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勵志格言 

序言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的財富，吸收和

繼承發揚中華文化，是現代每個炎黃子孫無可推卸的

天職。 

    在這無比豐厚的文化寶庫之中，精煉的格言和諺

語，易記易誦，親切易懂，言簡意深，一句句閃閃發

光的短語，吸引著人們步入哲理的高深殿堂，往往比

長篇宏論更為引人注目、共鳴與遐想。所以，格言和

諺語是語言與思想二者錘煉和昇華而成的民族文化精

華。 

    但是，一般的社會大眾，即使受了十幾年的現代

教育，未必有機會閱讀和享受到這些令人振奮、反思

的精警字句。 

    本著弘揚中華文化的宗旨，為了使珍貴的格言和

諺語能夠融入到大眾的生活裏去，共同享受這民族的

財富，從而提高文化素質和高尚的情操。本書彙集古

今格言和諺語的精粹，義理豐富，精簡流暢，格調高

雅，蘊藏著無限的智慧和先哲的苦心、無聲的啟迪，



可以使我們進入寧靜、睿智與解脫的境界，震撼人們

止步不前的惰性，鼓勵我們奮勇邁向成功美好的人

生。 

    所以，本書既可當作修身養性的聖典，也可視為

怡情小品、吸取其中金玉良言，貯存於心，終生受用

無窮，更可淨化心靈，提升思想達至善之境。 

西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華道德學會 謹識 

自 勵 

    世人於患難憂慮之際，往往以酒色消悶，乃不智

之至；須知古人于患難憂慮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

其功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健康。聖賢之所以弘

道，仙佛之所以得證果，所爭皆在大磨折之日，將此

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的胸襟，有坦蕩的意境，則

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以充沛的精神，以達

願望。故曰：『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凡有自尊心的人每能奮發向上，若能夠配備謙虛

求教的美德，那麼他的事業會如順風送輕舟，一帆千

里。相反地，自尊心過強，變成剛愎自用，難與人親



近，那麼自尊便陷入歧途，一事無成。 

    『衡量生命的價值，是以思想言行，而非以壽命

的長短』。 

    人世間一切的橫逆、災難和困苦，都是磨煉英雄

豪傑心志的洪爐和鐵錘，只有經過千錘百煉之後，才

能為國家擔負起艱巨的任務，創造光明的前途。所以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惡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一個人作人做事必須誠實勤奮，即使是在沒有人

聽見沒有人看見的地方，也絕對不可作見不得人的壞

事；尤其當你處於窮困潦倒失意的時候，仍舊要奮發

上進，這樣才是真正有作為的英雄好漢。 

    一個人只有在寧靜中，心緒才會像秋水一般清澈，

這時才能發現人性的真正本源； 

    一個人只有在閒暇中，氣概才會像晴空一樣舒暢，

這時才能發現人性的真正靈魂； 

    一個人只有在淡泊之中，內心才會像平靜湖水一

樣，這時才能獲得人生的真正樂趣。所以說：『寧靜淡



泊，觀心之道。』 

    人必須要有虛懷若穀的胸襟，只有謙虛，才能容

納真正的學問和真理；同時必須要有擇善固執的態度，

只有堅強的意志，才能抗拒財色的誘惑。 

    當你心中浮現物欲、情欲的邪念時，你應該立即

警覺，理智地截止這種欲念的產生，這樣就可以扭轉

災禍為幸福。 

    色欲和物欲像魔鬼一樣，誘惑我們失去理智走向

歧途，只有用智慧的利劍，堅定意志地斬斷這俗世的

煩惱和魔障。 

    靜默是與更高的智慧接觸，使我們免受情感的蒙

蔽，消除偏見清除雜念，忘卻自我，靜如止水，心如

明鏡，這樣才能令智慧湧出，心地明朗，眼光豁達遠

大，更好的判斷事物、待人和處事。所以，每天抽出

一此時間默想沉思，從而透出更大的智慧和靈感，啟

悟人生最崇高的真理。 

    人生是一條數，生命的好與壞，是付出與收穫對

比後的結果。 

    人生在世，必經患難，若沒有患難，就沒有成長。 



    天才，是一份靈感，九十九份血汗。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志。 

    有志者事竟成。 

    窮己徹骨，尚有一分生涯，餓死不如讀死，學未

愜意，正須百般磨練，文通即是運通。 

    成功的先決條件，是不變的信心，堅強的意志。 

    努力向前，默默耕耘，機會和成功，必屬於最堅

忍的奮鬥者。 

    當幸運之神要贈給成功的冠冕之前，往往會用逆

境嚴峻地考驗你，看看你的耐力與勇氣是否足夠。 

    失敗乃成功之母！失敗次數越多，成功的機會亦

越近；成功往往是最後一分鐘來訪的客人。 

    多思則明；多學則精；多問則博。 

 

處 世 

    人世間真正的愛，是稀世珍品，是財富買不到的，

權勢占不了的。世上的愛可分成三種： 

    第一種：「如果」的愛。例如：「如果」你聽從我



的話，我便愛你。 

    第二種：「因為」的愛。我愛你，「因為」 你很美

麗。我愛你，「因為」你有財有勢。 

    這兩種愛都是有條件的，一旦條件消失了，那麼

所謂的愛也就化為烏有了。 

    第三種：「雖然」的愛。我愛你，「雖然」你的事

業失敗了，或者是貧病交加；我仍然愛你。這種愛是

沒有條件，沒有報酬的，是人類中最偉大純潔的愛。 

    所以說：「愛出於至性至情，它是毫無條件的。」 

    笑！世人和你同笑。哭！世人和你同哭。笑是得

人歡喜的東西，笑會使你和藹可親，笑可以消除憤怒

和憂慮，使你與人相處融洽。所以說：「笑猶如香水，

向人灑得多了，未有自己不沾上幾滴的。」因此，我

們習慣以笑面對人，自己的心情也自然輕鬆愉快起來

了。 

    一個肯信任別人的人，雖然別人未必全都是誠實

的，但是起碼自己卻先做到了誠實；一個常懷疑別人

的人，雖然別人未必都是虛詐的，但是至少自己已經

先成為虛詐的人。 



    在動亂時代，局勢急劇變化中，要把握住自己的

腳步，站穩立場，才不致於被時代的巨浪所吞噬掉；

當處身於姿色豔麗的美色之中，必須把持住自己的情

感，才不致被美色所迷惑。 

    當你事業不如意，而處逆境之時，應該想想那些

還不如我的人，這樣你就不會再怨天尤人；當你事業

很如意，而使精神鬆懈之時，應該想想比我更強的人，

那麼你的精神自然能夠振奮起來。 

    不要在高興時不加考慮隨便對人許下諾言，不要

在酒醉時不加控制隨使對人亂發脾氣，不要在得意時

不加檢點惹事生非，不要在疲勞時疏懶不把事情作

完。 

    一個人的內心假如不被物欲所蒙蔽，他的情緒就

會像秋天的碧空和平靜的大海那樣開朗，一個人空閒

的時候，如果有琴書陪伴消遣，就會使你的生活像神

仙一般的逍遙自在。正是：「心無物欲乾坤靜，坐有琴

書便是仙。」 

    當一個人從名利場中退出來以後，再冷眼旁觀那

些熱中于名利的人，才發現在名利場中奔波勞碌生活



毫無意義；當一個人從繁忙工作中抽身到山間鄉村去

休息，這時候你會體會到回歸大自然的安逸悠閒的樂

趣。 正是：「冷靜觀世事，忙中去偷閒。」 

    如果要減低對物欲的誘惑，每天栽花種竹培養生

活情趣，可以把世間煩惱拋到九雲霄之外；當你的腦

海已經無煩惱之後，每天面對佛壇燒柱清香，再品嘗

一壺香茗，自然就會使自己進入忘我的神仙境界。正

是：「栽花種竹，心境無我。」 

    人如果經常漫步在山川林泉岩石之間，由於受景

物的影響，就能使城市的俗念逐漸消失；人如果經常

沉浸在詩詞書畫的雅境之內，就會使你庸俗的氣質逐

漸消失。所以一個人要提高自己的才德修養，不僅要

遠離對名利的追逐，而且要經常回歸到大自然的環境

之中調劑身心。正是：「聖境之下，調心養神。」 

    一個財富積聚得太多的人，整天憂慮自己的財產

被人奪去，可見富有不如貧窮者那樣無憂無慮；一個

身居高位的人，整天患得患失擔心自己會丟官，可見

為官不如平民那樣逍遙自在。正是：「富者多憂，貴者

多險。」 



    只要有一個快樂的境界，就會有一個不快樂的事

物來抵消；只要有一個美好的光景，就會有一個不美

好的光景來抵消，可見有樂必有苦，有好必有壞，只

有平平凡凡，安分守己才是最快樂的境界。 

    一個人的品德、氣度、經驗三者是不能分離的，

因為品德會隨著氣度的寬宏而增長，氣度也會由於豐

富的人生經驗而更為寬宏，因此想要增長自己的品德，

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氣度寬巨集，要寬巨集自己的氣度，

就不能不增長自己的生活歷練。 

    沒有風吹水自然是平靜的，沒有塵遮蓋鏡面自然

是明亮的。人類的心靈正像水面和鏡面，原本是平靜

而明亮的，而邪念就像是風和塵土，破壞了平靜和明

亮。所以只要排除一切邪念，生活自然快樂幸福了。 

    人雖至愚，責己則明。人雖聰明，恕己則昏。以

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便是聖賢。將心比心，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便是佛心。 

    錯誤必生煩惱，罪惡必趨毀滅，時時自覺，念念

自知，事事心安，秒秒安祥。 

    何必紛爭一寸地，讓他三分又何妨，長城萬裏今



猶存，不見當年秦始皇。 

    春日才看楊柳綠，秋風又見菊花黃。榮華富貴三

更夢，福祿情愛九月霜。 

    寧無事而家貧，莫有事而家富。 

    寧無事而住茅屋，莫有事而住廣廈。寧無病而食

粗飯，莫有病而食良藥。 

 

成 敗 

誠實以啟人之信我；樂善以使人之親我；虛心以聽人

之教我；恭順以取人之敬我； 

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杜人之罪我；容忍以免人

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助我； 

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 

 

成功之道： 

一．目的正確；二．正確的信仰； 

三．身心健康；四．謙虛又和藹； 

五．自覺自製；六．勤奮又熱誠； 

七．體諒別人；八．能吸取教訓； 



九．與人融洽；十．樂善又好施。 

 

居家四敗： 

妻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

慢客者敗。 

和藹為祥氣，驕傲為衰氣，善良是吉星，惡劣是凶星。 

有一分謙讓，便有一分受益；有一分驕矜，便有一分

挫折。 

 

成功的女性： 

對丈夫是好的伴侶和助手，對兒女是好保姆和好老師，

對社會是博施仁慈參與者。 

 

成功的男士： 

擁有一位賢慧的妻子，擁有智慧和健康體格。 

成功，不在乎大和小，而在乎是否盡你的能力做到最

好。 

 

大丈夫的三不： 



一．富貴不能淫； 

二．貧賤不能移； 

三．威武不能屈。 

性情急躁粗心大意的人，作什麼事都不容易成功； 

性情溫和心緒平靜的人，作事考慮周到容易成功。 

世界最重要的人，不是他人，而是你自己，你的信心、

勇敢、正直、樂觀、機智、謙虛、善良、容忍、豐富

的學識、勤懇的工作，才是你的護身符，才決定你一

生的成就。 

 

讀 書 

天地間第一人品，惟有讀書。 

每個人的氣質本難改變，惟有讀書可以改變氣質。 

讀書雖未成名，人格已趨高雅。 

 

讀書要訣： 

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 

人世間任何事，多是利與害兼有，惟讀書有利而少害，

讀一卷書，則有一卷之益， 



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學問是智慧的泉源，品德乃事業的根本。 

百樂無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魚離水則身亡，人離書則神索。 

君子之求學，入于目，藏於心，行之以身。 

眼界要闊，踏遍名山大川，度量要宏，熟讀五經諸史。 

讀書求理，須令自家胸中點頭；與人談理，須令人家

胸中點頭。 

一個真正懂得讀書的人，要能讀到心領神會的境界，

才不會陷入只背誦詞章文句，而不明書中真理。 

家貧者，不可因貧而廢學。家富者，不可因富而怠學。 

貧而勤學，可以立身。富而勤學，名乃光榮。 

惟見學而顯達，未見學者無成。學者乃身之寶，學者

乃世之珍。 

學者乃是君子，不學則為小人。 

造燈以求明，讀書以求理。明以照暗室，理以服人心。 

 

 

 



戒淫養生 

 戒淫文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色盜人精是削肉，

要知精血量有限。 

只圖片刻之歡樂，不知腎衰骨髓枯，無節色欲催命符，

人雖未老身已殘。 

妻妾之外非己色，淫人妻女敗己身，天律淫罪最嚴厲，

壽夭折福殃兒孫。 

青年無知患手淫，血氣未定身已損，潔白之驅鬼相隨，

葬身欲海不自知。 

奉勸世人早自省，色淫兩事深戒之，道德善書常閱讀，

百病頓消健似仙。 

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 

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 

戒妄動，妄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 

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睡，多睡倦神。 

 

戒貪色小故事： 

    宋朝的包宏齊，官拜朝廷密使，年高八十八歲，



耳目聰，滿面紅光，皮膚潤澤，精神飽滿，健步如飛。

當時宰相賈似道，非常仰慕包宏齊身體如此強健，於

是向包宏齊請教養生之術，包宏齊說：「我有一服養生

藥丸，乃是不傳之秘方。」賈似道再三要求其公開秘

方以益眾生，包宏齊見賈似道真誠懇切，才微笑回答

說：「幸虧是我吃了五十多年的養生獨睡藥丸」。令滿

座百官聞之捧腹大笑不已，真正醒悟到要強健長壽，

清心寡欲乃人生養生唯一秘方。勝於皇帝的任何禦制

補品。 

 

養 氣 

少思慮以養心氣，寡色欲以養腎氣，常運動以養骨氣，

戒嗔怒以養肝氣， 

薄滋味以養胃氣，省言語以養神氣，多讀書以養膽氣，

順時令以養元氣。 

 

養 心 

多靜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養心，  

誦古訓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心，常佈施以善心。 



 

積 善 

    為善天降百祥，作惡天降百殃。 

    善事須貪，惡事莫樂。見善如渴，聞惡如聾。為

善最樂，道理最大。 

    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

還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一切都報。 

    為子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行善積德者，

其後必惠。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身。人

起善心，吉神隨之，人起惡念，凶神隨之。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

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

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善為至寶，一生享用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

有餘。 

    終日言善，不如行一善。終生行善，須防行一惡。 

    當勢可為惡，而不為惡，即是善者。當力可行善，

而不行善，即是惡者。 



    富貴之家，若無寬容之心，易遭橫禍。聰明之人，

若無寬厚之心，易損福壽。 

    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但日有所增。行惡

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消，但日有所損。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 

    積善而望報於天者無福。施恩而求報於人者無

德。 

    為善而欲人知之，稱為陽善，徒得虛名。為善而

不欲人知，稱為陰德，天必賜福。 

    貧者而好施，其功德倍于富者。 

    為善最樂，天理昭昭報應無差，為惡難逃，天網

恢恢疏而不漏。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禍。 

    善氣迎人，如沐春風甘霖；惡氣迎人，如逢炎夏

寒冬。 

    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急濟貧；人若不遭天禍，

施捨第一良方。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讀； 



    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一個人能有一顆善良的心，就等於給後代子孫種

下了幸福的根苗，這如同栽花植樹一樣，把花木栽在

土地裏，再澆水施肥（行善積德），就能使花木枝葉繁

茂，而開花結果。 

人存慈悲祥和的念頭，就可創造人際間和平之氣氛。 

人保持純潔清白心地，就可使美名流傳而千古不朽。 

一．不蒙蔽自己的良心； 

二．不作絕情絕義的事； 

三．不浪費物力； 

    假如能夠做到這三件事，就可以為天地樹立善良

的榜樣，為社會創造無窮的財富，為後代子孫創造永

恆的幸福。 

    心地善良的人，言行舉止都極其溫和慈祥，性情

兇暴的人，談笑之間充滿恐怖的殺氣。 

    心地光明磊落的人，即使身處黑夜，猶如置身於

陽光燦爛的晴空之下。 

    心地陰險邪惡的人，即使在大白天，像被魔鬼纏

身一般終日戰戰兢兢。 



    作了壞事而怕人知道，這種人尚存羞恥心，還保

留一點改過向善的良知。 

    作了善事急著讓人知，這種人目的貪圖虛名，已

經種下了可恥的偽善禍根。 

    一個人真誠施恩惠幫助別人，就絕對不會希望得

到別人的報答，所以想要幫助別人，應該幫助那些根

本無能力回報你的人。例如：病、老、殘、弱者。 

    人間私語，天聞如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 

    人可欺，天不可欺，人可瞞，天不可瞞。 

    人善人欺天不欺，皇天不負善心人。人惡人怕天

不怕，皇天必懲噁心人。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惡必有報，天律必

無私。 

    錯誤必生煩惱，罪惡必趨毀滅，時時自覺，念念

自知，事事心安，秒秒安祥。 

    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行。 

    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烈。 



    積榖帛者，不憂饑寒。積道德者，不畏邪凶。 

 

積善故事 

    宋朝名宰相范仲淹，年青時極窮，生活艱難，心

想將來若能出人頭地，定要救濟貧苦者。後來當了宰

相，便把俸祿拿出來購置義田，給貧窮無田地者耕作。 

    有一次在蘇州買屋居住，一位風水先生盛讚此屋，

風水極佳，後代必出公卿。范仲淹心想，既然此屋風

水能使後代顯貴不如改為學堂，讓蘇州城百姓的子弟

入學，將來眾人的子弟都能賢達顯貴，較之自己一家

的子弟顯貴，豈不是更為有益嗎？於是立刻把住宅捐

出來，改作學堂。實踐了年青窮苦時念念利益眾生的

宿願。 

    不久范仲淹四個兒子長大成人，均聰非凡德才兼

備，分別官至宰相、公卿、侍郎，范家的曾孫都賢顯

貴，綿延不絕，傳至今已八百年了，蘇州一帶範氏後

人依然興旺。范仲淹善心為他人謀福利，而犧牲自己

的利益，其功德是無法估量的，而上天所回報給範氏

子子孫孫的福祿，是范仲淹當時所付出的幾十倍、幾



百倍，是范仲淹毫無利己之心，播下了意想不到的善

種，八百年來不斷地開花結果，無意之中為子孫萬代

謀福利，成為行善的典範，受世人的敬仰讚頌。 

    所以，世人若要為子孫謀福利的話，范仲淹的善

行值得效法。 

 

口德 

惡言不出口，苛言不留耳，口者，關也； 

舌者，機也；出言不慎，駟馬難追。 

不知而說，是不聰明；知而不說，是不忠實。 

君子言簡而實，小人言雜而虛。 

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刀劍。 

開口譏誚人，不惟喪德，亦足喪身。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

術之惡，莫大於陰險。 

語言切勿刺人骨髓，戲謔切勿中人心病。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快樂之時說話，沒信用的多；憤怒之時說話，失禮節

的多。 



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背地言其短，令

人不悅，懷恨甚深。 

不必說而說，是多說，多說易招怨；不當說而說，是

瞎說，瞎說易惹禍。 

君子一言當百，小人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 

對失意者，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喜聞過者，忠言日至；惡聞過者，諛言日增。 

言不可輕說，若說話更改，不如不說；言不可輕諾，

若應諾更改，不如不諾。 

所以一言半諾，俱宜謹慎為要。 

有道德、信義、智謀者，必不多言；惟小人、狂人、

妄人者，必會多言。 

言不中理，不如不言，一言不中，千言無用。 

口舌禍之門，滅身之斧也。 

與善人言，暖如布帛。傷人之言，痛如刀割。刀瘡易

好，惡言難消。 

口是傷人斧，言是割舌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好。

得人善言，如獲金珠寶玉。  

見人善言，美于詩賦文章。聽人善言，樂於鐘鼓琴瑟。 



 

福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智慧

編著善書，謂之福，有聰明敦厚資質，謂之福。 

無是非糾紛，謂之福，無借欠錢債，謂之福，無疾病

纏身，謂之福，無煩惱憂慮，謂之福。 

妻賢子孝，謂之福，長壽健康，謂之福。 

一點慈愛，是積德的種子，是積福的根苗。 

一念容忍，是德行的種子，是無量的福田。 

人若日行一善，福雖未至，禍自遠去！ 

人若日行一惡，禍雖未至，福自遠去。 

福由己發，福在積善；禍由己生，禍在積惡。 

現在之福，積自先祖，不可不惜；將來之福，留予兒

孫，不可不培。 

現在之福，如點燈，愈點愈少；將來之福，如添油，

愈添愈多。 

人間的幸福不可以勉強去追求，只要能夠經常保持愉

快的心情， 

這已經是追求人生幸福的基礎，再加上勤奮努力幸福



就會到來。 

在人的一生之中有苦也有樂，只有在苦難中不斷磨練

自己，而努力得來的幸福才能長久。 

心地仁慈博愛的人，由於胸懷寬闊舒暢，才能享受長

久福分。 

佛陀說：『名利的欲望太強烈就等於使自己跳進火坑，

貪婪之心太過強烈就等於使自己沉入苦海，只要有一

絲純潔觀念就會使火坑變成水池，只要有一點驚覺精

神就能使苦海變成樂園。』 

原文：「利欲熾燃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

清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船登彼岸。」 

有人來問蔔，如何是禍福。我虧人是禍，人虧我是福。 

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 

清貧常樂，濁富多憂。 

 

十 富 

一：不辭辛苦走正路，自當富。 

二：買賣公平多顧客，忠厚富。 

三：聽得雞鳴離床鋪，勤勞富。 



四：不誤農時耕作忙，恒久富。 

五：貨真價實做生意，守分富。 

六：闔家老幼齊協力，同心富。 

七：慎防火盜管門戶，謹慎富。 

八：妻賢子孝善治家，幫家富。 

九：教導兒孫應自立，後代富。 

十：存心積德天庇佑，為善富。 

 

十 窮 

一：嫖賭遊蕩不經營，富變窮。 

二：錢財浪費無方寸，容易窮。 

三：朝朝睡到日正午，邋遢窮。 

四：家有良田不耕作，懶惰窮。 

五：結交豪官做親翁，攀高窮。 

六：喜打官司逞英雄，鬥氣窮。 

七：借債貴利妝門風，自找窮。 

八：妻兒好吃兼懶惰，命當窮。 

九：不教兒孫勤讀書，後代窮。 

十：販賣毒品賣假貨，為惡窮。 



 

富者省一筵席，可濟窮者一月糧。 

貧而好施，功倍于富；富而不施，富無久長。 

貧莫貧於無才，賤莫賤於無志。 

有志貧不久，無志富不長。 

貧賤時，眼中不羨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傲。 

富貴時，心中不忘貧賤，一旦失敗，必不氣餒。 

我貧無諂，又當無怨。 

我富無驕，又須有情。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更難。 

處貧如富，處賤如貴。立身處世，終身瀟灑。勤則家

興，懶則家破。 

儉則家富，奢則家貧。 

富家子弟，驕且懶，富不久；貧家子弟，謙且勤，貧

不久。 

奢者心常窮，儉者心常富。 

奢侈是為惡之根，淫欲乃喪身之源。 

家敗離不開個「奢」字，人敗離不開個「逸」字， 

事敗離不開個「驕」字，多病離不開個「淫」字。 



貧賤非辱，貧賤而妄為者為辱；富貴非榮，富貴而好

施者為榮。 

貧窮家庭應打掃得乾乾淨淨，貧家女兒應把頭梳得整

齊美。 

擺設雖簡陋穿著雖樸樸素素，卻保持一種脫俗高雅的

風範。  

 

知 足 

    一個人只要心中出現一點貪婪或偏私的念頭，那

麼他原本剛直的性格就會變得很懦弱，原本聰明的資

質就會被蒙蔽而變得很昏庸無能，原本慈悲的心腸就

會變得很汙濁，結果就等於是毀滅了他一輩子的品德。

所以「不貪」二字為修身之寶。 

    一般人都認為能夠滿足心願就是最快樂的了，然

而卻常常被快樂引誘到痛苦中；一個胸懷曠達有大志

的人，由於能夠忍受種種不如意的折磨，最後終於在

艱苦奮鬥中換來真正快樂。所以說：「十年寒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知」。這都是苦盡甘來所得到的成功果

實。 



    凡是對現實生活能夠感到滿足的人，就會享受到

神仙一般的快樂；不感到滿足的人就擺脫不了庸俗的

困境。所以如果不能善於面對生活，就會處處充滿危

機。 

    善於依附權貴者，固然能獲得一些好處，但是，

一旦權貴殞落，被波及所招來的禍患卻是最淒慘最快

速的；所以，安貧樂道者，雖然清貧寂寞，但是他的

清高的人格和平安的生活卻是最珍貴的。諸葛亮的座

右銘：「寧靜以致遠，淡泊以明志。」 

    當性欲像烈火一般燃燒的時候，只要想一想腎衰

身殘的痛苦情景，那性欲的烈火就會冷卻下來；當功

名利祿像蜂蜜一般吸引人時，只要想一想犯法入獄的

痛苦情景，那麼地位財富的吸引力就會消失。所以，

孔子忠告世人：君子有三戒： 

 

一．少年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二．壯年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三．老年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和人爭強好勝，道路就會覺得很窄，假如退後一

步讓人先走，道路就會變得寬闊平坦。所謂：「讓一分

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一個貪得無厭的人，給他金銀，還怨恨得不到珠

寶；官至公爵，還怨恨沒有封為諸侯。這種人雖然身

居富貴，而實自甘淪為乞丐。一個自知滿足的人，即

使吃的是粗茶淡飯，比山珍海味還要香甜，即使穿著

布棉袍，也比狐襖貂裘還溫暖。所以一個知足的平民

其人格比貪得無厭的權貴更為高尚。 

    當你站在竹籬笆外面，欣賞遠山近水的風景，忽

然傳來大雁南飛的鳴叫聲，這時就宛如置身於虛無縹

緲的神仙境界；當你靜坐在書房裏看書，窗外傳來夏

日的蟬鳴，這時就會體會到寧靜中的超凡脫俗的雅

趣。 

    一個內心充滿欲望的人，能使平靜心湖掀起洶湧

波濤，即使身居深山古刹也無法平靜；一個內心毫無

欲望的人，即使在盛夏酷熱，也會感到渾身涼爽，甚

至住在鬧市，也感受不到喧囂煩躁。 

    所以「心靜自然涼」，精神力量能夠克服一切。 



 

例 如： 

－．古時有位高僧，故意在盛暑穿著棉衣而不流汗，

並且因此留下“安禪何必須山水，滅卻心頭火亦涼”

名句。 

二．清朝末年，朝政腐敗，廣州爆發第一次起義失敗，

首領之一陸皓東被捕後，清吏以酷刑拷打，迫他供出

同黨，可是他卻神色自若的堅決不出賣同黨，並且對

清吏說：「我身雖痛，而心不痛」。這是在精神上把定、

靜、安、慮、得的修養工夫到家，只要有這種工夫，

即使身臨大難也不會苟且偷生，一切火熱和酷刑，都

不會使他們屈服。正如佛家說：「行人修德，雖火坑亦

是青蓮。」 

 

愛 國 

國家至上人皆知，民無國家草無根，齊心協力為國家，

為國盡忠是天職， 

岳飛精忠抗金兵，天祥碧血照丹青，八百壯士為國死，

八年抗戰保國土， 



黃花崗上存英烈，捐軀成仁為民族，自強愛國齊奮鬥，

國運昌隆永富強。 

    『國家』，顧名思義，『國』與『家』的生死存亡

榮辱，是息息相關聯的。國土分裂、受侵略，人民就

要受苦受難，國土完整、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

享受太平盛世。 

正如俗語所說：『願作太平狗，勿作亂世民』。 

    清未朝政腐敗，八國聯軍入侵，清廷被迫割地賠

款，喪權辱國；八年淪亡，日軍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

（燒光、殺光、搶光）……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淚

史，假如說我們沒機會去切身體會，或者因時間而淡

忘了的話，那麼自八十年代以來，蘇聯解體之後，阿

富汗、車臣血腥的內戰；南斯拉夫長達三個月，被北

約盟軍的狂轟濫炸，這一切驚心動魄慘烈的血淋淋情

景，令人情不自禁地暗自慶倖，祖國這二十年來的改

革開放，安定繁榮，給十二億人民帶來溫飽的小康生

活，是多麼的可貴，值得珍惜。 

歷史給人類的啟示：『國泰民安，國富民強』。 

 



家庭 

家庭和氣福運開，家中吵鬧便生災，暗中必遭鄰裏笑，

渡日如年不安寧， 

退一步海闊天空，讓三分何等清閒，忍幾句無憂自在，

耐一時快樂神仙， 

百世修來共船渡，千世修來共枕眠，夫妻姻緣前生定，

夫唱婦隨萬事成， 

命好不到貧家去，命窮難進富貴門，丈夫不可嫌妻醜，

妻子切莫嫌夫貧， 

夫為家計而辛勞，妻賢勤儉把家持，時時思念姻緣美，

日日恩愛敬如賓。 

 

治家箴言 

多替別人設想，心情安詳平和，生活節儉樸素，家用

自然充足。 

任何家庭都應該有一種真誠的信仰，任何人的生活都

要一種優良的原則， 

任何人若能保持純真而溫馴的心性，言談舉止文雅處

處流露溫馨和喜悅， 



這樣才能與父母兄弟相處快樂融洽。養子不教父之過，

訓導不嚴師之惰。 

父教師嚴兩無失，學問無成子之罪。父母養其子而不

教，是不愛其子也。 

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子

不愛其身。 

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 

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 

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 

男子失教，長大愚頑，嚴父出孝子。女子失教，長大

粗疏，嚴母出賢女。 

凡人百藝好隨身，賭博門中莫去親，能使英雄為下賤，

頓教富貴作饑貧。 

富潤屋，德潤身。寧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餘。 

德勝財為君子，財勝德為小人。 

積穀錦者，不憂饑寒。積道德者，不畏邪凶。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謙讓。道生於安靜。病生於多欲。

禍生於多貪。罪生於不仁。 

讀書為成家之本，循理為保家之本，勤儉為治家之本，



和順為齊家之本。 

勤者富之本，儉者富之源。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 

晨若不起，日無所辨。 春若不耕，秋無所望。 幼若

不學，老無所知。 

一．凡語必忠信。 

二．凡行必篤敬。 

三．飲食必慎節。 

四．字畫必楷正。 

五．容貌必端莊。 

六．衣冠必肅整。 

七．步履必安祥。 

八．居處必正靜。 

九．作事必謀始。 

十．出言必顧行。 

十一．常德必固持。 

十二．然諾必重應。 

十三．見善如己出。 

十四．見惡如己病。 



凡此十四者，書為座右銘，朝夕視為戒。 

 

父母 

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生兒育女迴圈理，

世代相傳自古今， 

為人子女要孝順，鳥獸尚知哺乳恩，父母本是親骨肉，

爹娘不敬敬何人， 

養育之恩須圖報，望子成龍夢成真，孝順家風世世傳，

綿延不絕代代興。 

 

醒世文 

父母不親誰是親，不重父母重何人，你若重他有八兩，

後代兒孫還一斤， 

千兩黃金萬兩銀，有錢難買父娘身，在堂父母百年稀，

生時不孝死徒悲， 

在生之時不敬重，死後空勞拜孤墳，在家不可言相激，

一旦拋離更不回， 

要見面時難得見，要他歸時難得歸，若要父母重見面，

除非三魂夢裹隨， 



勸君趁早行孝道，定保兒孫世代芳。 

 

戒不孝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 

嗦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嘴爪雖欲弊，

心力不知疲， 

須臾千往來，猶恐巢中饑。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

喃喃教言語， 

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翼不回顧，

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裹，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 

爾當反自思，當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

今日爾應知。 

 

孝 親 

豈不深知父母恩，世間那有鐵心人？只因看得妻兒重，

沒有工夫到雙親。 



不問爹娘安不安，任他饑餓任他寒。汝今也有兒孫在，

只恐兒孫照樣看。 

殷勤鞠育幾多年，報德原來等昊天。 

打罵猶宜陪笑面，逆來順受不計較。晚景衰殘百不一，

要人陪伴要人依。 

身邊今有何人在？行孝兒孫可得知。父母公姑一例推，

助夫行孝是賢妻。 

枕邊休攪間言語，滴水簷前不錯移。每日三餐隨時奉，

足保兒孫世代芳。 

 

兄 弟 

兄弟本是同根生，莫因小事起爭端，手足之情誠可貴，

萬事須念骨肉情， 

人生難得有兄弟，同心協力鐵成金，謙讓尊敬情意長，

天倫之樂須珍惜， 

為人當效孔讓梨，打虎還須親兄弟，桃園結義劉關張，

世代相傳美名揚。 

 

 



交 友 

朋友相交宜謹慎，狼群狗党莫相近，酒肉朋友非知己，

急難之時各東西， 

結交朋友重信義，日久方能知人心，患難之時顯真情，

雪中送炭世間稀， 

富貴之日情難真，錦上添花世間情，四海之內皆兄弟，

留心擇友益無窮。 

損友：俗語說：「交友益己」。但是一旦誤交損友，禍

害無窮，故交友宜謹慎。 

 

損友之標準： 

損友之一：不孝敬父母，不撫養妻兒者，不可交。 

損友之二：見利忘義，損人利己者，不可交。 

損友之三：詆毀別人聲譽，講他人是非者，不可交。 

損友之四：不辨是非曲直，人云亦云者，不可交。 

損友之五：嗜好煙、酒、賭、嫖者，不可交。 

損友之六：滿口仁義道德，販毒賣假貨者，不可交。 

損友之七：嫖賭時是豪客，賬災時沽名釣譽者，不可

交。 



損友之八：恥笑貧醜殘者，阿諛奉承富貴者，不可交。 

損友之九：損壞公物，盜竊公物者，不可交。 

損友之十：出賣國家、公司利益者，不可交。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 

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似仇人。 

朋友相處，須有拔刀相助的俠義精神，做人處事，要

存顆天真無邪赤子之心。 

知己知彼 將心比心 

酒逢知己飲，詩向會者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相逢好似初相識，到頭終無怨恨心。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賢者明，近才者智，近癡者

愚， 

近良者德，近智者明，近愚者暗，近妄者諂，近賊者

偷。 

 

眼、口、耳 

一：目光平視，眸子不大轉移者，乃誠實之人；若有



神，必是有智慧有學問之人。 

二：目光向上視，其人性必傲慢；上視而眸子不停轉

動，其人心必暴戾。 

三：目光下垂者，性慵懦；下垂而且目光不安者，心

必有憂。 

四：目光斜視者，其心術不正；若眸子不時左右斜視，

其心必奸詐。 

五：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

之言，足不踏非禮之地。 

六：耳不聽淫聲，是好耳；目不視邪色，是好目； 

口不出非言，是好口；心不起妄念，是好心。 

七：人有二耳，只有一口，耳要多聽，口要少說。 

八：要用冷靜的眼光去觀察他人的行為，要用冷靜的

耳朵去細聽他人的語言， 

九：要用冷靜的心情去處理事物，要用冷靜的頭腦去

思考事理。 

十：嘴巴是心的大門，假如大門防守不嚴，易惹是非； 

意志是心的雙腿，假如意志不夠堅定，易入邪路。 

耳朵如能常聽不中聽的話，心裹如能常想不如意的



事， 

這樣是敦品勵德有益身心，所以說：「良藥苦口忠言逆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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