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年臘月初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文相持參聖台                董首參道道徑長 
德福善造植良栽                諸生造教教育良 
登勸裔孫心志長                造鸞學聖心持堅 
筆點珠璣教賢孩                司開職責助道揚 

  

三、                          四、 
聚沙成塔心志成                佳期難遇造福持 
鸞教施賑助弱行                蠟炬燃盡照大墀 
共度寒冬暖心窩                有緣造善勤植栽 
溫年伴攜享新榮                共享世情結豐餘 

 

話： 
  『梅花盛開在寒冬，世人造善不倒翁，臘火照盡勿
辭勞，大地光輝慶興隆。』 
  在寒冷之期植物亦能忍苦不受凍寒之侵，使出本能
為延續，不得不吐出香味之花蕊，在寒霜受凍亦不辭苦
也，為修之鸞該知此理也。 
    越勞越苦更需振作，不辭煎勞之苦，再琢、再磨方
是也。欲振鸞教頹風之喪，惟有振作心志，堅定信心，
伴聖造善、造福。『有緣相扶持，緣深共助兒，立定志向
道，福德自有餘。』 
    盼之士子『有心打鐵鐵成杵，無心磨石石難成』。為
圓聖教之責，忍苦再持，自然佳期可待矣！莫失志，不
勞，那何來美果可嚐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臘月初四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來伴生助教化                大道無私日照行 
農稼耕栽祈豐華                寒氣冷凜順理明 
聖德積澤點點道                歲暮更持莫佇足 
帝蔭勤植造福花                立春勞栽獲豐榮 

  

三、                          四、 
五行運開相互持                誠虔參修心無塵 
榖糧勤耕勞苦兒                無塵教化聖賢仁 
惜物點滴為人本                賢仁明啟真理道 
守盡節約自然餘                理道悟開感聖恩 

 

 

話： 
  『農稼勞栽望富來，穡種良苗好開始。』 
  在耕作之農夫亦是要依季節之分，而依時節而種作
物也。莫逆道而行，那何來之豐谷也？ 
  欲有良好之收穫，就要順天理，依節季行栽，五穀
自然收穫亦可豐登也。但任由一塊良田荒廢不耕，那何
來之收也？為鸞之士子亦同也。 
  不參道、不修、不養、不受教學習先賢之教、養、
修，那來日有何圓道哉！ 
  故盼之諸賢生能悟覺，在造鸞伴修之佳期，莫吝於
付出，無付出那更何來之收也。農民無付出耕作之苦，
何來豐收之理哉。 
  『一滴汗流一粒收，不辭勞苦心不愁，勤耕力作自
無疑，豐谷滿倉享樂悠。』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臘月初七日 

            本堂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大氣寒來宜防風                三人行栽萬事成 
子暖保溫守年冬                心志協來伴聖明 
登鸞造教心意長                齊造助鸞不辭勞 
台週共攜樂聖翁                助善揚善獲福榮 

  

三、                          四、 
禮教遵道效鸞前                立定心田靜默修 
悟覺人性慾薰田                修心養性莫多愁 
天質使然難正阿                愁嘆世俗頹喪道 
淡泊養心自然緣                道心振作教化尤 

 

 

話： 
    時序轉運又歲末，回想甲午，檢討過去，謀策來春。
有缺則修，有好則褒，能勇於改缺而正者，乃是盡己之
心，在伴鸞造教之士子，能在此之期，反省自我，實在
可稱也。 
  有缺能改，有錯能正，則是善莫大焉矣，人之缺點
自己難於知覺矣，但誰能無過錯，小一失，則能造成過
錯之累也。能以心坦承，修正以行，自然無過之憂也。 
  盼之士子在伴鸞修心之期，人人皆能坦然以行，自
然能獲之善之累也，過錯之改自然可成小善之累也。小
善不累，大善何來矣！在造鸞教化，時時檢討自我，自
然可成一個良善之士也，盼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臘月十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歌練開心律修                世俗大道求何來 
帝唱聖音多習由                入世天命參聖栽 
登鸞伴道志更堅                志節正理莫奢華 
台週光輝耀德優                依道順皈自然懷 
  
三、                          四、 
沉覺鸞教教迷明                沉性忠耿無私偏 
謝感聖真助道行                文質尚氣伴聖軒 
也心受惠內脾田                祥氣和樂心向道 
好馨熱道獲神迎                學鸞造教彌陀緣 
 
五、             六、 
日月如梭轉似光        有志參教心道持 
善字不行萬事空        鸞設度迷喚頹兒 
鸞道學修禮仁義        慧敏智竅難氣道 
教化迷群造中庸        默默伴來福德餘 
 
 
話： 
    幸福是什麼？助人也，伴鸞造教也，服務人群也，
無慾心也，知足也，讓社會大眾快樂也，心無罣礙也，
只要讓自己感到付出讓他人受到關懷，那亦是幸福快樂。 
  在伴鸞造教，不是也讓迷群能有岸可依可靠，這亦
是造鸞幸福之事也。故在伴鸞之期，教化迷輩自然是一
件幸福之事也。立於此之今又有多少人能知幸福之道
也？生活簡單不奢華自然就是幸福，但又有多少人看不
開、放不下，日日為名、利、權勢等追逐，所獲者何也？ 
  為鸞之士子跟隨聖賢度人之修，乃是幸福之行也，
莫輕視也，只要有付出自然幸福也。盼之諸生莫多求什
麼，以平常心行之一切之正理，簡單即是幸福也。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臘月十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鍊金剛文持修                先賢後裔傳薪良 
德造福積善栽由                良教度迷助鸞揚 
登鸞參教意志堅                揚善性養修內道 
台週功勳結彌留                道果圓就福德昌 
  
三、                          四、 
沉性心熱伴聖來                蔣導事理依道行 
士氣昂然助神台                旗彩和靄受人迎 
振作主導順理皈                伴聖效勞忠耿兮 
協勞熱腸樂胸懷                順理照規立德榮 
 
五、                          六、 
連性忍勞助聖前                沉性和祥勤造良 
清澈內腸苦耕煎                溪流細水助谷揚 
儒教養育辛志道                水源不缺庶子福 
偶遇聖真福祿緣                服務熱忱聖道昌 
 
七、                          八、 
沉悟世俗修心養                張生默默行道勞 
春雨綿綿萬事良                秋來氣爽樂心頭 
花香鳥語響道鳴                錦繡艷麗映彩紅 
參聖心喜福德彰                助神佈遠自然豪 
 
九、                          十、 
沉覺大道勤勞耕                王心勞栽植種田 
榮華富貴享樂行                瓊液嚐來似香蓮 
昌順理來心志道                微妙小薔花中華 
助彌聖陀造德程                定律修心結彌緣 
 
十一、 
沉心苦勞耕福栽 
國土安邦家和靄 
英雄自在心志堅 
效神不辭獲善台 
 
話： 
    春風冷冷雨瀟瀟，此之景乃是歲暮之末也。萬象待
新之期，人亦同也，為來春之旺年到也，除舊佈新以利
來年之佈也。 
    在鸞教之導乃是導之士子反省過去，策劃未來之計
方是也，過去有錯誤之舉，該思考，改過自新。讓未來
勿再犯同樣之過錯方是也。 
    盼之賢生能自悟、自反、自省，再接再勵，以迎新
年到來也。盼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甲午年臘月十七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開筋骨勞動耕                簡性心思鸞教前 
德栽善道蔭福明                振開胸懷參聖田 
登盼賢士多植長                輝耀仁義意氣長 
台邊豐果享自行                伴道禮佛結彌緣 
  
三、                          四、 
林生仁慈性養修                蔡守古禮依俗行 
勝德福祿善積尤                金銀放捨隨緣廷 
順天理道應大道                定國守邦義氣道 
懍然氣昂造義優                厚德植栽獲福程 
 
五、             六、 
沉悟世道修善栽        沈行善道不老翁 
明性良耿效聖台        水流悠悠細長通 
忠烈護孝使命道        海闊天際勞人群 
醒覺助聖樂胸懷        性養樂善造福隆 
 
七、 
立定信心伴鸞墀 
春來新氣禧心持 
歡迎旺年心樂道 
造植良田自然餘 
 
談：『厚德配物』 
    夫：為修鸞之士子，乃受先賢再三之導，以造善、
造緣、惜情、惜福，與人之交往乃是交心以對，莫勾心
鬥角矣！在平時要多造善，行善舉，以積德之累厚也。
莫不行善、造福，那來德之積厚也。 
  古有名訓：『積德之家，必有餘慶，為惡之人，必有
餘殃也』。只要有心行善，善舉即在汝身邊也。為善莫遠
求，佛即在汝心頭，是否？(是的)。在今之此，只要肯
付出，善果自然隨影而積也，有德自然可配物。故有德
莫損矣！能惜，則一切惜，德厚，福自厚，福莫享盡。 
  在人生之旅途，乃不外修之福德之厚也。在鸞教聖
賢再三叮嚀，勸之諸賢生能多造善、造福以積德之厚矣！
『謙受益，滿招損』愛惜身邊之一切事物，莫浪費，蹧
蹋物質，做一個勤儉之修道士子，是盼也。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甲午年臘月廿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修心養善德排                臘盡燃照耀大同 
帝優業就福造栽                末歲寒冷宜守風 
登鸞參行志要堅                人間世情相持道 
台週壯碩獲聖台                行善自然慶餘翁 

  

三、                          四、 
三心齊勞效聖台                年歲除舊佈新禧 
頭持先鋒引賢來                送舊迎新心歡喜 
共識教化不辭苦                清潔內田換靜道 
參道揚聖福祿孩                肅然祥和造福餘 

 

 

談： 
    在此年歲之末，人人皆知清囤一番，把心中之垢穢
之事能清除一番也。莫把內田不如意之思放在腦內，每
日繁瑣再鎖把心放捨以利新之思維建立良好之善思方是
也。在伴鸞受教即應看得開放得下方能提得起也。執固
不變何來新思維也？在依古禮行古儀之行能變則能通，
莫墨守成規慢慢改進以應新之行也。 
  盼之諸鸞生能多思多習，以教之，鸞教之教乃是教
之以新，莫忘本。吃水果拜樹頭，飲水思源頭，方是鸞
教之旨也。盼之人人皆能同心協力，以清潔除舊佈新以
待新春之到。三陽開泰，祥和樂利，人心和諧，聖道佈
開，一切順利又吉祥。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