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未年花月初一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道參修度緣來                春祈植福乞福長 
音響動感引善孩                禮開誠心伴聖揚 
登階助聖佈教長                盡心付出感動道 
台週齊心造鸞栽                虔勞再煎獲德良 

  

三、                          四、 
花開富貴福來臨                同心協力圓聖程 
朔日祈安消災陳                忍勞伴修造福行 
四時運轉順理規                守責各司真誠道 
造善捨惡自然呈                教化良範大道榮 

 

話： 
    設鸞造教教迷人，祈安禮斗解厄行，消災懺悔度緣

來。立鸞度陰利陽，造善挽之惡奸罪人向善徑而修心悔
改。人心善惡一念之差，乃在度之有緣人悔懺向善而修
也。有緣相聚共修持，無緣由他去。 

    故在鸞之教，教之有緣互相持，互相鼓勵，賦于正
能量，正者越正，能量聚的越多，人之正氣神越大也，
此亦是鸞教之責也。 

    盼之為鸞之士子皆知使命之行，各司本職，相攜以
圓聖賢之託，代天宣化以佈聖域之揚也。人心不沽名利
勞，伴聖苦煎筋骨頭，真誠不阿內田吞，來日自有樂胸

陶，莫怨莫嘆苦又苦，能忍能煎放下心，看淡世情菜根
香，參道造鸞實勞道，正面司開自然好，造善植福樂陶
陶。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花月初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弦高歌賞心行                沉悟世情貴在和 
帝澤良揚善造明                主勞隨行伴彌陀 

登觀士子虔誠道                禮道守儀莫失侍 
台光照耀蔭福榮                身體力行結彩朵 

  

三、                          四、 

春雨綿綿霑地薪                天地自然相對等 
薪枝芽發長成因                順逆道理亦是應 

因果相互是天道                神人和諧祥吉道 
道徑煎修勞骨筋                皈依調理造善程 

 

 

話： 
    春雷爆響雨來臨，淋浴大地煥新春，萬物受惠高呼，

新生一切長，久旱逢春雨，萬物皆歡喜。為人者更要辛
勤耕開一切之作，自然有豐登之待，莫不勞不耕，一分
耕耘自然有一分之收穫也。莫守株待兔之想。 

    古云：『吃得苦中苦，方能成為人上人也。』不吃苦

何來成為人上人也，為耕作亦是也，不付出不勞苦，何
來五穀之豐收也？伴鸞參修亦同也。 

    盼之為修之士子在伴鸞造教之期，不伴不修何來碩
果可嚐也，盡守本責奉行誠虔耐勞再煎，自然有豐果可

待也。盼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花月初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光道統教善修                花麗水悠性養栽 
帝澤積來性養籌                佳時學識作聖排 
登步聖地心化靜                重溫禮讚勤習兮 
台筆勵開珠璣留                修煉再行造佛階 

  

三、                          四、 
沉思鸞教心重腸                無私無慾默默行 
真誠志心效聖章                天賦命責盡力程 
聖道傳薪苦勞道                效勞不計隨緣哉 
命職守來自然良                人生旅徑造善榮 

 

話： 
  人之生活即是修煉人生之開始也。人之出生乃是帶
來天賦之命職，各人是不同之命也。依人之使命各行其
責以圓使命之託也。莫怨哉！ 
  有人天生就好命，有人卻是苦命人，受苦煎再勞。
一生再怎樣的努力亦是苦哉！莫怨天尤人，自認命。但
只要盡心對得起自己之良心、道德之行那即對了，不管
他人怎樣另眼相看，莫與他人比較，以己之行為對得起
天地、正理即是也。 
  人心不沽，人語可畏。故在鸞教聖域所教乃是古訓
之道，古理之正，心思正，行為即正。所為之事，自然
正也。人之生活是求正理之修，善之植也，莫邪奸橫霸，
此是天地不容哉！ 
  盼之士子以正理行正道，雖苦煎，但所獲得是甘津
之嚐也。伴聖修來不是嗎？是啦，真苦煎也。『上下心一
同，事事皆行通，心念一線間，虔誠自然翁。』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花月十一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                          二、 
浮開大道耕世修                明理耐思性養栽 
佑栽良域度緣籌                善惡一念邪正裁 
登勸士子皆養性                真誠不阿心志堅 
台邊造就天福留                勞修苦煎獲福台 

  

三、                          四、 
沉默效勞鸞造良                福祿相隨善造排 
水流悠悠細流長                德業兼修性養來 
木質優性心志勞                忍苦耐勞志不辭 
相攜扶聖自然常                志心命禮造聖階 

 

談：立定信心修心前。 
  夫：在鸞教導古有之訓，乃在教人向善而修也。心
修而正，信心自然定也。人無信心恰似舟無舵可掌，無
舵者即無方向可依靠，漂流在海上無法靠岸也。人在修
道之徑亦同也，無信心何來談修心也？ 
  為人者無論從事何事，必要有信心方向，依自己之
信心目標而行，不論能達與否，只要有信心再勞苦而行，
只要有努力自然成功可待矣。為鸞教之士子佈之善道，
行之良育讓士子人人有好之境可修心，養性之良處，士
子自然有學善之處可習也。 
  人人學善、修心，心修常倫之學，在相處之間，自
然能融洽和諧，此即是鸞教之旨也。盼之士子能知之相
處貴在和，和者能融一切之常也。『立定信心修和諧，和
諧自然造善排，鸞教度迷向良道，心正性養獲福台。』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花月十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步鸞階察子行                教化重於規矩修 
德修教化心未誠                修口遵道而盡尤 

登勸監禮多守規                悠然行善心志虔 
台邊靜肅伴聖榮                虔勞再琢造德優 

  

三、                          四、 

三聲嘆無奈難成                內省覺開心地良 
四維禮儀失持行                習禮守儀遵道場 

真誠忠耿失了道                皈依鸞教宜禮節 
喚醒悟覺造福程                祈盡責本效聖揚 

 

談： 
    人心難修成，各行己不明，聚合更難結，和祥自佇

行，在一個團體之中應守之規矩之行方是也。並更要守
之團體之一致性之行也，莫有個人之行為而影響團體之
聲譽，既是一個大團體，就無個人之思也。當守之董首

之導，捨個人之思而合大眾之思方能結也。 
  和之貴，貴在和，摒棄小我之見哉，完成大我，此
亦是鸞教所教之目的與目標也。為首之人當知士子之

思，該以大眾之思再細研檢討莫沉默。 
  故在伴鸞造修『仁、義、禮、智、信』循之古禮、
古道，行之現在之思以接近科技而行方是也。盼哉！裔

孫能多習多思，鼓勵士子。效聖之心莫失持，造鸞教才
育明墀。有心來修志堅定，福祿自然盛有餘。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花月十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道虛修實勞煎                慎思己身從何來 
帝教真誠善向前                終始有因思親懷 
登筆勵琢聖章篇                追近捨離心苦勞 
台週珠璣勸迷賢                遠求情深更癡孩 

  

三、                          四、 
古道依循人世情                沉覺世道依俗常 
禮節依如盡孝行                常理公道行自良 
思開親道本是根                良善奉獻心善覺 
源頭固礎認宗明                覺醒自然福祿昌 
 

 

談： 
  昨天、今天、明天。 
  忘了昨天，力行今天，嚮往明天，為人之修，當知
昨天的努力，今天再努力，明天更努力，方能達之目標
也。莫常思於昨天之夢想，而不起身而行，何來今日之
果，更盼望明天之豐碩之收也，那真是空笑夢之。 
  故在伴鸞修心養性之士子，莫有此之空思也。應起
身而行，忘了過去（昨天），立身行栽方是也。以現在（今
天）立刻動身勞開，不管成功或失敗，總是有行，獲之。
親身力行過，成功可喜可賀，失敗者，經歷改之借鏡，
做為未來（明天）重新耕勞細心行栽，以己之心理之思
再耒，目標自然可達哉。 
  盼之諸賢生能多思多計後，再苦心勞耕，未來之景，
乃是光明彩色之人生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花月廿一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參香思教修身開                文教勸善度迷群 
太然善路性養來                武行施導理正倫 
子虔效聖心齊勞                相攜並行引良道 
真誠不阿植福台                有誠奉禮結祥雲 

  

三、                          四、 
心行良道邪不侵                世俗無明理難伸 
曲彎邪念造惡因                伸張正義証事興 
存善積良自無碍                興起勞煎志要定 
再行良善福德吟                定奪耐苦自然沉 

 

談：言德仁勇 
  子曰：『有言者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也。有仁者
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也。』 
  夫：在鸞教所導之教，乃在導之士子先修言之重也。
有言者，自然有德之性之厚。故在度良向善之教，必善
修口言之道也。 
  古云：心壞無人知，言語傷人最厲害也，故在伴修
之士子，首先要修者何？言之重要，處在今之社會混亂
之今，守口言再修內心之養，有言之修，品德自然養成
也。 
  再者仁者必勇矣，任事之成有勇之往，未必有仁也。
故在仁勇相互之配，知恥近乎勇，故鸞教之責所教不外
古有之訓，仁、義、禮、智、信之行，只要知理行道，
自然可達到之善境，人人具有古禮修內心之性養，自然
可達性教之旨也。代天宣教之責，自然有託也。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花月廿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心道宗耐心修                天有良機度迷來 
帝德善積勞志籌                福祿植栽勤耕開 
登盼世子性煎養                明心見性皆守道 
台週功果自然優                善惡自然分辨排 

  

三、                          四、 
沉細思悟事不癡                德厚受敬倫理常 
理明不阿公道持                仁義忠耿心載良 
盡心行勞志更堅                效法真誠無辭勞 
事圓果碩獲聖餘                禮道教化造聖揚 

 

談：言行之道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夫：立於邦有道之時，可高言遠談闊論，更可有遠
行之計謀高瞻而行哉！人們更可談論其言，可行其所欲
之行也，更自由獨善其身，無所不往，是自由自在祥逸
之享也。過得如神仙之生活，多麼的愜意，此是人們想
要的生活也。 
  反之邦無道，人們還能高談闊論嗎？更要注意行為
舉足，言語之行也，處處應注意行為之舉也，莫失察那
造成後果不堪以想也。 
  故在鸞教為修之士子，人人應注意言行之守也，莫
以言失行，沉默是金，淨是定思之修，盼之忍一句言語
如海闊天空，佇行思開再踏出小步，慢慢行之自然可達
也。 
  『言行小心行，細思自得明，萬事莫急躁，耐勞造
福程。』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花月廿七日 

            本堂福神登台詩 

 

一、                          二、 
福樂禪修修心常                參鸞造教挽頹風 
德業圓就就果良                育開聖章傳薪翁 
登觀庶子性勿勞                伴道佈善心志長 
台階真誠自然揚                學禮習倫造興隆 

  

三、                          四、 
眾志成城心一同                鸞道佈教傳聖篇 
齊心協力伴聖翁                篇篇真理悟覺箋 
各司其務不辭苦                箋箋勸醒迷輩道 
速圓忍煎結彩祥                道徑耕開福祿軒 

 

 

話：  
    福之獲，樂之享。 
  處於今之紛亂社會，人人為追逐己之慾思乃不擇手
段，以行邪道之違犯倫理常道之為，時常可看到的。有
此可見傳統道德之淪喪，以造成社會之不安也。 
  不知安份守己以造福行善之為也，不造福、造善，
那何來安樂之享也。在鸞教，教之以古禮倫理常道，以
挽既失之良風也。 
  盼之庶子欲享樂，則該行福之積，善之累，方能達
之安祥之樂享也。莫高貪樂而忘了端正己身之修也，己
修後方能度之他人而修也。人人該能修其心，養其性，
大家齊心協力伴聖而修，再造福立善，樂之享亦在不遠
矣。盼哉！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