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年蒲月初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開運勢轉福來                蒲香撲鼻思粽時 
德泰浩然善造栽                端午龍舟引詩持 
登階伴教明育道                人間古道早傳起 
台筆點珠傳薪孩                社稷演變忘了依 
  
三、                          四、 
汗流勞煎不辭苦                祈求財富無嫌多 
頭上日赤嘆不圖                安康身體莫多勞 
忍志煎開農人本                植善造福隨緣造 
唯有堅持自不阿                福祿享來聽自阿 

 

話：人生觀之探討 
夫：人生之價在何之計？有人以財富計之，有人以

健康而計，有人以造福人群，有人行善，有人以佈施，
總之人人是對人生之價值觀而不同也，所造成之人生觀
自然亦不同也。 

立於此之社會，只要依自己之志向，對社會有意義
之事而行，再勞苦之勞亦不感勞也。反之，無意義之勞，
雖是簡單，但內心感之勞也。故在崗位盡己之責行開一
切，亦不感累，如諸生伴鸞造教修善造善之勞，自早忙
到夜晚，亦不嘆一聲。此即是對人生觀之價值，忍苦受
勞內吞，吾有感內衷，諸生之善舉，乃是造善、造福、
造德之虔誠。 

盼之，只要有心，不計較什麼，舉頭監察神有記爾
一筆，莫嫌莫嘆只要對得起自己之責任盡心而行，自然
可達善之造也。有人追逐物慾之享，有人以造福人群而
行，更有人伴教度迷向善而勞，鍾鼎山林人各有志，自
然追隨之事亦不同也，心對人生價值不同也。 
  故在鸞教所教之旨，乃在認識對人生價值而辨別，
先享受，先犧牲，任自己選擇也。享受犧牲，犧牲享受，
看是簡單，但要咱去實踐那就隨緣而造矣。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蒲月初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筆參鸞察世情                省身造學力勤耕 
德門納福悟人生                律己容人道理明 
登開教化行功澤                禮讓和諧齊眾志 
台渡有緣敬禮迎                揚長文化繼傳承 

  

三、                          四、 
德智仁懷覺道通                俗世迷惘慾利爭 
善誠處事更圓融                貪婪無盡亂身行 
敦身品正無私念                機緣道學宜珍惜 
功業修來聖道風                脫出邪私向道程 

 

 

話： 
  道路艱辛，苦楚阻礙，蓋是心靈不經魔考，難証道
靈，善惡果過一念之差，世事爭紛皆隨利慾而起，貪婪
之性人皆有之，何能克服貪婪之私念，抑制非份之心，
則在德育義理能否敦身品性於仁善。善誠慈懷，待人似
己，容人之心，處世以修品性之崇高。 
  修身也悟學省身，知識、勤學貴於融通，識理明是
非，覺來行事以進退，在取捨中無愧於心。達道於心靈
之善性，修學淨滌以心思不起私念，不隨慾念而埋沒靈
明之良知。 
  人性本善，却隨環境利誘而迷惑，心性習之於久，
偏悖成性，終將承受苦楚之煎熬，福禍無門，惟人自造，
修得正善，積存福源之滋長，誠恒志節，光輝歲月，自
能照亮汝之人生。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蒲月初七日 

            本堂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太然行深伴鸞修                庶民參修修善良 
子誠參學造善籌                子學聖章章明長 
登步細察事理正                勞苦忍志志不輟 
筆勵珠璣養性優                肩担挑負助聖揚 

  

三、                          四、 
日行愆尤積禍來                人世俗道嘆何愁 
月累錯過惹罪災                心煩雜念未靜修 
如知悔懺解性道                利慾掛前計心道 
梭間謝過福運排                放捨身外萬事休 
 
 
 
話： 
  清心寡慾，事煩少，心無慾念，貪字無，無貪無慾
無煩惱，清心自在，亦律性善也。內心之煩，乃是自己
思緒、利名、權勢而來也。立於此之社會，人人所為志
向理念各不同也，為造福人群而勞，亦有為積財富、名
利、權勢而勞，因人志向有異所致也。世俗無奇不有，
人類真是可愛之動物。 
  心無理想難定向，有向行開造社稷。人群向善不迷
濛，引度善境教育明，導開崎嶇向正途，人間便是福祿
祥。 念慾少，心即清，事亦明，造福人群受眾迎，心念
正，少惹禍，罪不積，愆尤少，過亦少，有過能改善莫
大焉也。悔懺一切過，謝罪隨過解，禍灾自然遠，福即
近矣。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蒲月十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文教化造鸞台                天恩佑子著鸞章 
帝學參修步聖階                福祿因緣積澤長 
登悟人生明善道                明職恒誠開覺路 
筆傳世代育賢才                善修果位聞書香 

  

三、                          四、 
胸懷壯志振傳揚                因源果報本無常 
敦品力行悟聖章                顯應來臨歷苦傷 
濟世行修身作則                覺醒明心修德澤 
融通文化盛世昌                瑞祥照耀子孫昌 

 

 

 
話： 
  信仰應遵循義理，道德作依皈，未是盲目於信服，
無知而順從。道路雖有阻礙，人心靈明睿智，若能細省
以深思，恒誠以造，覺定能澈啟，是非明於善惡之取捨，
功過雖無形，點滴積在身，勿任微細之錯誤，積成意念
中之無知。過之初生毫不在意，雖是微小，習久成性，
終將是非不別，斷送自己之人生。 
  路在眼前，任人以行，是功是過，任人以創造。是
因是果，或福或禍，端隨靈性以抉擇，性清識明，性濁
意惡，不加思省，未能修學，易隨慾念而掩沒良明之心，
短暫之虛樂，招惹無限之禍端。事之因源植果於未來，
不覺今日之醒悟，將為未來添得遺憾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蒲月十四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                          二、 
浮渡世俗向光明                沉浮隨水漂不停 
佑護庶子學教行                心性養修學聖行 
帝德昌聖勤伴道                堅持志責莫遲疑 
君臣共攜造聖榮                悟覺真諦自然迎 
  
三、                          四、 
遵守禮規大道昌                參修鸞教教善良 
昌順運轉一切良                育化迷輩向明養 
良善修來心氣旺                人生旅途崎嶇徑 
旺道瑞浩助佛揚                思定律開獲福長 

 

話： 
  人生來者苦，勞之拼出一片之光明或黑暗，乃在於
自己之努力也。既是來為人者，即受人生之磨折與考驗
也，無，無勞而獲之理也。欲不勞而獲，那只有空等，
人生就無意義也。欲立足於今之社會，唯有艱勞再勞，
方有一些些的希望也，如沒有煎熬之苦，想有收穫更是
無可能之事。 
  人生是苦海、苦修、苦勞累積一點點後方有成果，
如無不肯付出一滴汗流『坐享其成』一切是空談。在伴
鸞造修之士子皆知『起而行』之道也，只要肯踏出艱難
的第一步，後面再慢慢行之自然可行出小徑，以引有緣
人而來。 
  有緣相伴來，來造福田開，開徑教善道，道果滋心
懷，人生莫怕苦，『把吃苦當作吃補』此補補福來，旅途
常結緣，緣來人生連，連出一條蓮，造聖教化良，人學
智慧長，有智思定開，造善棄惡痣。忍苦勞耕開，事事
則登來，無苦無勞禍隨排，勸醒迷輩莫空想，一滴汗流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一粒果，無汗何來果，低頭慢行栽，來
日自有載，勤耕再耒，豐果自然登。 

甲午年蒲月十七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合仁懷作道程                敦修品性識規儀 
德行教化勸人生                禮節和諧義理持 
登臨聖域深思省                正己導人明善造 
台悟真銓處世情                傳薪文化育良知 

 

三、                          四、 
困惑蓋隨慾念生                功過無虧記錄中 
邪私擾亂起紛爭                循環果報應無窮 
貪婪喪失真靈性                因緣有感無需造 
覺醒參修道理明                福納功勲覺路通 
  
 
 
話： 
  在變化莫測之人生，誰能覺曉未來之禍福？因緣果
報雖是警世之語，又有誰人能否認因果循環之定律？ 
  聖道勸人以行修、正身、修心明善以處世，不為來
日之佳果，成為今生處事待人作準則。不能正身敦品於
現在，何能造功以立德，果過之源皆隨心念而起，不能
辨別是非，何以抑制非份之念，萬般功過蓋是己身而造，
埋怨環境皆是無知之作為。 
  敦身造學人人平等，有志也雖愚亦有所覺，大道廣
闊，任人學之於悟，知識取之不盡，智慧包容萬物，有
志以參學，不斷而省思，終能於無求中成就無形之智慧，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點滴付出皆有成果之顯現，不圖來日未知之果報，但求
現在靈明之覺悟，以為人生作主宰。莫隨慾海沉浮而埋
沒良知，禍福因源植於因承其果矣！ 

甲午年蒲月廿一日 

            本堂福神登台詩 

 
一、                          二、 
福祿造修修德良                福造善養修性持 
神恩報答答善揚                德業兼勞勤行兒 
正理傳薪養育栽                有心伴道盡在誠 
道果存優植聖長                仁義氣長自然餘 

  

三、                          四、 
炎熱心浮氣上昇        天考志堅參教台 
凡事靜肅思分明                福賜有緣伴鸞來 
大道無偏轉不息                日月川息運轉兮 
沉悟覺醒造福程                美口良言導傳諧 

 

 

話： 
  言語口舌，相互之應，良言一句似春雨，能滋潤大
地，惡語一出如冬雪，凍傷而不知，好語一句，惡言一
句所受之，不同之果也。勸人一句好話，渡之善徑一途，
使其有方向可循可走，何善岸而靠，亦是渡救一個人也。
反之惡語，汙染他人使其無岸可靠可行，自然前程一片
茫茫然。無目標造成後果不可收拾，真是可悲可嘆也！ 
  為修之士子在先賢導引良教之下，人人皆行良言多
出口，惡語少，忍內涵，多鼓勵，少責備，自然營造出
一個祥和之氣氛也，此亦是鸞教之責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盼之賢生能多習良語善話之說，以渡迷輩向善而行
也。人心隔肚皮，惡語多言傷人氣，良言一句善美道，
真誠感化道，一切自在餘。 

甲午年蒲月廿四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                           二、 
孚鸞濟世勸人修                正身獻學淨心思 
佑子勤誠明善求                儀禮迎人覺問知 
帝學參來能覺悟                互助扶持齊勉勵 
君行大道步高樓                融和一致建鸞墀 

 

三、                          四、 
顯應靈明瞬息間        人生來去本虛空 
無常禍福眼前寒                慾亂心迷性善終 
因源有本當需造                何苦貪婪迷幻夢 
澤照慈暉識道禪                到頭遺憾愧時衷 

 

  

話： 
  人生道路，阻礙苦楚，皆能成就更光輝之事業。不
經挫折何能珍惜成功之佳果，需知創業惟艱，守成不易。
一旦功名成就之時，迷戀於聲色、慾利，昧心失性更是
敗德傷身之源。德業兼修、齊行、悟道，讓德理導引靈
明本性，不踰越禮節，勿違反人倫之正義，敦身品性於
良善，涵養身心之靈性，不起私慾，自能正身以清心。 
  禍福因源，一念而生，意行而起，立德呈祥，發自
心靈，不為果報無形功業而起。發善願，存善心，時時
刻刻皆能造功以立德，有志行修，勤學思省，啟悟事理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重於心靈之融通。志心獻學雖愚亦有所得，未有不學而
能覺者也。付出辛勤定有融通之智慧，道不遠人，任人
以修造，啟悟人生之真諦。 

甲午年蒲月廿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德道存善行栽                沉悟世俗有何愁 
帝業長留性養懷                心思煩雜自來由 
登階伴鸞志長道                放開胸腔定律兮 
台週相持造聖排                單瓢淡飲享樂悠 

  

三、                          四、 
過隙如梭日月行                有志參修性養前 
光陰似箭轉不停                意堅伴鸞勞苦煎 
慎握良機莫失哉                真誠奉獻無價報 
勤勞造教受眾迎                來日自然彌陀蓮 

 

 

話： 
短暫人生求何由？謀開一切造美行，善美造來苦經

營，為己之前程而勞，欲築有一個良好之前程而努力，
有人是以正直光明之途徑而行，經過多少之苦心方有成
果哉！但亦有人不擇手段而奪，此即是橫行霸道之惡
也。此者是令人厭惡，莫學之。 

故在為修之士子乃是要心坦然而行，以正理大道之
途徑以取得方是也。莫行歪理以得，順天理行地道，才
是鸞教之教也。莫以歪理取得，天理自然順理而行也。『心
不歪念一切明，光明正當善良行，自在勞開莫意短，前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程自然福祿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