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癸巳年端月初四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本堂福神登台詩              本堂玄帝回鸞詩 

ㄧ、                        ㄧ、 

福蛇報春賀新禧              玄光照耀天福墀 

神渡良善育明兒              帝德存良明善兒 

登步上階同慶祝              登鸞參道喜氣洋 

台邊喜氣造聖墀              台伴聖真樂胸脾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本堂觀音菩薩登台詩 

ㄧ、                        ㄧ、 

司報春暉金蛇年              觀察諸生伴聖虔    

命職守責伴諸真              音响蒼穹天福田 

登望新春旺旺道              菩提撕開無量道 

台揮良箋結善緣              薩心造福在蛇年    
 

本堂武德回鸞詩      本堂城隍老爺與文武判官回鸞詩 

ㄧ、                        ㄧ、 

武步誇穩再行開              文行安然慈悲良       

德存積滿蔭福來              武為惡行勞改傷           

登賀諸賢新春好              老尊長輩敬親翁               

台舟共濟明善孩              爺受稱仁福德長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ㄧ、                        ㄧ、       

孚遊上蒼察世風              神恩大佈參聖台   

佑護黎民保良翁              農稼勤植育良栽           

新年賀禧迎新春              聖域耕開勞筋骨    

禧氣報歲慶豐冬              帝祈盡心樂胸懷  

                     

本堂太子同登詩 

ㄧ、                        二、 

大膽參鸞心虔誠              双手心連造福天 

金蛇來報氣旺行              子勞苦煎伴鸞田 

同心協力排萬艱              守道效聖心意長         

肩任重賦造聖程              造福人群慶豐年   

三、 

參人行道育善良    

春開喜氣心爽洋          

慎守本性盡職勞                

金蛇帶福自然昌         

 

本堂周將軍回鸞詩            本堂主席回鸞詩 

ㄧ、                        ㄧ、 

周遊四處慎守城              主賀新年蛇運旺    

將帥率領守城營              席間相持春禧隆        

軍行兵隨鎮保衛              回頭忘年心扉展              

池城安康士子榮              鸞筆闡開育良翁   

 

  



 

本堂濟世主席回鸞詩 

ㄧ、                        二、 

濟行人間排萬端              福神司開一切良 

世事行勞曲又彎              癸巳年來蛇運昌     

渡陰利陽造福道              新春炮爆喜氣道      

引迷向善同樂歡              端正節氣慶宏揚  

 

話： 

     新春新氣好，好年運昌豪，豪邁迎蛇到，到世報良

褒，小龍無足行萬里，人豈無志依人裏，有志堅強排一

切，財富榮華自造理。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盼之諸賢生能

於新春之期，多多計良策謀籌備好一切，步出良好之步，

自然有良好之穫也，再次恭賀賢生新春如意，身體健康

祥和安逸。  

       

 

 

 

 

 



癸巳年端月初七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ㄧ、                        二、 

神威妙筆卜天機              金蛇年運勢平常 

農稼回春植福時              固守根基本業昌 

聖德施方開結果              春暖夏炎秋雨作       

帝仁道學上鸞墀              豐倉滿穀透米香 

 

三、                        四、 

春暉和氣是怡人              夏炎暑氣苦中勞 

雨水延遲地上珍              季節遲來梅雨多 

耕稼勤勞盈利穫              暖照陽光滋大地 

汗顏點滴益敦身              農田育子樂高歌 

 

五、                        六、 

秋風帶雨海中生              冬初涼意是秋風 

寶島慈暉佑世情              轉瞬無常酷冷冬 

植福添功傳道統              氣候變遷時變化 

修圓果業達豐登              天人植福造修功 

 

七、                        八、 

端陽和樂是宜人              蒲日炎天赤熱中 

花朵盛開碩果珍              荔花果粒慶年豐 

桐日炎光禾穀熟              瓜開忙碌農勤作 

梅臨雨季日淋身              桂賜祥和轉運通 

 

 

 



九、                        十、 

菊月猶然風雨侵              年運乾元卦勢豐 

陽禾大地遍成金              守初步上漸融通 

葭冬涼意清心暖              歲終鴻獻圖基業 

臘接冷來刺骨臨              盛讚高昇績滿紅 

 

  

十一、                      十二、 

遊子返鄉植本根              賀祝諸生年運通 

經營基業子孫存              迎春納福業輝鴻 

國安民樂同心造              家和子孝賢門第 

富裕祥和明善行              夢想成真日建功 

 

 

 

 

 

 

 

 

 

 

 

 

 

 

 

 

 



癸巳年端月十一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本堂玄帝登台詩 

ㄧ、               南天文部司功過使者到： 

玄接仙真佈功勳     南記功果善行穫福餘，天載過錯惡 

帝存良善享奇芬     為終德移。壬辰年功記參仟伍佰陸 

登察誠心待駕到     拾捌功，過載參仟貳佰壹拾參過。 

台邊靜肅迎司君     功過帶到宣畢。     

                   本堂玄帝再登詩 

ㄧ、                       二、 

立鸞設教代天宣             新春萬事策良開 

渡陰利陽結團圓             開運正行植福栽 

守盡己責效鸞道             栽植善種志勞煎      

奉行聖道造福全             煎苦忍志豐穀懷 

   話： 

    ㄧ年之計在於春，春到人間爽心暖，把握春季計好

一切之來，以行動付之，並忍苦煎勞而行，自然有好之

收穫也。 

    既是為人者，即要苦勞耕開一切之工夫，只要有付

出多少有收益也，無付出勞力那何來受益之談也，盼之，

諸生能在春天好時機，勤勞耕開一切之植也，故在鸞教

之亦同也，只要有心盡己之命職，伴聖勞耕鸞道之徑，

勇往直前代天宣教之責，受之聖道之託，心連心、手牽

手、同心協力，以圓聖之託自然可獲良好之果報也。 

    在壬辰年諸生之忍苦耕勞，伴聖參道之勞苦，吾帝

感在內心，諸生之犧牲奉獻實可感也，凡事只要誠心真

虔，相互扶持同心再協力，自然可圓聖賢之託哉，更盼

在春暉好景之時，詳細計開良策之謀，努力實踐，在金

蛇之年定有好佳期運行順道而往，前程是彩色也。 



癸巳年端月十四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本堂玄帝登台詩 

ㄧ、                       二、 

玄光照耀悟鸞修             立志研修作道親 

帝德傳宣世代留             誠行勉學悟敦身 

登步敦行明善道             機緣有感宜珍惜      

台迎士子造功求             果結家風澤善仁   

三、                       四、 

謀策人生志氣高             心源修養理身明 

前程道路歷辛勞             善澤行仁福祿增 

身心鍛鍊能開悟             處事融和能納眾 

智慧灵通節德操             仁風傳佈享威名 

 

話： 

    人生旅途起伏不定，福禍無常難以主宰，能也把握

現在修學參悟，覺來身心之明淨，莫讓私心慾念侵擾，

而埋沒灵明之心，權貴與凡庸雖有別，而寧靜悠樂之心

卻無分，能清靜無瑕識心自在，雖於貧困之中，亦能怡

樂隨心而起。 

    守住灵明本心，不逾越禮儀，勤學不輟充實己知，

為未來預作準備，一旦機緣運至，則能顯現己身之才華，

若時不我予莫強求以行險路，圖謀私慾雖僥倖以得，亦

失其正心，邪私慾念愈陷愈深，終將難以自拔，事業功

名應能惠於大眾益己而利人，方能育養身心以參仁道。 

     吾生入鸞參學應勤以思省，惟有融通智慧，方能發

揚傳薪文化，導人行善立志猶需恆誠，雖是道路艱辛阻

碍重重，有志也定有所悟。 

 



癸巳年端月十七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ㄧ、                       二、 

司香參修造鸞來             效鸞效聖效佛前 

命職守誠效聖台             行修行學行善緣 

真虔再伴心堅道             盡職盡心盡志勞      

君行臣隨福祿開             圓功圓德圓福田  
    

三、                       四、 

世俗無勞何來收             端心正己萬事持 

勤耕力作策良籌             行正不阿是好兒  

耐志煎苦再忍道             正氣參養浩然道 

暗境過盡獲良遊             理明心秉自然宜 

 

 

話： 

    口說語、耳聽明、眼觀正、鼻撲香，此者乃是人之

感觀，對事物感悟也，非禮勿視，非言勿聽，非禮勿語，

勿道人之長短，應守之人性之本責，有時話聽聽就好，

勿再傳喧，容易無中生有，造成雙方傷害也。 

    在鸞教修心養性之士子，皆守之口舌之造也，人與

人相互相持，應守之把話說清、理說明方能正使，說者

無心聽者有意，以造成誤會，故在說話之時要小心出口

方是也，水清即無魚，心清即無疑， 盼之諸生能守心盡

責，奉行鸞教之教勞志伴修，再助聖道之遠佈。 

 

 



癸巳年端月廿一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ㄧ、                       二、 

孚心道學覺精修             付出辛勤志勞煎 

佑善行仁渡眾求             誠心奉獻悟前程 

帝澤宏施開教化             良風禮俗知珍惜     

君迎士子上鸞丘             傳教兒孫正道行   
       

三、                        

禮節規儀識道功              

心清意定學融通              

同心共勉相扶助              

振耀鸞威志一同              

 

話： 

    昔日民風樸實，重倫理、尊孝道，雖生活艱辛困苦，

而人心怡樂，而鮮有逆倫之爭端，重視親情、守儀禮之

規範，不敢踰越禮節，安享和樂之社會。 

    隨環境變遷民智日開，科技發展繁華樂利，為前程

奮鬥，盡力以研學智識，圖謀能開創事業，一意以追求

知識，遺落倫理道德任以荒蕪，招致功利社會私心利慾

日熾，圖謀私利與權勢，不擇手段，甚於埋沒人性而毫

無羞愧，殊不知來去空空如也，留之於己也灵性之功過

也，灵明之心入世以潛修，無分貴賤，皆能達道而行，

功過也端在真心而付出，能慈愛大地導人以明善，雖貧

困一生其功澤亦是輝煌，富貴貧賤雖有別，赤子之心人

人皆有，莫讓其荒蕪而不自覺。 

 



癸巳年端月廿四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ㄧ、                       二、 

三思行開事理平             小心行理理自通 

太急定栽亂心行             謹慎學修修道虹 

子守慎責順道軌             伴聖造學意虔志      

筆點珠璣造福程             耐勞煎苦獲德隆   
       

三、                       四、 

口舌相融萬事宜             沉思參道心來修 

耳眼微微靜待持             來修聖學作鸞尤 

世俗無明混濁黑             鸞尤宏道佈全台 

立正清勞邪道移             全台響應天福優 

 

話： 

   世事爭奪何時休？ 

夫：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乃是爭財而死、爭食而亡，財

乃是身外之物，夠用即可也？但人往往為爭更多之財富

而互相殘殺，爭得你死我活，此之慘局是大家所不願見

之，那何不各退一步再溝通，兩羊橋上相遇，皆何能平

安通過？惟有一方先退，讓對方先行通過後再過，兩方 

即平安無事也，如意氣爭奪必有損傷也。 

    故在為修之人，如能以羊之故事，雙方各退一步，

即可海闊天空一切平安也，世事沒有大不了，無法可解

決之理也，唯有雙方有心，事即可解也，盼之諸生能慎

守退讓一步是前進之一大步，忍一口氣後面是海闊天

空，爭一口氣後面是空空，此之真言待賢生自悟矣。 

 



癸巳年端月廿七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ㄧ、                       二、 

三才悟學覺鸞修             傳宣文化職承肩 

大道精深志職籌             渡己導人學聖箋 

子敬先賢迎善信             德禮規儀敦品行     

登參悟學建宏猷             建功納福樂怡然   
       

三、                       四、 

道徑荊棘歷苦辛             珍惜光陰造眼前 

剛強意志究源因             時思學省覺心田 

灵心開悟明身正             勤行勉學恆持志 

弘範人前教世民             智慧融通振道天 

 

話： 

    參鸞造學首要明心，不隨虛華物慾而沉浮不定，雖

恆誠志職卻未達勤學力行，學之力量端之於誠，真誠獻

學悟達真理，融通智慧以達身性自然，識本灵心。 

    學之初時有感枯燥乏味，即是心意未定，不覺道學

之真詮，隨浮華利慾之誘，即萌退卻之念，何以入道以

精修，敦修學道應要培養心中之興趣，能樂在道學，方

能發自心中以悟學，否也，虛渡歲月以參鸞，亦不覺道

之珍貴，廣闊之道任人以行，苦嘆世人而不覺，任道德

文化日漸頹微，誰能挽轉頹危以振綱常，以照亮人性之

光輝，莫讓大道之真諦埋沒於人心，志職於鸞風之振耀，

責在鸞生之一體同心勉勵扶持，健全鸞生提升吾鸞之信

仰，以造光輝於未來，志心明行充實己知，為自己立下

目標，以誠行點滴積成豐功峻業，恆於心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