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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
不以聰明為先，
而以盡心為要；
處世，
不以成功為急，
而以結緣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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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寺活動看版
6/10-8/1     佛光西來學校暑期課程
6/15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6/16        父親節感恩祈福暨壽誕之禮、蘭卡斯特
 教授英文佛學講座、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6/21-23     佛光兒童夏令營
6/29        慶祝國慶日掃街
6/30        洛杉磯青年團Malibu健行活動
7/4         慶祝國慶日遊行、毓麟典禮

佛光新聞

星雲大師與劉長樂對談 廣結善緣 走上成功之路

 【本刊訊】人人渴望成功，成
功的定義是什麼？成功的條件為
何？如何走上成功之路？修養是做
人處事重要的一環，該如何養成？
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節目製作
單位，為探討這兩大議題，禮請佛
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與鳳凰衛視董事
局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長樂，分享人
生智慧。一位佛教界一代大師、一
位媒體事業有成總裁，四、五兩日
分別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菩提廣場
及玉佛殿，暢談成功關鍵與修養之
道，由鳳凰衛視記者 彭詩婷提問，
星雲大師和劉長樂對答，以下為兩
人充滿生命智慧的見解：
  問：人人渴望成功，成功的定義為
何？
  星雲大師：舉世的人都希望成功，
但不一定人人都能成功，不一定有
地位才能成功，也不一定家財萬貫
就能成功。
  成功最重要的是要正派、有道德，
被人認定是君子，給人接受及讚
美，對人類有利益及影響力，在思
想上能影響別人，在學術教化及行
為示範，能作為社會大眾的表率，
對社會有影響，皆是成功。 
  劉長樂：從佛法的角度言，一個人
確立人生目標，向這個目標努力，
這是成功的過程，但過程中，「發
心」很重要。沒有星雲大師當年的
發心，就沒有今日的佛館； 佛陀當
年發願，經過出家、苦行、悟道，
邁向成佛的艱辛過程。在佛陀和大
師身上，成佛與成功是緊密結合，
他們的成功令我們欽佩。
樹立典範 才算成功
  問：在做人處事中，如何培養成功
條件？
  星雲大師：在文學上有造詣，是文
學的成功；科學上研究成功，對人
類社會有益，是科學的成功；待人
好、正派、負責、勤勞、不傲慢，
對人和氣，則屬於做人處事上的成
功。
  劉長樂：成功要有三個「立」—立
志、立德、立身，立志後，經過漫
長的立德過程，最後才能立身，因
此「立志」對人的成功很重要。
  成功的人首要確定目標，沒有目標
及立志就無法發心，沒有發心就很
難成功。
  問：大師辦學、辦報紙、辦電視及
文化事業，覺得自己成功嗎？
  星雲大師：這談不上成功，只能說
是對社會盡一分心意，造福利益社
會大眾。
  人要成功，除了事業，在心念及言
行舉止上，也要樹立為人的典範，
才算成功。
  至於我個人不能說是成功，只是因
為我心中物質欲望少，心中只有大
眾，我是眾中之一，沒有特權，一
茶一飯與大家一樣生活，我僅是比
大家多發心，心如田地，開發就能
播種，未來就有收成。
助緣愈多 成就愈大
  問：請談談年輕人的通病，並給年
輕朋友成功的建議？
 星雲大師：年輕人的通病是沒恆

心、不耐煩、不知感恩報恩、不知
融入大眾、不重視道德倫理，只重
視個人利益，看重個人的金錢、愛
情，因此是不安定的。
  現代年輕朋友，不一定總是要往外
追求，要看住自己的心，觀察自己
的心，重視人格道德。
 年輕人要看到將來，眼光放遠，
把重心放在人格培養上；這個社會
沒有大眾不能成功，成功需要很多
助緣，能有家庭、事業、朋友的管
道，管道愈多、將來成就愈大。
 社會青年要秉持「慈悲喜捨」
的四無量心處世，慈是給人快樂；
悲是為人拔苦；喜要將歡喜散播全
世界；捨則是說好話讚歎他人、服
務人群，能捨就能得，皆是增長未
來、成就前途的資糧。
  劉長樂：年輕人「自立」很重要，
不要一天到晚換工作、換朋友、換
愛情。
  如果根本不會游泳，換再多游泳池
也沒用；如果根本不愛工作的人，
換再多工作也沒用；不懂愛情的
人，換再多男女朋友也沒用，因此
自立很重要。
面對困難 昂首挺胸
  問：俗語說：「吃得苦中苦，方為
人上人。」請教大師，吃苦是成功
的方式嗎？
 星雲大師：年輕人要「多吃苦」
，苦是磨練、是增上緣，在苦中學
習，刻苦銘心。
  人生如同花朵不能長久，不能承受
大風雨水的滋潤，怎能禁得起時間
考驗？面對困難要昂首挺胸，要想
辦法禁得起風霜雨雪的磨練。
  至於如何成為「人上人」？我以「
四弘誓願」說明，「眾生無邊誓願
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
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人上
人」不一定在境界上有分別，而是
在學問理念、思想、氣質、悟道方
面，能比人多一點、比人強一點，
青年應當要立志往好的方面多學
習。
演繹失敗 走向榮耀
  問：如何看待成功與失敗？
  劉長樂：成功與失敗皆是過程，其
間互有因果關係，幸運和不幸，成
功與失敗，如同筷子兩隻，缺一就
無法吃飯。
 像是著名漫畫「Peanuts（史奴
比）」作者查爾斯‧舒茲（Charles 
M. Schulz） 的一生，從小埋首畫
畫，即使畫作被迪士尼公司退件也
不放棄，繼續將自己失意、頹喪的
過程畫下來，最後畫出「Peanuts（
史奴比）」而一舉揚名。
  漫畫中的主角查理‧布朗說：「一
個失敗的人，把失敗故事用漫畫演
繹出來，獲得成功。」
給人歡喜 順勢出力
  問：如何走上成功之道？
  星雲大師：不一定要做大人物才成
功，做小人物、普通的學子也能成
功。
 孔子弟子顏回居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那是成功的人生；住在小
房子裡的夫妻，生活美滿、談笑歡

喜，也是成功，只要不破壞別人、
不嫉妒別人，有多少、用多少，就
是自己的成功。
 成功要靠管理學，先把自己管
理好，才能管理幹部、部下，幹部
管理好，群眾就好了，更要廣結
善緣，以真心、誠信，以及給人歡
喜，肯給人才能成功。
  劉長樂：以鳳凰衛視為例，因希望
在英語媒體主導的世界，華語媒體
能有名副其實的地位和生存空間，
因而「發大心」讓華語媒體走向全
球。
  此外，也要「順大勢」，依循中國
改革開放的措施，然後「集大成」
，匯集華人的媒體菁英團隊，把東
西方媒體的精采節目集其大成；最
後更要「出大力」，要吃苦，埋頭
苦幹才能成大事、建大業。
大眾優先 修身養心
  問：做人要有修養，該如何做才稱
得上有修養的人，請大師談修養的
定義？
  星雲大師：桌子壞了要修補，衣服
破了要修補；房子漏水也要修補，
人不健全也要修補，這就是修養。
  真正有修養的人，是養成好人之氣
質，有修養的人不畏懼生死，有道
德勇氣且見義勇為，不沽名釣譽、
不自私自利，以大眾利益為優先考
量，這才是修養。
  有修養的人，內心有力量，勇敢有
智慧，有氣質。中國人的未來就是
有修養，修養得很有涵養，讓人見
到就覺得不同凡響。
  有修養的人不要求別人，凡事反求
諸己，反省、觀照與檢視自己的言
談是否得體，舉心動念上對天地、
下對良心，並覺得自己在群眾中無
愧我心。
  劉長樂：「修養」二字，我解讀為
修身養性、修身養心或者是修行教
養，「修養」在儒家思想中有許多
論述，心很慈悲、性格柔和、智慧
高遠、道德愛人皆是修養的條件，
「修」養，要把自己「修」成功，
「養」成功。
勤修三學 熄滅三毒
 問：想有所修養的人，如何對治
貪瞋癡煩惱？
 星雲大師：貪瞋痴等煩惱不容易
降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以慈悲正念、般若智慧應對，就能
降伏許多煩惱。要有修養，從戒定

慧開始，戒而不瞋，定而有力，慧
解實踐，戒定慧即是降伏煩惱的修
養。
 劉長樂：「立志、立身、立德」
是修養很重要的環節，因此以戒定
慧三學，對貪瞋痴三毒，勤修戒定
慧，熄滅貪瞋痴，這就是修養的過
程。
 問：在修養人格的過程中，如何
觀照自己內心？   
 星雲大師：若以「國王」譬喻「
心」，「身體」就如同村莊，住著
眼、耳、鼻、舌等人民，能管好人
民的，就是好村莊。
 心也如同猿猴，可以跳動不停；
心也會有煩惱，好心生起時如同上
天堂，一旦壞心生起，彷彿下地
獄，因此，需要好好控制掌握我們
的心。
 時時刻刻把心放在佛法上，就是
最好的控制；把心放在道德慈悲層
面，用心思在做好事上，出現的就
是慈悲心、忍耐心、利眾心，則能
無事不辦。
 修養就是把事情看清楚，把人我
是非看清楚，不隨意逞匹夫之勇，
所以修養要靠平常練習。
拔苦與樂 藉境練心
  問：有修養的人不生氣嗎？
  星雲大師：生氣免不了，但要明白
生氣原因為何，若是為自己利益，
則沒有生氣必要。為了國家、大眾
及福利社會的問題，利於大眾則要
有道德勇氣，這也是修養。
 問：慈悲與修養的關係如何？
 星雲大師：慈悲就是修養，有
修養的人就會慈悲。如何培養慈悲
心？慈就是給人歡喜，悲就是幫助
別人解決痛苦，時時刻刻為人解決
困難，不斷提起慈悲心，就能增長
慈悲心。
 問：修養是否要透過苦行僧方
式，才能修養身心？
 星雲大師：日常生活是最好的修
養，菩薩畏因、眾生畏果，眾生不
怕因、怕果，但下到地獄才悔不當
初，所以修養自心，因和果都應該
留意。
 「修養」口說無用，要做才有益
處，說得口沫橫飛，於事無補。若
遇到別人罵我們也不計較，雖然看
起來像是吃虧，但假如大家藉此學
習修養，吃些虧也無礙，到處讓人
又何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