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癸巳年桐月朔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本堂玄帝登台詩 

ㄧ、                       二、 

玄源道統覺行修             道在心中學要精 

帝伴諸生明善求             時思省悟性清平 

登步參鸞勤悟學             機緣植福栽因果      

台揚文化振傳留             澤載功勳享盛名 

  三、                       四、 

保境佑民作道場             祥和世態太平年 

導人明善識心香             慾海流浮歷苦煎 

修身品正皆詩禮             知足身心皆怡樂 

德節高超耀聖章             修來善正步良賢 

話： 

  世事是非取捨蓋有其得失，何能於得失中益己利人？

則要智慧以行仁道，紛爭謀奪名利與財富，昧良心本性

以貪婪虛華，得以物慾之享樂，卻傷於身心與健康，為

未來植其苦果也。 

  福禍一念、善惡亦然，何能植緣於福源，則要敦身於

自在，隨心灵之善性以行正道，不踰越禮節，不貪婪利

慾，遵循道德以創造，主宰自己之人生德業能齊修，相

互扶持以步光明之前程，人生之私，為己為親人，易於

虛華而惑，雖未達是非不別，卻漸以侵擾心性，直至成

性自滅己身而不覺。 

  聖道苦口婆心濟施教化，欲導正人心於善道，經年累

月以傳宣，奈何時勢變遷，科技知識賦於人心，追逐科

學而荒廢德育，招致文化傳統道德日漸頹危，道德之研

學傳薪難以推廣，文化之失落拯危推正，弘揚道學任重

道遠，盡其心以造，承先啟後以傳薪，為文化盡其職矣。 



癸巳年桐月初四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本堂武德登台詩 

ㄧ、                       二、 

武運文行共道揚             桐花似雪白紛紛 

德存品優造仁良             月蔭雨飄如仙雲 

登筆勸學心意誠             迎聖揚道皆禎祥      

台週勵琢助聖彰             神香佈開結彩雲 
    

三、                       四、 

人心不古遵禮行             眾志成城圓道修 

行開誠虔作道榮             滴水穿石伴聖籌 

榮耀聖蹟再揚佈             耐志齊勞心一致 

佈週圓功福祿程             崎嶇難行自然休 
 

話： 

    有心磨鐵，鐵杵可成針。 

    夫：人只要有心恆持，更忍苦而勞者，再艱難之事，

亦自然成矣！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無近行何來遠

至也。故凡事者，必有耐性行開，積小成大，忍小苦方

能完成大苦之志向也。 

    在伴聖修持之咱，更要忍苦伴修以助聖神之威，以

揚佈良好之之聖蹟也。神人合一道徑再崎嶇難行，亦自

然排矣！ 

    盼之士子莫失意，有志有心，以誠虔之心感動神佛，

待時機來臨，自然有佳果可嚐。『持修莫嫌慢，急躁難達

成，耐心順理道，苦煎再堅修，耐志憨伴聖，愚為愚勞

心，感動助福程，人生求何行，登天似福行』。 

 

 

 



癸巳年桐月初七日        
沈恩從

徐榮助扶筆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ㄧ、                       二、 

司香禮學悟參修             德業圓融建道功 

命職行誠覺道丘             明仁納眾志相通 

真宰心灵能啟竅             扶危振奮揚鸞教     

君希果結造功求             正本根源進大同  
       

三、                       四、 

明鏡識心照世人             安逸茫然失意中 

無私奉獻以傳薪             消磨志節至身終           

艱辛立足勤修學             前途道路時思省 

載道慈航化自身             醒悟人生造學通 

              

   

話： 

    人生道路任人以追尋，是渾然不覺或以勤耕力學，

蓋於一念之別，沉淪於安逸日漸侵蝕其心志，讓人性、

惰性埋沒人心之潛能，終其一生而不覺為人之意義與真

諦。 

    身心灵智承天賦于，不加珍惜任於荒蕪，實有愧於

自己也，灵心智慧浩瀚無邊，愈於開墾愈顯其光輝，路

要身行，佇足不前，空有其謀略亦徒然也，一之耕耘，

自有一分之收獲，勿夢想一步能登天，光明總在困境中

引領志節以力行，而滋潤心灵而茁壯，成就自身要能主

宰內心，不受外物慾念而惑，明心見性以透澈人生之旅

途，創造未來建功立德，但於赤子之心，不昧己心，以

參悟人生之道路。 



癸巳年桐月十一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ㄧ、                       二、 

參鸞造學修心明             助鸞伴聖心可親            

太然養性籌善行             揚道參教立意身      

子誠意堅道徑長             虔志感悟養道長  

筆動珠璣助聖程             無悔相持福德伸   
       

三、                       四、 

志心命禮各修持             徹悟人間是苦境 

善惡邪正分心遲             智思苦徑耐勞耕  

岔念雜思難釋解             勇擔盡心不辭難  

靜肅清空自然餘             彩色旅途恁爾行 

 

話： 

    認識自己的定位與天命。 

    夫：我為何來到此人間，人乃是帶有天命而來，天

所賦於職責，因人不相同也。有傳教師、文學師、待天

宣化師等等，乃在傳其所長以度人類，所行之徑向善之

路行也，勸其莫行邪路惡道之方向也，使其能認清自己

來到人間之使命也。 

    各人自悟自己之責與命諧，依此之人生旅途造幸福

與價值觀，有此之理念，自然思想正確，方能行正途之

善路，以振頹風之喪，此之責，有賴鸞教佈開良道之推

行，良好之教化也，以小我之正影響挽頹風之喪也，以

亦是伴鸞參修之責也。 

    故盼之諸賢生自我認識，肯定自己莫失聖道所託之

責也，人心茫行，何處可修明，鸞教是良處，造善福祿

程。 



癸巳年桐月十四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本堂武德登台詩 
 

ㄧ、                       二、 

武通文筆造鸞台             識禮規儀品性修 

德學敦身向道階             心生善果福源留 

登悟參修勤學省             機緣曉覺宜珍惜    

台齊眾志得和諧             立德參功結果收  

  
      

三、                       四、 

知識學來要省思             閒暇造學潤心田 

遵循義理釋邪痴             荒廢茫然志意偏 

前程大道存明正             不覺人生時不待 

德澤仁風耀家居             悔恨已遲嘆悲憐 

 

 

話： 

    光陰易逝，年華不再，貪婪於閒暇之享樂，終究成

性而不知珍惜。 

    雖是繁忙社會在工作之餘，能充分運用閒暇以充實

己知，持之以恆自能融通知識，以創造光輝之前程。知

識學而時思，思省事理之源由與是非，勿一味以追求學

識而不覺於遵循義理之規範，易於私心慾念而惑危害他

人，甚於迷失良明之本性，學要識其是非、善惡，融通

心源皈依正道，道學任人以參修也。 

    不覺己心難以達道，修道修心明心自在，道心相隨，

問道惟心任人以造。 



癸巳年桐月十七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ㄧ、                       二、 

神恩廣被蔭世民             耐勞煎苦吞內田 

農稼茁壯養人臨             愚行埋頭忍雙肩 

聖域佈開教善道             植物栽良再忍勞      

帝德造優感世鄰             期望良谷似金連   

三、                       四、 

勤耕力為盼豐收             排班理道道正行 

收成望天來做籌             參鸞造修修心明 

籌理順道自無差             真誠悟覺解萬難 

差別施灌造登優             虔志感蒼自然榮 

 

話： 

    崇拜聖佛之心，乃在追求其過去受人敬仰之聖蹟也。 

    為何有此之心？求其心灵有所歸宿依靠之理哉。人

乃是肉體之附有七情六慾之思繁也，以致內心深鎖未能

被感化，故藉由拜神敬佛以解內心之鎖也，方能產生崇

拜神佛之心也，也藉由此有伴聖參拜之念而起，拜神敬

佛因人而異，有人拜得五體投地，有人心念而敬，善念

而生惡念而起，乃是心念之善也。 

    信仰之行亦由自己之心行之，他人亦不能左右，此

亦是信仰自由莫強也，儒、道、釋三教隨緣造化，由己

心行也，各崇拜之，只要有心造善、勸善、養善再佈善

行即可，謂好善之道哉。盼之，士子隨心奉道行善即可。 

 



癸巳年桐月廿一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本堂玄帝登台詩 

ㄧ、                       二、 

玄文禮學悟敦身             樹德行仁志節高 

帝佑諸生明善親             揚長文化歷辛勞 

登造功勳行濟世             良風倫理敦心性      

台施教化耀傳薪             職志誠恆澤德褒 
    

三、                       四、 

禍福隨身造出來             阻碍身心意未堅 

因緣一念果功栽             迷途慾念在眼前 

艱辛考驗恆持志             私偏深擾邪思起 

達道灵通上聖階             不覺為非墜深淵 

 

 

話： 

    福禍雖無形，一念因緣是轉厄呈祥，蓋隨因果循環

而定，意外蓋於瞬息之間，冥冥之中皆有顯應，說於無

形實有灵應，同一事件何以有其毫髮無傷，有之命喪黃

泉，皆是福份之別。 

    世人不信因果之論，而造功立德更能敦品修性，不

求因緣之福報，亦能涵養崇高之灵性，正直無偏端正己

身，良範之教化子孫之仿效，更能綿延家風以昌盛，圖

謀利慾積財雖富，卻讓是非之偏悖植苗於兒孫之意念思

維似是而非，不明道理遺害也甚深也。 

    作則人前惟有敦品修性，以崇高品性導引大眾不為

功也，功果無形而成，德澤隨心而起，人心為道、道在

本心。 



癸巳年桐月廿四日        
江明山

沈東陽 扶筆 

本堂福神登台詩 

ㄧ、                       二、 

福來福造福道長             沉思參教佈道長 

神恩神感神香良             長修聖理修心養 

登階乞求心意堅             養性內悟更耐煎    

台邊拱拜造德昌             煎勞育善福德彰  
       

三、                       四、 

天行運轉不私偏             熱誠參道道徑持 

身體力行莫自篇             誠虔伴修修善餘        

立定信力共一致             造教不阿心莫短 

圓事受感樂胸軒             宏揚聖域結道誼             

  

話： 

    人之思緒每日不同，喜怒哀樂隨之起伏不定，思緒

亦不同也。 

    心之思往好之方向而思即樂觀，較不會垂頭喪氣，

反之往惡而思人生即悲觀之念而起，引起頹廢之思往下

沉淪，那人生即完了，為修之士子莫因一絲絲之思緒而

受影響也，應以振作鸞教之精神樂觀行之，以聖賢之理

悟開一切之妙法以對，自然可排除一切之苦也，並立身

而行以化解惡念之思哉。 

    樂觀之人行事事可成也，悲觀之人為事事難達也，

盼之賢生能以樂觀進取，以圓聖道之託，以揚聖道之遠

佈也，亦能圓家之融洽哉。 

 



癸巳年桐月廿七日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本堂玄帝登台詩 

ㄧ、                       二、 

玄學省身作道前             艱承志職造鸞宣 

帝參教化造良賢             融合時緣繼道天 

登臨聖域修心性             德業扶持齊並進      

台步傳薪明善篇             圓通功果樂怡然   
       

三、                       四、 

寸心一念省時思             仁風道德益敦身 

慾亂偏私悔已遲             勤學常思覺問津 

抑制邪貪惟智慧             世俗浮華迷本性 

健全道德悟丹墀             度人識願濟傳薪 

 

話： 

   談道說理眾所知也，身體力行難矣！ 

   是非善惡用心以思省，皆能辨別以判斷，卻有人明知

為非作歹，卻行之而無羞愧，則其心性以偏悖，道德未

能約束人心，招致為利以貪圖私慾，沉淪慾念於貪婪，

為享虛華而不澤手段逞其慾，殊不知危害他人，造成社

會秩序之亂象，甚以造成他人家庭之破碎，罪之重、過

之深猶而不知覺，蓋因道德日漸頹微，未能約束人心，

造成人性羞愧之心淡薄，綱常未能導正人於正軌，失落

之綱常道德，有待仁人君子以探究。 

    傳薪發揚之道路雖崎嶇阻碍，有志也承先啟後以綿

延，讓文化之真諦能世代而共享，人人皆有能力與智慧

行之正道，無私之奉獻為世代之揚長盡其職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