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堂福德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朔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ㄧ、福氣造就善修來     二、陽光普照暖秋冬 

      神香佈遠明德排         月圓人團似仙翁 

      登鸞參道心意長         消災祈福持正道   

      台邊共勞樂開懷         解厄造善植福隆 
 

 

  三、守心行善心怡然     四、日省自悟身養勞 

      正氣勞事氣暢田         勞煎伴聖學佛陀 

      效聖造教莫失志         陀掌聖道隨意覺        

      偉業聖域造彌蓮         覺悔再勵自然豪 

 
 

話： 

    歲月不留人，唯有人勤勞，時光矢箭，ㄧ不小心，即

一分一秒失去，ㄧ年亦將過，時間催人老，轉眼設鸞亦有

三十多年，由幼小、少年進入中年、壯大之年，所學所習

可說是由小、中、高、大、碩、博之階段完成，所獲者知

識淵博。 

盼之，該是人人精英，個個是慧智廣博也，但堪嘆未

能隨依而有所進漸，有感慚愧，祈之賢生能多學古訓之道

人倫之理，以振頹風之喪，更盼伴道是苦勞，修道更煎頭，

不耕聖道田，來世又苦何，只要今世苦，耕道莫辭畏，順

理自然好，緊握今之時，莫浪費時間過，勤耕良田道，植

種播良田，美味香津自可嚐，盼之勞哉莫辭苦也。 

 

 

 



本堂玄帝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初四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ㄧ、玄學參修覺道心    二、光陰瞬轉不回頭 

       帝門善澤福源臨        荒廢青春苦是憂 

       登誠處世容仁造        道路隨身來創造 

       筆上傳薪積澤欽        因緣果到己承收 
                    

   三、良緣廣結得人和    四、馴化身心識道洲 

       義理敦身節志高        省思融通智慧求 

       善助仁懷行濟世        付出殷勤明覺路 

       名留青史享尊褒        前程廣闊任遨遊 
 

話： 

  知識無窮精奧，任人以探究。 

  人心潛藏無限之力量，任人以開發，誠之為人也，應

盡其志責，承先啟後，為綿延文化道德盡其心力，雖是艱

辛苦楚，卻是鍛鍊剛毅不拔之良方，道路途中到處有荊棘

之阻碍，時時有慾念邪思之引誘，稍有不慎起了私心，邪

魔入侵意亂心迷，是非難辨，失性而非為，前功盡棄而失

本心，徒勞而虧其於初衷之志，有道則有魔，有正則有邪，

人心萬物之灵，道理人皆識之，奈何卻易於慾念而惑？ 

   迷失本性以為非，私心慾念人皆有之，何能抑制馴

化私慾，以喚回灵明之心，則在於不斷以造學，時時而省

思，融通知識於身心，讓智慧引領身心行於正道，主宰身

心勿受聲色物慾而惑，識來本心灵明之性，以伴聖而傳宣

教化，讓道德倫常能綿延於世代，而揚長興盛，一己雖力

微，誠之以造志同道合，共挽良風於不墜，世代之志業，

祥和之大地，有待鸞門士子以發揚光大，綿延世代以薪傳 

，職任艱辛恆誠志節，得之明心矣！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初七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ㄧ、參道造學教育開     二、壬遊無主空渡虛 

      太然順理渡緣來         辰昏茫茫心空痴    

      子誠伴鸞志莫短         歲月過隙似白駒 

      筆尖勸修天福台         末端守握勤耕持          

                      

 

  三、時光催人老來修     四、沈察大道養性謀 

      修養人性作道籌         公正無私伴道疇 

      籌足福德蔭後世         悟覺真諦心性道   

      世俗續緣享道優         守護正氣獲佛優      

                  
   

話： 

    人生莫空渡留白過。 

    夫既是為人而生，在人生旅程之過，應留之一點有意

義之事也，莫空渡過一生也，短暫之時間，該留有意義之

事，方能永記青史。 

    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此即人生之真諦也，

莫追逐於名利權勢之間，應負起教化之任，佈開人倫道德

遺訓之教也，以誠心之責付出ㄧ切之力，讓己之付出，能

喚醒迷群向善路行修，人心向善人人祥和，社會振起經濟

活絡，人民生活更安逸，人人若能遵行，更努力一些，生

活自然會更好，再勵莫空渡，握之良時之期，留下好的事

蹟，人生沒有白來的。 

    盼之賢生要留好名、臭名，全由自己定奪也。 



本堂玄帝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十一日        
沈恩從

徐榮助扶筆 

  ㄧ、玄源道統度蒼生     二、眾志同心作道場 

      帝德施仁佑世情         參修品行聞心香        

      登造學思開覺路         機緣相聚宜珍惜            

      台行教化方光明         共造功勳振傳揚         

 

  三、德澤傳家教子孫     四、迷濛不覺老來憂 

      綱常孝道永留存         歲月年華已不留       

      因緣果造賢良出         荒廢當前成悔懺         

      代代馨香登聖門         早來覺悟學參修                   
               
話： 

   有緣相聚同參道學，為振興文化，綿延道德綱常於

世代。 

   思惟信念能導正心中，邁向康莊之道，缺乏正義之

約束，稍有偏私慾念，則易迷失本性，雖是法治之約束與

處罰，卻難以抑制慾念之衝動，而造成遺憾於終生，能發

自內心正當之意念，方能明辨是非以行止，當此繁華社

會，科技知識日益精進，著重於知識之教育，卻忽略人品 

道德之育成，易於招致權利財富之爭，為私慾而埋沒道

德，依附權貴，寧貶志節，失心喪性，而毫無自覺是堪悲

哉！ 

    在知識人格之融和，惟有道德之教化，文化以傳薪導

正人心，以純正無私益己容人之心懷，推行倫常義理之道

德觀念，路雖艱辛阻碍重重，一時難得其功，更需不間斷

以推行，綿延世代之志業，為文化奉獻心力，更能融通道

學之智慧，一己雖力微，志同道合為振興文化，拯救祥和

大地，鞠躬盡瘁而無憾。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十四日        
江明山

沈東陽扶筆 

 

  ㄧ、浮出世道修身來     二、陽光陰沈小心行                     

      佑護黎民造聖台         耐性修養善道明            

      帝德養存心善道         忍苦守責圓聖道 

君信臣誠結良孩         月斜照暖自然榮 
 

  三、先苦耕開甜享津     四、長弓短矢定標移 

      植福消災感聖恩         勞守職責努力持        

      伴佛不阿志更長         命詣造化再盡道        

      無私再勞獲主陳         效法修養自然餘                      
   

 

話： 

    行善必有餘慶，造惡必有殃災。 

    夫立於此之今，善惡餘慶殃災乃是一種口號，前無見

證後無視觀，何來行善也？為惡之行，行善之舉，是一己

之身力行，以心養性之覺而已，在造鸞教化勸之以道德行

善，反之，莫行惡之行方是也。 

    在聖賢良教之導，賢生能以身作則，力行善之道，行

哉惡者少為也，此是教之責也，社會多一個行善之人，即

社會較安逸些，反之，作惡之人多一個，社會不亂才怪，

盼之，賢生在良好聖域之處，修身養性之地，皆行善或惡

由己心而定哉，行小善如庭前之草不見之長，但日有成

也，為惡之行如刀石不見其損，但日有所減，盼之諸賢生

能珍惜為善最樂之心而行也，惡千萬莫為也，二者雖未能

有立竿見影之果，但後果勘嘆，愼哉！ 

 

    



本堂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十七日        
沈恩從

徐榮助扶筆 

 
  ㄧ、太學敦身濟世行     二、正己導人作道場                     

      子誠悟道照心明         融合眾志悟鸞章            

      登宣教化傳聖澤         機緣植福栽功果 

台造功勳度眾生         顯應家風世子昌 
 

  三、歷經歲月志悠長     四、皈依道學職承肩 

      奉獻誠心振耀揚         珍惜光陰造眼前 

      培育薪傳承繼起         知識勤修增智慧 

      綿延道統佈馨香         灵通心竅繼先賢 

       

   

 話： 

     事在人為路要己行，空負良謀佇足不前，徒有良策

難達其功。 

     世道變遷人心嚮往追逐名利與權貴，誰願於百忙之

中，為道學薪傳與己身之涵養，無私盡心以奉獻，承其恆

也，識其心否？誠之難得，恆為可貴，吾生歷經歲月之考

驗，持之以行志節之堅定，為鸞章之教化盡心盡職，功勳

點滴蓋能顯應，勿虧一簣之功，以徒勞志心學道，更綿延

世代以薪傳，導迷士子同登道學以參悟，棄之舊昔，以回

向純淨之心灵，道學無窮，有待汝於探究，以身行道用心

體會，能誠行明心。 

     鸞堂之復興，道統之綿延，有待吾生以發揚，讓先

賢艱辛之創業能承繼承世代，以維繫道德人心於不墜 

，千秋志業代代於傳承，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廿一日        
江明山

沈東陽扶筆 

   ㄧ、神液化飲去防風    二、草藥聖品琉璃和 

       農家勤種望豐冬        慎守行道養性豪 

       登步勸醒迷輩道        天寒氣冷莫失意 

       台邊伴修自然翁        保暖參道樂胸陀           

                      

 

 

   三、寒冬雨棉多守身    四、季節循環天道行        

       身體力行參鸞津        春夏秋冬自分明      

       津似甘露自己嚐        人生旅途亦然哉       

       嚐盡聖果更可珍        生老病死造化程      

 

話： 

    人生健康則是財富之本，人生最大之財富？健康也！ 

    人要富貴財利，無健康身體，何來也？人無身體之

壯，虛弱無氣精神沉落，那來有心工作耕種，人生則沉迷

於體弱多病之情況，何來財富之獲也。 

    盼之諸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應慎守身體之修，保健與

善用天所賦於人之命職也，莫執著，放開心胸，力行一切

所能為之力，莫吝於付出天所賜之命也，有所捨則有所得， 

人之身體雖是一個空殼之寄託，要愛惜更要珍惜莫蹧蹋

也。 

    盼之順天行道，莫忤悖，否則後來你反被蹧蹋，守之

日常生活之正常，修身養性之為，更力行運動之規律， 

以促進人體循環正常，身心自然暢然，病毒自然排矣，有

健康之體，財富自然來也。 



本堂福神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廿四日     
沈恩從

徐榮助扶筆 

 

  ㄧ、福源澤積照身行     二、明誠處世覺敦身 

      德造仁心道理明         儀禮遵行識善親         

      登悟人生開覺路         納眾同參天福果           

      台參鸞學造功名         傳宣教學度迷塵          

 

  三、建功立德力行修     四、付出殷勤學聖箋            

      度己化人智慧求         清心自在得機緣         

      聖道遺經存奧妙         無求悟啟純真性        

      融通灵竅獻良謀         永載心中有良田              

     

話： 

    誠以為人也，莫欺心，行為處事端賴仁道，方能不隨

慾念私心而或，而圖謀私慾，而埋沒灵明之心。 

    道理是非人皆識之，何以世人識理而非為？貪婪私慾

爭奪權勢與財富，捨棄志節埋沒良知，任心灵以荒廢，雖

得一時虛華之樂，卻漸遠漸離純真之性灵，失心之人生，

雖得物質之豪華，尊權貴於一身，卻是空虛之心灵，何能

怡樂以自在。 

     事業之成功與品性之崇高，更能相輔相成，以造就

一生之英名，讓人崇敬信服，德業兼俱齊行並進，以追求

人生之目標，道路定有崎嶇阻碍之考驗，誠守初衷剛毅之

意念，奮發進取之決心，終將能開出光輝之道路，人生旅

途起落無常，得之謙恭，失意也勿失其志，守住熱忱以尋

來康莊之道路，福禍隨身惟心以造，不識己心，難以掌握

創造自己之人生，修也修來明心見性，作自己之主宰矣。 



本堂太子登台詩 

壬辰年陽月廿七日        
江明山

沈東陽扶筆 

 

  ㄧ、大氣渾混罩氲氤     二、命運轉行隨緣修 

      子宜守心效神恩         修心造善積德留    

      登呼盡責行理道         留住青春莫讓過           

      筆勸忠耿自然沉         過隙謀補造福優      
 

  三、傳薪伴鸞共齊持     四、人心不古理道明 

      承先啟後效聖墀         性養良風育才庭       

      良道留芳教庶民         相持共勞志一同 

      範學導教福祿餘         誠感聖真造福榮 

話： 

    萬物變化瞬息之間，人間生離死別亦在一息之間也。 

    人立於此，乃是一呼一吸之存也，在還有呼吸之存，

該行本職之力量，盡心奉獻己之力，以造大眾之福而行

也，人生是以服務為目的，是否？是也。莫以利益名聲而

造己之名氣，那有何用也，是否？是哉。 

  故在鸞教造教導化庶民向善、造善、行善而勞，並引

導迷輩向善路而行，更教之以人倫道理，渡向良好之岸，

再教之以技能謀生之道，讓其生活能得到安定，此之助人

向善之道也，己之內心能得到快樂，助人之本服務大眾，

是快樂之事也。 

    盼之在有生之年，行之有意義之事，莫待人去空嘆

也，鸞教導之庶民能行之善、勞之體、盡之心，天賦之職

已喚醒迷群行善，人人多行一善，十人行十善，百人行百

善、、、、、，社會則少一惡，十人少十惡、、、、、，

社會自然安祥樂利，此亦是鸞教之責也，多行善少為惡，

多付出少責備，多鼓勵心氣和，萬事自然樂陶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