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癸巳年陽月初一日 

            本堂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大氣流暢一切通                三人行道道揚開 
子誠修性善德翁                心養善德德積栽 
登階參教虔迷輩                同攜苦修修正理 
台學真理造德隆                勞耕植良良造台 
  
三、                          四、 
無掛無礙伴聖持                三載忍苦默默行 
德業兼修參鸞墀                拾方學教修善明 
虔誠造教心勞艱                醒悟靈竅啟發開 
耐心耒開自有餘                迷群度引光明程 

 

話： 
良善心善一切善。 

    夫：人立於此之今，所追逐者不外財利，名譽，權
勢之求也。為求財利之名聲，所造成違背良心之行，以
致造成社會人民心內之創傷，人民受害不淺啊！良心良
智之善早被矇蔽，可嘆哉！ 
  為服務社會大眾，就該有『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
之念也。莫以財利之求而犧牲大眾造成惡名，再多財利
又何用？古云：『財多非是福，行善積德方是福也。』 
  故在鸞教教之庶子學之，人倫道統之聖理並造善，
行善以教迷群，走向善路之道而行也。莫以取財利為要
也，財利，名乃是人人所追之目標，但『君子愛財取之
有道』方是也。 
  盼之諸生能知之此之理也，莫陷於財利，名義之處
而不知醒也。吾更盼為修之人忍一切之苦行，堅持伴道
之煎修以造善，行善，度迷之心教之以正理，讓人人皆
有善念之思，使社會處處亦有善之風氣，社會自然安逸，
祥和，快樂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癸巳年陽月初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文教學覺敦身                律條規矩在心中 
帝德薪傳導聖仁                意正身明事理通 

登步鸞階行正道                困惑未開私慾起 

台揚儀禮作親民                省思參悟識仁風 
  
三、                          四、 

志誠道學職承肩                聖地慈暉佑眾生 
剛毅恆持歷苦煎                神人度化結鸞盟 

醒悟光陰宜珍惜                修緣植福栽功果 

勤修實學步良賢                脫出迷津向道程 

 

話： 
  修緣納福應隨正道以探究，事理覺來是非以主宰身

行之進退取捨，莫盲目隨慾以行事，需求之慾無有窮盡，
愈得愈顯其不足，終將墜落深淵而不自覺。 
  慾念之導正能賦于奮發之力量，為希望訂定目標能

引領人生，創造無限之未來，何能導正慾念於正道？需

有高超之智慧，方能不受私心偏悖而惑，入於邪惡而不
覺，鸞堂參修效學，聖賢之道無私之奉獻與無求，悟學

覺來無私之心，能正身以道學，敦來心性以明善，存心
善性，識其義理自能主宰身心，步向光明大道。 
  福祿隨心而起，知足也怡然自得，清心自在。時時

有福運，到處皆良緣，不覺心靈以參悟，庸庸碌碌，到

頭也空空然，惟有功過循環以承受。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癸巳年陽月初七日 

            本堂福神登台詩 

 

一、                          二、 

福喜行善心地良                陽光普照大道明 

神威助陣聖域揚                月圓月缺自然行 

登階學道渡迷輩                運開真律莫志短 

台邊參習造優彰                堅持忍勞獲福程 

  

三、                          四、 

立定信志排萬艱                世俗無慾苦耕開 

明理善行結良緣                道徑彎曲勞煎栽 

無疑無慮隨意道                忍志耐氣參聖道 

礙除重勞植德田                修性養心自然懷 

 
 

話： 
無私之思，慾起念。 

  夫：如人幻想思起乃是心之慾念梵思動念引來思緒
之梵也，起心動念之慾是善意之行乃是善之舉也，如助

人之義舉，教人、救人或助人一臂之力等等是可行之慾
也。如以物慾以滿足己之利益者，乃是違背傳統良道之

行也，為鸞之世子該知此之舉足之適也。慾念之思似天
上之雲飄浮不定，隨時變化多端難以捉住，故為修之世

子如何捉之亦隨人修之道而定哉。 
  盼之『養性修，慾念憂，心定尤，莫心愁，學聖籌，

伴鸞疇，造佛優，心樂遊，再助道，結圓優。』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癸巳年陽月十一日 

            本堂濟世主席登台詩 

 
一、                          二、 

主委親身作力行                參修功過記分明 
席時盛況繼勤耕                德澤積來福祿生 

登參道學敦明正                道路恆誠惟志節 

筆錄呈疏籍鸞盟                融通心竅步前程 
  
三、                          四、 

家風昌聖覺敦身                勞心奉獻節高超 
作則人前是本因                志職恆誠道不遙 

駿業守成循正道                樹德導人明善道 

根源鞏固達明仁                鸞音木鐸律心條 

 

話： 
  鸞台濟世神人合一，為傳薪文化導人以明善，雖有

聖德遺經典籍，更需鸞生參悟以傳宣。 
  當今功利社會，能無私以奉獻也，更要力求身心涵
養於明善，不受利祿，慾海而沉浮，人生短暫數十之秋，

不加珍惜，渾噩無知，苦境臨來悔之遲也。 

  修緣納福，應珍惜眼前，勤耕悟學，惟有融通道理，
才能辨別是非，隨心以行正道，造功立德也。雖是功果

隨身，亦要呈錄以嘉封，無籍所載，於何以呈，記錄無
名矣。 
  示：明善鸞籍年久未曾整理，新進鸞生或之首事、

委員未入鸞者擇期陽月十七日戍時呈疏入鸞以建全明善

鸞籍。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癸巳年陽月十四日 

            本堂城隍老爺登台詩 

 
一、                          二、 
城誠在虔心意堅                陽光照下大地紅 
隍宏持恆勞耕連                月圓人團祈聖翁 
老扶少牽助道長                水流無隙災厄過 
爺敬幼親造聖田                官聖福德慶大同 
  
三、                          四、 
癸巳歲末祈厄移                立志奉獻伴聖前 
陽月災解心修持                前因後果早植然 
真誠伴聖莫失志                然順旅程莫忤道 
世俗無爭自然誼                道果成熟造德田 

 

話： 
    修持志道莫心急。 
    夫：心急萬事茫，心茫意則慌，事即難成矣！凡事
三思而後行，再思，事可成，心莫急哉！急事緩行，在
伴修之道，心要定，默默行持以堅定之心參修也。不分
貴賤之職，耐心持修，不惡言，不穢語，以己之心志，
認清己之職責，而奉獻付出，只要耐心修，不求回報及
代價，此之心意以真誠之志，低頭默勞，此即是伴修之
虔也。 
    只要有付出不求報酬，聖佛有感在內脾，莫以抱佛
腳之心那是無效，難以修心也。老爺盼之，諸賢生皆能
以真誠之志，堅修聖域之。苦勞耐志再煎，莫嘆無什麼
報酬，愚生啊！只要有心伴道造聖，再修，再勞，再耕，
指日可待矣！ 
  『萬里長城』不是一日築成的，伴鸞修心造教亦是，
不是一日可成也，耐心造教莫心急。 
    盼之，心誠萬事靈，心茫一切忙，事即空，心靜修
即成，志長一切揚。 

徐榮助 
江明山 

扶筆 



癸巳年陽月十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門納福惜奇緣                沈修志節聞良言 
帝澤功勳答上天                榮耀融和眾子連 
登錄鸞基揚道統                森伯文風傳化育 
台風振鐸出良賢                親行意奉建芳年 
 
三、                 四、 
張紙薪傳聖德篇 沈居運轉日高昇 
麗參道學怡心田 美好將來作道程 
蕙根獻果家門顯 麗植因源隨德澤 
子載春風納福緣                 功開富貴自豐榮 
  
五、 六、 
蔡修德業照家風 陳心進道莫遲延 
濚展專心大不同 婉轉機緣在眼前 
銓盛增添花結果                 卿爵凡庸心自擇 
身親造就步昌隆                 來時顯應無差偏 
 
七、                           八、 
沈修律定得安然                 慈舟載道逆川流 
束住居家植福因                 進退惟心作學修 
靜律和諧成美滿                 志職恆誠開覺路 
揚增澤果樂隨緣                 功參果位有神州 
 
話： 
    難得機緣，卻不能信服於諸子是堪可惜矣。因緣本
末植根建果不得其根，雖有豐功峻德地祇所載，何以呈
封？       
    隨緣納福有心天福，虔敬聖德，卻畏明善於殊途是
堪可惜也。鸞風揚耀，道遠路遙，志責何堪輕放。人生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主宰隨心奉行識心道學，覺路明燈照汝
前程。 

癸巳年陽月廿一日 

            大東泰安宮武德詩 

 
一、                          二、 
泰道行修心相連                沉悟世俗無計持 
安靜性養善德田                董首參鸞助聖期 
武祈文行教育道                和氣仁貴心養載 
德存良福結彌緣                溫禮義長自然宜 

  

三、                          四、 
勸醒迷孫向善來                天賜良緣該把期 
來修世俗參明排                福運轉來一絲奇 
排除苦艱心莫短                日月相行天道運 
短失經緯更難還                善果薰陶植德機 

 

話： 
    禮道參修，修德長。 
    夫：人立於世俗受之各方之教。學之古有傳統之教，
所學者不外人倫、道統之修，因人與人之間所受之教，
有異也。有善、有惡、有霸、有橫行不講道理，指黑說
白，此之迷輩是否皆教之，以正導之以理，使其有明途
可行，有賴鸞教之導也，以良好之教指引走向善路之岸
於行哉。 
  此是鸞門之教所要負之責也，人人向善去惡為善之
修越多，為惡即少也，社會自然安逸祥和，眾人修心性
養，和氣融融自然可成一個洋洋之社會，人生和樂為善
行修，自然可修成一個德性優良，福亦自然可獲也。 
  盼之裔孫們，醒悟持修，莫再讓老祖嘆哉。持修道
長流，把心再養籌，伴聖莫志憂，揚道天福留。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承主之命自此施濟 

癸巳年陽月廿四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世浮生智未開                因緣感悟節身敦 
音傳聖道上鸞台                奉獻修來道果存 
登學敦身明善道                崎嶇阻礙迷誠意 
筆參教化識心階                覺醒明燈引聖門 
 
三、                          四、 
沉長歲月不辭勞                徐身邁步向光明 
文獻傳承職志操                榮耀苦中福運增 
進德融通天福果                助學耕心能體悟 
來時顯應步登高                居家怡樂好風評 
  
五、                          六、 
沈步前程志在堅                葉迎陽光展開枝 
銘誠造學樂悠然                雪過春風蔭子兒 
豐登讚化隨功果                瑾麗人生知滿足 
澤造修圓植福賢                遐齡怡享得佳期 
 
七、             八、 
楊華家道惜因緣        歐門澤上建威名 
麗亮光輝有苦煎        碧子事親展盛情 
吟誦功果耕植福        丹果添增皈自在 
禎祥暖照造綿延        平凡悟出道中迎 
 
九、             十、 
李木展枝育子兒        方寸心中是慧根 
參緣納福正良時        奕圓覺路應家門 
根源鞏固揚家道        婷身體悟來時日 
娣步鸞盟智慧知        錦繡年華功果存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癸巳年陽月廿七日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一、                          二、 
司禮學道心意中                察開行為正道良 
命職教化渡迷翁                撕視規範遵教章 
真誠伴修皆可校                本性覺悟無意哉 
君臣同行造聖紅                質優闡化傳佛揚 

  

三、                          四、 
心思付梓助鸞長                沉默效聖心志虔 
長流細息無價央                虔修古訓學先賢 
央中庸融實可道                賢才助鸞勞苦志 
道成功圓結鸞昌                志心命禮獲福田 

 

話： 
司命之職乃在鑑督俗世日日行為之善惡，明記清

楚。為人之咱應注意暗室不欺，童叟不騙，以正心行大
道之行方是也。此亦是行善之起步，亦是基本之道理也。 

昧著良心行之違背天理之事，大小皆欺，此是惡之
起端，造惡之成也。此亦是被鑑督記載一筆惡也，故盼
之，為鸞伴修之士子所行之舉，皆要慎哉。 

吾鸞時時提醒，日日行為再思再省，是否行正道之
行，為正理而勞，日省三思，身行之過，如身行、口行、
意行等，是否違背誠意之行也。 

更盼誠心行道來，正理莫欺開，性養修福道，明德
自然排。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