十一歲，突然又背了十億人了。從八百萬長到十億，挺重的。 
 
在這個階段裡，十一歲到十六歲，在中國拿了五年的武術冠軍，同時讓我有機會

走遍了全世界大約四十多個國家，我去過非洲、伊拉克、中東、美國、歐洲、亞

洲很多國家，但是從十一歲開始，老師們不要生氣，我就不再相信大人和老師的

說話。因為，那個時候大陸的環境，還沒有開放，所以美國人不瞭解中國人，中

國人不瞭解美國人，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好奇，我到了美國之後，就是在思考，

思考以後就發現，人性呢，大人說的、老師說的，有時候跟心理想的，並不一樣。

你們反覆思考一下，老師們也是人，人就沒有完人。所以從我十一歲開始，我不

聽大人的，我不說話，但是我要思考、我要想為什麼、為什麼。而且在中國，練

武術的人有上萬人，所以如何在上萬人去做第一呢，一般的教練就會說：「喔！

苦練，你做一千遍，一千遍這個，你就很標準」。但是我常常在思考，大家都做

一千遍，那誰是最好？那我就要用心，用心去思考，所以我不大聽老師的話，呵。

我常用我的思維方法說，喔！好，我有三百下，我就做，一定好過你一千次！那

麼就是這種思維的方法。 
 
到了十七歲，我開始拍電影，拍了一部少林寺。對於運動員來說，十七歲是黃金

時期，因為運動生命可以延續到二十八、九歲，所以大家都反對我改行，但是我

堅決要改變自己，因為我覺得拿了一次冠軍，一次可能是偶然，第二次好運，但

是我已經拿了五次，我不需要再證明什麼了。所以我為了這個浪費生命，再走十

年，不值得，所以不符合我從小的邏輯思維，我每一個思維都想，我怎麼樣三年

做人十年的事。就是這樣的思維方法，所以我開始轉變。 
 
而大家也知道，我去到香港，我完全不熟悉的狀況，語言不通、文化不通，什麼

都不通，我都不知道如何生存。那我的生存理念，很快就學會了，原來，我要給

老闆賺錢，老闆可能不喜歡我，但是老闆一定喜歡我賺錢給他，所以我就覺得數

據的重要，所以別人在我身上投資多少錢，我一定要他有 profit，這樣，不管在

這個社會中，誰喜歡、不喜歡我，但是數據就使得我有生存的能力和空間，就是

這樣，所以我到現在廣東話還講不好。 
 
應當是九六年了嘛，我開始去美國發展，那在美國其實面臨另一個挑戰，你在亞

洲可以說是一線的演員，到了美國又是重來一次，而且比上次還厲害，因為你完

全不懂英文，不知道如何溝通，不懂美國的文化，你怎麼可能去拍電影？怎麼辦？

而且頭一次要跟幾個人一起試鏡，所以心理的考驗是滿大的，但是我在想，在亞

洲地區你是最好，但是你在美國並不是很好啊！所以倒過來思維的時候，你從頭

來，很公平啊！我一直在思考，原來最大的障礙是自己。如果我以一個平常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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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面對每一個人生的階段，那個困難並不大，很容易就戰勝了。 
 
在我九七年的時候，生命到了一個轉折，那時我是三十四歲，所謂生命的第一桶

金已經賺到了，可以給母親、太太、孩子有了一個基本的保障，不再為吃、喝發

愁。但是突然發現，我周圍的朋友是百億富翁，但是很多人還是不快樂，原來還

是為兒女教育在擔心，還是在為收到那個東西而幸福快樂，原來，我仔細發現，

我心目中想像到了百億，應當是每天都哈哈呵呵哈哈，幸福快樂嘛！怎麼有百

億，你還這麼痛苦呢？原來不僅是有錢，連我的朋友當中，做行政長官一段時間

退休了，那種失落跟普通的退休，人的失落是一樣的。原來人除了物質以外，還

有一個精神。那個時候就開始思考，什麼造成的？人類在追求什麼？去保護我說

的：「幸福、快樂和安全感」。在我接受的教育裡，認為名、利、權、情，這是我

們人類追求最好的四個東西，最偉大的目標。因為這四個東西，可以保證我幸福、

快樂和安全感。但是我反觀歷史，如果我走這條路，我真的可能到了七十歲，我

還是沒隔壁那百億富翁有錢，所以，綜觀歷史，去尋找答案，那個時候發現有一

個人，他有這四個東西，誰？兩千五百年前，有一個叫做釋加摩尼的。他四個東

西都有，這應該是我們的幸福指數啊，他都有啦！但是他痛苦，他控制不了生老

病死，他控制不了兒子先死，還是他先死。那個時候覺得，原來，為什麼幾千年

來，有很多人跟著他的思路去尋找離開痛苦的方法？那個時候，我其實用了七年

的時候，拍每一部電影中間的兩個月，我就去西藏、印度、台北、美國去修行，

去打坐，去瞭解怎麼樣才真正的幸福快樂，去瞭解生命。 
 
後來，我真的學了一些智慧，我很感恩在我生命裡頭的幾十位，我的宗教老師。

我發現人類幾千年的文明，我們一直在改變包裝，住房改變、服裝改變，有時候

可以三妻四妾，有時候說不行，就是我們人類的行事、物質在改變。但是我們裡

面，從古至今，還是討論同樣的問題，你對我愛的專一嗎？你可不可以說你愛我

多兩次？兒女，你們可不可以上大學，將來繼承我？我們人類內心裡的七情六

欲，並沒有真正的改變太多。當我瞭解了這些以後，原來人的矛盾，家庭、企業

區域性、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他有一個共通的問題，就是，立足點。就是說，我

們學習的價值觀和文化上給我的價值觀，當我站在這裡的時候，我在右邊認同的

就是好的，左邊的就是壞的。但是隔壁同學站在那兒的時候呢，你就變成壞的了。

所以人類是生活在相對的世界中。因為大家的立足點不一樣，所以對彼此之間，

就會有一個對抗、不和諧。因為是二元相對，所以我們彼此之間，就會老覺得我

是不公平的，老覺得對方虧待我自己，就是這樣的思維方法。當我看到這些，我

就看老祖宗們是怎麼解答的，我也發現我們老祖宗很聰明，就一個圓，無極。啥

都沒有，沒好沒壞。白裡頭一定有黑，黑裡頭一定有白，不管是有意無意的，黑

與白一定要有自己獨立的思考。這是我人生的一些經驗啦，獨立思考我覺得非常

重要，因為在我們將來，同學走到社會的時候，可能也面臨了人，只要是相對的，

它就有矛盾。最好解決矛盾的方法，就是理解對方、換位思考，這是我從小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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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人生最大的轉變，就是海嘯。海嘯是因為具備了這七年的思考，對生命的理解，

突然之間，海水在這兒，小女兒給海水帶走了，抱著大女兒在茫茫大海中看，不

知道是什麼。那個時候剎那間，七年所有學的知識吧、智慧吧！就突然告訴你說，

金錢、名利、地位，所有的一切，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人是平等的。並且，其

實在活的時候，內心也是平等的。那麼，我就決定，既然沒死，我就要考慮說，

如何用我四十多年來，人類所有給我的愛，這種無形資產，回饋給社會。 
 
我做了一個我最不熟悉的東西，公益慈善事業。跟同學們面對的問題一樣，思考、

努力。兩千零五年一月二號，為海嘯籌款，我說我要創立壹基金，那個時候心理

完全沒有概念，我信念中只有一個，如果我站在月亮望地球，人類就是一個家，

人類是一家人。人們都在追求幸福、快樂、安全感。怎麼做？去摸索。我第一個，

就是思考我的方法，壹基金一家人，每個人每個月一塊錢，每個人每個月做一件

好事，就這麼簡單。那麼我就開始找了美國的貝恩公司，說服他們我沒錢，但是

我希望你幫我做社會調查、社會定位。他們花了兩百萬美金在全中國做了一個目

前可能最詳細的社會調查，就是說多少人群已經脫離基本的貧困，可以自給自

足，普通中學生以上，高中生、畢業生，人均捐款可以在三十四塊，學位越高，

越來越高，大約在四百塊人民幣左右。接著就是為什麼沒人捐錢？那大陸地區問

題出在哪？四個地方，第一，沒有一個公信力非常強的公益組織；第二，不透明；

第三，沒有一個清晰、可持續的目標；第四，捐款不方便。所以我就針對這四個

問題，一個一個去解決。 
 
我希望的是，經過一個努力的奮鬥，建立一個平台、制度，將來在座的，將來你

們的下一代，誰對待社會有熱誠，同時有商業的頭腦，都可以領導這個基金，一

個基金將來也要做到那個基金，對每一個人的信念和影響是很重要的，誰是發起

人、執行長並不重要，這樣的基金才是可持續百年的。 
 
社會有三種結構，政府結構要負起政府的責任，企業負企業的責任，其實我更想

強調，公民的責任。我們常常忽略公民的責任，比如說地球變暖，我們說聯合國，

你趕快跟國家開會做啊！那個企業你們少排點廢氣，但是自己在那邊拚命開得很

大的冷氣。所以如果每一個個體也做到自己做人的責任的時候，他會把環境搞

好；把自己環境搞好，鄰居就搞好。你在哪個公司，把你自己公司帶動起來，那

整個行業就搞好了，整個地區就好了，整個世界就會搞好。其實，我是倒過來思

維的，我覺得我們不需要一路去指責哪個，美國排放最大啊，中國目前是排放最

大。其實倒過來，每個人做起，一代一代的人，可能經過兩代、三代人，變得每

一個世界公民，在這個地球上，我有責任愛護這個家園。我不需要太大的愛、太

大的什麼，因為我有責任，我是人嘛！我就有責任去維護這一切、維護這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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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人與人的關係、維護和諧。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李連杰的一套思維方法、一套邏輯，不好意思，佔用了大家四

十五分鐘，如果有用，在您的生命中，就把那個有用的那一點拿去，如果沒用，

出了門就把它扔走吧！我的人生到了四十五歲，我還在努力、學習，謝謝大家。 
 
 
Q ＆ A： 
 
Q1：李大哥您好，最近聽到大陸好像有阿兵哥飛機失事了，我本身是讀社會福

利的，我覺得對於這些軍人，應該有一點關心，然後我覺得我滿擔心這些軍

人的狀況。我寫了幾點建議，希望您帶回去給他們。第一，建議這些軍人有

輪休，我覺得他們的工作量可能是平常的兩倍以上，所以我覺得大約兩個星

期，就應該要輪休；第二，這些軍人可能應該與他們的家人聯絡，不要好像

封鎖他們一樣，讓他們家人知道他們平安，他們可能會更有力量；第三，我

覺得要照顧這些軍人，我們的領導人不要常摔電話，不要給他們太大的壓力。 
A1：不好意思，請問您有做過調查嗎？就是軍人是否沒有輪休？（沒有，我聽

說的。）不好意思我很直，大學生應當獨立思考，其實您應當做調查。我不

清楚軍人的狀況，因為他們是軍隊的一個執行團隊，我不知道。但是您的問

題，我會思考。我跟您講，另外一個答案給您，我作為一個運動員，我就有

職業傷害，所以我斷過腿，我全身斷過七個地方，那麼，我一點也不埋怨，

為什麼？因為我做一個職業的運動員和電影，我就要預備了我有機會去負

傷。所以我曾經一直跟朋友說，我作為一個軍人，我就預備了有戰爭、有危

險，我就預備了死亡，要不我不要選擇作軍人。所以當您選擇職業的時候，

作為那個個體，就要想清楚它的正和負，風險，您要去選領導人，您要具備

了被人罵，公眾人物、演員，就是要沒事被一些報刊去報一些不實的東西，

這是您的職責，您應當負起這個責任。 
    不好意思啊！我很直。您的問題就是說，我覺得還是不知道是不是事實的時

候，我去反應，結果對方給我一個答案說，喔！人家七天就休息一次，變成

是我們的猜測，所以，意外，都不想發生，飛機失事，可能有天氣、機械，

很多東西，不光是軍人，在我的心中，每一個生命都應當尊重，不管他是誰。

軍人、護士、醫生、救助者、被救助者，人是平等的，我們都應當尊重。對

於您推測的問題，我不知道如何解答。 
 
Q2：李大師您好，我是台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二年級的學生，那我身為一個臺

大學生，其實有關於對岸的一些事情，是從新聞上得知。那根據我的認知，

我覺得中國大陸其實還有很多是很不自由的地方，那包括可能像新聞自由的

箝制，還有之前包含西藏鎮壓的事件。我個人是認為中國大陸的人民可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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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我們現在的情況來得自由。那我想您要怎麼利用您現在的聲望，去推

動這些事情？讓中國大陸十三億的人民有更多被尊重的權利，謝謝。 
A2：謝謝您的問題。當我們講到自由，在我們現在的世界裡頭，共同公認的一

種概念，叫言論的自由、遊行的自由、宗教的自由、新聞的自由，是吧？但

是我對自由其實研究了很久，思考了很久，我一直認為這個是像一個結構上

的自由，而人類真正得到的自由是心的自由。為什麼這麼說呢？我們大家似

乎都有自由，但是，當我們自己聽到一些自己不喜歡聽的聲音的時候，我們

情緒就受到影響；當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我們又會受到影響；當我們被攻

擊、輿論、言論，各種東西都會影響到我們內心，所以我們內心並沒有自由，

我們被這種攻擊的聲音造成了困擾，因為我活在別人的聲音底下，所以我一

直在思考就是說，真正的自由，全世界，包括我在美國都在說，真正的自由

是心的自由，我們人類不是很多人瞭解，或者做到了一個心的自由。心的自

由就是說，我的行為只要我不觸犯所有公共，大家認同的法律，那我心的自

由才這樣，你罵我、你不喜歡我，是你的事情啊！你痛苦，我一點都不著急，

呵呵。我們不要被盲目的一些架構的自由所蒙惑，就像您剛才提的這些問

題，說對方怎麼樣？對方怎麼樣？但是，這個是不是對方所有百分比的人這

H 麼想呢？我不反對一定有一部份這麼想，但是我可以告訴您，百分之八、

九十以上的人，他覺得他很 freedom，他比二十年前 freedom 多了。 
 所以，白裡有黑，黑裡有白，不要太主觀的認為您的建議就一定是對方很苦。

就像我救人，最近我跟所有的人說救四川的人，您千萬別說，我在救你，我

在幫你，你們太苦了。我覺得應當放下身段，我在幫你，你願意我就幫你，

我不要趁此說，唉呀！佛教阿彌陀佛，太好了，你的心靈就快樂了，不要把

自己任何的主觀價值，強加給生活突變、困難的人群，站在他的立場，用你

的心，溫暖他的心，用他的心去理解他，這樣可能在我們情感上、物質上才

真正的共同扶起了我們的家人、兄弟姊妹，共同戰勝這個困難，走向未來。

如果我一來就站在相對的立場，可能物質上幫到他，可能在心靈上給他反而

帶來一些創傷。謝謝你。 
 
Q3：李師傅您好，我是臺大 EMBA 基金會執行長，剛才有聽到您談了很多有關

壹基金，資金的來源怎麼樣的募集，它的方式。那您能不能多談一下，就是

像類似這樣子公益的基金會，除了錢以外，還要人力。像紅十字會與慈濟功

德會，他們都是有很好的、嚴密的人力組織。如果有發生類似像四川地震需

要救助的事情，我相信也不可能每一次都是李師傅親自跑去，一定希望有很

多、很多的人力來幫忙，除了錢以外。那李師傅您能不能多談一下？您在這

個組織人力的部分，您有什麼樣的想法？ 
A3：謝謝您的問題。第一，壹基金並不是光是錢的問題，一般的慈善機構，是

一種財富再分配。但是我的這個作法呢，每個人每個月一塊錢，是讓您不要

忘記要幫人，不要忘記付出責任。每個人每個月一小時，您可以走出社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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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事情。這是一種精神的持續傳染，一代人、一代人的傳染，讓每個人

都去做。其實壹基金代表了雙重意思，目的的、精神的，兩種傳染。其實這

次不是李連杰一個人在做事，是整個壹基金在過去成立的一年裡面，參加了

五次的災難救援，包括了去年的水災、普爾的地震、緬甸我們有資助，雪災

我們都有行動。 
 這一次因為特大的地震，造成了人、物，傷亡是罕見的，所以我們才要行動，

我們五個小時在網上連網籌款，現在十萬多家全球的網站在籌款，我們第一

時間採取行動，所有我們專家、義工開始行動，我們把物資集中在上海，透

過飛機運到四川，和四川的義工跟 NGO 組織配合調接貨，和大陸的紅十字

會、四川紅十字會緊密的配合，得到第一手的資訊，知道重災區，政府軍隊、

醫療，在一條龍的服務上，最精銳的全中國的力量都鋪在這裡，所以我們要

做一些旁邊的，人員傷亡並不多，但是急缺物資、維持生命的，所以我們就

去補助，這是我們的作法。除此之外，我們就更前方的調動當地的義工，因

為當地義工一旦進入山區，語言很清晰，而且他們知道生活習慣是什麼、需

要什麼。所以這是一連串 NGO 的配合，不是李連杰一個人。 
 
Q4：請問李連杰先生如何面對失去至親的痛苦？內心如何調適？ 
A4：這個可能不同的階段，有不同的思考。有生就有死，這是非常自然的現象，

只是死，我們說沒有到七十歲、八十歲，我們覺得很可惜。首先，我們要清

楚生和死是必然的。那我剛才有說了我的感受，在死亡來臨的時候，是不限

年齡、身份、地位，不管你是過去的皇帝、普通的百姓，還是醫務人員，任

何一個人，在死亡面前都是一樣的，都會死，一切都是正常的。 
 我常常換一種思維，跟其他的大學生在講，我說當我們畢業啦，我們賺了錢

了，很想買車去兜風，我說，你要買這個車的時候，其實你要全面的思考，

就是白的另外一面是黑，你買了車，就要有汽油費、保險費，可能會撞車、

可能被人撞，這些東西都是同時間發生的，但是我們從來不想另外一半，我

們只想我們應當合理的那一半，合理面就是我的願望，願望就是開車、兜風、

爽。被人刮一下，為什麼我這麼倒楣刮了？其實，它是必然的，因為它從新

的開始，它就去舊；有好就有壞，是很正常的。往往我發現人的思考是一半，

不去想那一半，所以那一半發生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怎麼那麼倒楣？ 
 我自己常跟自己說，我很欣賞陽光燦爛，我也很欣賞疾風暴雨，我欣賞快樂，

我也欣賞痛苦。因為沒有痛苦，我怎麼知道我會快樂啊？我今天的快樂，在

明天我有一個更快樂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快樂是小兒科，是嗎？但是我有

一個比那個痛苦更痛苦的時候，我發現那個痛苦也不錯耶！真的！痛苦都是

比較的，都是相對的，這是一個大的宏觀的思維方法，在我們生命的時候，

如何克制呢？我的作法是倒過來！因為我不知道什麼時候死，也沒有保險公

司定義我一定會活到七十歲，所以每一天我都當最後一天來過，我要活得精

彩，我跟太太在一起，我盡我的全力去讓她開心；我跟我孩子，我用一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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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愛我的孩子；我用一切的方法工作，好，我做 NGO，在我有呼吸的狀

況下，把它做到最好。但是我不知道我明天會不會死喔？所以因為我很知道

死是不知道什麼發生的，所以我很珍惜活的時間，這是我的生命的態度，每

一個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生命態度，謝謝您。 
 
Q5：李先生您好。我是臺大森林研究所二年級的學生，剛剛您提到生命是平等

的，可是您好像比較強調的是人類這個部分。但是動植物也是生命，譬如說

瀕臨絕種的動物或是植物，或是有一些經濟動物，他們被嚴重剝削，過得很

痛苦，那像這一部分的話，未來壹基金會不會關懷到這一部份呢？謝謝。 
A5：首先呢，生命的平等是祖先們的智慧告訴我的。如果我們看動物不平等，

我不知道動物他自己覺得平等嗎？還是剛才的思考。所有的敵人、思維方

法、認為的一切，是從自己內心去價值、衡量的。不同的人生、經歷、學歷，

對同樣一件事，可能同樣產生了不同的答案，所以我一直都說百分比。有不

同的思維方法，所以我不知道您要聽最宏觀的方法，還是微觀的方法。我可

以跟您講最宏觀的嘛！不管我們人類現在開始多麼努力，先別提動物，去保

護我們的地球、處理貧困、弱勢、健康，它不能在本質上解決這個問題。就

算美國這麼強大的經濟國家，她的善款幾千億美金，我說，美國還是很多窮

人。而且六十七億人口裡頭，貧困的一定是大多數嘛！那你會說那我們還幫

來幹麼呢？這是一個宏觀，我也看到了壹基金百年、千年，但是並不能改變

我今天作為「人」，我有義務在我的生命裡面，為社會做一點事，能夠保護

的，我就去保護，有些基金是保護動物的，就好好保護，堅信他的理念，你

不要說喂，那個不值得保護，讓牠自然生滅了，反正恐龍都走了。（全場笑） 
 其實沒有，你覺得保護牠，或者說恐龍沒有了，保護恐龍蛋了，你只要認為

合適，你就去做！因為這世界上有不同的 NGO 組織，對海洋、大自然、土

地、山河，都有人的保護，百花齊放。但是壹基金沒有做這個。壹基金只做

他一個平台，去資助我剛才說的四個內容，環保、醫療、教育、貧困、自然

災害，探討這一個，將來有錢了，資助這一個，給落地型的 NGO，就是指

自己執行的組織，這才是壹基金在這個時代裡，我希望扮演的角色，謝謝。 
 
Q6：李老師您好，想請問當您在香港有這麼大的成就，為什麼突然想去美國發

展？要重新開始？您不會怕失敗嗎？您又怎麼樣做心理建設去美國發展？

謝謝。 
A6：其實，我們怕失敗，我也研究過這些問題，到底我是怕失敗？還是我怕我

周圍的人覺得我失敗？這是兩個問題。因為我們很在乎周圍的輿論，所以我

一直說心不自由。我比較瞭解這一個，因為我是一個努力去瞭解心的人，所

以我覺得沒有高低啊！很正常啊！我一般做任何事，就考慮到零和一百。我

最多去那兒發展，拍了三部電影不成功，我還可以回來，我的起點是零，並

不怕。但是我走了一步，起碼在百分比上，我去了三，沒有去三十，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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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了三，我夠膽去嘗試一下。我不會很過高的覺得我是一個亞洲巨星，我到

美國去，我就心態一定不平衡，我的意思是說事實如此啊！我真的不懂英文

啊，不懂英文還要去演電影，人家當然要考試，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啊！所以

把自己的位置，永遠每一件事歸零，你就不會有負擔，而且也把周圍的輿論、

評論等等，自由，把心放出來，不要為別人的語言而活著，為別人語言活著

很累，真的很累，謝謝。 
 
Q7：李大師，臺大學生常因過度要求完美，在面臨考試、競賽、面試、就職種

種挑戰時，過度焦慮而失常，可否請李師傅分享幼年背負八百萬人、十三億

人口期待時，怎麼活過來的？如何克服心理上的壓力？謝謝。 
A7：為幾個字，我沒有給所累，「台灣大學」。台灣大學畢業就…，其實不要所

累，不要為你的家長的壓力、老師的壓力，最主要是你盡力了。奧運為什麼

征服人類？人類喜歡？是喜歡他那種精神，我個人的說明方法就是說，我從

我媽媽的肚子裡來，就是我的奧運開始；我生命的結束，就是我奧運會的結

束。我的敵人就是我，我只要瞭解我自己、挑戰我自己、超越我自己，我就

是我生命中的奧運冠軍，幹嘛要跟別人比？因為我的先天條件、我的資質、

我的學習，我就已經每一天在挑戰我自己，因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只要

挑戰、只要往前走了，就可以啦！因為成功的指數，不一定的。所以不重要，

重要的是你趴下再起來，起來的時候，最好要清醒，永遠要瞭解自己，清晰

地知道，沒有一個更恐懼的敵人在你外面，一定就是在你的內心。永遠的敵

人在自己，只要你戰勝了。你在大學學得是一種精神，永不放棄學習的精神，

不管我畢業還是不畢業，我走向社會，進入一個新的領域，我都要學習，這

種精神不要放棄，學習並不是為了文憑。謝謝。 
  
Q8：李先生您好，聽完您的人生哲學十分感動，也感到人生有很多不同的功課，

值得我們去做。請問您如何將您這樣的哲學，和您和家人的相處結合呢？例

如子女的教育，親子關係。 
A8：首先，我為什麼說平等？我要尊重我的孩子，他有他的生命。我覺得父母

常常把自己心目中的定位先鎖死了，做了一個計畫表，讓孩子跟著這個計畫

表，你要彈鋼琴、你要學小提琴、畫畫，你要進高小，重點小學、重點大學，

去唸台灣大學，完了，完了去唸哈佛 EMBA，就是父母心目中望子成龍，

所以就給了寫了一個計畫書，希望孩子按著計畫書走，按著計畫書走就是好

孩子，不是就是壞孩子。 
把自由、把人還給孩子。我從來不說：「我希望你做什麼。」因為權利是你的，

我怎麼可以不尊重，雖然你只有三歲、五歲，我一定要尊重你，我要跟你分

享，所以我的孩子跟我都是朋友，那他將來到了十八歲，他成熟了，他將來

要幹什麼，我說每一樣東西我都跟你分享它的整個 picture，宏觀地去看所

有，但是將來你十八歲以後，你一旦走，爸爸永遠牽著你的手，跟著你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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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要趴下，我跟你一起趴，我要跟你一起走，這是我們兩個因為有緣份在

一個家裡，我們就要共同去分享這個家庭。這是我的思考跟我對待子女的態

度，謝謝。 
 
Q9：李先生您好，我是臺大管理學院 MBA 的學生，有個問題想要請問您，剛剛

說到做慈善，其實是要行動，可是做慈善也有方法的。您這次到各地去取經，

就是災後重建相關的部分，有很多從事慈善的方法，您有在這次的取經過程

當中，您學習到了什麼？那您要把什麼東西帶回四川？什麼樣的策略帶回四

川，去幫助他們這一次的重建。 
另外就是對於這次在四川的捐贈過程中，我透過紅十字會，那紅十字會算是

很有名聲的 NGO 組織，不過我在捐錢之後，我還是懷疑說，我捐的錢，到

底能不能夠得到它的效果？那您的基金會，算是成立比較短，那您要怎麼樣

能夠說服大家，有透明的 process，然後能夠做到像您說盡量把白的部分大

於黑的部分，謝謝。 
A9：第一個問題，首先一個 NGO 組織，必須端正一個心態，定位要很清楚，知

道自己做什麼，千萬別太大、太大的愛心，不要過大的去誇大自己的能量，

我要把四川重建，這個是不可能，就是說我 NGO 組織，怎麼樣在政府宏觀

的規劃下，配合政府做完的事情，我還要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你要多重考慮，

負擔起透明的傳承。我一直說，那怕整個四川某一個縣，只是那麼一點點，

但是要做得很準、很精，這是我的想法。有多少善款我做多大的事兒，多了，

我就把它量化，如果小了，就把它做一個，做得很精，這是我一般做事的方

法，我要清楚自己的位置。 
 第二個問題就是說，我跟大陸紅十字會合作，因為他跟我的理念已經是最接

近了，人道、博愛、奉獻、中立，這幾個是全人類裡，目前經過百年，我們

共同認同的，如果你嫌紅十字會還不公正，那我也就沒有辦法，呵呵，正在

做了，那我只能把我的這個壹基金想辦法做得更公正，但是如果您認為壹基

金還不夠透明，那我就想辦法再透明了。或者您覺得不透明，您也可以想比

我們更透明、比紅十字會更透明的管理機制，我一定拜您為老師。真的！這

是每一個人可以創造，我們不相信別人，那我就創造嘛！如果我不瞭解它，

那我就學習它。在比較所有試驗裡頭都沒有的情況下，那我就接受你，因為

你是目前最透明的一個，那只能是這樣的一個選擇方法，因為我不認為這個

世界上有 prefect，百分之百，白裡有黑，黑裡有白，沒有百分之百讓我信服

的。可能你信服了，那邊的同學說我不信服，真的，就是這樣的狀況，謝謝。 
 
Q10：想請問您認為經過四川地震及前陣子的雪災後，大陸的政經會受多大的影

響？ 
A10：我真的就不是那麼清楚，因為這個連 NGO 組織都做不到，因為我的上面

主管是紅十字會，那我想我們主要的重點放在救援、人道主義關懷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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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整個直接經濟損失，造成了多少，或者對中國整個經濟拖慢了多

少，這可能是另外一些專家的學問，我相信不是 NGO 這些專家或者這個學

術領域裡可以瞭解的，我們可能也在統計中吧！我想是另外一個部門在統

計，我不是太清晰真正造成的損失多大。 
 但是，你閉著眼睛想一想，人類幾千年的文明，經歷了多少災難、痛苦，不

管是天災、人禍、戰爭、混亂，但是人只要精神不死，任何的物質都可以重

新再來過。一個民族之所以強大，幾千年文明的傳承，就是因為這個民族凝

聚了一種永不言敗、勇往直前、自強不息，我堅信這個，謝謝。 
 
Q11：壹基金是一個國際性的基金會，剛才有聽到您有資助緬甸，但是因為緬甸

特殊政治關係，想請問您是以何種管道給緬甸人們關懷？而四川災民未來幾

年的重建計畫，請問您對緬甸的災民有沒有長遠的計畫？或者會因為軍政府

的關係而放棄呢？謝謝。 
A11：在緬甸的賑災裡頭，我首先捐了十萬塊錢，透過中國紅十字會，壹基金捐

了十萬塊進去，交給當地的紅十字會，讓他們買東西、買什麼，因為我還沒

有辦法來得及組織怎麼進去，不像我們法鼓山他們做得真出色，他們已經志

願者團隊進去，其實這個都要學習。持續的，我一直希望會關懷緬甸、跟進

緬甸的訊息，但是比較難，因為現在大陸的紅十字會基本上的人力、物力，

全部都盯上四川了。所以針對其他的國際救援的資訊比較少，那麼我還是會

跟進。 
 
Q12：李先生您好，我是臺大財金系大二學生，我剛才聽您的演說，我很感動的

一句話，我們常在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自己的力量很少，沒辦法

去改變整個世界。可是我剛才聽到您說，就是我們現在如果很努力做一些比

較小的事情，說不定到了有一天，一個關鍵的時候來臨，這些事情可以化為

大力量。然後我就想問您，您在做公益的這段期間，有沒有遇到覺得說沒辦

法改變這個世界的無力感？另外在您的人生，有沒有遇到非常大的挫折？您

是怎麼度過的，謝謝。 
A12：我覺得小和大就是一個相對。你的一塊錢，每一個人一塊錢，如果有兩千

萬台灣同胞，一人一塊錢，你說什麼醫院蓋不起來？醫院也可以蓋、學校也

可以。就是心的力量，每一個人加在一起的行動，就能夠擴大。 
 我做公益、慈善的時候是零，而我已經知道我面對的其實都是困難，但是因

為都是困難，才要去李連杰去做！如果現在已經有一個程序寫著是 perfect，
我們只要向左邁三步，我們就可以籌到款，向右邁三步，我們就可以幫到人，

有這樣一個 program，不需要有李連杰，因為在座的每一個人，甚至包括沒

有上大學的人，每一個人都可以做，那就不需要我的存在。其實這就是我的

思維方法，就是因為有困難、市場不成熟，就是因為這一切、一切，我才要

去做這個東西。因為我知道我一點點的小的無形資產，開創起來可能比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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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麼多同學加在一起開創，要十年，可能李連杰用三年可以開創同樣一個

量，所以我就是要去開創，我才對得起所有在我生命中教過我的老師，不管

是武術電影，我才對得起所有在我生命中支持我的人，也包括你，謝謝。 
 
Q13：李先生您好，我是 EMBA 的同學。對於您做事的方法的部分，我個人是

非常、非常的佩服。因為這一次的四川的賑災，我相信吸引大家的注意力，

所以投入的資源、金錢，我想是相當、相當的龐大。可是我們不要忘記在廣

大的社會當中，還是存在相當多的弱勢團體，那我個人是有一點擔心是說，

有時候我們講善款它會產生一些排擠的作用，我想這個狀況在幾年前的 921
也發生過。那我提起這個想法，只是希望李先生藉由您的力量，在跟其他慈

善的基金會在做一些資源的分配、溝通的時候，也務必要考慮到其他的弱勢

團體，以及細水長流的想法，謝謝。 
A13：謝謝、謝謝您的建議。其實這個我一直都很關注這樣的問題，就是短線和

長線的問題。我本人的意願的話，不是做落地的，其實就是做一個平台，通

過這個平台，讓企業家們知道這些小的 NGO 組織，他們做得很準、很精確，

但是不夠資金，希望企業家把它量畫大，這是我長線的作法。但是因為這次

災難太大了，使得我們必須要突然之間調整，就是人性把我們推到第一時間

去做，因為不是每一個人都像您這樣的冷靜思考長遠的問題。其實您講得非

常好，其實排擠別的 NGO 組織，沒有人想做，但是有的時候它的一個大環

境就是這樣，任何一個循環都可能造成這種困境，只要我們用心去體會每一

個感受，我們就會知道，我們就努力地去做好自己的本分，謝謝。 
 
Q14：李先生您好，我是來自法國，森林系一年級學生，也是臺大拳修社的社員，

想請教您從武術的學習，得到了什麼？ 
A14：其實武術呢，有幾個層次的學習，一個是在小的時候對武術的學習，是體

能和意志的鍛鍊，因為每天要八個小時的訓練，不是情願的，但是被老師逼

的要做，所以這個對我的意志，可能從小到大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使得我

在體能上面對任何困難的時候，想想小時候，都不是太大的困難，不放棄。

但是從哲學上，武術只教了我相對，就是有一個槍、有一個盾，你這麼打，

以柔克剛、以剛克柔，就是一個相對的東西，所以也幫助了我要知己知彼。

武術的相對哲學，可以運用在很多 business 裡頭，只要是相對、只要是意志，

但是唯一解決不了，就是心的問題，那是我才從佛教的知識裡學到最後的那

個門檻，我跳出相對的二，而變成一的感受，是充滿了快樂的。不過我還在

學啦！其實就是很開心了，當你找到那個一的時候，你就會很開心。 
 
Q15：李大師您好，我們知道您演過很多電影，請問您在每部電影中，有給您帶

來什麼樣的啟示呢？ 
A15：如果現在來說，電影就是夢工廠嘛！作夢的地方、造夢的地方，把我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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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想像的故事，通過電影去急速的表達，因為當我跟你說，我未來十年將這

樣、這樣做的時候，你可能覺得很無聊，那沒有辦法，我只有透過三個月，

拍了個電影，把我未來十年想的東西想出來了，可能直覺上看到了一些夢幻

的東西。但是電影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人生如夢，因為每個電影裡，我扮

演了不同的人，最多的，就是可能比同學多一些經驗，就是我的一生中，可

能拍了三十多部電影，我有三十多次人生的經驗，不同的角色，他有他的生

命，可能濃縮了三十次生命的經驗而已，但是對於李連杰來講，他最大的人

生喜事，就是它是一種夢幻。當他觸摸的那個時候，他是真實的；當他稍一

瞬間的跨過，它就是虛幻的，這是一種感受吧，謝謝。 
 
Q16：可不可以請您分享宗教給您最關鍵的啟發是什麼？ 
A16：宗教對我個人最大的影響，就是，沒有宗教。我用我的理解、感受跟大家

說一次，釋加摩尼就像一個非常好的醫生，他寫出的佛法，就像藥方，醫生

開了藥方，而僧人就是出家眾，他就像護士，藥方有了還不行，還要有護士，

每一個藥方是針對每一個不同年齡、不同 level、不同感受的人的藥方，所

以這樣僧人看著，你適合這個，他適合那個，所以不同的人適合不同的藥方。

但是如果你的病慢慢、慢慢治好了，你也別再吃那藥了。如果還拿著那藥方，

你就變成又中毒了，就還是另外一個毒。所以，清楚病拿對藥方，所以找的

護士、找好的藥方，吃了這一個，你就幸福、快樂。如果不對，就換另外一

個。自己去尋找，其實你自己是病人，你知道哪裡不舒服，找到病因，就去

掉病因，一去掉病因，我們就幸福快樂。這個是我從佛教裡面找到的。最後

如果我大部分的病都去光了，那我基本上就是說二十四小時裡，有二十小時

是開心的，還有四個小時是煩惱的，謝謝大家。 
 
Q17：我是臺大國際事務研習社的前社長，那我們社團在去年八月去緬甸做了一

個月的國際志工，那在今年八月就是快要來到暑假了，我們還會延續這個傳

統，再次去一次緬甸，也是做一個月的國際志工。那這邊我想代表我們社團，

邀請李連杰老師，可不可以在下星期二的晚上七點到九點，來我們社團作一

次有關，老師說的心靈環保的分享？謝謝。 
A17：謝謝您的邀請。下星期二？十號嗎？我已經在香港啦，呵呵，謝謝。你看，

你使得我那個白裡面，黑又擴大了點，又讓您失望，所以又心裡不高興了，

但是我沒有辦法。第一個我要解釋，我今年連戲都不拍，其實我很清晰自己

在做什麼，我年初的時候已經知道，年輕的基金剛成立，團隊組建，今年的

一年非常關鍵，所以我不拍戲，所以我要不同的做。比如說這次台灣之行，

其實去年底我已經決定了。縱使突發事件我要做，但是長久的必須做。所以

我必須長久，我不能整天突發。所以我今年一年的時間，每個禮拜、每天、

每天作什麼，大概都排到年底了，所以真的不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