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申年端月初四日 

             

本堂福神登台詩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一、 
福猴先回賀申年                神恩浩大庇諸賢 
神恩佈開慶禧連                農稼耕勤植良田 

登祝新春財納福                聖地勞煎植榖栽 
台發千祥造德田                帝德存厚福祿延 
   
命生接鸞整衣待命              接駕 
                               
                               
 
本堂觀音菩薩登台詩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一、                          一、 

觀察諸生失禮待                司開乙未省悟持 
音響難透心返台                命職奉行握佳期 
菩提撕開志振作                真誠伴鸞不辭勞 

薩氣慈憫賀年來                君記聖簿載明程 
 
二、                          二、 

新年賀喜福納財        天賜良機勤勞耕 
丙申金猴樂胸懷                福祿財壽善造明 
活潑接迎諸尊回                新春賀祝喜氣慶 

行儀規範盡職來                年猴旺春吉祥迎 
 

                接駕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本堂武德回鸞                  本堂城隍老爺回鸞 

一、                          一、 
武開金猴喜氣洋                城域守盡享千祥 
德納千祥福祿良                隍圖固礎守崗良 
登階賀祝新春樂                老教少習度迷輩 
台邊伴教心餘揚                爺尊受敬福德彰 
  
二、                          二、 
賀祝諸生來                    文教良章勸世民 
參鸞勤耕台                    武排萬難喚醒行 
度化迷群輩                    判決善惡記簿載 
導詮良善孩                    造福行善自可榮 

 

 

本堂主席回鸞                  本堂太子齊回鸞 
一、                          一、 
主宰任重肩負堅                大家新年快樂懷 
席位守盡苦勞煎                子誠虔意共造台 
登座崗哨盡職勞                齊回賀喜旺春猴 
台邊自然彌陀蓮                回鸞教化慶納財 
 
二、                          二、 
旺春雨綿綿                    年歲春爆一聲開 
猴利千祥年                    年旺雨順金猴栽 
勤耕力作為                    有福有喜萬事到 
造福善德延                    餘慶納彩植德財 
 



 

本堂孚佑帝君回鸞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一、 
孚遊大道慶旺春                玄絃迎春在鸞墀 

佑護黎民結祥雲                帝賀諸生慶有餘 
帝存良德自養悟                登回大地春天好 

君到萬民唱歌吟                台邊伴聖好孩兒 

  

二、                          二、 

教化頹風向善行                春回大地萬物生 
育才養性導理明                夏耘勤勞滿谷昇 
盡心參教志莫短                秋風送涼高鳶掛 

詮律規範伴聖榮                冬藏萬物慶民聲 
 

接駕 

 

 

話： 
  新春賀喜金猴旺，活潑本性萬事通，千變萬化慎守
道，丙申竹爆聲隆隆，勤耕力作植良栽，栽種穀糧勞煎
懷，懷慈憫念順大道，道渠彎曲忍苦來，造教盡職行，
行開心地明，明理本責勞，勞煎造聖程，心放一切開，
參教伴修孩，效勞莫辭苦，再琢善福栽。 



 

        丙申年端月初七日 

             

本堂關太子登台詩              本堂濟世主席登台詩 

一、                          一、 

關懷國運護蒼生                濟人納福賜良箋 
太上施方度世情                世子虛華未識緣 
子志參修天福果                主宰人生勤造學 
登開教化建功行                席臨共仰耕良田 
  
二、                          二、 
天恩有感賀新禧                卜時卜運卜天機 
福祿禎祥佑鸞墀                納福呈祥明善持 
明德敦身弘教義                德業齊修傳世代 
善修佳果力修持                綿延家道展鴻基 

 

本堂周將軍登台詩               

一、                           三、 
新春納福獻禎祥                春風冷暖透心腸 

歲合豐年飄聖香                孟啟光輝遍四方 
勉勵鸞卿明善道                仲氣平和新景象 

威揚教化著鸞章                季珠汗顏日悠長 
                               

二、                          四、 
怡悅心懷處世情                夏天滋養植農耕 

福源積澤路光明                穀稼歡欣滋長成 
敦仁養性崇修學                瑞靄祥和迎喜樂 

正德無私家道榮                豐登雨水降收成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五、                          八、 
秋風帶雨海中生                蒲月汗珠滴下來 
年運消災尚未平                荔炎熱日似爐台 
轉厄呈祥功積澤                瓜風起浪需防患 
田禾入倉晚來成                桂接氣候繼有颱 

  

 

六、                          九、 
初冬陽照暖和風                菊月時逢有大同 
雨水早收日透紅                陽光暖日伴和風 
季末偏涼無冷意                葭轉清涼身泰樂 
清悠怡樂獻昌隆                臘時來感似暖冬 

 

 

七、                          十、 
端月冷風刻骨寒                時運平和守得昌 

花和日暖人平安                國民樂利有安康 

桐陽暖照雨飄飄                年來禍福皆平靜 
梅降雨消缺水甘                寄望築基展耀揚 



 

丙申年端月十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開福猴接旺春                造教伴修實堪煎 
德造性養善來溫               鸞門聖地莫失顛 
登階良墀伴聖勞                度化挽頹心要定 
台功果就可高雲                育明導良自獲緣 

  

三、                          四、 
武德察視盡職行                春寒意冷心莫涼 
規儀風範表意明                涼風送冷保身腸 
來修真誠莫失待                腸防莫失自然體 
授禮鸞規天福迎                保固暖心一切良 

 

五、                          六、 
夏炎熱日遍地紅                秋收夏耘果結成 
紅中自然性養通                成熟享來自津明 
通透天涯一切道                明修良道心志定 
道徑崎嶇造德翁                定律參勞獲福程 
 
七、 
冬藏待良迎春來 
來嚐辛勞獲苦栽 
栽植佳種又勞苦 
苦盡甘到樂胸懷 

 

話： 
  新春到萬事和，參道好，為聖勞莫叫號，立志道再
苦勞，真誠到，意堅勞，齊伴修，莫異愁，共事謀，為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道疇，莫失憂，有心由，一切自然優。 



 

丙申年端月十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威佑護伴諸生                就道興鸞乞善親 
帝德傳宣度眾行                敦身造學達明仁 
登望虔修開教化                機緣植福勤修益 
台迎善信結鸞盟                澤積功栽結果珍 
  
三、                          四、 
新春策劃計前程                功勲德澤眼當前 
志職弘興振作耕                道法隨心悟聖箋 
苦楚潛藏真智慧                教學薪傳敦品性 
融通道路見光明                良風再現植豐年 
 
 
話： 
  歲月如梭，年復一年，在短暫人生，何能創造生命
之光輝，蓋於珍惜光陰，把握現在。在昔日之經驗，作
為來日行事之借鏡，逝去之歲月，莫空思以追憶，用心
規劃，為未來圖謀出行事之方針。 
    志職也，立志於虔誠，恒誠於力學，遇阻礙當需克
服困難，勿輕易放棄，智慧皆潛藏於困境之中，惟能不
斷以造學，方能成長己身之所能，惟有經歷苦楚之鍛煉，
方得珍惜不易之成就。『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穫。』不
覺當前之耕耘，遙望未知之成果，徒留遺憾。 
    志職由心以造，識以真心，自能發憤圖強，克服艱
難，不覺本心一曝十寒，雖有良好之策劃，亦徒然不得
其功。事有因，能細思以深省，明瞭事物之真偽，方能
有益於行事。點滴功勲蓋於細心以探究，多一份真心，
自能覺曉事物之真理，凡事用心自能創造美好之前程。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丙申年端月十七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感伴鸞意誠虔                行善造德耐心修 
農耕植種順道然                修養真誠苦勞由 
聖恩佈開通四夷                由然而生性道養 
帝造良德獲福田                養氣精愉習聖優 
  
三、                          四、 
沉悟聖真無私偏                首導良臣伴聖前 
陽光普照順不顛                齊心協力萬事然 
有誠自然理來排                和言悅語勿失意 
和氣養性福祿軒                身柔奉事彌陀蓮 
 
 
 
話： 
  一年之計在於春，正端新春乃是一年之始也。為農
之稼皆勤耕力作，為農，田閒之忙碌而種良好之作物也。
有良好之始，計開一切之良，策劃、努力耕開並依序給
予養份，灌溉、關懷再用心照顧，順天道行之，自然有
良好之獲也。 
    為鸞教士子，在伴鸞造教之期，亦行造教行善之理
以度迷輩向善路而行。人人有善徑可行、可依循，人倫
道德教之，自然可行向善路，更可成一個祥和之社會，
社會安和樂利，國家亦自然康莊也。為民之咱自然受之
生活安逸，大家和氣愉悅也。 
    盼之，握於此春之期，好好計畫今年之策，並依良
策而行也，自然有好的收穫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端月廿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道文風作善修                明修善學聖賢篇 
德明造學悟心頭                啟竅靈通度有緣 
登開教化齊參造                益己化人齊勉勵 
台獻誠行策計謀                功勳澤業造當前 
  
三、                          四、 
志職行誠學道堅                植福修緣明善功 
勤修體會樂怡然                積微廣納漸昌隆 
靜思探究精微妙                平時律己無差誤 
至理真詮入心田                德理明身覺路通 
 
 
話： 
  鸞堂「宗旨」濟世導人，教學為先，教也，學為本
矣。不知向學何有導人之才能？志心皈依鸞堂，承職於
身心，繫濟施教化之重任，無分職位，蓋隨聖賢座下一
同立德造功，有緣相聚，難得緣份，互相扶持，教之同
心勉勵，提攜，志同道合為鸞堂之振興奉獻一己之心力。
職位無有高低，有志以造學，用心而體會。 
  功勲蓋隨心以累積，傳薪文化，發揚道德，挽轉頹
危之倫常，有待鸞風之振興，維繫道德以感化人心而有
羞惡之心，莫讓虛華物慾而迷失為人之意義。 
  眾善功業皆出之於用心以修學，己身不學何能識理
於明善，學集身心敦品於明誠，自能遵道達理識道理，
行為自得於正，作則良範，弘揚教化，信服人心，受大
眾之敬仰，自能推廣鸞道於弘揚，道學無窮，取之不竭，
行者得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丙申年端月廿四日 

            本堂主席登台詩 

 
一、                          二、 
主掌吾鸞度眾生                千般訓示學為先 
席今志職未隨行                未達誠行耐苦煎 
登期省悟明心造                樂道心生成志節 
台顯揚威振道程                返思身覺意方堅 
  
三、                          四、 
閒暇悟學省思通                法理參修覺內心 
立德敦身明善功                心思未定立浮沉 
事理皆由智慧悟                沉淪慾海誰知曉 
茫然衛道嘆徒窮                曉覺人生作道尋 
 
 
話： 
  問于吾生入鸞為何而來？是為修身養性或之立德造
功，何謂『不學無術』修身立德從何與行，大道智慧暫
且不論，追根溯本淺之以言就其本也，惟學能成，不明
事理未覺是非以何能敦身，身之未覺，功從何來，慎於
承職傳真之正鸞覺之期期之鸞章否？ 
  識其意，缺之身行，於何感聖威以濟世鸞堂使命鸞
風之振興，承其功過，將近參半，卻乃未學得學道之精
髓，志職受命點滴果過返承自身何以不慎悟以覺，堪負
其職明其道理卻茫然於無知之歲月虛過此生，實堪嘆惜
矣！識事理，明是非，眾所皆知實行於身否？造學敦身
為進德修業之源，知之否？識理論道條條井然力行於身
也，鮮矣！ 
  道不遠人，道法雖精妙深奧卻是在身邊，待人處事
而起多一點用心自能覺道以修行。不覺於學，空負才能
而無有功德，徒然一生遺憾是慎也。萬念隨心起，不覺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真心，意志不堅，何以問道而有成？人生之功業遍佈於
眼前，把握當下為未來開墾出光明之大
道矣。 

丙申年端月廿七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恩佈開人合來                驚蟄動開草木春 
農稼勤耕栽民排                春芽長茁似藍雲 
聖域固礎心協力                雲祥清白更愉悅 
帝澤善存性養才                悅心勤耕滿倉囤 
  
三、                          四、 
依循天道莫失修                順理造善福祿持 
造教度迷挽頹由                逆悖歪道天惑癡 
民心背向難振開                公道自在不邪兮 
耐志再喚自然尤                遵義守德慶有餘 

 

 

話：鍾鼎山林，人各有志。 

  夫：立於此之今，人之思想各有想法，各有理想與
目標，依人之興趣所受之想法自然不同也，為結合一致

之想法，仍需要溝通與協調，使各岐思而一致目標一同
想法，經開導後達成想法，所行之事自然一蹴可成。 

  人乃是可以被感動之動物也，只要誠心虔志行者，
凡事皆可談矣。莫各執著心，該依現代化而行，古禮要

依循現代之禮儀，莫失、莫畏不進而退，資訊迅速發展，
讓人民生活繁忙有失心之靜修也。在繁忙之生活亦需靜

修內心之養也，在不悖逆忤道，伴聖之教更要造教以度
迷群向善而行哉，盼之諸生能再耒再耕，以造福人群之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祥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