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勸世格言 

處世詩 
保守行為勿放蕩 每逢做事要思量 謹慎做人無苦惱 凡事靜裹有平安 
 

近墨者黑 
近水一定知魚性 近山便會識鳥音 當你來到這世界 想問何處覓知音 
不妨到處問一問 個個會話是好人 如末十分去了解 切勿亂信以為真 
我話相識滿天下 知己實在最難尋 寧可交少個朋友 不可隨便去識人 
假如不幸識錯了 是會影响你一生 不但莫信直中直 更要須防仁不仁 
不少扮睹食老虎 外表扮得甚斯文 忽然之間又會話 又有興趣想食人 
求人須求英雄漢 有難勿受小人恩 小人之口甜如賓 說來句句好像真 
其實內心的世界 實在污穢到不堪 誰個走路不帶眼 正是魔鬼所找尋 
易漲易退山溪水 易反易覆小人心 所以小人不可近 近一分時黑一分 
若然黑過個墨斗 生活便會黑沉沉 莫個惹來一身蟻 弄到身上一身痕 
總之交友宜謹慎 知人口面要知心 若想做人得潔白 就要帶眼去識人 
 

三思而行 
事不經過不知難 不同想像這簡單 想像始終是想像 當你做到便知難 
其中有不少難處 好似九曲十三彎 自問未曾夠斤兩 勿將事情來亂辦 
想清想楚至好做 免至做錯受人彈 凡事定要經大腦 不能落筆打三更 
若然做壞了開始 便會有很多麻煩 做事是不同講玩 是有原則跟住行 
應要顧及到後果 培養小心的習慣 錯後至如成大錯 精神便會有負擔 
一疏忽時千古恨 到時補救便很難 等到慢慢後悔時 可能已沒有時間 
從來謹慎兩個字 是最重要的一環 萬萬不能太衝動 否則會跌落泥潭 
所以事前要預算 半路有多少難關 首先定好了計劃 怎樣去克服困難 
一切弄得清清楚 然後一步一步行 因為成功與失敗 與此息息有相關 
句句良言是寶鑑 時常記住在心間 做到一生無後悔 處事三思而後行 
 

養生之道 
寡慾一定精神爽 思多就會氣血虧 大家如果想長命 先將心事盡放低 
做人無須要憂慮 弄到建康有問題 人的精神最寶貴 需要安靜去調劑 
世上沒有一件物 能比精神更可貴 凡事總要有限度 不得超出了範圍 
若然弄壞了身體 後果便會不堪提 為着建康長久計 日常生活重戒規 
戒除一切的貪念 所有酒色勿沉迷 能將身體保養好 這樣做人便智慧 
飲食衛生要注意 不可胡亂吃東西 吃得太多會胃滯 消化方面有問題 
脂肪肉類要減少 防止血管會硬閉 常吃蔬菜及水果 對人建康有關係 
增進人體的水份 清除腸胃之污穢 時常多一點運動 血脈暢通在四圍 



屋內空氣要流通 勿把窗戶來關閉 如果想要練中氣 最好日日上樓梯 
養成一個好身體 前途先至會美麗 有了建康有財富 萬事然後有作為 
 

禍從口出 
言語不是注重多 多多言語又如何 講來講去三幅被 令人暗裏笑呵呵 
半吞半吐的說話 不如不說重好過 免至給人有誤會 以為你在說甚麼 
說話務求要坦白 兼且禮貌要溫和 玩笑不應太過份 過份人家會難過 
若然對方不諒解 無端就會有風波 有此毛病應當戒 小心講多又錯多 
所有粗言和俗語 快快拋落垃圾籮 保守自己的純潔 好像一隻白天鵝 
處世做人最重要 就是注重言語科 末說之前想清楚 切勿信口話開河 
行動若果無實際 雖然半句亦算多 說得出時做得到 這樣才是世界波 
留給別人好印象 話你信用一籮籮 闖下滿天的大禍 每每皆由是口疏 
口賤實在得人怕 萬萬不能口多多 引起人家一把火 那就難免受災磨 
金玉良言無講錯 謹慎才是安樂窩 沉默做人好結果 惡語傷人禍最多 
 

種豆得豆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因現時末夠鐘 莫話天公無眼見 便與罪惡暗同通 
舉頭三尺有神明 勿把性情來任縱 誰人若不走正道 都是天理所不容 
走到懸崖峭壁上 再走後患是無窮 世人一學和一動 時間正在記錄中 
雖然大家看不見 日後自然便見功 到時便會有答案 誰個適合住鐵籠 
針未到肉的時候 很多未曾知肉痛 得到身受其苦處 便知應驗一重重 
良心負上了罪債 生命不會有笑容 非份得來的金錢 算有多多無中用 
怎樣來時怎樣去 結局必定是相同 世間不少窮了當 也有不少富了窮 
天理實在有循環 做人切不可妄動 凡事順從於天理 生活自會樂融融 
山窮水盡如無路 有神會為你開通 勤力自然有天助 賜你平安夾順風 
無論丟到那一處 正直處世永不窮 若然內心充滿愛 更有祥光日映紅 
 

治家格言 
記住家和萬事興 無須終日口不停 愛惜我們十天地 永遠充滿着太平 
相親相愛同相敬 家庭才會有溫馨 如果時常多吵鬧 大家心裏沒安寧 
謙虛人人都仰慕 禮讓個個受歡迎 愛護家庭如愛己 不妨坦白與忠誠 
互相信任為至上 心裏不要藏陰影 做人帶點人情味 不可對人冷冰冰 
一點笑容最可愛 家裏立時見光明 熱情買得人感動 印象難忘在心聲 
凡事應要留餘地 何必樣樣計到清 總要齊心來做事 快樂環繞在家庭 
家務需要勤料理 物品安放要齊整 保持地方常潔淨 才有快樂的心境 
頭腦一定要冷靜 理智時刻要清醒 事前最好有準備 不可臨渴而掘井 
生活若然是清苦 各人內心要安靜 忍耐任由風雨過 守得雲開見月明 
平生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也不驚 大家安份來過日 自然福至在心靈 



孝感動天 
從前有一個孝子 名字叫做閔子騫 品性十分之純良 而且對人亦和善 
可惜幼年很不幸 生母早已便長眠 父親娶了個後娘 心腸極之於偏見 
常將子騫來刻薄 更重加醋又加鹽 家中一切的情形 做人父親全不見 
為因在外做生意 所以照顧末週全 有年歲晚回家轉 適逢遇正北風天 
寒風虎虎撲正面 雪花飛舞在人前 冷得子鶱牙關震 點點滋味在心田 
父親見到此情形 忙將寒衣來細驗 一驗之下才發覺 裏面全是舊木棉 
想到是誰之不義 即時怒氣火沖天 立將個娘來責問 並要驅逐出家園 
子騫當時很難過 連忙跪在父身邊 懇求父親勿衝動 望將愛念要保全 
母在不過一子寒 母去之時三子賤 萬聖阿爹能體諒 大家心裏個個甜 
孝子言詞有溫暖 感動人心感動天 從此一家很和善 快樂日日到門前 
 

勉勵詩 
寒窗不怕無人問 最怕做人有灰心 只要立心勤發奮 他日成功處處聞 
 

初出茅廬 
初出茅廬見世面 不同家裏一家親 出外營謀應謹慎 打醒十二個精神 
社會環境很複雜 一樣米養百樣人 晝虎晝皮難晝骨 知人口面不知心 
大隻企鵝隨街叫 內裹必定有原因 從來很多會受騙 為因貪字變了貧 
但凡每做一件事 應要三思而後行 約束自己的性情 千祈不可去放任 
做人如果是任性 煩惱就會跟住人 行到花繁柳密處 小心黃蜂尾後針 
遇到風狂雨大時 記緊立實個腳跟 真金不怕洪爐火 石獅不怕雨來淋 
只要做人夠清白 那怕牛鬼與蛇神 你敬人時人敬你 對人總要有愛心 
謹慎自己的言語 莫個開口得罪人 寧可到處得人敬 切勿到處乞人憎 
搬開面前絆腳石 就會見到有路行 萬丈高樓從地起 在乎做事夠決心 
首先打好了基礎 然後聚精去會神 能夠做到真善美 幸福安心過日辰 
 

不要痴迷 
要知賭錢很下賤 使人容貌不光鮮 時時患得又患失 個中苦況不堪言 
日日辛苦賺的錢 轉眼之間全不見 還要雙手去奉獻 好像搭着隻賊船 
等到無錢至上岸 正是苦過食黃連 貪財是萬惡之根 不良後果一連串 
很多貪財壞了品 弄到人格不健全 從來當局者最迷 沒有清醒的一面 
千萬不要學飛蛾 偏偏飛向於燈焰 飛蛾撲火火焦蛾 為因一時之貪念 
千個賭錢千個賤 何曾賭仔買肥田 勝算機會恨渺茫 冷眼旁觀便可見 
不少身敗名裂者 結局變得很可憐 事實足可以証明 理智不能走錯線 
幸福家庭的生活 實在需要有預算 驅除內心隻賭鬼 一家大細都心甜 
若是沉迷不覺悟 等於就是搭錯船 做人始終安份好 覺悟回頭為上算 
盡快決心來戒斷 勿與罪惡再結緣 何須自己騙自己 只有不賭是贏錢 



積穀防飢 
金錢得來不容易 應思來處是艱難 想到日常辛苦搵 賺到之時就要慳 
不可隨便來亂散 散盡千金不易還 有錢應記無錢日 恐防日後有難關 
閒時儲備急時用 生活便不會困難 有風之時駛盡 將來無法轉得彎 
做人若果無預算 怎能立足在世間 人的入息是有限 得來全不是簡單 
用錢應要有分寸 量入為出莫等閒 切勿以為你自己 面前有個鑽石山 
一旦失業無工做 向人開口便麻煩 若是遭遇人白眼 就會當面受人彈 
不少傾家和蕩產 皆由奢侈在心間 用度完全無節制 結果好似清水灣 
覺悟之時經已晚 變成白繕上沙灘 這是人生的寶鑑 與人貧富有相關 
渴時一滴如甘露 千萬不可錯路行 日常用度要節省 無謂消費要僅番 
須知積少便成多 前途充滿着燦爛 養成儲蓄好習慣 幸福永遠在人間 
 

潔身自愛 
生命只能有一欠 應要好自去為之 有話江山容易改 壞了品性最難移 
黃金時代會過去 趁着早早便要知 莫待將來至覺悟 後悔之日過了時 
做人應要有理智 不可去學蠶吐絲 世俗虛榮靠不住 路柳牆花莫戀痴 
小心面前每步路 清楚是不是適宜 壞事千萬不可做 做了一定有人知 
知道之時不得了 困在監中悔恨遲 不但變成籠中鳥 而且又像網內魚 
好好做人有好處 回心想想是不是 一年三百六十日 不及安靜一小時 
靜中檢點平生事 有錯即時改過之 能夠立心去改過 便是可愛的人兒 
勿和罪惡政朋友 除去身上破舊衣 內心所有的廢物 快快拋往垃圾池 
迎接光明心裹住 不藏驕傲與自私 時光一去很容易 潔身自愛要及時 
做人做得要正義 要像流芳百世詩 印在人們腦海裏 好似一粒夜光珠 
 

莫負青春 
一寸光陰一串珠 快些勤力去讀書 大時若果不識字 會被人笑是蠢豬 
認識時間的寶貴 切勿做個懶惰兒 光陰一去不再來 萬兩黃金留不住 
趁着春春宜立志 愛惜大好少年時 少年若果不努力 老來漂泊嘆無依 
想到將來生活苦 不能不要預早知 快馬前途來打算 立即發奮莫延遲 
不良嗜好勿嘗試 習慣養成心思思 所有自由賣了去 這樣做人就執輸 
糊糊塗塗過一世 那就變了是多餘 凡事可以不可以 先要慎重考慮之 
不能輕舉或妄動 錯了之後悔恨遲 說話多多無用處 行動表現個個知 
得到人家有讚美 純潔心靈有信譽 世事茫茫難預料 來日陰晴末可知 
明白做人兩個字 不是簡易的名詞 還要經過風和雨 然後可以為人師 
機會得來不容易 當機立斷不容遲 現時播下好種子 將來花開蝶滿枝 
 

望子成龍 
人情似紙張張薄 世事如棋局局新 貧在路邊無人問 富在深山有遠親 



不信但看筵中酒 杯杯相敬有錢人 有錢盡可見真語 無錢便見語不真 
現實始終是現實 先敬羅衣後敬人 若是無錢休入眾 遭難更要莫尋親 
世上人多白鴿眼 使人心內有難堪 要知炎涼的世態 不是今日之新聞 
古往今來一向有 世界各地亦流行 沒有世情的激勵 人們沒有上進心 
變成個個倚賴性 弄到志氣盡消沉 所以必然有冷暖 故意出現在人心 
刺激人人去發奮 做個社會有用人 不少偉人的背景 過去窮苦到不堪 
他們因為肯奮鬥 做到能人所不能 後來流芳於百世 歷史代代有明文 
英堆一定有出處 落魄不是沒原因 莫話家貧讀書少 智慧是可以找尋 
總要做人有志氣 亦可平步到青雲 樸會現時等着您 看您怎樣去做人 
 

儉能致富 
從來大富走由天 至於小當是由儉 勤儉是可以致富 這是至理的名言 
很多白手已與家 事實給人有眼見 問題只是在於你 有無適當去用錢 
有些末富便先驕 用錢用到無預算 弄到財散人不樂 最後還要到處欠 
有人為了一斗米 竟將人格賤賣錢 做人做到此地步 何來樂趣之可言 
無錢便覺百事哀 生活變得很混亂 要用之時無得用 個心便會團團轉 
臨到急時至後悔 已是落後於人前 現實自然告訴你 以後不可亂花錢 
千金散盡難復來 不良習慣要改善 用錢先要想一想 勿走浪費的路線 
要知無錢的時候 結果便覺一頭煙 不如節省一點點 好為未來作打算 
因為有時候環境 十分之需要用錢 需要用時有得用 內心才會有安然 
如果想有近身錢 平時便要知節儉 願望自己成小富 更要適當地用錢 
安慰詩 
未來怎樣的發展 好好計劃在今天 若然是有好打算 柳暗花明又一村 
 

心靜自然涼 
有人辭官歸故里 有人漏夜趕科場 有人熱中於名利 有人已覺很平常 
縱然十分之擁有 最多數十載時光 名利始終身外物 不會永遠在身旁 
舊時王謝堂前燕 看盡富貴的滄桑 繁華過後無實在 實在不過夢一場 
故事使人領悟到 紅塵白浪兩茫茫 所謂眼前之美景 只時一時好現象 
花落花開開又落 轉眼是一片蒼涼 何須過份為名利 弄到精神要緊張 
人生根本最重要 就是快樂和健康 可曾有過靜下來 回心慢慢想一想 
很多時候很多事 能放得下是高強 世上無窮的慾望 是會令人有憂傷 
若然墮入了塵網 便見焦慮與徬徨 現實不容人勉強 萬事要隨遇而安 
得安閒處且安閒 明天是不知去向 從來得失無一定 很難任意作主張 
所有一切暫時性 為因世事很無常 無論是貧或是富 能夠心靜自然涼 
 

苦海明燈 
問君能有幾多愁 一江春水向東流 要愁永遠愁不盡 幾多精神可以憂 



苦海茫茫無一岸 萬種憂心萬種愁 怎能事事如人意 但求無愧便優悠 
不如意者常八九 這是世界的潮流 知足之時貧也樂 不知足時富亦憂 
又憂千年無米煮 又憂無命到千秋 過份憂心人會瘦 千萬不可作笨牛 
命里有時終須有 命裏無時莫強求 是非只為多開口 煩惱皆因愛鋒頭 
千種情懷千種恨 一分榮辱一分憂 勿讓虛榮牽看走 富貴實在似雲浮 
青山綠水仍依舊 往事不會再回頭 過去任由它過去 一切拋向水中流 
萬事總要看得開 無須終日眉頭皺 打破玉籠飛彩鳳 永離苦海樂悠悠 
末來日子最可愛 應向靜裏去尋求 做人只要有信心 前途必定如錦繡 
抹去心裏的憂傷 快樂就會來問候 共你歡樂在今宵 大好月色正當頭 
 

醒世良詩 
有有無無且耐煩 勞勞碌碌幾時間 人心曲曲灣灣水 世事重重疊疊山 
古古今今多變改 貧貧富富有循環 多多少少隨日過 年年月月有歡顏 
人生在世如飛雁 鳥倦之日便知還 天下筵席無不散 轉眼人隔萬重山 
時光一去不復返 青春過後變容顏 昨天才見花燦爛 今日又是見花殘 
世道自古人情冷 富貴從來不可攀 少見雪中來送炭 添花路上滿人行 
做人若是不貪懶 美味自然任你餐 三餐茶飯無憂慮 好過開口靠人難 
心曲說與知音聽 不是知音莫與彈 善惡難逃上天眼 因果分明在世間 
臨崖勒馬收韁晚 船到江心補漏難 茫茫前路小心走 免至失足恨難翻 
樂道安貧有快樂 何用與世去紛爭 聽聽流水耳邊晌 看看鳥語在花問 
自然美景多可愛 無須獨自嘆孤單 只要心裏常清靜 便覺人生日日閒 
 

苦盡甘來 
月過十五光明少 人到家貧淚滿中 環境迫人多苦痛 正像行船遇正風 
海面波濤兼浪湧 令人心裏沒輕鬆 行到山窮水盡處 更重一片雨濛濛 
前面不知何處去 好似條條路不通 到此徬徨的境界 難免傷感在五中 
自悲之心人人有 盼望之心個個同 未知何日雲雨散 現出美麗的彩虹 
人生憂患誰能免 只是遭遇各不同 風高浪湧的時候 更要安靜在其中 
安心任得風搖動 鎮靜那怕浪千重 忍受環境的考驗 然後才會有成功 
對住困苦而微笑 無須充滿看愁容 雨過天青雲便散 不久就會見彩虹 
往往很多成功者 皆由努力下苦功 應付環境憑智勇 時勢可以造英雄 
凡事隨機來應變 機會來時莫放鬆 任得性情怎變動 總要人窮志不窮 
記住灰心無中用 能夠過江是猛龍 終須有日龍穿鳳 運到時來處處通 
 

忘記過去 
春風秋雨又一年 做人歷史又一篇 日子很快地過去 永不停止在人前 
世事無窮是變化 無須感慨萬千千 落花既隨流水去 往事不再在眼前 
所有千恩和萬怨 一切經已化成煙 花花世界如春夢 莫個傷心記往年 



天有不測之風雲 隨時都是會轉變 有話鮮花不常好 月亮不會晚晚圓 
做人亦都是一樣 有時苦來有時甜 路途必有彎彎曲 萬物不會有完全 
這是自然的定律 世上無人能改變 遇到無法能改變 那就應要聽自然 
先將心情來放下 拋開煩惱在一邊 切勿隨意去奔走 靜裏清心最值錢 
幸福乃是慢慢來 心急不能看得見 這是時間的問題 遲早一定會發現 
皇天不負有心人 始終有日成心願 勿怕面前條路遠 總要努力去向前 
未來怎樣的發展 好好計劃在今天 若然是有好打算 柳暗花明又一村 
 

量大福亦大 
人生聚散本無常 無須獨自暗悲傷 若是愛人心變了 大可當作夢一場 
對着水月鏡花情 不必愁絲千百丈 凡是經不起考驗 遲早都是會散場 
假如真是失去了 當如打爛個瓦缸 瓦缸本來是無物 何須笨到要心傷 
若然痴心多妄想 只有痛苦手尾長 珍重身體為至上 免至損壞了健康 
就算眼前怎變幻 應要看作是平常 沒有真愛的感情 始終是會成虛妄 
早散反為是早着 好過日子暗拖長 能把感情看得破 叫做做人有眼光 
萬里天空和海闊 何處不可以飛翔 任從飛到那裏去 依然一樣有花香 
莫個灰心和失望 前路不是渺茫茫 盡化悲哀為力量 生命然後更有光 
做人做到能捨己 美譽永遠受讚揚 保守做人的修養 勿爭一日之短長 
所謂量大福亦大 有福來自於四方 靜心自然便發覺 萬種福氣在身旁 
 

有麝自然香 
任得人家怎樣講 何必用到去緊張 別人以為不得了 最好看作是平常 
無須弄到大陣仗 個口好似機關槍 就算一輪掃過去 未必見得個心涼 
算你講贏又怎樣 依然沒有金像獎 不如慳番一口氣 免至對住眼光光 
遇着這一種粗人 應以沉默來對抗 所有閒言和閒語 盡量搬去大西洋 
見怪若然是不怪 對方很快便投降 生活人海茫茫裏 難免有時有風浪 
人的見識不一樣 十隻手指有短長 樣樣斤斤來計較 反為容易惹禍殃 
謙厚待人好印象 一切逢凶化吉祥 只要行為是正當 人格不會有損傷 
事情總會有真相 日後必定見心腸 禮讓始終人敬仰 不必自我作宣揚 
好花自有人欣賞 無須賣花讚花香 處世若然夠修養 便可乘風兼破浪 
百忍成金為至上 勿作迷路的恙羊 謹守做人的定力 有麝到底自然香 
 

隨遇而安 
要無煩惱要無愁 本份隨緣莫強求 若是有時始終有 遲早會為你保留 
冥冥之中有定數 在這無窮的宇宙 就算如何大本領 命運總是走前頭 
萬物必有個機緣 來時不先世不後 靜心不難會發現 世事每日在輪流 
且看開花和結果 是有一定的時候 實在無法可勉強 一天之內有成就 
盡人事以聽天命 凡事可遇不可求 不如意事時常有 用點耐性來忍受 



以不變來應萬變 保持定力到以後 船到橋頭自會直 無須充滿看憂愁 
憂得大多容易老 人生有幾個立秋 兒孫自有兒孫福 莫為兒孫作馬牛 
只要有衣又有食 生活已經是足夠 人在福中要知福 才有快樂在心頭 
心安便見茅屋穩 性定自覺有優悠 盡將數十年光景 所有煩惱一筆勾 
誰個大夢能先覺 便是夢醒的時候 欲把性情看得透 就要上多幾層樓 
 

百忍成金 
甚麼事情看不通 做成樣子氣沖沖 無端白事心火動 是否想做化骨龍 
有事不妨慢慢講 何須怒氣在心中 事情總會有解決 不可弄到面紅紅 
若果激壞條中氣 便要走去買鹿茸 君子不吃眼前虧 要把身體來保重 
記住百忍便成金 做人無須太衝動 凡事應以和為貴 感情大可以交通 
四海之內皆兄弟 無謂冰炭不相容 愛字能解萬種仇 莫把仇根來深種 
大事若能化小事 小事很快便無踪 只要一人讓一步 大家心裏樂融融 
表現自己的大量 才是真正有威風 能有修養謂之勇 處世溫柔最有用 
顧全大家的體面 日後定有好相逢 平心靜氣想一想 安靜令人百事通 
水落自然見石出 閒氣爭來過眼空 試問誰人沒有錯 可容人處且相容  
諒解對方的過失 贏得對方深感動 山水也有相逢日 人生何處不相逢 
 

無求品自高 
事到知足心常樂 人到無求品自高 做人膺該要識做 勿將人格染污糟 
保持純潔的品性 信譽不得有糊塗 被人講一句閒話 令人印象會不好 
茫茫四海人無數 不是個個有暖爐 有些人家很冷酷 一絲溫暖盡全無 
他們有的是驕傲 更重喜歡到處嘈 入山不怕藏猛虎 最怕人情兩面刀 
錦上添花時時有 甚少千里送鵝毛 世態炎涼要知道 處世應份要勤勞 
求人不如求自己 何須任人來擺佈 爭取做人的志氣 勿怕人家眼角高 
只要一生無債務 那就足以去自豪 無求到處人情好 反為得到人仰慕 
不可存有倚賴性 免至誤入了歧途 事實擺在你眼前 是要節儉和樸素 
憑着一點上進心 便可走上光明路 人生幸福可創造 努力一定有前途 
能將信譽做得好 人的聲價便會高 知道做人有進步 內心充滿樂陶陶 
 

好運自然來 
月兒彎彎照九州 有人快樂有人愁 有人衣食末足夠 半飽半餓睡街頭 
有人生活很富有 正在享受着優悠 有人深夜還末睡 滿懷心事要擔憂 
有人向天問明月 欲知好運何時有 希望能有一點點 以後日子不用愁 
月兒又怎會知道 世事各種的因由 好運是一種機緣 是要耐性來等候 
從來每個人運數 天機是不會洩漏 人間所有的福氣 不是白白可祈求 
上天賞罰有分明 果報循環在宇宙 種善因可得善果 有種才會有收受 
若憑空口幾句話 未達天意所要求 行為表現無善道 只有隨波逐水流 



眼前有很多啟示 要看通時要看透 如果沒有走錯路 做人才會有得救 
走在人生正道上 充滿快樂與自由 總要內心存忠厚 幸福常在你左右 
凡事合乎上天意 自然福慧兩雙修 還有好運漸漸來 到時就會樣樣有 
 

知足心常樂 
人間好像大旅店 裏面住滿了人堆 大家來到世界上 不過暫時定寄居 
現在既然為客旅 那就應該守秩序 入到旅館要循例 不能不要知規矩 
其中裏面有句話 知足做人多樂趣 憑着知足過曰子 路上不會有風雷 
眼見很多煩惱者 多由物質所負累 竹籬茅舍風光好 別墅未必有安居 
得到大廈千百間 晚上無非睡一睡 真有良田億萬畝 日中三餐能渡歲 
由此可知真快樂 不是在乎有積聚 錢財乃是身外物 無須生命去換取 
就算賺得全世界 所有不過如霧水 但得內心無顧慮 快樂永遠在跟隨 
人的生命卜卜脆 在世不可烏垂垂 擺脫物慾的網羅 勿被虛榮來所累 
空手來時空手去 任何財物不得取 探得百花成蜜後 最後只能見汗水 
住滿數十年光景 個個空手要排隊 因為證件一到期 又要離開別處去 
 

驕深禍亦深 
遇到面前條路窄 應留一步給人行 若然大家不讓步 便會跌落個山坑 
從來兩虎相爭鬥 結果兩隻都傷殘 一分善惡一分報 分分秒秒有循環 
鐵面無私的真理 教訓人們在世間 凡事應有個界限 超出界限是野蠻 
識時務者為俊傑 無須弄到要鬥爭 麻煩不會來找你 沒有必要找麻煩 
強中更有強中手 對付任性與專橫 自作始終是自受 與人半點是無關 
誰個死牛一便頸 只有自己沒路行 時時看風來駛 才可順利過千山 
記住禮讓身無辱 謙虛便覺心自閒 忍讓實情有好處 能使大家有路行 
冤家宜解不宜結 何必積怨在心間 如果結怨在心裏 等於自困入泥潭 
弄到全身黑墨墨 試問怎會有開顏 解開心裏千千結 就是解決大難關 
難關若是解決了 免除一切的憂患 沒有做人的驕傲 便見處處有路行 
 

了解自己 
不識盧山真面目 皆由身在此山中 若然走出了山外 再看廬山便不同 
盧山究竟有幾大 便會完全在眼中 可處花香有鳥語 何處流水响咚咚 
何處能通山上去 何處令人會失踪 若能細心的觀察 一切便會知內容 
將人比喻亦一樣 大致亦都是相同 欲求了解你自己 心靈便要到空中 
走到無塵的境界 才把自己看得通 所有一舉和一動 有無沾染壞作風 
此時品格在眼裏 便知有沒有不同 缺點充滿在人前 容易使人失信用 
信用若然失去了 大好黃金變爛銅 事實告訴了我們 人格實在很貴重 
所以時刻要警覺 怎樣做人至有用 錯了之後才知錯 就會變了可憐蟲 
記住煩惱的來源 只是一時之妄動 沒有疏忽和大意 苦惱是不會跟從 



事事小心來處世 甚麼煩惱盡掃空 不妨冷靜想一想 一理通時百理通 
 

面對現實 
龍游淺水遭蝦戲 虎落平陽被犬譁 勿嘆自己無用處 只是一時運氣差 
環境隨時會變化 無須心裏亂如麻 等待雲收而散後 便見日月有光華 
沉默此時最有用 笑罵暫且任由他 不少英雄大人物 亦有試過飲苦茶 
眼前雖然無樹葉 春來又會再開花 若然想吃好果子 應要繼續向上爬 
見到千奇百怪事 小心令人會眼花 假作真時真亦假 記住不可慕虛華 
種豆一定是得豆 種瓜必然是得瓜 做人若不講現實 生活便會在霧霞 
好像盲人騎瞎馬 始終踏錯會行差 天下烏鴉一樣黑 到處楊梅一樣花 
條條大路通羅馬 處處都是美利加 面前很多好去處 機會在你手中拿 
努力自然就知道 幸福將會入誰家 首先信任你自己 原是一隻千里馬 
任憑怎樣有障礙 不要理會爛泥沙 勇往直前不用怕 很快就會見彩霞 
 

福自天來 
有意栽花花不發 無心插柳柳成陰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苦心 
世事有時很奇怪 夢想他會變成真 同是天光同是夜 有人富貴有人貧 
有人衣食無顧慮 有人飢餓望施恩 有人聰明多智慧 有人愚蠢到不堪 
有人疾病常苦困 有人康健好精神 有人珍饈百味菜 胃口依然傷腦筋 
有人鹹魚青菜飯 吃得不知幾開心 這是人有人福份 各有前因莫羨人 
萬事有因必有果 因果永遠在運行 人人都望有福氣 不少善信去求神 
究竟福從何處來 我們應要尋底蘊 冥冥之中有主宰 不是自己的權能 
半由人力半由天 種花還需靠天份 沒有陽光和雨露 順利生長永不能 
欲求收獲好果子 及時快點種善根 積善滿門天賜福 平安二字值干金 
一點誠心遇上昇 日日降臨萬種恩 賜福人人皆有份 大家快樂笑吟吟 
 

言多必失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末可全拋一片心 世上甚麼人都有 不是個個可傾心 
龍蛇混集的社會 有着各式各樣人 可能有些在計算 怎樣出賣你靈魂 
有一句時讀一句 便是愚蠢到不堪 等於讓別人知道 自己見識甚低能 
遇着無煙的大炮 無須弄到不開心 那些來說是非者 不過是個是非人 
應付這一種人等 最好不聞也不問 防人之心應要有 總之就是要小心  
誰個背後無人說 那個面前不說人 有時說錯一句話 誤會便會有風雲 
就算如何好老友 亦會變作陌路人 說話時常要謹慎 切勿失人自尊心 
應要給人好印象 不可處處乞人僧 做人若是太多口 很難獲得人信任 
凡是不顧及後果 表示修養末得深 內心依然是淺窄 有福亦不會駕臨 
多言會被多言悞 勿被多言悞此生 如果你想成大事 記住沉默佔七分 
 



百行孝為先 
父母恩情大似天 不能忤逆在堂前 忤逆還生忤逆子 孝順兒孫代代賢 
花花世界輪流轉 萬事都是有相連 千古以來皆應驗 記住心裏種良田 
養子方知父母恩 曾經不少大貢獻 為誰辛苦為誰忙 教養功勞要思念 
誰個將你來養大 今日應要記從前 如此深思應盡孝 報答爹媽到晚年 
老弱無能由子養 責任應份要成全 將來自己亦會老 那時一樣望人憐 
飢寒每日要關懷 莫把慈親來作賤 若然經濟是方便 孝敬多點零用錢 
但得高堂有溫暖 問心無愧便安眠 平日飲水也思源 做人怎可無孝念 
薄待爹娘難剩米 人算不如天上算 惟有內心存孝義 孝義才曾感動天 
往往神蹟來顯現 福壽攜手到門前 孝心必然有好報 從來好報沒拖延 
因果循環無改變 自古至今萬萬年 欲求添福又添壽 一生百行孝為先 
 

子孝父心歡 
想到父親你年老 欲求工作又無能 知你近來生活苦 現在寄上一點銀 
雖然區區是少數 但能安慰你的心 感覺做人應孝順 樂意盡我的所能 
等你暫時有得用 免為生活去掛心 有得吃時你便吃 不可等待到黃昏 
人生日子容易過 轉眼便會一世人 吃飽個肚為要緊 千祈不可做大笨 
所有心事要放開 勿讓愁苦來自困 得閒最好看場戲 歡樂大可以追尋 
你兒在外很平安 行為亦都很謹慎 無須為我而顧慮 弄到日夜要傷神 
燈紅酒綠煙花地 從來沒有去過問 雖然那裏很熱鬧 在我眼裏似浮雲 
自問一向的品性 習慣守份與安貧 知道生活是艱難 不能不要去發奮 
利用空餘的時間 結識所有是良朋 有時三五成知己 學習地理與天文 
尋求更深的學問 增進自己的技能 望能立足社會上 達到造福於人群 
 

妻賢家幸福 
做人妻子要知道 盡力顧住大本營 愛護家庭如愛國 若不愛國便傾城 
保守眼前好江山 知慳識儉持家政 貪慕虛榮壞思想 乃是引人落陷阱 
千萬不能走錯路 以致幸福化為零 家用是辛苦得來 記住時常要定性 
用度若然無節制 生活便會有苦情 能夠顧及到後果 這就叫做是聰明 
對住兒女的面前 不妨多點教育性 首先做個好傍樣 勉勵聲聲要不停 
教導他們走正路 個個踏上好前程 遇到一時有困境 心情最好先安靜 
無須弄到要吵鬧 好像風雨舖滿城 事情只有靠忍耐 忍耐令人做得正 
將個家庭做得好 大家亦都有光榮 抹去心上的塵灰 明心便可以見性 
一點溫柔共體貼 裏面充滿溫暖情 如果時時識得做 日日有個好家庭 
有話妻賢家幸福 左鄰右里都尊敬 句句良言話一尾 總是家和萬事興 
 

萬惡淫為首 
色字頭上一把刀 迷人美色莫貪圖 切勿以為花運到 終日走去學糊塗 



見人容貌生得好 不論閒花和野草 看多幾次迷人眼 神魂不定就顛倒 
不由自主去愛慕 以為嬌嬌最有寶 打算天天不回家 溫柔鄉裏春光好 
大好前程看不見 皆因醉戀玉葫蘆 萬縷柔情假戲做 無非引君落陰曹 
床頭金盡終有日 後悔做了脂粉奴 常常知這燈是人 那就不會入迷途 
自古良緣天註定 只是來遲或來早 強求得來多苦惱 有緣才可成鴛譜 
應要耐心來等待 天涯何處無芳草 人家妻女莫摧殘 悞人悞己沒有好 
風流有儘冤難了 罪債時刻要追討 任憑去了千里路 插翼高飛也難逃 
天眼昭昭不漏網 送往人間地獄牢 一刻歡愉千古恨 一生名譽全不保 
由來萬惡是貪淫 不貪不淫是最好 做人總要待正道 正道才是無價寶 
 

處世金言 
從來世事渺茫茫 未知明日在那方 應要隨緣來過日 盡己本份渡時光 
保守行為勿放蕩 每逢做事要思量 謹慎做人無苦惱 凡事靜裏有平安 
吃些虧處原無害 退讓三分也不妨 多為別人好處想 留得人家深印象 
是非不必常計較 彼此無須論短長 害人之心不可有 報應實在要提防 
作孽多端入地獄 光明正大見天堂 神明本是正直做 不許人間罪惡猖 
欲能跳出大羅網 勿染塵污是妙方 麝因香重身先死 蠶為絲多命早亡 
人心不足蛇吞象 結局方知夢一場 老病生死誰替得 酸甜苦辣自身當 
世事由來多變幻 幻驅怎可免尋常 春日才看陽柳綠 秋天又見菊花黃 
榮華終是三更夢 富貴如同九月霜 黃金不是千年業 無須過份去緊張 
是得是失無所謂 心靜便會見心涼 轉眼之間人歸去 到時遠遠又家鄉 
 

謙虛有用 
若要人家怎對你 首先便要怎對人 來到社會大學裏 大眾要學習溫文 
待人溫文又有禮 表示做人有愛心 去到處處得人敬 讚你和善與可親 
誰個沒有此修養 難以結識到良朋 有話可先讓人說 尊重對方自尊心 
時常使別人感覺 你是處世有內涵 溫文是一種美德 品格是屬於上層 
不同驕傲與自大 沒有禮讓的精神 雷聲大大雨點小 所見大多數沙塵 
沙塵滾滾人討厭 一看便覺不開心 無人願意來接近 很多運去別處行 
自視過高無用處 缺點表露是低能 惟有謙虛最有用 給人印象很多分 
純潔形象很重要 不少現實有教人 人與人之間相處 盡量便大家開心 
記住品格和學問 發展一定要平衡 無論在甚麼時候 應要培養好人品 
抱看謙虛來處世 才有光亮的一生 想望得到人敬仰 不能沒有此善根 
 

當機立斷 
千載難逢是機會 很難得到有一次 如果有幸得到了 把握實在不宜遲 
撲會是不會久留 很快又要去別處 千祈不可眼白白 當作機會是多餘 
有人望穿了秋水 也難得到有再遇 有人唉聲又嘆氣 後悔蠢鈍在一時 



所以時時要知機 好好珍惜時機至 第一時間很重要 處事不能不要知 
打鐵一定要趁熱 過後至打是過時 誰把機會來錯過 損失是件自己事 
就算還有下一次 不知等待到何時 應要實事去求是 要做便不可拖遲 
一個明智的抉擇 是你成功的支柱 若然你是把握了 抱着信心去堅持 
不能得一個講字 行動至要是及時 事因關係你前途 可以助你成大事 
勿再三心和雨意 帶着半信又半疑 猶疑不決最誤事 蘇州過後搭艇遲 
古人曾經有話過 而且留下兩句詩 好花當折便應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回頭是岸 
貪字從來會變貧 不可貪財悞此生 往往因小而失大 皆由抱着幻想心 
安份自然有好運 無須煩惱去自尋 要有堅強的意志 抵抗一切罪魔侵 
應知做人的樂趣 不是全部靠黃金 錢財雖是無限好 亦有無限的禍根 
若是求之於安份 自然安樂過一生 若是求之於幻想 風雨很快便來臨 
那時罪惡來接近 漸漸進入人的心 用盡千方和百計 引往大海去掘全 
以為前途很美好 其實出賣自由身 一件錯開百件錯 墮落就是這原因 
嚐盡愁苦的滋味 原有幸福化為塵 就算一時有收獲 那裏值得去開心 
不義之財無久享 贏得天天做懶人 罪的工價乃是死 沉淪罪海實喪生 
快快回頭望一望 看看何處是安身 認識危險的界線 切勿盲目向前行 
及早轉身仍末晚 趁住紅日未西沉 趕快游回岸邊去 換上新衣做好人 
 

勤為無價寶 
算你家財有萬千 每日只用兩個錢 如果全無入息計 問你用得幾多年 
用去一個少一個 事實到底在眼前 而且有時侯環境 實在令人難預算 
世上無人能知道 會有怎樣的明天 環境隨時是會變 往往變得很偶然 
若然將錢來亂散 更加很快會用完 用完之後又怎算 有無準備在今天 
知道窮苦會出現 就要發奮在目前 少壯之時不努力 人老珠黃不值錢 
誰個懶惰不工作 等於自己招來賤 做慣乞兒懶做官 休談妄想住宮殿 
所有字典同是話 懶惰不值得可憐 大好時光轉眼過 勿讓窮苦到身邊 
又窮又苦的生活 沒有快樂之可言 曾經不少懶惰鬼 後悔一世住爛船 
做人要面對現實 莫個到時先至算 現時就好立志願 快快把握看今天 
只有勤力兩個字 才是幸福的根源 能使生命有豐富 好處實在說不完 
 

有志事竟成 
開講路不行不到 道理話得很分明 如果有一個計劃 決定立志去完成 
首先你便要明白 面前有很多路徑 條條都是彎彎曲 更重凹凸又不平 
還要攀山和越嶺 處處阻礙你前程 中途又佈滿荊棘 等着考驗人耐性 
隨時暴風雨到來 使人意志不安定 到時若不夠定力 願望便沒法達成 
所以事前要考慮 一切困難要戰勝 然後先至好決定 計劃做一件事情 



記着信心和毅力 就是一張通行證 如果誰個得不着 不用下馬問前程 
因為成功的道路 信心毅力要不停 萬里長城的建設 不是一日可造成 
其中不少艱苦處 乃是人人所公認 若然決定做的事 爐火達到要純青 
能夠做到不怕苦 成功便是已五成 不要失去自信心 總求意志夠堅定 
等如龜兔共賽跑 隻龜未必不會贏 但能不斷的努力 一定有志事竟成 
 

難忘母愛 
慈母一片真心話 等如夜裏的明燈 沒有明燈來指引 真是不知怎樣行 
今日雖牛人世上 未知前路那條真 感謝娘親的教導 使我明白怎做人 
萬語千言想牝好 充份表現愛兒心 望求媽媽莫顧慮 應要愛惜你精神 
一碗參湯來奉上 敬來是給您補身 從今以後守本份 決心走去做好人 
用心學習尋上進 把握時機愛光陰 往日不良的習染 件件拋去海中心 
痛改前非不懶惰 苦海不再去浮沉 藉着信心和勇氣 尋找美麗的人生 
前面若然有風浪 不怕乘風破浪行 努力開山通大海 鐵枝定要磨成針 
專心一致勤發舊 不讓人家笑我貧 苦盡甘來終有日 報答劬勞養育恩 
願您常常有快樂 您兒就會有開心 不負娘親的厚望 立志平步到青雲 
他日名聲傳遠近 耀祖光宗處處聞 萬人空巷看熱鬧 那時就是我來臨 
 

自力更生 
你們種的是甚麼 結果當然是甚麼 若然種的是芒果 不會種出大菠蘿 
這是一定的道理 幻想只有是阿傻 畫餅是不會充飢 莫把時光白白過 
明知幻想不是路 不要幻想那麼多 須知人無辛苦力 生活是不容易過 
誰個若果不工作 必受飢餓的折磨 上帝有很多食物 從不放在個鳥窩 
定要飛鳥去尋找 尋得幾多便幾多 人有聰明及智慧 是比飛鳥好得多 
更加要好好計劃 明天生活是如何 做人若不求上進 成績便會走下坡 
只有是腳踏實地 幸福才肯面前過 勿將寶貴的生命 毫無意義去消磨 
首先一定要自助 然後至得個天助 要知有種才有收 現實不容有懶惰 
甚麼因時甚麼果 種子是不能下錯 等到他日好收成 甜美果子一個個 
勤力充滿着豐盛 好處實在多蘿蘿 總而言之數不盡 還要懶惰做甚麼 
 

重新開始 
世上沒有一個人 敢話事事都如意 做人一定有波折 環境是會話你知 
到時到侯要考試 這是無可避免事 若是試卷派到來 不妨暫且去接住 
內心無須不滿意 苦惱實在是多餘 試卷內容有智慧 想你無知變有知 
啟發人人去用腦 如何應付各種事 對看試卷勿憂愁 應要靜心尋理智 
很多成功的人士 亦都有過考試時 他們遭遇到失敗 經已不知幾多次 
事事若果容易得 誰人願意去做事 養成個個都懶惰 世界就變垃圾池 
所以必定有難處 來做人們的老師 聽從老師多指的 然後知識不幼稚 



跌倒就當爬起來 無論跌住多少次 欲能早日到山頂 更要不斷努力時 
快快重頭再開始 堅守做人的意志 幸福面前等着你 抱着信心勿多疑 
一粒小小的種子 依然可以種大樹 憑着經驗與耐性 成功一定不會遲 
 

成功之路 
日出東方要起身 早早起身就精神 欲求達上成功路 首先不要做懶人 
懶惰始終窮苦困 沒有幸福的人生 等如一箱大珠寶 拋落大海往下沉 
做人總要有計劃 光芒萬丈過一生 須知生命的意義 不是白白一世人 
一年之計在於今 一生之計在於勤 千萬不能交白卷 幸福一定要追尋 
現在就是好機會 即時快點下決心 不可輕看你自己 成功一樣有你份 
從今日起要發奮 盡量表現你所能 別人雖然有八兩 自己亦都有半斤 
世上根本無難事 在乎有沒有信心 有了信心有辦法 運用辦法去實行 
以為不可能的事 努力就會變可能 加多一點點勇氣 與及苦幹的精神 
只要能夠吃得苦 成功之路便接近 無論風雨怎麼樣 堅定意志往前行 
路上小心和謹慎 勿讓志氣去消沉 得到一雷天下晌 便是一個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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