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申年桐月初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動鸞筆勸悟來                沉悟世俗無所求 
德澤造修耕良栽                奉獻聖真心虔尤 
登階再琢心志勞                捨心意柔莫失意 
台周共扶天福孩                真誠感彼自不愁 
 

  

三、                          四、 
相持助聖不辭勞                伴聖參道道佈揚 
勞心勞志傷腦頭                齊心力致振道昌 
頭痛感傷難圓道                孤意難合道難伸 
道徑一致結聖陀                跪羊知恩答母養 

 

 

 

話： 
    知恩報本，吃水果拜樹頭，飲水思源頭。伴道參修
無所求，真誠奉獻無圖報，虔誠付出感聖真，自修自悟
養性開。定律心性莫失志，聖真難度無緣人，有緣自然
向道修，心正行道萬事通，邪念惡行理不容，人心不協
事難圓，道徑難修更艱行，有心參來莫失志，勞煎磨琢
磨煉栽，定心不阿排萬難，齊心協力自可圓。盼哉，莫
再持己之思，該相攜再勞以圓聖道之徑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桐月初四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學敦身作道修                道路崎嶇意要堅 
音傳正覺內心謀                捫心無愧直向前 
登行處事和為貴                融通一念揚鸞造 
台眾惜緣志節週                果業功載天福緣 

  

三、                          四、 
機緣取捨省思通                萬重阻礙養心田 
雨過天晴見彩虹                覺路行深識道天 
執定身行空嘆惜                苦力艱辛明志節 
來時夢覺境如同                參修學道悟綿延 
 
 
 
話： 
  人生歲月忙忙碌碌為何求？謀生活之富足，圖家業
兒孫於興盛。萬般以耕耘，猶需運勢以謀合，不得機緣，
徒留意外之結局。 
  天時以地利，謀人和相扶持。事無一定之是非，條
條道路皆能成就其功勳，分歧之思惟，各執一念徒添於
分裂，難以齊心共造，何能振興以弘揚？本源根基之鞏
固，安內以揚長綿延，各執意念，有待融通，方是參修
敦身之路。阻礙之克服，困境之開悟，惟能淨起心靈，
經考驗、歷艱辛，修得真心之覺悟，即能識道之可貴。 
  萬般之考驗，修來心源之正覺，道心惟思浮定以行，
無求回報，祇問丹心行之於恆，道心即明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丙申年桐月初七日 

            本堂福神登台詩 

 

一、                          二、 
福氣修來福祿持                造就聖道心苦煎 
神恩揚佈神慈宜                勞身助教度有緣 
登步伴教心定堅                奉獻無酬更苦楚 
台周共扶獲聖兒                退步精進植福田 

  

三、                           
行開命職努力耕                 
耕栽良田植勤明                 
明志淡泊名利捨                 
捨担任眾造彌程                 

 

 

 

話： 
  伴聖造教，任重道遠，助聖圓道，担重苦行。為效
聖揚道，忍苦而行，實艱之勞。為圓聖真，能秉持公正
不阿之思，更能淡化名利之誘，以伴聖度迷為前，盡己
之責，忍苦莫失意，心之思維，以聖真揚佈與人心之和，
心之不和，那一切空談也。 
  盼哉，吾老爺能喚醒諸庶子，以聖道聖域佈開，團
結方有力量也，莫再失志，為助教導迷群而再努力苦行
吧。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桐月十一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                          二、 
孚筆參鸞作道修                鞏固根基教學先 
佑人明善入心頭                同修勉勵悟機緣 
帝源悟學勤思省                先賢創業千般苦 
君子懷仁濟世謀                承繼綿延植福田 

  

三、                          四、 
困境端隨心內生                禮拜參修志節高 
省身意志結鸞盟                不貪利祿受人褒 
捫心無愧來行道                誠行奉獻敦明正 
功立德參向道程                職責圖謀未是逃 

 

話： 
  道路也，無形而何以行矣，人心之智慧雖不覺亦能
達之於無限也。 
  事之有本，有其根源，而人心之一念，對事理之認
知各有其主見，事是而非，難以論定，能誠之於思省之
以悟，雖後知而覺，亦能有益於身。參鸞造學，團體之
中何以融和眾志以造功立德，蓋在存心，誠身以力行，
敦心而省身，容己之心以待人。 
  有緣參鸞，蓋需珍惜，扶持先賢導後進，己知教人
知，學人之長與人為善，眾志同心，興鸞濟世方能綿延
於世代，莫堅執一念，謀合眾志於圓融相親相敬，付出
真誠，回向己身，亦是尊崇之心，莫孤立其心，讓人畏
之，不敢近也。開朗心懷，共參同研，邁開心扉迎向光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明之大道矣。 

丙申年桐月十四日 

            本堂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大學習本人性始                悟覺聖真理道行 
子拾根源從心起                醒省修心性養明 
登步參鸞莫失志                真誠感化莫倒顛 
台邊似磨琢真理                律詮不釋自然榮 

  

三、                          四、 
桐樹花白更悠人                三人行栽壯道程 
人材造教助聖神                齊心協力破碍行 
神香佈開傳禮道                耐心勞志參鸞教 
道徑耕開植福云                振作鼓氣受眾迎 

 

 

 

談：團結力量大 
  一支筷子易折之，三支較難些折之，一捆那你來折
看看，會斷否？在此盼之，諸生先把心結合，心合一切
和也，力量自然大矣。不是嗎？莫先看輕自己之力不大
而失去信心，自己先失自我之力，讓他人看破，那就失
去力量之始也。振作自己之心，發出內心之力，大眾再
協力同心，那力量集中，力量即大也，無人可比也。故
莫有私偏之心，一切以公理正道而行，自然受大眾之迎，
力量自然大矣，事事即可圓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桐月十七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文察禮覺敦身                濟施教化正人心 
音勸迷徒正道根               道德綱常勿深沉 
登學鸞箋行教化                慾利當思明義理 
台風揚顯達庄民                丹誠志節受人欽 

  

三、                          四、 
正邪一念細思量                付出辛勞智慧增 
德澤傳家世代昌                省思悟學造前程 
果報輪迴承禍福                恆持志職參修造 
潔身自愛定馨香                覺曉靈通道理明 

 

話： 
  行事之要，端賴志節之誠乎。事有阻礙難盡如人所
願，何以克服阻碍以能身力行，蓋要堅守初衷，造學之
路不求利祿端在正身以修心淨滌心中之慾，不貪妄物慾
與聲色，權勢財富人之所慾，事業前程，乃人生之目標，
何能德業齊備，在閒暇之餘清心問道，學先賢之澤蹟，
效學賢人正氣無私，為文化傳薪之奉獻，德澤仁懷滋養
人心，導人善性識理明德以為行事之準則。 
  正心無邪，行識剛毅而能識其進退，不畏流言而迷
失志節，事有是非，道有正邪，何以明身行道不入邪徑，
即要省思力學探究道之根源，人心睿智潛藏無限之能
量，啟發能通效範先賢之偉蹟，為道德文化之綿延奉獻
一己之才華。 
  阻礙端隨心生不覺，真心易隨人言而棄初衷，事要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成必先恆於心，苦楚堅持莫失初衷方能
問道以造功矣。 

丙申年桐月廿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學勤修養善栽                天官賜德心修前 
帝澤積籌植福來                福祿壽財公正然 
登堂參教心志長                明心見性莫失持 
台邊教化育明孩                善全圓就植良田 

  

三、                          四、 
啟開良智伴聖持                沉著思開集眾和 
持心助聖育才宜                和氣生財樂心陶 
宜然浩大志氣養                陶然相聚性融成 
養性耕耘自有餘                成果圓就獲彌陀 

 

 

 

話：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習哉，擇其不善而
改也，為人者有其優點亦有缺點，無十全十美之人也，
為修之士子在聖賢導引教化之下自有良智並分別是非之
力也。莫盲目跟隨，應有良智擇其善者再習再學也，見
其不善者自有改也。 
    莫畏而行，既來伴聖修心養性即要自悟，不辨善惡
之別也，該改過莫失意也，人之行為有時亦行偏差之錯，
但只要知悔改自新，亦是善之行也。 
    盼之，為修之士子能自省自悟而行正確之思，伴聖
之苦自然是甘甜之滋味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桐月廿四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學省思智慧開                恆修志節悟敦身 
音傳教化著三才                度己導人識道田 
登修儀禮迎身悟                明善傳薪期濟世 
台顯文風耀聖階                諸卿眾志繼虔真 

  

三、                          四、 
果過隨身造出來                宏遠未來足下行 
因緣悟覺正鸞台                光陰荒廢事難成 
明心善造終開悟                省身實學參鸞造 
德業齊修福祿栽                功耀門楣子善誠 

 

話： 
  教之學矣。 
    不學何以識理何於度人濟世，道有理識要行，迷濛
掩蔽真心埋沒，雖恆持志節卻未達修身悟學之要，道路
廣開任人以行，人心卻沉淪於慾海深淵任其荒蕪，參鸞
造學明知學能啟開真心，敦品立德，卻遲之未覺以力行，
徒其身之於恆，真心卻未覺於誠，何能達道以濟世，度
人難度己更難立德也。 
    先立己身正身明道，方能行道以導眾，儒宗文化崇
尚德業兼俱，在於事業家庭之間閒暇力倡修身造學，莫
讓此身沉淪於物慾聲色而迷失本性。人生志職，為人之
道盡心盡職，正己無私待人以誠，勤修力學勿隨浮華世
態而沉迷不覺，道理人人識，能明、能行有幾人？ 
  立下決心鞭策自己真心造學，為鸞堂之綿延世代之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傳薪奉獻一己之真心，讓道路之光輝照
亮世代以長存。 

丙申年桐月廿七日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一、                          二、 
司察善惡督分明                舉首仰天心正修 
命職誠心盡責行                低頭俯視不愧由 
真守本分莫失意                悟覺世俗難道歸 
君臣相持造聖程                執著不阿更艱尤 

  

三、                          四、 
民心各思其思前                沉沉默默伴聖來 
前因後果再想然                來參鸞教育善才 
然起相攜互持道                才良渡群化迷輩 
道徑耕開植福田                輩眾祥和自然孩 

 

 

 

話： 
  東廚督察善惡行，灶君舌喉說辨明，凡俗黎民莫失
視，正心規禮自然迎。 
  為人者，於世上之行舉，乃逃不出灶君之督察也，
故在日常生活乃時時刻刻注意本身之行為之修也。莫越
規越矩哉！既來參修伴道者，該知為修之重也，只要守
心、守身、自愛、自覺，不離正理善道之方向，便是正
規之行也。仰頭不愧天，俯視不愧地，以正氣之心行正
道之事，自然不偏離也。 
  盼之，為修之士子皆能知之本分之行也，如能互相
扶持再相攜，互持以伴聖，勞煎以佈聖域之揚也。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