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未年桂月初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開大道渡有緣                桂香清爽養性良 
德栽善果彌陀田                良徑導開植福彰 
登階聖路心志長                彰顯修心好聖地 
台周碩壯結彩蓮                地靈人傑自然祥 

  

三、                          四、 
平心靜氣圓聖道天賦命詣莫失持 
安然順理伴佛陀福祿招搖隨緣遲 
結緣參修心無碍明志養性該悟覺 
祥和喜樂結嘉豪善惡絲毫自分宜 

 

話： 
時節過隙似箭矢，一去不回頭，時光苒苒默默逝，轉眼
又秋到，為人者有幾個春秋之期哉！時光催人老，馬去
羊來猴接踵而到，瞬息之過令人嘆之，時光不等人，莫
失了佳時再反悔那就太慢了，把握當下努力勞耕一切之
時機，莫等明天再行、再勞，今日事今日畢，明天還有
更多之事等你來完成。莫推托在鸞造修，更要學習之道
乃是博淵之大永遠學不盡也。 
  為修之人，乃要把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學不
完習不了的。盼之，只要有心堅持，一滴一點慢慢習之，
乃有成功之日也。為裔孫之士子振作士氣再習、多習、
多勞、多奉獻，只要肯付出，上蒼自然會記爾一筆，莫
嘆老天不慈悲憐憫，反之看咱付出多少之勞再計也。無
付出何來收穫之理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相對等對
價，為修之士子只要以勞力付出伴聖而修不問有多少之
計勞可收哉！默默付出老天看到在眼裡記清楚，此亦是
造善、造福之好佳期也，雖沒有立竿見影但福報留於子
孫也，祈之諸賢生慎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桂月初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仁義禮大道行寒涼氣爽好修養 
帝施博愛眾受迎養精蓄銳壯聖長 
登階參教莫失志長計謀籌助道遠 
台光輝鴻造聖程遠佈真詮自吉祥 

  

三、                          四、 
義字正阿不染塵志心命禮隨緣由 
氣慨守握坦然云強行歪思自作憂 
參聖順理莫烏兮誠虔堅志不計報 
天道自在皈依因舉頭三思俯首悠 

 

 

 

 
話： 
秋高氣爽涼，學修學道良，休閒養性道，放捨自可常，
勞耕經卷章，勤翻聖樂長，唱開人間道，一切自吉祥。
人之苦惱煩，什緒靜思哉。修心精氣神，心阿不染塵，
守盡人間路。看破世俗勞，盡心作自己，相持共開拓，
神人合一同，事事皆亨通，心和一切合，奉獻聖道前，
禮誠自圓融，俗事多勞行，細心耕福程，盡志效道徑，
來日自嚐津。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桂月初七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參香修心煉性良日行操勞為計生 
大道無私日照常        碌碌忙煩為腹明 
子伴聖虔不計酬        平庸作息心樂道 
筆勵持恆造福長        好高騖遠難造程 

  

三、                          四、 
立定心志向前行人間暫居數拾秋 
勞開夢想好景程陽光迎合心樂悠 
耐心再耕莫佇足放捨執著莫罣意 
光明勝徑自賞榮        建立心志造良優 

 

 

 

話： 
為人俢，俢心良，良性養，養禎祥，祥氣和，和則同，
同一心，心相攜，攜好圓，圓則團，團事成，成可道，
道更長，長相持，持共識，識學禮，禮義仁，仁好親，
親情造，造里仁，仁愛博，博行施，施慈悲，悲憫念，
念緣結，結心連，連伴前，前悔後，後再俢，俢前愆，
愆尤赦，赦罪過，過省悟，悟覺開，開智慧，慧智栽，
栽良道，道果圓，圓聖勞，勞苦耕，耕心田，田造良，
一切見佛祥。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桂月初八日 

            八聖節聖章 

本堂福神登台詩 

一、                           
福先來接八聖期                 
神香繞透蓬萊墀 
登步踏前引導開                 
台邊靜肅明善兒                 
 
命生整衣待命接駕 

 

大東泰安宮武德登台 

一、                          二、 
武會佳期天福來裔孫誠虔拜八翁 
德聖共盛明善排志心命禮伴道隆 
登乞諸賢伴鸞道堅持信力勞教化 
台週共賀樂胸懷定律造鸞獲彌宏 
 

關天公濟顛活佛到 

一、                           二、 
顛倒不敬上鸞墀                聞鐘鼓響透上穹 
濟開人性見真兒心喜共賀八聖翁 
天福拜聖心向道                香酒果品排滿桌 
關來明善教化宜                意誠歡喜造福隆 
 
 
吾顛不才先賀八翁佳期萬壽無疆，天福諸真道長永 
享，可。賜酒共飲平安，快樂如意。哈哈，可。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命生接駕 
 

太和街三山國王到 
 
一、                           二、 
三人共賀佳期臨                天賜奇勳勤行栽 
國泰民安庶子陳                福氣嚐津結緣來 
聖會難逢乞消愆                明日更勞植良道 
尊翁齊祝福祿尋                善果豐碩樂心懷 

 
命生接駕 
 
 

齊天大聖到 

一、                           二、 
齊賀八八佳期前                活潑本性難改違 
天福諸生慶仙連                習性成慣養惡規 
大家歡喜心意長去惡為良志要堅 
聖尊恭祝造良田志心持恆自然歸 

 

吾潑猴活潑成性無體統，盼諸尊與諸生莫見怪無禮 
失態哉。 
賜長壽美酒給諸生共飲，長生不老，賜酒， 
有福氣飲良液，萬事如意。 
 
命生接駕 



 

海外散仙濟顛醉到 

一、                           二、 
濟世施教度迷群                參香會聖賀仙真 
顛倒是非失人倫                失態上台真掃興 
醉迷成性真不該勸醒諸生莫學兮 
翁行莫循盡改輪振作勞耕造良津 

 

醉、醉、醉，顛又顛，酒肉莫多添，少酒長壽樂， 
莫貪杯，失了身，再勸世人，適量自吉祥。諸生欲 
敬醉顛？是的，祝諸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大家大 
發財。 
 
命生接駕 
 
 

蓬萊仙島八仙齊到 

 

李仙翁(鐵拐)到 

一、                           二、 
李持葫蘆上鸞墀                明善諸真慶佳期 
鐵柱成鋼永保宜                盛果排滿香透墀 
拐杖助腳難行哉                真誠乞禮無失道 
踏出洞台會誠兒                堅勞造教獲聖脾 
 

張仙翁(果老)到 

一、                           二、 
張姓仙翁上鸞台                歡喜佳節來賀持 
果品美酒滿桌排                持敬諸仙樂心脾 
老爺受尊心意領                脾腸通暢順調道 
賀祝善兒事圓階                道果圓碩慶有餘 



 

藍仙翁(采和)到 

一、                           二、 
藍領聖翁下丹來                造鸞設教度迷孩 
采色繽紛世道孩                明善輔導頹風栽 
和樂安逸心無罣                育倫理道齊心志 
人間乃是快樂台                盡心奉獻造聖排 
 
 

韓仙翁(湘子)到 

一、                           二、 
韓渡迷霧出蓬島                俯望庭前盛果珍 
湘禮參敬天福到                速來參會感道因 
子賀眾生心虔志修煉奉聖不辭苦 
明善賢兒耕道勞                立志教化傳義仁 
 
 

何仙翁(仙姑)到 

一、                           二、 
何持養修該握知                香粉撲鼻清爽良 
仙性助力好佳期                婦道盡持家吉祥 
姑嫂相攜家和樂                明善賢生共拜聖 
守道婦容自可餘                諸翁賜福造德長 
 
 

曹仙翁(國舅)到 

一、                           二、 
曹裡盛滿敬禮鮮                傳聞教化造育才 
國和人安和睦鄰                挽頹風喪振鸞來 
舊姨親情本根道良道普施倫理長 
相敬互尊自緣連                悔教諄諄自然開 



 

呂仙翁(洞賓)到 

一、                           二、 
口口念念明善兒                良宵佳期賀仙賢 
洞出奇勳賜福墀賢祝心虔福祿田 
賓主盡歡心意誠                田栽良種壯碩果 
禮道祈安消愆災                果熟豐登嚐彌蓮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開盛會賀仙尊                今逢八八聖會期 
德行操守得行隱                期盼諸生奉獻墀 
登乞聖翁賜福道                墀造章篇誨教化 
台週行深自然遵                化育迷輩出良兒 
 
今宵為八八佳期諸聖尊仙翁來教導，盼之諸生能悟之，
不多談，諸生今宵伴聖辛勞，特嘉勉乙次。可。 



 

乙未年桂月十一日 

本堂福神登台詩 

 

一、                          二、 
福造福享福修來                平庸行事勞苦前 
神恩神惠神在懷                小卒步進寸寸艱 
登報聖恩志更確                慎守本份莫躁急 
台週勸悟勤勞栽                細心踏出造彌蓮 

  

三、                          四、 
喚醒迷輩教育修                皈依聖道順理行 
修性心養造善由                推挽頹風振教明 
由然悟覺人生道                沉默守固難作道 
道徑勤耕獲聖優                和樂禎祥自可迎 

 
 
 
 
 
話： 
福之造來，見之微小，行栽難行，持平小心，莫逆天理，
悖之地道，應呼世情，累積日善，行之舉勞，心態之立，
不偏不倚，真誠付出，莫求酬報，由天計算，伴鸞造教，
以身作則，只知勞耕，植種良栽，默默耕開，盡心付出，
耐勞培栽，細心護照，種子茁壯，更以真虔，伴修苦煎，
更需耐志，毅力堅持，不惡不邪，順天應地，天理循依，
平心靜氣，結緣造緣，有緣相持，凡事莫疑，正氣參道，
造福鄉梓，祥和社稷，庶民安和，和心團圓，福氣自來。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桂月十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學耐修步步煎                玄賀月圓慶中秋 
帝造良善寸寸前                光彩照團人間優 
登出困腳莫辭苦道光顯耀心勞艱 
台階輝耀結聖蓮長勞參教造福留 

  

三、                          四、 
月圓人團宜守持天上難遇桂花圓 
世情俗親人倫兒福祿人間親情團 
奉獻付出仁義道明月高掛照大地 
和樂吉祥慶有餘善行造德結祥雲 

 

 

話： 
人間難逢幾中秋，人倫更需孝悌親，佳節團圓慶人常，
享嚐津味柚餅香，季節氣爽好修身，養性從心再修開，
先學而知習重練，拾穗慢慢積累多，少來行勤不辭苦，
耐志忍苦更勞前，真誠耕出福祿道，來日自然享高歌。 
    此即是為修之士子所盼之目標，故在鸞教造修之士
子，耐心莫急，只要有虔誠之心志，再勵再琢，道徑再
崎嶇亦不怕也，盼之再盼，悟者再悟。『有緣悟覺開，無
緣隨他栽，聖心參道艱，勤耕樂胸懷。』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桂月十七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練丹砂耐心修                沉覺世道留名良 
德行善造勤植優良善深造結福祥 
登步苦練莫失志                祥禎真誠再現道 
台光顯耀天福悠道果圓就自可彰 

  

三、                          四、 
深深體悟修真誠齊效聖真心一同 
清清不染悠樂行苦耕道徑手心通 
念念口業由心養勞煎再耕志更苦 
力力勤耕謀福程植福栽良慶道隆 

 

話： 
道徑崎嶇難乞行，性養心修耐志明，真虔伴道勞志苦，
忍志耕開造德榮。在鸞教，教之古有道德良範之倫理，
古有之遺教，在今之社會，所習之教乃是古有傳統道德，
人倫之理早就失去了教化也。無古禮良風之範，難以挽
喪風之失，只知享樂現代之生活，莫說尊師重道之理也，
人之相處相互尊稱之禮更難以想像，親情之稱亦失去稱
哉！此是受之西風日染之染否？教之失導之喪否？只怪
自己不學禮風之範行也。 
  欲挽此頹風之喪，亦只有振作自己之心，從心而修，
修頹風之失，振作修煉自己悟覺一切。人人把心重修起，
起心動念養心栽，栽植良範表意道，道徑耕開自可長，
既為鸞教士子莫失志不勞耕，傳道能知崎嶇之徑更要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栽，再煎再勞耒開一切向前而行也。莫失意不行，只要
有一點誠虔之心，慢慢琢磨，自有成功
之日也，盼哉。 

乙未年桂月廿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修道持禮為先                人之相處心坦明 
帝存厚善行提前                勞事效聖勤耕行 
登步造栽心志虔萬載千担莫驚兮 
台周同心自然連                誠心意堅獲聖迎 

  

三、                          四、 
沉默勞苦忍志修立定信心伴鸞來 
修心養性做道尤來修內養作善栽 
尤然悟覺莫失意栽良植福心更長 
意省內醒福自優長茁碩果嚐津懷 

 

話： 
『秋高氣爽好踏遊，遊心賞景恁遨悠，悠開輕鬆步出道，
道行修來心地優。』 
  立於今之季節，正是好佳期，為修之士子為農稼之
農夫，抽閒做樂好休憩，此亦是把心做休息，放空一下
過後再耕，勤勞為己之事業，人人各守崗位努力工作方
是也，莫失去己之責在何也。 
  士、農、工、商只要盡己之心奉獻，在崗位之勞既
是為人即該負起己之心盡力而勞，莫失去上蒼賦于各人
之使命也，人人所帶來之使命各不相同也。 
  盼之，諸賢生能知之賦之命也，盡心奉獻己之心力
為大眾謀福利，為社會造安逸之生活，人人生活安定，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心即安，安能靜，靜能慮，慮能定，定後事事自然吉祥
如意，此亦是鸞教之目的哉。 

乙未年桂月廿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修文教度迷倫人生修煉修福良 
德行品格學習論間接借宿祈好常 
登鸞參道心志堅大道崎嶇勤耕勞 
台邊勤勞結彩雲同理參修造德昌 

  

三、                          四、 
沉思細研有何癡皈依聖道參教修 
真誠伴休養心持修性養心誠意由 
奉獻無私盡力為由然而起學鸞章 
職行守責獲聖餘章喚迷輩造佛優 

 

話： 
人生海海，海海人生，行過即是人生也。順之大勢之趨，
莫忤逆大勢之行也，悖理大道之行運也，該順之大道之
運行方是也，莫去計較，當計較亦是又有什麼哉。 
  名利、權勢、財富？來空空，去又空空，能放捨心
中之罣碍方是哉。心無罣碍行的正氣而去，人生莫過於
數拾秋哉！能為社會造福造教，挽迷輩向善而行方是真
的，留一個好名聲才是真的，莫求臭名而後世作流傳，
那是可悲哉。 
  故在伴鸞造教挽頹風之喪，向善路而行才是真正伴
鸞造修之理也。那個人不留好名聲，留得青山在，好名
聲流傳於後世子孫，盼哉。既來伴俢莫失志不勞，不行
善之舉，誰願意留臭名於後世子孫也。 
  『祈之庶子啊！人生有何癡，自癡亂了智，清淨思
定慮，一切自然持，創造價值勞。平心養氣阿，萬事不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爭驁，皈依自可歌，平淡過自己，世事順理行，放捨養
心頭。』 

乙未年桂月廿七日 

本堂福神登台詩 

 

一、                          二、 
福造福俢福祿長平心靜氣事圓持 
德植德種德培良千頭萬緒沉思宜 
正氣參俢伴聖道立定志意莫多惑 
神香遠佈彌陀揚齊心自然造聖墀 

  

三、                          四、 
天梯地層耐勞行苦道苦俢苦來津 
福氣德業勤學耕堅志堅勞堅持因 
明暗不欺心正道信心不阿除萬難 
善惡分辨自然榮耐勞再耕事圓興 

 

 

談：一點心虔感聖恩，恩惠難報萬事親，親情可貴莫失
道，道徑俢來嚐自津。 
  夫：立於此之今受感之情難回報，受上蒼之惠恩更
難回報哉，有此之奇緣，伴鸞造教以度迷輩向善之良機
該握之回報之佳期也。雖是苦俢苦煎之勞，但只要有真
誠之心志自然可結善緣而報哉，親情手足亦同也。 
  故在伴鸞之時，該是造善、造福、造德之好佳期，
莫嫌期期夜夜之苦，不吃苦何來補之成也。能吃苦即有
補，在人生之途徑所求者何？有善福、善德之獲也，福
德累積越多越香津，此亦是人生一大福氣也。 
  盼之諸賢生能多積善之果，植善養善莫疑惑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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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耐心行哉，自然有成果之日可待也，盼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