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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格言》 

一、宁静 

 

1.宁静来自内心，勿向外寻求！ 

 

2.放下过去的烦恼，不耽忧未来，不执着现在，

你的内心就会平静。 

  

3.不嫉妒、不贪婪、没有私欲，在所有情况下，

内心都持有那份宁静，这就是高尚！ 

  

4.不要把所得的估计过高，也不要嫉妒别人、羡

慕别人，就得不到宁静的心灵。 

  

5.当一个人品尝到孤独与恬静的美味时，便不会

产生恐惧的心理和犯罪的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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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欲 

  

6.痛苦的根源是私欲，无论企求快乐、报复、或

只企求长寿的欲望，都会导致痛苦。 

  

7.欲望会导致痛苦，其主要原因乃是欲望永远无

法完全满足。 

  

8.从爱欲产生忧愁，从爱欲产生恐惧，拔除爱欲

的人，既没有忧愁，也没有什么恐惧可言。 

  

  

三、束缚 

  

9.固执某一件事物（或某种见解），而轻视其它

事物是卑鄙的，智者称它为「束缚」。 

  

10.没有贪爱和憎恨的人，就没有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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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贪心是最猛烈的火，憎恨是最坏的执着，迷

惑和错误的见解是最难脱逃的网，爱欲是最难渡

过的河流。 

  

12.一个人应该舍弃愤怒，拔除傲慢，超越所有

的束缚。不执着心灵和物质的人，内心可以得到

真正的安宁，而不受外在的影响。 

  

13.聪明的人说：铁、木头和麻绳所做成的枷锁，

并不是坚固的束缚，迷恋珠宝、耳环、妻子才是

最坚固的束缚。 

  

14.所有的欲望，只有小小的甜味，而却隐藏着

相当多的苦恼。 

  

15.沉溺在爱欲的人，宛如兔子困在牢笼里那般

惊恐，为束缚和执着所缠绑，长期受苦痛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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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被不正确的思想所困住，爱欲强烈贪图感官

享乐的人，欲望便加倍地增长，束缚也因而更坚

牢。 

  

  

四、洞察 

  

17.不可只依据逻辑、推论、或事物的外表来决

断事理。 

  

18.只有当自己知道某件事物的确不完善和错误

时，你才能革除它。也只有当你自己确实知道某

件事物是完善和正确时，你才能接受它，而且去

身体力行。 

  

19.以不真实的事物为真实，以真实的事物为不

真实，停留在不真实的思想中，永远无法达到真

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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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明智的人不易为别人的想法所影响。 

  

21.不要被任何报导、传统、或流言所左右。 

  

22.不要轻信别人的道听涂说，不要相信谣言，

不要绝对信赖一般书籍。 

  

23.不要轻信你自己的猜测，不要因为和你的意

见相同而就加以相信，不要随便轻信权威。 

  

24.急躁地裁断事理是不妥的。智者应该同时明

察正确与错误两方面。 

  

  

五、愿望 

  

25.愿所有的众生幸福安宁，内心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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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让我们心中无限的爱，遍布整个世界——无

论是宇宙的那一个角落——都没有丝毫的障碍、

怨恨和敌意。 

  

27.愿所有的众生，内心快乐。不论我们看不看

得见他（牠）们，不论他（牠）们在远处或周遭

附近，已出生或尚未出生！ 

  

28.只要是醒着，无论行、住、坐、卧，一个人

就应该保持着这种慈悲的胸怀。 

  

29.愿我慷慨施舍，乐于帮助别人，愿我身心清

净，做人正直，朴实无辜，品性良好，不起恶念。

愿我不自私、不占有，而且大公无私，甚至牺牲

小我。愿我聪明伶俐，能够把真理和知识的好处

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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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愿我努力精进，勤奋不懈。愿我能宽容，能

容忍、宽恕别人的过失，愿我能信守自己立下的

诺言。 

  

31.愿我能坚决勇敢，有毅力和恒心。愿我能仁

慈、友善、富有同情心。愿我能谦卑、平和、宁

静、沉着、安详。愿我能迈向完美的道路，而且

能完善地服务别人。 

  

32.愿所有的生物、动物和人类，没有任何怨恨、

疾病、忧伤，而且愿他（牠）们都能快乐地保护

自己。 

  

  

六、慈爱 

  

33.让我们本着无限的爱心，去对待所有的生物，

就如同慈母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自己唯一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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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这个世界上，永远不可用仇恨来止息仇恨，

仇恨只可以慈爱来止息，这是一个永恒的真理。 

  

35.永远不可欺骗别人，不可轻视任何地方的人

们。在充满愤怒和恶意的地方，让我们用慈爱对

待他们，使他们不受丝毫的损伤。 

  

36.以慈爱来感化怨恨，以良善来感化邪恶。以

施舍来感化吝啬，以真实来感化谎言。 

  

37.所有的动物都害怕刑罚，所有的动物都畏惧

死亡（所有的动物都爱惜生命）。自己设身处地

想想别人和他人做个比较。一个人不应该杀害动

物或教唆别人杀害动物。 

  

  

七、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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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当一个人感觉到不满而刻意追求时，他就成

了爱渴的奴隶。 

  

39.寻找别人过失，而且容易发怒的人，苦恼越

来越多。离开没有烦恼的境界也越来越远。 

  

40.聪明的人不奢望未来，也不追悔过去。 

  

41.胜利者招来怨恨，失败者生活在苦恼中。宁

静的人舍弃胜败，所以平安幸福。 

  

42.常思索苦恼的来源，善于约束自己的感官，

饮食有节制，充满信心和干劲，就不会被邪魔所

击败，宛如大山岩不会被风所动摇。 

  

43.通常发生下列这种情形：当一个人经历过坏

医生的诊疗后，他连好医生也不信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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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透过信心、良好的德行、努力、禅定，以及

观察体验真理，了解和实行同时并进，常做正确

的思考，就可以除去大烦恼。 

  

  

八、障碍 

  

45.每一项罪恶，对犯罪者本身的损害比受害者

大多了。 

  

46.不要轻视小恶，以为我不会受报应。水瓶是

由小水滴滴满的。愚笨的人不断地做出微小的坏

事，日子久了，整个人就充满了邪恶。 

  

47.灵明的知觉有五种障碍：贪欲、憎恨、睡眠

和昏沉、不安和忧虑、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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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当罪恶的行为还没有成熟（尚未产生结果）

时，愚笨的人视罪恶的行为如同甜蜜。可是当他

的行为成熟时，他便有了忧伤。 

  

49.没有信仰、不忠厚、爱撒谎、不考虑到来世

的人，将可能做出种种邪恶的行为。 

  

50.在恶行未成熟以前，行恶的人总以为自己干

得天衣无缝，但等到恶行成熟时，行恶的人便尝

到不好的后果。 

  

51.杀生、偷窃、妄语和邪淫，聪明的人永远不

会赞赏这四种邪恶的事情。 

  

52.撒谎是罪恶的根源，它使一个人生活在不好

的境界，嘴里出现臭味，他所说的话语，不为人

喜欢，而且受别人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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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所有的众生都渴求安乐。为了求得自己的安

乐而以刑杖杀害众生的人，以后不得安宁。 

  

54.不贞洁是妇人的污垢，吝啬是施舍的污垢。

所有坏的言行和意念都成为今生和后世的污垢。 

  

55.贪爱、憎恨和愚痴是心理的三大污垢。杀害、

盗窃、邪淫是身体的三大污垢。挑拨离间（搬弄

是非）讲粗话、撒谎、花言巧语是语言的四大污

垢。 

  

56.一个人做恶时，他的心智就有了污垢。一个

人不做恶时，他的内心就清净。清净与污垢完全

在你自己，别人帮不上忙。 

  

  

九、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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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执着自我的人，心智将会受到干扰。处处只

考虑自我的人，将给自己带来忧愁。 

  

58.对任何事物没有贪执的人，就没有苦恼。所

以我说，在这种境界里没有忧愁，没有激烈的情

欲，也没有失望。 

  

59.贪爱一百件事物，就有一百个苦恼，贪爱九

十件，十件，五件，两件事物，就有九十个，十

个，五个，两个烦恼。 

  

60.世界变迁不已，并非是常久不变的。 

  

61.任何事物，有生必有灭。 

  

62.生、老、病、死、忧伤和失望，跟自己不喜

欢的人在一起，永不满足的欲望，这些存在的属

性都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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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衰老和死亡驱逐众生的生命，宛如牧人手里

拿着棍子赶着牛群到牧场。 

  

64.变化和无常是生命的特征。 

  

65.无常就是一种（很微细的）苦。 

  

译注：凡不是永恒的事物，终究会产生变质、变

迁，消失的现象。所以感觉敏锐的人才能察觉出

它的不完美。 

  

66.甚至当一个人拥有快乐时，这快乐仍然无法

永远持久。 

  

67.「一切有条件的事物都是无常的。」当一个

人用智慧来观察这真理时，他便开始厌离种种的

苦恼，这是达到清净的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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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能真正洞悉苦恼的真相，也就能够知道苦恼

的来源、没有苦恼的境界和消除苦恼的途径。 

  

  

十、待人 

  

69.待人热诚，举止文雅，只要每天充满着喜悦，

苦恼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70.情感是由过去的缘份和今世的怜爱所产生

的，宛如莲花是从水和泥土这两样东西孕育出来

的。 

  

71.为了追求快乐，而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

上，便会受到怨恨的困扰，而无法摆脱怨恨。 

  

72.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不论其贫富或贵贱。 

  

73.探视病人应使患者充满希望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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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人们爱戴忠于真理，态度良好，言而有信，

对职位负责的人。 

  

75.丈夫应以下面五种方式来对待他的妻子：第

一、称赞对方的优点。第二、永远不轻视对方。

第三、对她忠贞不二。第四、授与处理家务的职

权。第五、常送给她精致的服饰。 

  

76.妻子应以下面五种方式来对待丈夫：第一、

把家务处理得井然有序。第二、帮助丈夫的亲属。

第三、对丈夫忠贞不二。第四、聪明地管理和节

省丈夫的薪饷所得。第五、勤劳而不怠惰。 

  

77.服务社会有四项原则：慷慨施舍；体贴的言

谈；互相合作；行为合乎时节而且彬杉有礼。这

四项原则宛如车子的轴，能使车轮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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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服务社会的人容易跟别人相处，乐于助人而

且了解对方的需要，大方又有耐心地教导他人。

这种大善人将来一定得到好报。 

  

79.你们必须要有耐心、充满慈爱，而且具有服

务的热诚。 

  

  

十一、心境 

  

80.当一个人的言谈和举止怀着良善动机时，快

乐便像影子般地跟随他。 

  

81.所有的境界都是以心为引导者。心是主人，

所有的境界都是由心造成的。假如一个人本着污

秽的心去言谈举止，那么苦恼便立刻会跟随他，

宛如车轮紧随着挽牛的足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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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接触世俗的事物，内心不被诱惑，没有忧愁，

没有瑕疵，心灵安定，这是多么幸福啊！ 

  

83.聪明的人时常清除内心的污垢，就如同工匠

清理银矿中的杂质。 

  

84.防止心意的愤怒，调御心猿意马，舍弃邪恶

的念头，诚心履行正道。 

  

85.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你们要好好觉醒，不

论白天和夜晚，常常想念完美的圣者——佛陀。 

  

  

十二、行善 

  

86.及时行善，以免你的心里再起坏念头。凡是

做善拖延的人，内心不易与恶事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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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人生难免一死，应趁有生之年多做一点善事，

宛如从一堆花朵做成许多花圈。 

  

88.莫轻视小善，以为我不会受报应。小水滴不

断地落下，最后能灌满整个瓶子，所以聪明的人

逐渐积集小善，而致使他整个人充满着福德。 

  

89.在急躁的人群中要容忍，在凶暴的人群中要

温和，在贪婪的人群中要慷慨。 

  

90.不做任何坏事，培养所有的善行，清净自己

的心念，这是佛陀的教诲。 

  

  

十三、实行 

  

91.只说好话而没有实行是毫无结果的，这好比

一朵美丽的花，徒具颜色而没有芳香。 

  



 

- 20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92.读诵圣典虽然不多，可是遵照教法奉行，摒

除贪欲、憎恨和愚昧，具有正确的智慧，心里没

有挂碍，不贪恋今生和来世，便是启发心智的实

行者。 

  

93.教导别人应先以身作则。约束自己以后才能

约束别人。约束自己实在难呀！ 

  

94.不讲粗恶的话，不伤所有的众生，依照佛陀

的告诫实行戒律，饮食有节制，在宁静的地方生

活，专心致力高尚的觉知，这就是佛陀的教诲。 

  

95.愚笨的人得到知识和名誉对自己毫无益处，

不但损了他的幸福，而且还会使他刚愎自用。 

  

96.读诵没有用的话语一千句，倒不如只听到一

句有益的话，带给人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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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色彩鲜艳美丽而没有芳香的花朵，不能给你

戴的人带来多大的快乐；听到嘉言而不去身体力

行，也是没有多大益处。 

  

  

十四、省过 

  

98.不应挑剔别人的过失，批评别人已做和未做

的事情。应时常反省自己的过失，考虑自己所做

和未做的事情。 

  

99.智者每天检讨他自己的言行。 

  

100.在战场上征服百万雄师，远不如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的人是最伟大的征服者。 

  

101.克服自己确实比战胜别人要来得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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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别人的过失容易发现，自己的过失不易察

觉。传布别人的过失如同去弃稻壳一般容易。可

是隐藏自己的缺点却像赌徒隐藏骰子那般地狡

滑。 

  

103.认识你自己的弱点，而且力求改进。 

  

104.假如一个人痛改前非而开始行善，就如同明

月不受乌云的笼罩，能照亮大地。 

  

105.你们应勇于向别人承认自己的过错！ 

  

106.忏悔包括改过！ 

  

  

十五、言行 

  

107.由自己的行为导致不好的结果，宛如铁生锈

后，就会受锈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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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行为使众生产生低贱和高尚的差别。 

  

译注：这里所谓的「行为」，包括了思想、言语、

和身体的动作三种。 

  

109.良好的行为可帮助人们将来诞生到更美好

的境界，而且使他更接近自由和解脱。 

  

110.有良好的品德和高超的见识，依照完美圣者

所启示的教法去生活，而且了解真理，认真负责

的人，永远受大家的爱戴。 

  

111.我不但教导外在的行为，而且更注重内在的

意念和思想......我不但教导弟子身体不可表

现坏的行动，不可思考或谈论不良善和不健全的

事物。......同时我也教弟子表现良好的行为、

思考和谈论健全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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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一个人言谈时，应避免以尖酸刻薄的话去批

评别人。 

  

113.讲话有分寸，谈吐婉转，言之有理，那么你

讲的话就会美妙动听。 

  

114.不要在别人背后说他们的坏话。 

  

  

十六、学习 

  

115.不学习的人，宛如老牛，肉虽多，却没有智

慧。 

  

116.要常亲近贤明的人，智者，博学的人，忠诚

热心的人，尽责的人，圣者——常跟这些智德兼

备的人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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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贪睡眠，爱闲聊，对所学的东西不感兴趣，

做事情懒懒散散，急躁而没有耐心......是导致

堕落的重大因素。 

  

118.不及时努力学习，年轻力壮时就懒散不堪，

生活没什么目标和思想，怠惰的人永远不能发现

智慧之路。 

  

  

十七、教育 

  

119.教师在讲解以前，应该先研究学生的心理倾

向。 

  

120.教育应配合受教者的根器和适当的时机！ 

  

121.一个人应使用恳切而富有同情心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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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一位好教师讲话应中肯而避免谈论不相干

的事物。 

  

123.在所有的礼物中，真理的播送最珍贵。在所

有的味道中，真理的味道最佳。在所有的快乐中，

真理的喜悦最大。拔除贪欲，便可以征服所有的

苦恼。 

  

  

十八、快乐 

  

124.不沈缅于放逸，不贪恋感官的享受，具有热

忱而且常沈思真理的人，可获得大安乐。 

  

125.在充满愤恨的人群中不怀丝毫的恨意，生活

才能够快乐。 

  

126.有两种极端是修行人所不应做的。这两种极

端是什么呢？「贪图感官」的享乐是低级的、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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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的、俗气的、下流的，而且导致身心的损害；

「自我折磨」是痛苦的、卑鄙的，也同样会给身

心带来伤害。然而完美的圣者所发现的「中道」，

避免以上两种极端，而带给你敏锐的洞察力和知

识，引导你走向平安、睿智、觉悟和永恒的乐境。 

  

127.到老年还一直保持良好品德的人是快乐的，

信心坚固的人也是快乐的。得到智慧的人快乐，

不做恶的人也快乐。 

  

  

十九、幸福 

  

128.幸福在于愿望的实现，而且在于只存着高尚

的愿望。 

  

129.信赖你自己，除了自己之外，还有谁能做你

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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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 

  

131.健康是最佳的利益；满足是最好的财富。守

信的朋友是最好的亲戚；没有烦恼是最大的幸

福。 

  

132.一个人的心念极为微细而且不易察觉，可是

聪明的人却善于护守即将蠢动的心念，经过护守

的心能导致幸福。 

  

133.啊！没有一切贪执和挂碍，我们的生活才能

幸福，宛如光音天的神仙以喜悦为食。 

  

134.慷慨地施舍，举止合乎时宜，帮助亲戚，没

有羞耻的行为——这是最大的幸福。 

  

135.孝敬父母，爱护妻子，职业安定，是大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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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智慧 

  

136.了解神圣永恒的事物，可适当地称为「智

慧」，对俗事的了解只不过是「知识」罢了。 

  

137.宇宙间每一件事物的形成都有其原因。完美

的圣者不但解释生成原因，而且也说明每一件事

物的消灭情形。 

  

138.不知道苦恼的真相、苦恼的原因、除去苦恼

的境界和消除苦恼的方法——就叫做「无知」。 

  

139.锻炼心智的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是高尚道德

的训练，第二种是高超思考力的训练，第三种是

高等领悟力的训练。 

  

140.让你的老年过得像童年一般天真浪漫，让你

的童年过得像老年一般沉着稳重，这意思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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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不要在你的智慧中夹杂傲慢，也不要使你的

谦卑缺乏智慧的成份。 

  

141.智慧是从禅定产生的，没有禅定就不能生出

大智慧。 

  

142.假如一个人活了一百岁而没有真实的智慧，

又不能自我规律，那倒不如只活一天，具有智慧

和定静的功夫。 

  

  

二十一、容忍 

  

143.假使有人说你的坏话，你不需要心怀恶意、

愤恨、轻视或者对他们不满。 

  

144.假如你心存怨恨，那么它不但会阻碍你心智

的发展，而且使你无法判断那言论到底是对还是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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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同时，假如别人给我戴高帽子，过于赞美我

的教法和僧侣，你也不要太得意，因为这样也会

损害你内在的（心智）发展。你应该接受事实的

部份，而且向他们表明实际的情况。 

  

146.莲花生在被人遗弃的废物和污泥中，仍然放

出悦人的芳香，宛如佛弟子生在爱欲强烈的人群

中，而能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147.不是从今天才开始，早在古代就已经这样传

说了：沉默的人受到毁谤；话太多的人会受到毁

谤；话太少的人也受毁谤；世界上没有不被毁谤

的人。 

  

  

二十二、知足 

  

148.不要期望不正当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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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健康是最佳的礼物，知足是最大的财富，信

心是最好的品德。 

  

150.过着粗衣淡饭的生活，节制你的欲望，减少

你的需要，在这种没有烦虑的适度生活里，你将

可以发现满足。 

  

151.纵使天上下金雨，仍不能满足感官的欲望。

感官的欲望没什么快乐可言，只有痛苦。 

  

152.人们总是随着自己的信心和喜好而施舍。嫉

妒别人的饮食和所有，白天和夜晚都得不到安

宁。 

  

  

二十三、健康 

  

153.贪欲、憎恨和无知是疾病的三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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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疾病有两种，那两种呢？身体的疾病和心灵

的疾病。有的人身体似乎可以一年、两年甚至一

百年或更多年不生病，可是在这世界上，除了心

智没有污垢的圣者以外，心灵能够片刻不生病的

人，实在太少了。 

  

155.情绪不稳定，不能被人信赖又不善待朋友的

人，健康情况将大打折扣。 

  

156.好人不贪执任何事物。他只谈论高尚的事，

而不追求爱欲和享受。无论他遇到快乐或痛苦，

智者总是不过于得意或哀伤。 

  

157.聪明的人，无论快乐或痛苦，都不会过度地

表现他的感受。 

  

158.智者应清除自己心灵的污垢，舍弃感官的享

受，使内心没有挂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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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假如手上没有伤口，你就可以用手来拿有毒

的东西，毒素不会侵入没有伤口的手。同样的道

理，没做坏事的人，不受恶报。 

  

160.有活力，常思考，行为清净，明辨是非，自

我约束，依照真理生活，警觉而不放逸的人，必

定会更健康。 

  

161.预防胜于治疗。 

  

162.医师在开药方或进行治疗以前，必须先确定

病症。 

  

  

二十四、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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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田地因为杂草而荒芜，人们因为贪欲而受

害；施舍东西给没有贪欲的人，将可以得到丰硕

的果报。 

  

164.布施有三种：第一种是财物上的施舍，第二

种是真理的布施，第三种是消除众生的恐惧。 

  

165.高尚的人施舍东西时，心中不存有任何意图

或目的......，这种不求果报的施舍所产生的功

德是很难测量的。 

  

166.肉体不是真正的我，因为假如肉体是我的

话，身体就可以自由自在而不生病了。 

  

167.当无我的信念深植在一个人的内心时，（当

一个人深信无我的真理时），他便可因而达到宁

静、沉着和更泰然自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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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友谊 

  

168.诚挚的友谊，味道绝佳。 

  

169.旅行时，假如没找到比自己更好或相等的伴

侣，那倒不如自个儿单独行走，也不要跟愚人作

伴。 

  

170.朋友的谄谀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同样的道

理，敌人的侮辱有时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171.你们应当知道下面这四种人是真正的朋友：

第一、帮助和支持你的朋友；第二、同甘共苦的

朋友；第三、能使你得到益处的朋友；第四、具

有爱心的朋友。 

  

172.宽容和忍耐的人，将可得到朋友、财产、名

誉和长久的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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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财富 

  

173.愚笨的人说：「我有儿子，我有财产。」这

是有烦恼的。因为他自己尚且不真正属于他的，

何况他的儿子或财产呢？ 

  

174.拥有很多财产，大量的黄金和食物，而却只

贪图自己奢侈的享受——是导致堕落的一大因

素。 

  

175.财富会毁灭愚笨的人，但不能毁灭想断除烦

恼的人；当愚笨的人渴爱财富时，他不但害了自

己，同时也损了别人。 

  

176.在家人应该把财产分为四份：一份供日常使

用，两份做为储蓄或施舍之用，另一份留做紧急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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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一个人用钱应该合理，并且跟他的收入成比

例，不可浪费也不可吝啬。不可处心积虑贪图财

富，也不可挥霍奢侈。 

  

  

二十七、信心 

  

178.信心是智慧的根本，能够产生、良好的德行。 

  

179.内心不安定，不明白好的教诲，信念动摇的

人，无法成就圆满的智慧。 

  

180.聪明的人不为赞誉和毁谤所动摇，如同坚硬

的岩石不被风所动摇。 

  

  

二十八、解脱 

  

181.除去自私的欲望，便可以治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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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这就是达到自由和解脱的途径——帮助别

人而不贪求名利和果报，不存伤害别人的意念，

而且本着理智去做事。 

  

183.就如同棕榈树被连根拔起一样，永远不会再

生长；当一个人的行为（包括思想和言语）没有

丝毫的贪爱、憎恨和无知时，他将来也就不会再

受生、老、病、死、的折磨了。 

  

184.可以导致宁静和智慧的途径： 

(1)正当的了解 

(2)正当的思考 

(3)正当的言语 

(4)正当的行为 

(5)正当的职业 

(6)正当的努力 

(7)正当的意念 

(8)正当的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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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禅定不生于缺乏智慧的人，智慧也不生于没

有禅定的人。同时有了禅定和智慧就接近没有烦

恼的境界了。 

  

   

二十九、精勤 

  

186.从今天开始，一个人应当努力改进他的心

智，因为我们从来不知道什么时候死亡。 

  

187.不背诵是读经的污垢；不勤勉是持家的污

垢；懒惰是皮肤的污垢；放荡是启发心智者的污

垢。 

  

188.工作努力、精勤不懈，不怕危难的人，会有

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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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愚笨无知的人毫无忌惮地恣情放逸；但聪明

的人却保持努力不懈，视勤奋为无上珍宝。 

  

190.自己是自己的保护者，自己是自己的依靠

者。所以你们要好好调御自己，宛如马商调御良

马。 

  

191.你自己应当好好努力为善，因为完美的圣者

只能告诉你该走的道路。 

  

192.甚至像这见解这么完美而没有负担，如果你

贪执了它，那就是你没有了解。所有的教诫都是

像一条木筏，是用来渡过河流，而不是供人执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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