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壬辰年荔月初一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大德行深善明修         二、天赤背汗氣意長 
    子虔學禮學識籌             福造德修善養良 
    扶開真篇教導正             明心見性再持道 
    筆點誠心造鸞優             善境養尊享仙揚 
 
三、造教伴修修福留         四、定律艱辛造道持 
    耕道學禮學德尤             持行正理教迷兒 
    深研真律自然道             兒步慢慢學而起 
    勞志再煎感聖優             起齊邁力福德期 
      
                          
話：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之不徙，不
善之不能改，是吾憂矣!」  

在造鸞教化度迷之今為修之士子人人皆修道德
之道，學之先賢之教育而再行，學之造也，義理之行
應順之義道而往。莫行不義之道而不知止也。行之不
善之舉而不知修正改過向善之正行，故在此之教化人
民向善之途，盼之賢生能再造德之道、學之研、義之
行、善之勞，方是設鸞教之責也。莫失佳期為挽頹風
之喪，教化之責有賴吾鸞之肩也。更盼神人合一再勵
再琢更上一層樓，神威之顯、香煙之佈，士子學修再
渡迷群向善道，社會自然安祥樂利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壬辰年荔月初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玄功修造孝弟先         二、三思道徑苦煎開 
    帝德行存善道填             誠虔不輟學聖來 
    登觀真誠耐性志             古訓真理悟哲道 
    台邊再煎植福田             明心善律植福栽 
 
三、沉覺世俗守善良         四、仁義禮智修性前 
    良道行開順理常             鸞教育善養德蓮 
    常行學禮志莫短             有緣伴造志更長 
    短暫人生效道場             施捨行開造福田 
 
話： 

「財多不是福，福在子孫賢」 
夫：財乃是身外之物夠用即可，莫多求財富之多

也。為修鸞士子更要記取古訓之道哉。 
財之多往往引來禍端而不知也，財富亦是人人所

求所追之慾望。但往往失去理智「越陷越深」，不能
自拔，人生亦黑白了。那又何用矣! 

養育子孫能多習多學而能出賢仁之道，留下好名
聲於後世，那所留之好名即是彩色人生也。 

故在伴鸞修造之士子皆知此之名言好語，莫造財
之多而留下臭名一世，此亦是警語一句。盼之賢生愛
財取之有道，財多，多施捨有益之途，方是善舉之行，
自然植之福德之道也。 
 

江明山 
沈孟儀 扶筆 



壬辰年荔月初七日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一、司開一切修             二、善惡差分毫 
    命守職奉由                 行正理來勞 
    真心伴聖道                 邪奸莫道為 
    君誠造佛優                 心中守尺砣 
 
三、鑑督察真記分明         四、爭鬪自有倆敗傷 
    頭上辯偽莫逆行             退一步路世道良 
    奉行世道順理道             相持相信自然道 
    積善積福造彌程             忍勞耕開福祿常 
 
話： 

相爭必有傷 
夫：立於此之混亂之世，所由乃是相爭相鬪之果

也，造成社會之分岐，雖是有競爭社會才能進步此是
一種口號，往往是藉口以爭利而爭得頭破血流，造成
社會負面之負擔。 

人民生活不安定哪來安逸生活，每日吵鬧不休，
真是可嘆哉! 

為鸞門士子莫學之此之理，多修、多學、多爭智
慧之增也。士子相處相融莫持爭論之事，互相體會造
鸞設教之責乃是體天行道，使命賦於肩，代天宣化，
共同之使命於教化渡迷之責，教之於禮，育之以善，
道之行以，立聖道之宣。人心相和諧，神香佈教來，
學禮學道煎，相持樂心懷。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壬辰年荔月十一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觀察細思多行功         二、柔軟心腸菩提心 
    音樂陶冶樂心胸             修心養性修善仁 
    菩提蔭下在磨道             伴聖學真志要定 
    薩心施栽造大同             勞耕道徑造德陳 
 
三、忍苦煎勞唯修良         四、苦修苦造苦甘津 
    良心持善平道常             樂行樂栽樂植因 
    常思明性難得悟             智迷執固難分辨 
    悟覺醒省自然揚             持正再琢獲聖珍 
 
談： 

苦與樂 
夫：人生苦短，無心修持，心雜自煩，自尋苦楚，

事事頑固，封閉自我，聲聲嘆苦，苦道自苦，無人可
吐，何來苦矣!放捨心楚，正面思惟，再捨煩惱，平
常看淡，淡泊自明，寧靜致遠，清楚一切，莫再雜煩，
多習古詩，多學先賢，古之遺訓，悟覺人性，慾物勿
逐，常理生活，再行善道，樂道行善，仁愛博淵，以
志向善，勞即心開，心開腦清，行仁即明，為善最樂，
樂道常持，福道自至。 

故在鸞修心，乃在修樂道之成也。莫再苦嘆!以
正面而思開一切理道，把吃苦之修，當作吃補之，莫
怨嘆人生之苦，無苦之吃，何來樂之獲也。 

盼之賢生在伴鸞造修之期，能苦修苦道，獲樂道
樂逍遙，看開一切，苦與樂自然明矣! 

江明山 
沈孟儀 

扶筆 



壬辰年荔月十四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孚佐聖道心同行         二、荔勞耕開聖佛徑 
    佑護庶民造善明             月圓慶贊伴道經 
    帝德存厚勞志煎             植良播種心苦楚 
    君臣相持獲優程             栽福造福養善明 
 
三、無私無我奉鸞修         四、沉覺世情感苦煎 
    修福修德植善留             伴修鸞道緣相連 
    留業留根再造道             放下心執再修道 
    道果豐碩享樂悠             世俗無礙圓福田 
 
話： 

風雨生信心，中流砥柱行，未經艱辛苦，何能成
仁人，在人生旅徑，所經過者，未經千辛萬苦之勞，
何來甘甜之果嚐。小小之阻礙，風雨之阻又何礙，提
出堅強之信心，面對以行方是修道士子之責也。勇往
直前，風雨亦不停，信心化解一切。只要有堅定之信
心即能排除一切之阻礙困難，人民最怕沒有信心，失
去信心萬事即失去了，信心乃主宰一切之靈魂。 

故凡事提出信心與勇氣埋頭苦幹，不問目的，只
顧勇往直行勞苦再行目的地自然可達矣!反之人無信
心，人生即如「行屍走肉」沒有意義也。 

在修鸞造教乃是以建立人人對自己要有信心之
念慾，立定目標再耕再來信心立定自然可達理想目標
也。風雨再大亦抵不住堅定之信心。 

造鸞設教亦要堅定之信心方能代天宣化，以揚聖
域之遠佈矣!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壬辰年荔月十七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武學文宣度世生         二、省身實學要勤耕 
    德施教化識開明             慾亂心思過錯生 
    登修道果存功澤             克己猶需開智慧 
    台引參鸞以善迎             參修悟覺理分明 
 
三、先賢創業歷艱辛         四、建功立德在當前 
    承繼發揚識果因             意定心誠志要堅 
    志職恆誠開覺路             道學無非明善造 
    綿延世代出賢人             行仁處世耕心田      
                          
話： 

慾念能賦於人心極大之力量，導正心慾以正道則能
為學以修身，任其任性於行，則偏私邪念矇蔽靈性而入
邪偏為惡而不自覺。慾望驅使人心追逐以創造無限之未
來。是非果過蓋於心思意念嚮往追逐是德業兼俱。勤學
不懈怠或為利祿財勢不擇手段，皆隨心生之一念導正人
生價值，了悟心靈怡然之自在。蓋需透澈道理融通人生
之智慧。靈性之於人心卻被貪念私慾而埋沒。 

讓其靈明真心暗淡與深藏，何能啟發導向光明即要
施以教化，讓道學之真諦與寶貴能綿延以傳薪，知識道
理人皆識也。是非善惡誰人不識奈何知其善而不行，違
理皆得昧心以造皆其心慾以偏私，何能導正人心於正善
之道，則在施仁以發揚道統之精義教化之道路，困境重
重阻礙，萬千何能建功以造果，則要恆誠以真心不斷以
力學時時而省思，惟有開悟於靈竅方能達道而傳宣，不
覺志職之意義，難以力行於悟道，道路廣開，迎人以行，
卻鮮有人心能啟悟以行，則在私慾未除，正心未顯，惟
能得有真心之開悟，方能達道而行道，路在人前由人自
擇。 

沈恩從 
沈清山 扶筆 



壬辰年荔月廿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玄宗道學耐修持         二、沉默行造善行栽 
    帝存厚德善福宜             栽福植良勤樂開 
    登步造學志要堅             開懷自然萬事長 
    台邊琢磋自然餘             長勞積德獲聖班 
 
三、參修伴道心樂懷         四、人倫圓團親 
    造詣教化度迷栽             情義感道恩 
    意長短視志煎勞             世俗傳薪道 
    耐苦再磨造福台             家庭造里仁 
      
                          
談： 

幸福與快樂之道 
夫：幸福之造快樂之享乃是相稱之，勞與獲共成

之善果，為善最樂，行善更幸福。 
故在為鸞造修之士子人人能伴聖行善度化亦是

善舉之造，快樂幸福不是身有家財萬貫方是幸福快
樂，有億萬財富不一定是幸福快樂。 

幸福人生來自內心知足，快樂能行自己內心之善
行善舉之念也。受人稱讚，善之勞受社會之肯定，幸
福快樂之道自然來矣! 

盼之賢生造幸福之路嚐快樂之果，此者是人生一
大幸福快樂也。 

江明山 
沈孟儀 扶筆 



壬辰年荔月廿四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孚心道學覺真詮         二、佳辰禮敬在誠虔 
    佑善導迷來結緣             效學省思覺道天 
    登造鸞篇期教化             德澤功勳傳世代 
    筆傳世子樂悠然             受人崇仰稱神仙 
 
三、世態澆漓亂象生         四、處事圓融正道通 
    倫常失墜意偏行             扶持樂學享和風 
    貪婪私慾迷心性             機緣珍惜參聖蹟 
    喚醒人心覺路耕             徹竅心靈建豐功 
      
                          
話： 

聖誕佳辰虔敬禮讚香花、果品出於真心，眾志齊
心喜樂聖懷惟志不足也。 

聖誕佳辰之真諦不僅緬懷先賢，更是提醒世子省
思效學先賢豐功偉澤，何以能登仙班，受世人之崇仰
其功德澤蓋是良範，祇在禮敬讚頌而不覺深思省悟，
何能悟道以傳宣，鸞壇揮砂鸞生志職皆以教化傳薪綿
延道德於人心，端正倫常以識人倫載道慈舟，猶需鸞
生識道以航行，不覺於心何以悟道。未敦身作良範何
能導眾而施教化。功勳得澤蓋於眼前任人以造，不達
真心難過慾念而惑，徒勞而難達以恆誠也，獻身鸞道
惟有識心、用心以探究道理之根源。方能揚耀文化道
德於世代，今日喜逢聖誕，願吾生能效學省思聖澤功
勳，作為己身效學之良範，作則人前學要為先。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壬辰年荔月廿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玄心道正修性明         二、主沉性悟養善良 
    帝傳良德積善程             良章化育傳聖揚 
    登鸞伴學度迷倫             揚開真詮教理道 
    台週共持造聖榮             道果積滿福祿彰 
 
三、學海無邊勤耕煎         四、三教道統乃修心 
    勸世真言身作前             修心正理植果因 
    身教受授感化道             果因獲來前世業 
    堅定志業伴聖緣             世業善行造福珍 
      
                          
話： 

人生之志業因人而異，有人想當大人物，有人想
賺大錢，有人想當醫生執壺濟世，行醫救人。有人想
當教育家以救教育之振訓之以導正向善路而行也。教
育之成功社會亦自然成也。諸生想當何?伴鸞修心向善
以度迷群，亦向善路而行也。代天宣化傳之良道良箋
以教也。 

故盼之諸賢生人生不是以賺，賺很多錢才是福
氣，應以各人之志業行勞方是也。在此之世風日下，
人人所追逐者乃是財利名義、權勢，鮮少於志業之行
也，為修士子所要學習之修便於志業之勞，伴鸞造教
之艱業，更需要有堅定之士子來參修，方能教化之推
代天所賦之業也。身有餘力則伴聖修心兼代天宣教以
度迷群向善路而行正理之途也。人人向善即社會自然
善矣。 

故盼之賢生能以伴鸞參修之志以教化社會正統之
道，上蒼所賦於人之志業隨緣而勞，盡心而行，自然
可達使命之至也。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