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年花月初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威佑護眾鸞生                禮斗禮儀建道功 
帝學薪傳世代行                消災解厄步昌隆 
登悟參修開教化                度迷庶子堂參悟 
台揚聖道覺真誠                德業齊登獻大同 

  

三、                          四、 
機緣一念上鸞堂                盡己所能教傳宣 
功果隨身結聖香                同修勉勵惜修緣 
獻學傳宣承志業                揚長文化明倫理 
圓融教化達悠長                世道祥和遍福田 

 

 

話： 
    傳薪也為教學，承先賢之教，應思發揚，盡己之所
能傳授於後進，能青於藍，更是授業者之光榮，導人於
教，相互探究事理之原由。識來理之因源，方能融通於
運用。知其經卷，誦讀文字卻不覺其理，空負其學，卻
未能得之心田之融通實堪可惜也。任重道遠，振興儒宗
鸞教在教化中不斷以研學，承先賢智慧之遺經典籍，更
於發揚以傳宣，讓文化之精髓深植於人心，禮教德育感
化人心更勝法治之約束，祥和之大地，染浮華而爭紛，
唯有揚教禮儀仁風德理以為道，心存道德，行為處世自
然光明正道，養修心靈於明善，以度人而識道也。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花月初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開大道細心行                心業修淨萬事圓 
德存良業積福程                口德造化真詮團 
登勵賢生志更長                守身遵規莫失意 
台週再造獲眾迎                意念定律自然暖 

  

三、                          四、 
人生有何定律修                恆持善念伴道來 
守道守身做善籌                道徑崎嶇耐耕栽 
善德再行莫志短                耕耘細植心護兮 
誠懇造來萬事優                護照相持結良栽 

 

 

話： 
  春天好佳期，勞心把耕期，莫遊蕩光陰過，再勞自
有餘，春天一切萌，萬事耕開行，一滴汗流下，夏來獲
滿行，人生最怕懶不勞，勤者自然有豊禾，世俗莫為自
己怨，振作信心重頭阿，人生短暫數拾秋之行，在此之
良期皆行盡己之責，以完人生之旅程之責也。各人所賦
之命職亦有異也，只要人人負起己之責，充實行開並連
結相互支援，以共造一個互動之社稷，各行各業亦自然
可發達也。人人生活自然活樂，此亦有賴大家去努力也。
每人付出一些些，十人就多一些些，百人千人萬人再付
一些些之積大成矣！盼之在此之良好時期，勤勞耕栽，
其豐穀可待矣。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花月初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風良俗佈倫常                道學勤修智慧開 
帝學規儀悟聖章                融通事理得專才 
登筆傳宣行教化                導人啟悟明仁性 
台迎善信覺書香                揚耀鸞門聖德排 

  

三、                          四、 
研讀經書志在堅                道隨心生省思通 
恆誠思省悟心田                慾亂迷濛路途窮 
度迷參學來參造                志節人生何為貴 
揚振鸞風植福緣                安然無悔享仁風 

 

話： 
    入鸞參修不為名利，無求利祿，只為覺來靈明之本
性。性之歷世隨物慾浮華而惑，貪婪於慾海之爭紛，迷
失真心，不覺人生真諦之意義，環境之教育在勢力之社
會，人性沉淪追逐財富，忙碌於事業，為虛華累積一生，
到頭也空無一物，惟有真靈承受一生之果業，事業兼顧
於家庭，德業敦正於心靈。 

鸞堂宗旨，德業齊修，相互扶助，為事業與品性之
教化，奠定人生立德之根基。立德於造功，教化於啟悟，
度人先度己心。覺明真心以造學，融通道理以推廣鸞文，
導人參學，推廣也一己雖力微，有志者傳而廣之，終能
得其功果也。 

世俗澆漓，人心偏悖何能挽轉頹危，任重道遠，振
興儒宗鸞教，有待鸞門士子之勤學悟徹經卷，聖德之真
諦施于教化，度人參悟，志職崇高，待汝以創造。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花月十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宗道良善來持                花開艷麗心朗開 
帝德養明悟開脾                月修良智忙偷栽 
登步參聖心志定                弄拱伴道助聖長 
台週勵琢造福餘                行道養性覺靈台 

  

三、                          四、 
隨身隨地養善修                沉覺世道耐心行 
學聖學禮善德籌                彎曲延綿步步營 
步步細思更圓道                耐勞乞拓意更堅 
聖域氤氳自然優                荊棘排除福祿程 

 

 

話： 
  心定意堅萬事明 

夫：為人之修，修心之定律也，心定一切安，心浮
意即漂，事亦難定也。 

故在伴聖修心造教，乃在修一切心思之定也，心乃
主宰一切之動力也。心不動事即不行也，心律之行動即
律行也。立定主宰之意即依定律之規儀行也。動即循，
循即流，流即運，運有序，有序有條，有條序即不亂也，
不亂一切安矣。 

盼之為修之士子，心把持定，莫多幻想、多思。心
有共識，自然一切事即安也。安即可圓一切之事也『上
下左右心協同，東西南北自然通。儒道釋教皆一樣，倫
理道統佈四方。』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花月十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步參鸞明善修                挽轉頹危任重肩 
德仁敦品達賢留                恆誠志節悟參賢 
登開教學勤修益                傳薪文化人倫現 
台佑禎祥聖道求                道德良風繼德年 

  

三、                          四、 
飄渺未知是本心                力拾勤耕望一功 
浮華慾海任深沉                融通道理覺心中 
眼前假象來時悔                不圖利祿無形在 
愧對人生苦果臨                怡樂清風集福隆 

 

 

話： 
    鸞壇參學教化為先。體天行道，志節崇高，惟有摒
棄私心，化除成見，圖謀策劃，為復興文化為志職。同
修皆有緣，惜緣以扶持，共同勉勵以參悟人生之大道。 

教化之初，應能覺曉事理之真偽，未能精研探究，
何以開悟而融通。費盡十分之苦楚能覺通一分之道理吾
心知足矣！ 

人心潛藏無限之潛能，用心以探究愈顯其無限之力
量，苦楚中開發出才華智慧，能覺真心自能識道以行也。
勿再隨俗世而沉迷，惟有主宰自己，方能成就於未來，
路任人行，功果亦是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花月十七日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一、                           

二、 
司開善行一切良                沉默教化惡念移 
命守本分性養長                悟覺真理善更持 
真虔伴鸞無計報                心地良道更要存 
君臣共提造聖揚                道德養栽自然宜 

 

三、        
三心協力萬事除  
才良琢瑳更麗怡  
養育助聖莫意短  
代天宣教明善兒                  
  
 
 
話： 

人生所追者何？名利、權勢，或是命，所帶度化教
化以向善之責而勞也，鸞門所賦之責即是教化人民向善
一途而為也。賢生乃是摒除名利權勢之慾，而追隨先賢
以助代天宣教之責，乃是可喜可嘉之精神。 

故在鸞門伴修之鸞子，人人真是可愛之人也。不與
他人爭奪，一團和氣伴修，此亦是諸賢生之善念，道德
存良之積也。 

心善一切好，善舉更可褒，舉動行不阿，堂曹一竿
高，最怕你不行，醒覺慢慢程，步出自然榮，幸福大家
追，美夢築成網，踏網追逐開，彩色見如來。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花月廿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風禮節悟身行                造學參鸞職志堅 
帝澤傳薪度世生                如磋如切盡心田 
登造參修敦品正                無分老少相扶助 
台齊眾志建功名                莫論尊卑共向前 

  

三、                          四、 
造功立德學傳宣                機緣幻化總無形 
度己導人覺聖箋                覺路惟心歷世情 
苦楚融通真智慧                遙寄未來皆夢想 
一生受益參良賢                不如志立力勤耕 
 

 

話： 
傳薪者也，承先賢之恩澤，應思發揚以傳承世代，

莫讓良俗、文化、道德、倫常隨繁華而頹微。雖民智普
及科技昌盛，法治能抑止貪婪之人性否？ 

知識賦于正直之人，能造福人群，若有偏悖之心，
圖謀私慾為非作歹，更能依附於法律之保障。失心敗德
雖享虛華之物慾，卻未能怡悅於心靈。得失間，惟有到
頭方能覺知其因果也。 

身以為人，育養子女，孝順雙親，為前程奮發，作
事業而勤耕。若能於閒暇中，淨滌心靈，參修悟道，怡
養身心之靈性，敦修品性之節操。讓德性事業融通於心
性，更能於挫折困境中淨思光明之道路，福禍無非一念
瞬息間，因緣果報無形而臨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花月廿四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恩浩大難報酬                立農為本該勤耕 
農稼種穡香勤疇                志職盡心力本行 
聖域佈開傳道教                守住認命莫嘆苦 
帝存良善造福優                責負耐心奉虔誠 

 

三、                          四、 
教化渡迷修善持                沉思眾善思律疑 
育孕良才明善墀                心主宰勞難定夷 
真誠參修意志堅                相攜共行可成塔 
理倫訓遺養德兒                古風留德自然宜 
  

 

話： 
春夏秋冬四季運，農民忙稼穡耕耘，望蒼愛惜世俗

道，苦耕耐勞祈祥雲。 
天欲助人無所何，人欲悖理爭苦淘，順理行栽事來

和，強奪難成造殃禍。 
參修聖教無計報，虔誠造鸞勤就好，人人相招學聖

陀，拜佛乞安念聖號。 
心惦恩師來保庇，效勞真誠在明墀，力行伴來甘苦

持，只要有心莫猜疑。 
揚佈聖道齊行起，良風範德自然誼，行勞一切植良

栽，栽種優質勤耕開。開拓崎嶇彎曲道，道開吉祥樂胸
台。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花月廿七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文察理覺精修                無窮慾海亂心田 
音喚靈元善作求                進退深思志節堅 
登願皈依參聖道                福祿修緣功載果 
台通德業策良謀                禎祥暖照定悠然 

  

三、                          四、 
世事無常瞬息中                獻學恆誠任重肩 
因源禍福變無窮                傳薪文化步人前 
遵循義理行仁澤                導人識悟參鸞學 
一念良知顯道通                揚耀儒宗繼道天 

 

話： 
賢人聖德終其一生之智慧篆著錄成冊，以為世代進

德參修悟學之良方。奈何功利社會追逐於科學，思者也
皆事業前程，享受虛華物慾，卻沉淪於名利，視權勢財
富為人生之目標，而不覺潛修靈元之本性，招致心靈之
空乏，雖富有權貴卻不能怡樂自在，虛得其事業卻受牽
制淪為名利之工具，凡事皆以利益衡量進退，遇事盡以
一己私慾為方針。積財萬貫到頭也空空如是，魂皈何處
未能自主也。真靈入世潔淨無瑕，神舍以歷世靈受慾染
不加潛修，棄正為非，靈光遠離，惟有魂魄在身，何能
得有正果之成？德能輔助事業之進退造福人群，為祥和
大地奉獻，奉獻其為人之責職，保有靈明赤子之心，不
論富貴貧賤蓋能怡然自得樂隨心生，道路雖崎嶇修學雖
艱辛，志力以恆誠自能得之於身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