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未年端月初四日 

 

    本堂玄帝回鸞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 

一、玄先回鸞報新禧          一、司開春報善字排 

    帝道德厚造善持              命職盡勞福自栽 

    回頭重修心志堅              真誠造鸞莫失志 
    鸞筆勸醒迷輩兒              君臣相攜萬事開 
 

恭賀新春乙未年          二、新春賀禧洋得意 

    三羊開泰福綿綿              諸生伴鸞心歡喜 
                            再勞耕開莫佇足 
命生整衣待命接駕            羊來事事得良持 

                                 

    本堂武德登鸞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武開乙未接聖回          一、春來共接好新年 

    德業兼修作善陪              竹爆賀禧樂心田 

    登步勸醒迷群道              細策良事勞志苦 

    鸞章習來學仁迴              祥和自然福延綿 

 
    新春恭祝諸生洋          二、春來迎新一切良 
    洋得意，萬事如              良植種栽待發揚 
    意。                        揚道勞耕莫不勞 
                                勞煎再琢自然長 
  

    本堂太子登台詩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三羊報春新年來          一、神香遠佈導良才 
兄弟齊登喜心懷              農稼春耕植田栽 
同耕福田意苦煎              聖域深耕勞苦道 
協力共勞福德栽              帝德厚存善福排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          恭賀諸生新年快 
    勤造自然有果獲。          樂羊年行大運， 
                                洋洋得意無罣碍。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本堂城隍老爺登台            本堂孚佑帝君回鸞 

    城隍回鸞恭祝諸          一、孚游大道無了時 

    生新春快樂，羊              佑握耕耨勤行持 

    年如意，萬事吉              帝勸世人莫浪道 

    祥。                        君行臣效獲聖餘 

                                 

    本堂福神登台                羊年行大運，伴聖造 
一、 福氣羊年來                  善來，把心重新起， 

德意喜洋開                  事事得歡喜，恭祝諸 
正理自然道                  生新年新氣象，萬事 
神香造善台                  吉祥更如意。 

 
賀喜諸生新年福氣            玄帝再詩 
如棉綿再勵，洋意        一、春雨細細福綿綿 
喜心懷，伴鸞修心            大道回春滿良田 
來，一切結禎祥。            耕開萬物一切道 
                            煎勞自然獲彌緣 
                             

    本堂濟世主席回鸞        二、夏季汗背苦直流 
一、 濟接新年竹爆聲              順道理栽植得疇 

世道人俗乙未馨              忍煎莫辭天意道 
主宰世道排萬難              盡心伴勞自然留 
席間溫和自然新 
                        三、秋爽氣仰天邊紅 
新年賀禧羊開泰              彩色映地顯得虹 
福、祿、壽、財              和祥碩果待豐登 
享內田，吉祥如              造修善行福德翁 
意新春樂悠悠。 
                        四、冬藏五穀享年來 
                            人間大道休閒孩 
                            辛勞有待歲末期 
                            苦道盡過享樂懷 
   

今宵恭賀諸賢生伴鸞，參教造修不辭勞苦，吾帝特在此嘉勉
一次。再賀羊年行大運，洋氣如意，事事更得利，莫嫌伴道
苦，苦修苦得，紅運享興隆。 



   乙未年端月初七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動聖筆勸裔來                天賜良緣勤造耕 
德業兼修伴鸞台                福祿財壽善修行 

登參教化心向道                明心見性苦煎勞 
台週齊勞獲佛階                善惡絲毫自然程 

  

三、                          四、 

端正內田性養持                花紅蝶採好羊年 
持修善行做仁兒                勤耕力作植良田 

兒孫福祿莫多煩                胼手胝足莫辭苦 
煩惱多勞福難凝                低頭再耒結福蓮 

 

五、                          六、 
桐花盛放白天邊                梅李成熟滿樹枝 

清明時節追思軒                人間酸澀嚐佳期 
路上行人斷腸魂                苦盡甘來心意道 
思親孝悌作詩篇                力餘伴修造聖墀 

 

七、                          八、 

浦菖念念粽內香                荔心勞苦心堅持 
夏耘良田待谷長                汗流背上點點餘 

豐穀登倉心歡樂                炎熱煎來莫嘆道 
黎民鼓舞一遍洋                忍志再耒好漢兒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九、                          十、 
瓜甜嚐來苦耕民                桂花香撲享美津 
天候順息勞世人                月圓人團寶家珍 
順理行道自然兮                齊修善行造善道 
耐志堅心獲福陳                蒼穹仙境恁爾尋 

 

十一、                        十二、 
菊開花艷滿山坵                陽光普照不私偏 
氣爽高鳶放天遊                世道依循不染邊 
世人秋收喜心頭                持正不阿人間樂 
大道自然轉自由                盡心行栽享悠軒 

 

十三、                        十四、 
葭照斜光染彩紅                臘燼守責不辭勞 
餘暉點影映天紅                使力放亮到盡頭 
美景難遇該守握                人學志節莫不為 
悟醒世道造大同                真誠奉獻受眾褒 

 

十五、 
春雷響開大地明 
夏雨勞耕苦煎行 
秋風爽涼大道隆 
冬雪冷藏享美榮 

 

話： 
    一年之計在於春，春來謀良策運開。 

    羊來報喜賀春栽，金羊開泰多勞苦。 
    誠心盡職自喜懷，參教造善心不阿。 

    真虔自然萬事徊，歡喜伴來慶有餘。 
    心想善行善自排，莫為歪念把心懷。 

    放捨邪思重新起，事事自然結彩祥。 



  乙未年端月十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一、 
玄接聖尊傳恩來                武感內疚失禮規 
帝待使者佈道開                德養待誠覺心恢 

登勸靜肅莫失態                登勸裔孫莫無志 
筆點珠璣造福階                台邊重習天福愧 
 
命生靜肅整衣待命              堪嘆哉！有失設鸞三拾 
                              餘，規儀未守，鸞規失 
接駕鐘鼓                      持，吾嘆！盼之，首事 
                              當知堂規儀，守以誠待 
                       禮方是也。莫再失禮儀 
                            ，更盼哉！ 
                      

南天功過使者到        二、 

南導善章修心度迷輩      鸞教導善育迷持 
天勸惡語醒覺癡漢兒            天福有緣造鸞墀 
                        明善挽頹皈依道 
甲午年功記二仟伍佰陸拾    悟醒真理自然餘 

過載二仟零参拾参         

                              三、 

功過帶畢 余退                 金羊報春滿地開 

                              勤耕力勞植德栽 

                              忍志莫辭心煎苦 

                              努力天賦獲聖孩 
 
                              四、 
               天官賜福人間修 
               明心造善養德籌 
               真誠參道意志堅 
               耐勞煎來慶悠悠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端月十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功道德善修來                天賜奇緣勤持修 
帝祈造福性養開                福積良德善造疇 
登鸞參教莫語苦                明路多行心養道 
台邊再耕獲聖階                善果嚐津享樂悠 

  

三、                          四、 
端禮行道心虔誠                造鸞渡迷教良翁 
伴聖教化志要明                道德育來挽頹風 
盡職奉獻效勞煎                聖域佳地學禮範 
來日自然獲聖迎                誠心勸導造善隆 

 

話： 
    金羊報春正端時，三官賜福好佳期，誠心乞求莫虛道，
勤勞造善自然餘。 
    奉詣設鸞造教，乃在度迷向善之路而行也。在今之社會
道德淪喪之時，先賢欲振頹風之喪，乃以教之學校不足之
教，方有鸞道之教以振也。祈之賢生能以身作則，再推之，
固有文化之學也。 
    立鸞三十餘載，歷盡苦修，亦有絲毫之風範，為鸞之生，
該知教化之重也。人不教不知義，禮之行，義之始也。故在
鸞之教，首先當學禮儀之行，守之風範之遵也。 
    盼之諸生能盡職行使奉獻付出，此亦是伴鸞造教修心養
性之開始也，莫倒退也而不知上進也。人人守盡己之心，行
之體之勞，不奢求。付出莫多語，誠虔自然栽。 
    『春來植良栽，夏到耒耕孩，秋臨風爽涼，冬盡享豐懷。』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端月十七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開金羊春賀臨                正端勞身植良栽 

德運乙未夏詩吟                栽種佳苗更煎開 

登階參修秋爽道                開心養育莫不為 

台周齊歡冬歲陳                為祈豐登造善排 

  

三、                          四、 

沉悟大道惟修心                盡心行勞忍苦修 

心正性養一切陳                職務誠虔伴聖尤 

陳默道行莫口舌                守信效勞莫辭勞 

舌語良為造福仁                道程崎嶇自然悠 

 

談：施捨與所得。 

    夫：人心之慾，乃是無所足之求，永遠無法滿足矣。此
是人之通病，一心想收入越多越好，但往往事與願違也。想
得越多，失者越多也，但反之，心慾念越少，不去得到反而

得到越多也。 
  因心無貪念而肯施捨，捨得多，不求報，更結越多之善
緣，善緣越多，福則自來。故在鸞教所導之責，乃是教之人

人應有施捨之心，不求回報是也。莫再執著於所得不施捨，
此者乃是對等的。 
  自古以來，人心是不知足，處於今之社會，盡己之心行

之，有能力者多施捨付出，上蒼自然會記你一筆。『施捨盡
力行，付出造善明，誠心自然道，福德記一程。』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端月廿一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                          二、 
孚佐大道向光明                端正己身盡心持 
佑護黎民修善行                奉獻無私隨緣時 

登參聖域心志虔                世情難遇難論道 
台週再琢造德程                有緣自然耕耘期 

  

三、                          四、 

佈開人間一善緣                旺羊添福迎春來 
造緣乃要耕福田                乙未造德握良栽 

良田植種再勞煎                真誠不阿虔勞志 
忍煎盡心獲綿延                耐心再耒獲聖台 

 

談：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人生之計在於年

少。立於此之佳時，春季之良機，為人之修乃要握之佳期，
努力耕開一切之計也。春季不耕勞，夏季何來收也。只要立
定信心毅力，耐心耕開一切之工作，不辭勞苦，有堅定之志，

守之不阿，默默耕開，依目標而不辭苦煎進行，不達目標不
停止，方能達也。不論成功或失敗，成功者努力之成果，失
敗者檢討再改進，自然有成功之時也。 

  故在此之良好季節(春)一年四季，春是首季也。人們應
握之 良時，勤耕一切方是也。只要有目標而行開，自然可
達至也。為鸞之修更要在此之良好季節，努力學開一切之習

也。以充實學習無止境勤勞再學之，溫故而知新，學禮規儀，
守道更守心，伴鸞伴聖虔，造善造緣連，時運自然綿。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端月廿四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道修心修內田                主宰助聖佈道揚 
音覺省悟悟醒然                盡責伴道教育良 
登勵賢生勤造福                奉獻無私心養勞 

台邊教化度迷緣                挽頹向善自然昌 

  

三、                          四、 
時轉如梭似箭流                天賜奇勳勤耕栽 

有心伴道莫失尤                福祿植德耐心孩 
真誠參教志要勞                盡責無辭更志煎 

啓開揚箋得聖優                來期自然樂胸懷 

 

 

話： 

  心境之修，修靜尤。 

  立於此之繁雜之社會，受生活壓力之影響，以致心田無

法平靜，浮躁而起，心田忐忑不安精神恍惚，心不安，腦不

靜，造成精氣神失也。欲挽此之喪失，惟有振作自悟、自省、

自醒，以修養內心之田，靜思自悟也，故設鸞造教乃是讓迷

輩之人有一個修心養性之處也。 

  既來受教則需守之規範之守也，欲修心靜思悟醒皆守之

禮規之行，盡己之心行之效聖之勞，此者自然能養成一個良

好習慣，修心養性亦自然可待矣！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端月廿七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威顯赫救苦情                春來萬象發芽枝 
農稼忙種勞煎行                稼穡勤作耐煎持 
登乞時雨降大道                堅定信心莫不為 
台齊拱祈甘霖迎                順天理道自然餘 

  

三、                          四、 

苦煉堅守學鸞前                花花世情不了時 

恆心伴道造聖田                參道造教伴聖墀 

真誠不阿再磨兮                勸醒迷輩學理倫 

揚聖佈開彌陀蓮                佳節良氣溫習書 

 

 

 

話： 

    春耕植良栽，來日自有財。時運轉，四季之輪不息，又

到春季之佳節好天氣，莫浪費此之好時期。為農者更要握

之，此之，莫失去農稼之植也。農民乃是靠天吃穿，但只要

按天理行道，順理運開，再耐心耕耘不好高騖遠，一步一腳

印，慢慢呵護，細心照顧，不懶惰，時期一到自然有果碩可

收也。 

  故在鸞教造教，度迷向善，祈安禮斗更要勤勞真誠效

法，以誠感聖，以虔度迷，方能發揚聖道之佈也。『人心一

點虔，感化造彌蓮，度迷向善道，修心養佛田。』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