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年桂月初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行文修伴聖勞                桂花清香爽心清 
德業品性兩兼和                祈安禮福乞光明 
登鸞植福消災愆                朔日共合圓聖託 
台邊齊合獲彌陀                吉祥如意造福程 

  

三、                          四、 
真心奉獻無所求                天賜奇緣教迷良 
誠虔感動佛陀由                福祿壽財勤修常 
禮儀聖規共參道                日月無息心莫短 
皈依風範造德優                善果豐碩自然昌 

 

五、 
沉悟俗世易無常 
常變不息難握掌 
掌助佳機莫失道 
道果功就福祿揚 

 

話： 
祈安禮斗植福事，乃是上蒼所賜奇緣與鸞壇教化迷

輩向善而修也。並代天宣化，度陰利陽，消災解厄等以
引導迷濛士子向光明大道之路而行也。 

更輔導人人向正理之道而行正善之徑方是也，教之
以古有遺訓。 

盼之人人有一條大善路可行哉，人心向善，心不惡，
邪念少，思之正，行即善，此之責乃是鸞教之責也。 

盼之諸賢生能相扶相持以圓聖佛之託是盼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桂月初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源道學悟敦身                聖學宏揚任重肩 
帝澤施方度性仁                神人合一著鸞篇 
登問造功何為要                三才職守勤論學 
台開教化振傳薪                眾志圓融繼綿延 
  
三、                          四、 
道路崎嶇志要堅                建功立德在當前 
時思省悟達心田                寄望未來事境遷 
機緣珍惜勤修學                夢想圖謀宜實際 
德業齊行樂悠然                真誠付出識因緣 
 
五、 
瞬轉光陰不待人 
青春歲月太天真 
荒唐虛渡無知覺 
苦嘆老來承苦辛 
 
話： 

道路雖崎嶇，恒誠探究也雖未能達道，亦有所得矣。
在科技昌明社會繁榮之生活，人心隨慾以追逐名利，沉
倫於享樂，物資與聲色掩蔽良明之靈性。任道德倫常日
漸稀微，廉恥之心被利慾以矇蔽，雖有法律之約束能抑
制罪惡之根源否？ 

行險阨路以圖僥倖，殊不知到頭也空空如矣。祇留
罪業而不滅，隨魂魄以承受，前身之權貴，財富蓋似雲
烟飄散殆盡。惟有德澤之功，能照亮真靈返璞歸真以証
道功。 

昔往之無知，前日之罪業能覺隨心生，志節於修行，
前程永有光明之大道，勿要隨慾逐流以虛度人生。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桂月初七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                          二、 
浮遊無定難定時                誠心參道道心長 
佑護黎民握佳期                虔勞伴聖聖教良 
登階勸勵助聖域                昔日光華今悟覺 
筆點珠璣喚醒兒                圓道助佛彌陀常 

  

三、                          四、 
鸞教化育迷矇群                文修武練相攜昌 
群眾烏合似黑雲                武濟文勸行善良 
雲移迅速難捉住                志心命禮自然皈 
著住心律結祥倫                福德植栽運轉常 

 

 

話：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

而願立於其朝矣。』 
夫人心願跟隨賢能者之導而行也願付出其勞而悅

哉。在今之社稷人民之心、眼、耳皆是雪亮的，能導人
民向善之路而行也。並造化清淨之家園，讓大家生活活
樂、安逸、祥和，此亦是鸞教之責也，使人民不怨不煩
讓大家都自願付出而不計較方是也。 

故在此，教之導之人心向善，以善致知，盼之諸賢
生能再悟再省以助鸞教一臂之力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桂月初八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喜諸生慎禮儀                鸞壇賀祝八仙真 
帝迎仙真降鸞墀                儀禮虔忱接聖神 
登參天福傳佳句                明善氤氳祥瑞彩 
台敬丹誠眾子持                佳餚菓品滿珠珍 
  
接駕  鐘鼓 

 

                泰安宮武德尊侯到詩 
 
一、                          二、 
武參天福會神仙                八八佳期迎聖真 
德賀佳辰福祿綿                三才虔敬度庄民 
登筆恭迎期八聖                鐘音淨滌驅邪魅 
台齊眾志覺道天                福佑兒孫明善親 
  
接駕  鐘鼓 

 

                悟性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禮降臨天福來                佳節登鸞賀八仙 
音傳鼓樂誦經開                誠心有感造良緣 
登修天福機緣在                神恩佑護參功果 
筆教傳宣明善台                德業宏興世子賢 
 

接駕  鐘鼓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太和街三山國王到詩 
 
一、                          二、 
三元敦品造參修                建功立德造鸞台 
山峻虛懷謙作籌                天福諸卿明善才 
國本深耕惟教化                濟度傳薪揚道德 
王侯將相步高樓                功勳顯應果豐開 
  
接駕  鐘鼓 

 

                漢仙鍾離到 
 
一、                          二、 
鐘音繚繞沖雲霄                植福參修志節堅 
瑞彩氤氳天福橋                傳薪文化子孫賢 
眾志虔忱儀禮敬                導人悟覺真靈性 
歡欣賜酒飲來叨                証道功登達上天 
 
賜酒吾敬諸卿 
 
接駕  鐘鼓 

 

                張仙果老登台詩 
 
一、                          二、 
張臨天福會諸生                世態虛華亂象生 
果獻功參作道程                倫常墜落遍悲情 
老幼同心明善子                天災人厄因源定 
登圓教化照光明                挽轉頹危明善行 
  
接駕  鐘鼓 
 
 



                曹仙國舅降詩 
 
一、                          二、 
經誦禮迎步道階                佳餚敬獻結參緣 
諸生志節喜吾懷                志節恒誠造聖箋 
因緣參悟栽功德                大道薪傳唯教化 
福應來時家業開                導人益己淨心田 
  
接駕  鐘鼓 

 

                李仙鐵拐到詩 
 
一、                           
葫蘆賜酒敬諸卿                 
鐵拐施方正道行                 
濟世弘揚傳教學                 
功添澤積定豐榮 
 
賜酒敬諸生 
今宵自此暫停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                          二、 
孚佐人生修心田                八八佳期難逢機 
佑我造善結聖緣                乞尊仙翁好佳期 
帝呼庶子勤行栽                心中有疑莫鬱愁 
君臣相助福延綿                祈聖相助萬事移 
  
接駕  鐘鼓 
 
                蓬萊仙島散仙到 
 
散、散、散，仙、仙、仙，醉、醉、醉，顛、顛、顛，
失敬上鸞墀，握筆亂揮箋。酒、酒、酒，飲、飲、飲，
倒顛失態真可悲！莫像吾天天醉，醉天天，人生似雲烟，
盼之士子多行善事之勞方是也，今宵諸賢生為恭賀八聖
翁萬壽無疆，聖壽佳期吾醉顛無什麼禮物回敬諸生，在
此特賜一杯良液之酒與大家共飲並祝諸生伴鸞萬事如
意，身體健康，賜酒。 
  
命生接駕  鐘鼓 
 
                水濂洞齊天大聖到 
一、                          二、 
齊心接來尊聖翁                七十二變事事通 
天福明善賢生紅                千億榮華亦空空 
大家佳期快樂勞                強求無益心莫貪 
聖節共祝萬事隆                平凡善勞自然翁 
 
人生空空來，去又空空去，勞勞碌碌求何也？看開人生
真諦，自然心平淡泊快樂過，做一個快樂之人也。放開
心胸走向大自然，人生自然是活得有價值也。 
  
余退  送駕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興南宮池府千歲到 
 
一、                          二、 
興趣升起上鸞台                忽聞鐘聲來祝賀 
南針引來會賢孩                明善賢生佳期勞 
千載良機共賀禧                教育迷群心志長 
歲月易過勤植栽                相鄰互持造聖豪 
  
命生接駕  鐘鼓 
                何仙姑到 
 
一、                          二、 
何處尋香落良庭                女性婦德宜圓容 
仙翁不粉淡淡行                持家教子助英雄 
姑嫂相持圓家道                耐勞勤儉是古訓 
造善植福自然榮                真成悟覺女豪中 
                  
                藍采和到 
 
一、                          二、 
藍中盛品桌滿排                聖節佳期在今宵 
采色人生自己栽                恭賀仙翁心逍遙 
和樂相持圓聖託                誠虔伴鸞教迷輩 
勞煎伴來福祿孩                天降福祥自然繞 

  

                八仙翁韓湘子到 
 
一、                          二、 
韓禮規儀迎翁來                蓬島平靜是仙境 
湘行出島會諸孩                凡人羨慕良緻景 
子虔接聖心尊敬                先修道果再勵磨 
仙祝明善造福台                人人自然可享敬 

                



                仙翁呂洞賓到 
 
一、                          二、 
口口念念明善兒                滿桌聖品接諸真 
洞開押後上鸞墀                心中有難乞聖恩 
賓主同歡賀仙翁                祈求愁鬱解鎖開 
有心造教福德餘                突破困厄出圍興 

送諸真回駕 

 
                本堂太子登台詩 
 
一、                           
太然上鸞台                
子虔伴聖排                 
登筆賀真到               
台週圓聖懷                 
 
今宵為八八佳期諸尊仙真齊來賀喜，神、人共歡以圓聖
恩之託，以造化善念之行方是也。今宵諸生伴鸞參修，
勞苦再煎，吾聖有感在心，受主之託特在此嘉勉諸生辛
苦。 
  

 

 

 

 

 

 



甲午年桂月十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道行仁練炁功                恆誠造學步鸞台 
德存善念更圓融                授業傳承耀聖階 
登修品性崇儀禮                道德倫常明孝順 
台度結緣覺悟通                親身作則福源栽 

  

三、                          四、 
難過心關慾念生                精深微妙永無邊 
偏私利惑亂心情                智慧機緣在眼前 
省修參悟真靈淨                學省時思勤有益 
悟覺人生明善誠                融通點滴入心田 

 

五、 
苦過甘來嚐 
仁心聞佛香 
恆誠將有穫 
奉獻繼悠長 

 

話： 
學識精深無有窮盡，人心智能無限潛能，奈何好逸

怠惰之性，虛浮不實之志，稍遇挫折阻礙則萌退却之念，
何以參覺事理之真諦。智慧也探究阻礙以真理之融通，
惟有徹悟挫折為經驗，方能免有犯其錯誤，前車之鑑，
可作借鏡，恆誠於行，自能敦修知識以融通。不學己身
知之未能以何作為，歷事之方針光陰瞬轉，總是無知而
流逝，何以喚醒心靈，惟有自省以明心志不覺自身難達
靈明之真心，主宰自己為今生創造光明之前程。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桂月十四日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一、                          二、 
司開一切惟心修                佳期人團享樂倫 
命立職責守身尤                節氣月圓照金輪 
真誠造教育迷倫                造教良機喚省悟 
君行臣效聖德留                福祿享來結祥雲 

  

三、                          四、 
盡心行道道在前                掌東厨司察內秉 
知命立仁仁字煎                監督善惡記分明 
養修勞志志莫輟                暗室勿欺大道正 
事天盡勞自然綿                正理造來福德程 

 

 

話： 
天上人間共樂期，欣賞美輪月亮照，地下世俗快樂

道，人團難逢月亮圓，人間快樂行，行善莫短程，榮華
富貴莫羨慕，前因後果早耕植。 

今之果，前世之勞耕，善之植，莫問果之成，只要
低頭默默行栽，苦煎也，日日積小月累年疊，只要耐心
行開植善之心，自然善之果累成也。世俗享人倫之道，
更待發善念之心持之以恆自然可達也。 

盼之諸賢生皆能以善念之為勞開一切自然可達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桂月十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門教化度迷津                省身悟學實勤耕 
帝學傳宣效聖仁                道路艱辛志職恒 
登造敦身修品正                把握當前明善造 
台行果業識賢真                功傳世代更光榮 

  

三、                          四、 
力不從心志未堅                付出真心結善緣 
因緣有感造綿延                人和納眾自心田 
無私志節揚鸞道                謙恭禮悟人生路 
德澤圓融覺道天                廣闊前程在身邊 

 

話： 
事有因，物有本，不覺因源何能通曉事理，在人生

道路變化無常，何能以不變而應萬變，則需修來知識之
融通。 

未來無以測度，惟有把握現在，學習知識增廣見聞
以豐富知識，崇高之理想，精良之策劃，惟有力行思省，
不斷之累積經驗，以築建成功之基礎。因源有定，果報
隨行，不經苦楚之鍛煉，未能覺曉處世之圓融，雖有時
運之不濟，持之志節終有成就之臨。 

識因結緣，真心恒誠，持之以志，業成果就更能珍
惜以守成，不經苦楚之教化，不知甘霖之可貴。道路人
生惟有親身之經歷，方能覺知箇中之理也。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桂月廿一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稼勤耕豐穀收                老邁導引談人生 
農業老夫勞苦愁                壯年勞耕良田行 
登田望天多作福                少者努力學習栽 
台臨天邊乞聖留                共攜植種穫豐成 

  

三、                          四、 
秋風涼爽易變遷                中庸之道不行偏 
赤熱如夏該保身                心中主宰行道篇 
防風慎行心莫煎                賢仁賢能守理証 
真心守勞自得焉                存善積良造福軒 

 

 

話： 
以農立國乃是早期農業社會之口號，但在今之科技

之進，以科技之發展，農業算什麼？反觀農業乃是最基
本之基業也。在農村乃是以耕作為本也，農民依靠生活
糊口之本根也，以進入科技之農業，農機之耕作以代替
人工勞力之苦，農民所付出之勞力變少了。生活亦較輕
鬆，此亦是社會變遷之因也。人口老化之故也，並漸漸
邁入精緻農業之術，進步改良等，並從事多元化之耕，
以符合現代之需要也。 

盼之有心為農業之士子該多學習農業之技術之學
也，以充實自我，以利社會大眾之需也。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桂月廿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關靈竅悟參修                禮節儀規端正身 
帝德恩施明善酬                和諧眾志結鸞親 
登造鸞風揚教化                扶持勉勵同參造 
筆傳道學入心頭                德澤功高達聖仁 
  
三、                          四、 
福慧因緣一念中                植福根源德善門 
無私奉獻造仁風                敦仁慕義正炁存 
恒誠志職揚文化                不畏艱辛明職責 
挽轉頹危建道功                圓融德業教兒孫 
 
五、 
清心悟學識鸞箋 
志亂迷矇步不前 
涵養身心修興趣 
怡然享樂得機緣 
 
話： 

福禍無常瞬息間，一念之差悔亦難，何以納福消災
即。 

要修來因源之佳果，善修明誠之身，以經歷人生之
世事，識其學以明事理，處世圓融，得人和更得人之助
也，凡事出於一念心生之意蓋隨己身認知而已，平時不
覺以造學，遇事不知所措，何以引領自身行向正確之抉
擇，禎祥光輝，皆在汝之眼前，奈何士子不得其緣不修
因源果報，何能長享安逸樂利，付出一分自有一分之悟，
茫茫無知，荒唐度日，雖不知苦，苦果之臨悔之也遲。 

短暫人生瞬息而過，不知珍惜當今徒留遺憾於未
來，路雖廣闊亦需身行心修，方能明於正道以行覺之善
學，能於自省，自然悟啟光輝之里程。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桂月廿七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                          二、 
三思行開一切良                短思難圓聖道翁 
太急草率事難張                長細謀策造鸞紅 
子誠感化皆道通                志心命禮盡職勞 
筆尖點開醒覺常                真誠無私顯大同 

  

三、                          四、 
大同不偏更親仁                禮開人性善德篇 
親仁博愛感德恩                悟覺慧智養道間 
德恩養善人性道                微弱不伸更短佇 
性道植栽造埃纏                振開胸志造福軒 

 

 

話：風雨生信心，中流砥柱 
夫：中國人之意志堅強無所可怕處於惡劣之環境之

下越能自強自立而生信心，不抵外來之抗人心之志越挫
越強絕不認輸，此即是為中國人立剛強之性也。 

在造鸞教化人性之強弱皆適時務勞行也，以古訓於
教而行莫強勞，強之事難圓矣。立於教化之責，盼之人
人以善念、善道、善行為要以代天宣化為前，有風有雨
更能生信心以勞也，伴鸞為修，修內心之善也，善之出
一切即可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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