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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為導戒殺生
悲念引航願茹素
明確善念生功德
亮燈普照真覺悟

防疫的靈方妙藥，就是人人茹素齋戒！
證嚴上人的呼籲，讓我們一呼百應，千應，
萬應。

我個人已經茹素28年，願生生世世茹素。
願募您的一念心，一餐、一天、一周、一月、
一年皆好，皆歡喜，共同響應。

一起到慈濟全球資訊網，發願與呼應！
http://go-vegetarian.tzuchi.org.tw/

http://go-vegetarian.tzuchi.org.tw/


《牆》梅克爾為哈佛大學畢業生演說，值得深思。

德國總理梅克爾為哈佛大學畢業生演說，她有感於
自己和同一代政治人物即將退出世界政治舞台，鼓
勵畢業生相信「沒有不可能」。時時思考自己是在
做對的事，抑或只是便宜行事，懂得換位思考看世
界、除去心牆。「永遠不要把謊言塑造成真理，或
把真相詆毀為謊言」。

擔任德國總理15年，這些日子裡，梅克爾（Angela 
Merkel）也被視為西歐的領導人。直到這段歲月進
入尾聲，世界才發現難以為她的位子尋找接班人。

這場主題演講隻字未提川普，但她所傳達的世界觀，
與川普以及在歐洲和世界各地興起的右翼勢力截然
不同。而且，值得關注的是，她抒發己見的舞台，
就在美國最著名學府哈佛大學。過程中梅克爾有10
多次被打斷，但打斷她的是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及全
場起立報以的掌聲。(May 30, 2019)

梅克爾為哈佛大學畢業生演說剖析

本期週刊我挑選梅克爾為哈佛大學畢業生演說
作為本期的主題，左邊是引用天下雜誌的報導
及全文，右邊是我個人補充的一些想法，相輔
相成，希望能引領大家對現今的世界觀，以及
個人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的角色有所省思。



今天我很高興來到這裡，並想告訴你們一些我的
經歷。今天也將是你們走向生活挑戰的開始。現
在，機會的大門正在向你們打開，多麼鼓舞人心。

德國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 對這種情況有一
些美妙的描述：「所有的開始都擁有神奇的力量，
護衛和幫助我們的生活。」當24歲的我拿到物理
學位的時候，這首詩啟發過我。

那是1979年，世界被分成了東、西兩大陣營，
處於冷戰階段。畢業工作後，我每天下班走過柏
林圍牆，那是一道鋼筋水泥障礙，阻隔城市、人
民和家人，包含我自己的家人。我不是異見者，
也沒有衝撞過那堵牆。但是，我也從來無法否認
那堵牆就在那裡。我不想自己欺騙自己，柏林圍
牆囿限了我的機會，它真真實實的擋住了我的去
路。但它存在的那些年，卻也有做不到的事：它
無法囿限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想像力、夢
想和渴望。

開始，思考，想像
In all beginnings dwells a magic force.

For guarding us and helping us to live.

赫爾曼·黑塞、或譯作赫曼·赫賽，德國詩人、
小說家，他難以列入德國文學家的任何一種流
派中。黑塞不遺餘力地探索廣含人性的種種不
同可能，意即「非分裂狀況中的人性」。
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黑塞是德國著名的文學家，也是影響我這輩子
最大的一位作家。著名的小說流浪者之歌就是
他的作品，也被林懷民改編搬上舞臺。梅克爾
一開始就引用黑塞的詩，正展現她的人文素養，
作為一位物理化學家，政治領袖，有人文素養
才能引領她做出正確的決策。而她也將這樣的
養分傳遞給哈佛大學的畢業生。這首詩的原文
應該是說：所有的開始都蘊藏著神奇的力量，
可以引領跟幫助我們活下去。這與證嚴法師說
「做就對了」有異曲同工之妙，有大力量。



1989年，自由浪潮席捲歐洲。從波蘭到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還有東德，成千上萬的
人勇敢地湧上街頭。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柏
林牆！我親身經歷過動彈不得、無從改變的
景況。親愛的畢業生們，這是我想與你們分
享的第一個經驗：任何看似如磐石、亙古不
變的事，事實上都可以改變。

不久之後，我們這一代的政治家將退出歷
史舞台，你們是將我們帶到未來的一代人。
保護主義、貿易衝突，危及國際自由貿易，
讓我們的繁榮基礎漸漸流失。數位資訊革命
從各層面影響我們生活。戰爭和恐怖主義導
致人們流離失所。氣候變化對地球的自然資
源構成威脅，而人類需要對這個危機以及更
多的後果負責。我也會在德國努力，在2050
年達成碳中和的目標。

改變，影響，責任

這一段談話觸及到改變(Change)，任何看似如磐石、
亙古不變的事，事實上都可以改變。那是越變越好，
還是越變越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我們要擁有
正確的判斷，知道每個改變的影響，如何保有正確的
價值觀，正確的行動，讓我們在不斷改變及進化過程
中不會產生危機，不會讓我們所處的地球造成威脅，
不會讓國與國之間產生衝突，是我們現在重要的課題，
我們責無旁貸的必須要負起責任。
梅克爾談到改變，這是大家很有感的，而她也點出了
當前的危機，這是她的睿智。她更提出了人類需要為
這個危機及更多的後果負責，這是領導人必須要有的
格局魄力與眼光。她更明確告訴大家，自己的目標與
責任。這樣的精神能夠傳承，人類才能有未來。



我們要能夠、也必須盡一切可能，應對
這一挑戰。現在行動還來得及，但是需要
我們每個人都發揮作用。比起過往任何時
刻，現在的我們更需要多邊合作，而非單
邊行動；要全球性思考，而非國家思考；
要對外開放，而不是孤立主義。簡單的說，
我們必須牽起手，而不是孤軍奮戰。

親愛的畢業生們，你們將來會有比我們
這一代人更多的機會。畢竟，光你們的智
慧手機，就可能比蘇聯製造的IBM主機電腦，
具有更多的應用能力。例如，現今我們可
以用人工智慧，從數百萬張影像裡找出病
徵，用於更好地診斷癌症等疾病。將來，
一個充滿洞察力的機器人，就可能幫助醫
生和護士關注病患個性化需求。2019年畢
業生們，你們將很大程度地決定我們在未
來如何利用這些科技。

多邊合作，全球性思考，善用科技

梅克爾提到的多邊合作，在組織來講就是團隊合作。
而全球化的思維就是整體性的思維，不要本位主義。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都是世界的公民，如果每個
國家從自己的角度來思考，那就有點狹隘，就會造成
很多的困擾。何況我們現在的氣候變遷議題更是一個
全球性的議題，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同一個天空，
同一個海洋，我們同是人類，彼此息息相關。
我們要學會利用現在的科技，要選擇一個正確重要的
事情去做，將這件事做好，對世界產生正向的影響力。
全球性的思考(Global Perspective)對於現代人而言
是很重要的，就是要以全球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這是
被很多跨國企業列為高階主管必備的能力之一。
團隊合作，全球性思考，善用科技，在這個時代非常
重要，我們是否具備了呢？



作為德國總理，我經常自問，我做對了嗎？我這
麼做是因為它是正確的事，還是僅是便宜行事？
這也是你需要問自己的問題。請思考我們是在制
定科技規則，還是科技把我們牽著鼻子走？我們
是否充分優先考慮人的尊嚴，還是只是將大眾當
成消費者、大數據來源，甚至是觀察監控對象？
這些都是具有挑戰的問題。

我的經驗是：如果我們習慣換位思考，就可以
找到很好的答案。這還包括，我們能尊重他人的
歷史、傳統、宗教和身份，堅守自己的價值觀並
保持一致。在緊迫之下，也能不衝動行事，且保
持深思熟慮來做決策。當然，這肯定需要勇氣。
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對他人以誠相待。也許最重
要的，我們首先要能誠實地面對自己。永遠不要
把謊言塑造成真理，或把真相詆毀為謊言。我們
不能把缺陷看做正常。

換位思考，深思熟慮，誠實對己

領導人要常常反思，更要思考去做正確的事情。
做正確的事之外，不可以有便宜行事的思維，
否則會害了大家，或是留下日後的包袱。
決策時要考慮到人的尊嚴，要換位思考，更要
尊重他人。即使在緊迫之下，也能不衝動行事，
要保持深思熟慮來做決策。
梅克爾用分享的態度告訴我們如何正確思考與
做決策。接著談到她自己做人的原則，那就是
真誠待人，且誠實面對自己。
我的內人常常與我分享，以前身為一個台大人，
考試的時候寧可被當掉，也不可以作弊。不知
道這樣的校風是否還在？
在1997年，我擔任一個非營利組織的總經理時，
特別提出價值、尊嚴、真誠作為價值觀。所以
梅克爾的演講讀起來特別親切有感。



然而，親愛的畢業生，有什麼可能阻
止你們？阻止我們實現這些？答案是：
牆。人們心中的牆，無知的牆壁和狹
隘的思想。它們存在於家人之間，也
存在於社會中不同膚色、民族和宗教
的群體之間。牆不斷阻止我們對世界
協調合作的設想。我們是否能做到這
一點，取決於我們自己！

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個人自由不
是從天而降的，民主制度也並非理所
當然地一直健全存在。同樣，人類的
和平和繁榮都不是必然的。但是，如
果我們打破桎梏自己的牆壁，如果我
們擁抱開放，並有勇氣步入新的開始，
一切皆有可能。

跨越心牆，擁抱開放，有勇氣開始

人們心中的牆，無知的牆壁和狹隘的思想。這是阻止我們
進步，我們必須跨越的牆。這與佛家講的「無明」是一樣
的概念，我們是否能做到這一點，取決於我們自己！也與
佛家思想不謀而合。
回到一開始，引用黑塞的詩：「所有的開始都擁有神奇的
力量，護衛和幫助我們的生活。」梅克爾鼓勵我們要擁抱
開放，有勇去去開始，不要怕，一切皆有可能。
靜思語：「不要小看自己，人有無限的可能」。這些想法
彼此是不謀而合，都是符合真理的。
黑塞不遺餘力地探索廣含人性的種種不同可能，包括研究
佛教，流浪者之歌就是根據佛陀的一生改寫的小說。看來
梅克爾也是不遺餘力地探索並實踐人性的種種價值與尊嚴。
對於她的思想與行動，我深表認同與肯定。



當你走出去的那一刻，也是冒險開始的時刻。
學會繼往開來，任何的開始都有結束的時候，
白天始終有黑夜相隨，生命都逃避不了死亡。
我們的一生會遇到各種不同。開始和結束之間，
有著空間，我們稱之為生命和經驗。我一直相
信，我們需要做好準備，習慣結束。因為這是
新起點的啟航，這樣能幫助我們充分把握未來
的機會。

這是我無論做學生，做科研，還是從政後，不
斷體會的道理。誰知道在我離任之後，將會有
什麼樣的生活。但是，一定也會是追求新的挑
戰之生活。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將再次是不
同的新生活。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把這個希望留
給你們，推倒無知和狹隘的牆，因為沒有什麼
必須保持原樣。

(文章轉載自/天下 2019/6/1)

承擔風險，做好準備，追求挑戰

學會了正確思考、判斷、決策之後要付諸行動。接受
風險，接受生死，接受變化這是無常觀。
開始和結束之間，有著空間，我們稱之為生命和經驗。
我一直相信，我們需要做好準備，習慣結束。這正是
因緣觀。
在這過程中，我們承擔風險，做好準備，追求挑戰，
做就對了，勇敢的啟航，才能開展不同的未來。
人生是一段段的新旅程，充滿了變數與挑戰，但面對
它，活出自己，是我這一生的責任。過程中，我還要
考慮環境的變化，他人的尊嚴，我該做的事情，思考
我準備好了嗎？如果沒有，就等待、忍耐與學習吧。
梅克爾的演講不花俏，很實用，很有內涵。內行的人
會給予高度的肯定，但不知道哈佛的畢業生理解多少，
能夠實踐多少？我由衷地希望，人人可以從自己做起，
為自己負責，走出自己的路。



安格拉·多羅提亞·梅克爾（ Angela Dorothea Merkel ，1954年7月17日－），婚前
姓卡斯納（Kasner），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籍女性政治家、物理及量子化學學家。
1954年出生於漢堡，畢業於萊比錫大學，修有物理學碩士及量子化學博士專業。學
業生涯結束後，梅克爾曾在德國物理、化學的科研領域工作。

1989年進入政界，1990年起陸續在聯邦政府內閣中擔任過婦女青年部長、環境與核
能部長等職並在1991年當選為聯邦國會議員。2000年當選為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黨
領袖，2005年11月出任德國總理至今。梅克爾是德國歷史上首位女性聯邦總理，也
是兩德統一後首位出身前東德地區的聯邦總理。

梅克爾前後擔任基民盟黨魁十八年有餘，至今擔任國家總理亦近十五年。如此長的在
任時間在政黨輪流上臺的西方民主國家中相當罕見，也從側面證明了梅克爾作為女性
國家領導者具有的相當政治素養及個人實力。在任上，她被視作歐盟實際的領導者，
特別是在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之後更是強化了這種定位。但其對於難民湧入採取相
對軟性的懷柔政策亦在德國甚至歐洲產生了相當負面的影響，她本人亦在歐洲及國際
社會備受質疑和批評。(維基百科)

上面最後一段最後一句是維基百科撰寫者個人的觀點，我個人對梅克爾的難民政策表
示支持，這是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德國因此接納了100萬名難民，國內或許會有許
多反對的聲音，但這個政策仍堅定的向前，造福了數百萬人，我認為是正面的影響。

梅克爾小檔案

讀完梅克爾對哈佛
大學畢業生的演講，
我在落標題的時候
列了18個重要的價
值觀。這涵蓋孫子
兵法說的將之五德
智信仁勇嚴，五德
具足，難怪她可以
在任15年。如果要
選一個當今世界上
的傑出領導者，我
推薦梅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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