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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必春風化雨，智慧當日光普照。



慈悲必春風化雨，智慧當日光普照。

做人处事要“内方”而“外圆”，

“内方”就是原则，“外圆”就是通达。



若能知命，
便能坦然面對人生的際遇。



若能知命，
便能坦然面對人生的際遇。

若能知命，

便能坦然面对人生的际遇。 



南山老松早已衰老，北斗壽星尚甚年輕。



南山老松早已衰老，北斗壽星尚甚年輕。南山老松早已衰老，北斗寿星尚甚年轻。



與人相處，口不出惡言，就是保護他人，也保護自己。



與人相處，口不出惡言，就是保護他人，也保護自己。与人相处，口不出恶言，就是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 



把心情放輕鬆，生病時還是一樣地生活，
一樣地做該做的事，就能病得很健康。



把心情放輕鬆，生病時還是一樣地生活，
一樣地做該做的事，就能病得很健康。

把心情放轻松，生病时还是一样地生活，

一样地做该做的事，就能病得很健康。 



當煩惱現前，不要對抗，要用慚愧心、懺悔心、感恩心來消融。



當煩惱現前，不要對抗，要用慚愧心、懺悔心、感恩心來消融。当烦恼现前，不要对抗，要用惭愧心、忏悔心、感恩心来消融。



看天播種時，耘草施肥日，豐收感恩月，祈求年年好年。



看天播種時，耘草施肥日，豐收感恩月，祈求年年好年。看天播种时，耘草施肥日，丰收感恩月，祈求年年好年。



經常少欲知足的人，
才是無虞匱乏的富人。



經常少欲知足的人，
才是無虞匱乏的富人。
经常少欲知足的人，

才是无虞匮乏的富人。



天生我材必有所用，
每個人出生時，
就已帶著責任和價值來到世上。
這份「用處」，是對人類歷史負責，對全體社會盡責。 



天生我材必有所用，
每個人出生時，
就已帶著責任和價值來到世上。
這份「用處」，是對人類歷史負責，對全體社會盡責。 

着
“ ”

天生我材必有所用，

每个人出生时，

就已带着责任和价值来到世上。

这份“用处”，是对人类历史负责，对全体社会尽责。 



道心之中有施無畏。



道心之中有施無畏。道心之中有施无畏。



活在當下，不悔惱過去，不擔心未來。



活在當下，不悔惱過去，不擔心未來。活在当下，不悔恼过去，不担心未来。



禪法即是心法，萬法由心生滅。



禪法即是心法，萬法由心生滅。只要心平气和，生活便能快乐。



知過即改不為恥，
放下屠刀立成佛。

放鬆身心、體驗身心，才能夠與自我和平相處。 

外在环境愈是不景气，

个人愈是要保持身心健康，

多做些有益于人的事。



知過即改不為恥，
放下屠刀立成佛。

放鬆身心、體驗身心，才能夠與自我和平相處。 放松身心、体验身心，才能够与自我和平相处。 



人生要在和諧中求發展，又在努力中見其希望。 愛你的孩子，與其擔心，不如祝福吧！人生要在和谐中求发展，又在努力中见希望。



人生要在和諧中求發展，又在努力中見其希望。 愛你的孩子，與其擔心，不如祝福吧！爱你的孩子，与其担心，不如祝福！



遇事正面解讀逆向思考，成事確立方向鍥而不捨。 救度眾生是提起，不住著相是放下。遇事正面解读逆向思考，成事确立方向锲而不舍。



遇事正面解讀逆向思考，成事確立方向鍥而不捨。 救度眾生是提起，不住著相是放下。用感恩的心、用报恩的心，

来做服务的工作，

便不会感到倦怠与疲累。



面對生活，要有「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

大夢誰先覺，離夢想顛倒。



面對生活，要有「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

大夢誰先覺，離夢想顛倒。

面对生活，要有“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

忙得快乐，累得欢喜。



幸福人生要有「三Q」：「IQ」學習能力、
「EQ」情緒管理能力，以及「MQ」道德的品質，
後者即幫助人、利益人、關懷人。 

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業。

幸福人生要有“三 Q”：

“IQ”学习能力、

“EQ”情绪管理能力，

以及“MQ”道德的品质，后者即帮助人、利益人、关怀人。 



幸福人生要有「三Q」：「IQ」學習能力、
「EQ」情緒管理能力，以及「MQ」道德的品質，
後者即幫助人、利益人、關懷人。 

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業。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业。



心隨境轉是凡夫；境隨心轉是聖賢。

父母之恩重於天地，三寶之德多過恆沙。

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



心隨境轉是凡夫；境隨心轉是聖賢。

父母之恩重於天地，三寶之德多過恆沙。父母之恩重于天地，三宝之德多过恒沙。



人的一生之中，
如果能有一個明確的價值觀並且堅定不變，
則生命過程中的每個階段，
都將是相乘相加的人生饗宴。 

人如果只追求快樂，而不願意負責任，
這種快樂並不持久，而往往成為心理上的負擔。

人的一生之中，

如果能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并且坚定不变，

则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阶段，

都将是相乘相加的人生飨宴。 



人的一生之中，
如果能有一個明確的價值觀並且堅定不變，
則生命過程中的每個階段，
都將是相乘相加的人生饗宴。 

人如果只追求快樂，而不願意負責任，
這種快樂並不持久，而往往成為心理上的負擔。
人如果只追求快乐，而不愿意负责任，

这种快乐并不持久，而往往成为心理上的负担。



心要如牆壁，
雖然不動，確有作用。

隨時服務他人，終生幸福；有力不結善緣，後悔莫及。

心要如墙壁，

虽然不动，确有作用。



心要如牆壁，
雖然不動，確有作用。

隨時服務他人，終生幸福；有力不結善緣，後悔莫及。随时服务他人，终生幸福；有力不结善缘，后悔莫及。



感恩能使我們成長，報恩能助我們成就。

心中有阻礙時，眼中的世界皆不平；
心中無困擾時，眼前的世界都美好。

擔心、憂心沒有用，留心、用心卻是需要的。感恩能使我们成长，报恩能助我们成就。



感恩能使我們成長，報恩能助我們成就。

心中有阻礙時，眼中的世界皆不平；
心中無困擾時，眼前的世界都美好。

擔心、憂心沒有用，留心、用心卻是需要的。

心中有阻碍时，眼中的世界皆不平；

心中无困扰时，眼前的世界都美好。

担心、忧心没有用，留心、用心却是需要的。



個人生命雖然渺小，只要發揮所能所長，
克盡一己之力，
就是扮演了人類歷史承先啟後的角色。 

淨化人心，少欲知足；淨化社會，關懷他人。个人生命虽然渺小，只要发挥所能所长，

克尽一己之力，

就是扮演了人类历史承先启后的角色。



個人生命雖然渺小，只要發揮所能所長，
克盡一己之力，
就是扮演了人類歷史承先啟後的角色。 

淨化人心，少欲知足；淨化社會，關懷他人。净化人心，少欲知足；净化社会，关怀他人。



你心我心同佛心，知福惜福多培福。你心我心同佛心，知福惜福多培福。
我們的環境從來沒有好過，
也沒有那麼壞過，
就看自己怎麼看待。

感谢给我们机会，顺境、逆境皆是恩人。

感谢



你心我心同佛心，知福惜福多培福。你心我心同佛心，知福惜福多培福。
我們的環境從來沒有好過，
也沒有那麼壞過，
就看自己怎麼看待。

我们的环境从来没有好过，

也没有那么坏过，

就看自己怎么看待。



生滅現象是世間常態，若能洞察生滅現象，便是智者。

自在的人生，並不是沒有挫折，
而是在有挫折的狀況下，
仍能保持身心平穩，
從容以對。

生灭现象是世间常态，若能洞察生灭现象，便是智者。



生滅現象是世間常態，若能洞察生滅現象，便是智者。

自在的人生，並不是沒有挫折，
而是在有挫折的狀況下，
仍能保持身心平穩，
從容以對。

自在的人生，并不是没有挫折，
而是在有挫折的状况下，
仍能保持身心平稳，
从容以对。



處理問題要心平氣和，
心不平、氣不和，則容易說錯話，讓問題更複雜。 常念觀音菩薩，心安就有平安。

处理问题要心平气和，

心不平、气不和，则容易说错话，让问题更复杂。



處理問題要心平氣和，
心不平、氣不和，則容易說錯話，讓問題更複雜。 常念觀音菩薩，心安就有平安。常念观音菩萨，心安就有平安。



以智慧時時修正偏差，以慈悲處處給人方便。 天堂地獄由心造，成佛作祖心外無。以智慧时时修正偏差，以慈悲处处给人方便。



以智慧時時修正偏差，以慈悲處處給人方便。 天堂地獄由心造，成佛作祖心外無。天堂地狱由心造，成佛作祖心外无。



行善沒有條件。

人生處世，也有「入世」、「出世」兩種態度。
入世，是參與世間，救濟世界，以助人為己任；
出世，則是隱遁山林，不問世事，自顧自地修行。 

行善没有条件。



行善沒有條件。

人生處世，也有「入世」、「出世」兩種態度。
入世，是參與世間，救濟世界，以助人為己任；
出世，則是隱遁山林，不問世事，自顧自地修行。 

人生处世，也有“入世”、“出世”两种态度。

入世，是参与世间，救济世界，以助人为己任；

出世，则是隐遁山林，不问世事，自顾自地修行。 



珍惜生命，為自己加油。

有相無相有無相，真空假空真假空。

珍惜生命，为自己加油。



珍惜生命，為自己加油。

有相無相有無相，真空假空真假空。有相无相有无相，真空假空真假空。



賺錢不自私，有錢大家賺；
大家有錢賺，才是最可靠的財富。 
賺錢不自私，有錢大家賺；
大家有錢賺，才是最可靠的財富。 

內和外和，因和緣和，平平安安真自在。

赚钱不自私，有钱大家赚；
大家有钱赚，才是最可靠的财富。 



賺錢不自私，有錢大家賺；
大家有錢賺，才是最可靠的財富。 
賺錢不自私，有錢大家賺；
大家有錢賺，才是最可靠的財富。 

內和外和，因和緣和，平平安安真自在。内和外和，因和缘和，平平安安真自在。



逢人結恩不結怨，必能和諧相處、生活愉快。 人生的起起落落，都是成長的經驗。逢人结恩不结怨，必能和谐相处、生活愉快。



逢人結恩不結怨，必能和諧相處、生活愉快。 人生的起起落落，都是成長的經驗。人生的起起落落，都是成长的经验。



戲外看戲忘了戲，夢中作夢不知夢。

教育為千秋大業，賢能乃百代楷模。

戏外看戏忘了戏，梦中做梦不知梦。



戲外看戲忘了戲，夢中作夢不知夢。

教育為千秋大業，賢能乃百代楷模。教育为千秋大业，贤能乃百代楷模。



誘以名利權位不動心，陷於千軍萬馬無所懼。

不要用壓抑來控制情緒，
最好用觀想、用佛號、用祈禱，
來化解情緒。诱以名利权位不动心，陷于千军万马无所惧。



誘以名利權位不動心，陷於千軍萬馬無所懼。

不要用壓抑來控制情緒，
最好用觀想、用佛號、用祈禱，
來化解情緒。

听到流言，
先要静下心来反省自己，有则改之，
无则勉之。
如果心浮气躁，
流言的杀伤力会更大。



隨遇而安，隨緣奉獻。 心不開朗就是苦，心境豁達就能轉苦為樂。随遇而安，随缘奉献。



隨遇而安，隨緣奉獻。 心不開朗就是苦，心境豁達就能轉苦為樂。心不开朗就是苦，心境豁达就能转苦为乐。



忙人時間最多，勤勞健康最好。
只要心平氣和，生活便能快樂。忙人时间最多，勤劳健康最好。



忙人時間最多，勤勞健康最好。
只要心平氣和，生活便能快樂。

只要心平气和，生活便能快乐。



人生若夢誰都會說，終生作夢怎麼不醒。 解開愛恨情仇心結，學習慈悲喜捨心量。人生若梦谁都会说，终生做梦怎么不醒。



人生若夢誰都會說，終生作夢怎麼不醒。 解開愛恨情仇心結，學習慈悲喜捨心量。解开爱恨情仇心结，学习慈悲喜舍心量。



心中不存得失想，
常作世間無事人。

要和外在環境和諧相處，首先要跟內在的自我和平相處。

心中不存得失想，

常作世间无事人。



心中不存得失想，
常作世間無事人。

要和外在環境和諧相處，首先要跟內在的自我和平相處。要和外在环境和谐相处，首先要跟内在的自我和平相处。



若能真正放下一切，就能包容一切，擁有一切。

世間本無垢與淨，祇緣自起分別心。

若能真正放下一切，就能包容一切，拥有一切。



若能真正放下一切，就能包容一切，擁有一切。

世間本無垢與淨，祇緣自起分別心。世间本无垢与净，只缘自起分别心。



凡事盡心盡力，
隨順因緣，緣熟事成。
凡事盡心盡力，
隨順因緣，緣熟事成。

面對生活，要有「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

凡事尽心尽力，

随顺因缘，缘熟事成。



凡事盡心盡力，
隨順因緣，緣熟事成。
凡事盡心盡力，
隨順因緣，緣熟事成。

面對生活，要有「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人的价值，不在寿命的长短，而在贡献的大小。



為為善惡在一念間，修修福慧於方寸中。

交友應交直諒多聞，

信佛當避怪力亂神，

學法幸勿到處摸門，

敬僧切忌盲從個人。

認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不如意乃意料中事，就不會覺得不自在了。

走路健康鍊身，更可修行鍊心，
快走驅遣妄情，慢走發慧習定。

为为善恶在一念间，修修福慧于方寸中。

交友应交直谅多闻，

信佛当避怪力乱神，

学法幸勿到处摸门，

敬僧切忌盲从个人。



為為善惡在一念間，修修福慧於方寸中。

交友應交直諒多聞，

信佛當避怪力亂神，

學法幸勿到處摸門，

敬僧切忌盲從個人。

認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不如意乃意料中事，就不會覺得不自在了。

走路健康鍊身，更可修行鍊心，
快走驅遣妄情，慢走發慧習定。

认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不如意乃意料中事，就不会觉得不自在了。 

走路健康炼身，更可修行炼心，

快走驱遣妄情，慢走发慧习定。



人生的苦與樂，往往來自心的體驗。若能把人生的苦樂，
當成是增長慈悲心和智慧心的過程，就是大自在人。
人生的苦與樂，往往來自心的體驗。若能把人生的苦樂，
當成是增長慈悲心和智慧心的過程，就是大自在人。

河山猶在，景物遷移；日月長運，人事全非。

人生的苦与乐，往往来自心的体验。若能把人生的苦乐，

当成是增长慈悲心和智慧心的过程，就是大自在人。 



人生的苦與樂，往往來自心的體驗。若能把人生的苦樂，
當成是增長慈悲心和智慧心的過程，就是大自在人。
人生的苦與樂，往往來自心的體驗。若能把人生的苦樂，
當成是增長慈悲心和智慧心的過程，就是大自在人。

河山猶在，景物遷移；日月長運，人事全非。河山犹在，景物迁移；日月长运，人事全非。



忙而不亂，累而不疲。

枯旱祈降及時雨，隆冬願作送暖人。

忙而不乱，累而不疲。



忙而不亂，累而不疲。

枯旱祈降及時雨，隆冬願作送暖人。枯旱祈降及时雨，隆冬愿作送暖人。



慈悲，是怨親平等地愛護一切眾生；
智慧，是恰到好處地解決一切問題。

人生要在安定中求富足，又在鍛鍊中見其莊嚴。

面对许多的情况，

只管用智慧处理事，

以慈悲对待人，

而不担心自己的利害得失，

就不会有烦恼了。



慈悲，是怨親平等地愛護一切眾生；
智慧，是恰到好處地解決一切問題。

人生要在安定中求富足，又在鍛鍊中見其莊嚴。人生要在安定中求富足，又在锻炼中见其庄严。



人生處世，
有人「混世」，
有人「戀世」。
混世，是渾渾噩噩度日，
甚至造成世界的混亂；
戀世，是對世間依戀不捨，
執著與自己相關的一切。 

感恩是終生受用的福報，懷恨乃永世糾纏的魔障。

心不平安是真正的苦，身體的病痛不一定是苦。

人生处世，

有人“混世”，

有人“恋世”。

混世，是浑浑噩噩度日，

甚至造成世界的混乱；

恋世，是对世间依恋不舍，

执着与自己相关的一切。 



人生處世，
有人「混世」，
有人「戀世」。
混世，是渾渾噩噩度日，
甚至造成世界的混亂；
戀世，是對世間依戀不捨，
執著與自己相關的一切。 

感恩是終生受用的福報，懷恨乃永世糾纏的魔障。

心不平安是真正的苦，身體的病痛不一定是苦。心不平安是真正的苦，身体的病痛不一定是苦。

话到口边想一想，讲话之前慢半拍。

不是不说，而是要惜言慎语。



內和外和，因和緣和，
平平安安真自在。

踏實的體驗生命，就是禪修。

我和人和，心和口和，

欢欢喜喜有幸福。



內和外和，因和緣和，
平平安安真自在。

踏實的體驗生命，就是禪修。身心常放松，逢人面带笑；

放松能使我们身心健康，

带笑容易增进彼此友谊。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水深千丈終見底，山高萬里海中昇。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水深千丈終見底，山高萬里海中昇。水深千丈终见底，山高万里海中升。



學佛的人，有兩大任務：莊嚴國土，成熟眾生。

真誠必有應，精勤萬事成。

减轻压力的好办法，就是少存一些得失心，

多用一点欣赏心。



學佛的人，有兩大任務：莊嚴國土，成熟眾生。

真誠必有應，精勤萬事成。真诚必有应，精勤万事成。



對於過去，無怨無悔；
對於未來，積極準備；
對於現在，步步踏實。

船過水無痕，鳥飛不留影，
成敗得失都不會引起心情的波動，
那就是自在解脫的大智慧。

对于过去，无怨无悔；

对于未来，积极准备；

对于现在，步步踏实。



對於過去，無怨無悔；
對於未來，積極準備；
對於現在，步步踏實。

船過水無痕，鳥飛不留影，
成敗得失都不會引起心情的波動，
那就是自在解脫的大智慧。

船过水无痕，鸟飞不留影，

成败得失都不会引起心情的波动，

那就是自在解脱的大智慧。



順逆兩種境遇都是增上因緣，要以平常心與感恩心相待。

堅韌心易度難關，
長遠心可成大事。

只要自己的心态改变，环境也会跟着改变，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順逆兩種境遇都是增上因緣，要以平常心與感恩心相待。

堅韌心易度難關，
長遠心可成大事。

坚韧心易度难关，

长远心可成大事。



只要還有一口呼吸在，
就有無限的希望，
就是最大的財富。

學歷不代表身分，
能力不代表人格，
名位不代表品德，
工作沒有貴賤，
觀念及行為卻能決定一切。

只要还有一口呼吸在，

就有无限的希望，

就是最大的财富。



只要還有一口呼吸在，
就有無限的希望，
就是最大的財富。

學歷不代表身分，
能力不代表人格，
名位不代表品德，
工作沒有貴賤，
觀念及行為卻能決定一切。

学历不代表身份，

能力不代表人格，

名位不代表品德，

工作没有贵贱，

观念及行为却能决定一切。



若能珍惜當下每一個因緣，
每一個當下，都是獨一無二的。

做一天和尚撞一日鐘，
在什麼樣的身分、職位和角色，
就要盡心盡力、盡責盡分，
便是把握當下，就是心靈環保。

若能珍惜当下每一个因缘，

每一个当下，都是独一无二的。



若能珍惜當下每一個因緣，
每一個當下，都是獨一無二的。

做一天和尚撞一日鐘，
在什麼樣的身分、職位和角色，
就要盡心盡力、盡責盡分，
便是把握當下，就是心靈環保。

任何状况下，

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心，

保持内心的平稳与安定，

就是心灵的健康，就是心灵环保。 



給人方便等於給自己方便。

每個人的條件不同、智慧不同、環境不同、
體能不同、背景也不同，不必相提並論；
只要腳踏實地，步步穩健，就能走出一條路來。

给人方便等于给自己方便。



給人方便等於給自己方便。

每個人的條件不同、智慧不同、環境不同、
體能不同、背景也不同，不必相提並論；
只要腳踏實地，步步穩健，就能走出一條路來。

每个人的条件不同、智慧不同、环境不同、

体能不同、背景也不同，不必相提并论；

只要脚踏实地，步步稳健，就能走出一条路来。 



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

自愛愛人，愛一切眾生；自救救人，救一切眾生。自愛愛人，愛一切眾生；自救救人，救一切眾生。

以全心全力關懷家庭，用整體生命投入事業。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

自爱爱人，爱一切众生；自救救人，救一切众生。



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

自愛愛人，愛一切眾生；自救救人，救一切眾生。自愛愛人，愛一切眾生；自救救人，救一切眾生。

以全心全力關懷家庭，用整體生命投入事業。以全心全力关怀家庭，用整体生命投入事业。



漫天紅塵心勿染，遍地荊棘杖竹行。

對於「生命」，
要充滿無限的希望；
對於「死亡」，
要隨時做好往生的準備。

漫天红尘心勿染，遍地荆棘杖竹行。



漫天紅塵心勿染，遍地荊棘杖竹行。

對於「生命」，
要充滿無限的希望；
對於「死亡」，
要隨時做好往生的準備。

如果观念正确，

知道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现象，

就不会怨天尤人。 



問題若能解決，很好！如果不能解決或者留下後遺症，
也不必罣礙，只要盡人事，就不必怨天尤人。

人生的目標，是來受報、還願、發願的。问题若能解决，很好！如果不能解决或者留下后遗症，

也不必罣碍，只要尽人事，就不必怨天尤人。 



問題若能解決，很好！如果不能解決或者留下後遺症，
也不必罣礙，只要盡人事，就不必怨天尤人。

人生的目標，是來受報、還願、發願的。人生的目标，是来受报、还愿、发愿的。



少些人我是非的執著，
多點成人之美的言行。

少點口舌少是非，多點真誠多平安。

做任何事，一定要抱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自己快樂，才能讓他人也快樂。

少些人我是非的执着，

多点成人之美的言行。



少些人我是非的執著，
多點成人之美的言行。

少點口舌少是非，多點真誠多平安。

做任何事，一定要抱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自己快樂，才能讓他人也快樂。

少点口舌少是非，多点真诚多平安。

做任何事，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自己快乐，才能让他人也快乐。



要能放下，才能提起。
提放自如，是自在人。

一夜致富是暴富，
一夕成名乃虛名，
暴富暴發富難守，
虛名不實名累人。

要能放下，才能提起。

提放自如，是自在人。



要能放下，才能提起。
提放自如，是自在人。

一夜致富是暴富，
一夕成名乃虛名，
暴富暴發富難守，
虛名不實名累人。

一夜致富是暴富，

一夕成名乃虚名，

暴富暴发富难守，

虚名不实名累人。



人上有人，山高水長。

百年相守，相互尊敬感恩，相互學習所長，
相互原諒缺失，相互關愛扶持。

人上有人，山高水长。



人上有人，山高水長。

百年相守，相互尊敬感恩，相互學習所長，
相互原諒缺失，相互關愛扶持。

百年相守，相互尊敬感恩，相互学习所长，

相互原谅缺失，相互关爱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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