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申年梅月初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光永耀照鸞墀                慈愛無私育子兒 
帝德傳薪教子持                青春奉獻永無辭 
登學省思修悟道                敦行孝道為人本 
台風顯應達賢持                良範傳家世代持 
 

  

三、                          四、 
明誠處事造仁風                溫馨佳節答親恩 
善正待人眾志同                反醒平時孝道存 
參學悟開靈竅顯                歲月無情年老邁 
心關怡樂理融通                當今把握惜人倫 

 

 

話： 
    歲月奔馳光陰不在，為人之本當思，子日長一日慈
親日老一日，奉養亦短一日，莫待慈親不在而遺憾悔之
已遲，佳節之意，蓋於提醒世人勿虧為人之本，世代之
傳承育子之情，若能侍奉雙親則能發揮無私之關愛，佳
節一日，更要在於平時多一分關懷，傳薪世代之良風，
教子則在於親身力行，賢門在於孝子之家，未能侍親何
有德澤之可言？富貴財勢榮華物質皆不如真心之關懷，
世事無常變化莫測，未能把握珍惜當下，空留遺憾於一
生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丙申年梅月初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動鸞筆勸學修                沉著再思萬事和 
德造善業積仁由                伴聖勞心煩惱多 
登階齊勞意志定                相持互勵莫失意 
台光照耀福祿優                堅志圓聖樂彌陀 

  

三、                          四、 
沈性忠耿參聖來                裔孫伴道修心行 
榮耀佛光勞艱栽                行動勤耕由立明 
旗揮彰顯大行道                明理大道莫失佇 
悟覺聖真惜英才                佇足難勞自不榮 
 
 
 
話： 
  學海無淵，何處是岸哉？惟有努力前行而學再學
矣。設鸞數拾秋，所教所導，乃是不外勸人為善而修心
養性之途徑也。 
  欲學修真是苦煎之勞學也，在世俗勸人為善之導，
宗旨一致，教之修心養性之修也。為達目標學習之所涵
之意相同，只要不行邪道歪途，所學之道理是一樣的。
條條道路通羅馬，所以學之博大如淵，學無止境，只怕
不學也。 
  盼之，為修之士子，莫失志失意，堅持信心勇往直
前，伴聖渡迷向善而行也，盼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梅月初七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道文宣正善誠                弘揚文化答天恩 
德仁處世感天生                振耀綱常道德存 
登參教學傳鄉梓                世道頹危增亂象 
台眾一心濟世行                廣施教化造鸞門 
  
三、                          四、 
虔修力學覺敦身                詩經禮讚聖賢篇 
正己導人效聖真                啟發心靈結道緣 
點滴融通皆智慧                志節明誠勤有益 
功添福祿果佳珍                身心悠樂自怡然 
 
五、 
心源善性本天生 
慾念迷途入世情 
苦海紅塵皆考驗 
靈明道學照光明 
 
話： 
  人生之旅途，喜、樂、悲、傷蓋隨心念而起，懷抱
正直光明之心意，雖有阻礙亦能誠明以化解。身行剛正，
處世明理，雖未達成就亦能仰天而無愧。 
  社會之動盪，蓋名利、權勢之紛爭，富貴榮華未是
過錯，卻是罪惡之根源，利慾薰心，引人捨正道以入邪
徑，昧良心而無羞愧，爭奪一生到頭也，空空而去，徒
留一生之罪孽，爭之何也？循正理，行正道，取之無虧
於人，得之光明正大，享權貴而廣施德澤，助人之困，
教人以誠，敦己之品性，度人於正道同行，教化於眾生
共結善緣。 
  志節之明誠推而廣之，為祥和社會付出一己之志
職，人人悟起心關一念之善。當需省思而力行，莫讓慾
亂心靈而迷失良明之本性。鸞壇教化，欲挽頹危之人性，
應廣開教化之門，引導眾人而同參，推廣文化有賴鸞生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之振耀，方能揚長文化於世代，職責承身，教以力行，
是盼。 

丙申年梅月十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道勤修學精良                勸醒迷輩心修來 
帝存厚德善積長                頑固執著沉思懷 
登鸞伴教心志堅                學進詩書悟省道 
台光照耀助聖揚                振作胸襟造德栽 

  

三、                          四、 
世俗無私行則正                天機助力又耕煎 
放捨邪思少慾應                福祿利名似雲煙 
多勞少嘆默志氣                明日勤勞莫辭苦 
相持互助自得迎                善果嚐來福德田 

 

 

 

話：滴水可穿石 
  夫：石之堅硬何來可穿洞，唯有持之有恆心毅力，
日久自然可穿也。為人之學修，聖道之理亦是，唯有耐
心勤作聖賢之教而習自然可以熟識，了解內容之道也。
在伴鸞造教之苦修，亦唯有耐心毅力意志堅強自然可學
成也。莫怕苦而不學，那何來學精進之修也？盼之，賢
生能持耐心之志而參修造教之道以喚醒迷輩而修也。莫
失志哉，堅定信心勇往直前，不佇足自然有成功之日也，
滴水可穿石。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梅月十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筆揮砂濟世行                獻學敦身儀禮迎 
德仁教化結鸞盟                導人悟道隨心生 
登參聖道敦心正                因源果過修仁澤 
台造光勳福祿呈                傳耀兒孫道理明 

  

三、                          四、 
一念心生要省思                福禍無非己自招 
因緣善惡悔時遲                三思慎省覺律條 
迷矇慾亂難開悟                明誠修造通靈竅 
覺曉靜修識慧知                大道前程路不遙 

 

話： 
    人生旅途時時刻刻都在結緣，有善緣、惡緣、良緣
與孽緣。何以結善緣而遠惡緣，蓋要修明心靈智慧以辨
別是非，明其進退，取捨人心有其智慧則有其慾望，何
以導正心慾於奮發圖強以創造正確圓融之人生，端賴能
否抑制不當之慾念事理之判斷是非善惡之了解，皆需高
深之智慧，方能察其事理之精微。空負知而不思，思而
未省，何於融通以運用學習也，學而方能識之，不覺以
學迷矇掩蔽良明之本性。隨慾念而行，惡緣自此而生，
愈墜愈深，終入麻木不仁之境，需知善惡果報絲毫無差
因果循環皆有律定到頭也承身以承受，自嚐其功果也。 
    有緣參鸞造學，應把握閒暇之餘，力事研讀，實學
充實心靈之智慧，靜思細省融通實學之智慧，方能應用
於為人處事。教人者覺心以善學，方能作則人前導眾以
參修，振興鸞堂必先振作鸞生志節，志心皈依鸞壇，承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職以力行，學為修身之本，為學能導汝識道而行。



 

丙申年梅月十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賢道仁度有緣                性柔相勸參教前 
帝德造澤植良田               養頤眉微心映連 
登前參修修教化                心懷善念自無礙 
台邊勤勞結彌蓮                造就聖域結佛緣 

  

三、                          四、 
世事難定莫多愁                沉悟世情無所留 
把定心思勤做籌                留得青山做道尤 
方針置著志再煎                尤然回頭已白鬢 
齊心向前自然優                鬢蒼遺跡自清優 
 
 
 
 
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夫：為伴鸞造修之士子乃需時時刻刻為造鸞而精進
而修也，只要心中有進益之念者自然有進之理哉，最怕
立足不前佇住，那就難成也。把心念往善之向而行自然
善念而起，善事自然行也。心念之慾乃是無限之思也，
如蛇吞象難以滿足哉。為修之士子莫學邪念之思，邪少
念惡自然沒也，故在鸞教正理導引正確之念，善者自然
出現也，善出惡沒人人行一善惡即少，自然造成良好之
風範，人人念一善行一善，社會自然成一大善，更成祥
和之社稷也，盼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梅月廿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參文學覺敦身                弘揚文化正鸞風 
德善濟施造明仁                度己導人立善功 
登悟心源勤道學                省學時思開智慧 
台迎教化度庄民                因源澤造達昌隆 

  

三、                           
心勤付出果功栽                 
經驗融通靈竅開                 
根基鞏固成智慧                 
前程照亮步高台                 

 

話： 
  物有根源，事有因果，覺曉根本，恆誠耕耘，終有
所得，不願行於微細，好高騖遠，虛浮不實，雖有成就
亦難過阻礙而恆持，人生起落無常，鴻運來時應珍惜，
苦楚奮鬥之歷程，慎守初衷，方能守業於宏大。 
  不得志也，更要默守於志，勤加累積經驗以備來時
之用，有志之人恆誠志節，終有福至心靈，轉運以騰達，
志節之考驗，窮途困頓之時愈顯其剛毅不拔之志。世道
崎嶇不定，為人者平時勤學充實己知以備不定、未知之
事蹟。運命雖未能預知，吾人則可事先勤學，勿遇阻礙
之時不知解決之良策。 
  迷途之人享清閑，不知振作，得過且過，毫無準則
突然有其福運，亦在迷惘中流逝，把握當前鞭策己身，
存心於實學，自能創造輝煌之人生，掌握自己，眼視觀
未來，恆誠心志自有豐碩之果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丙申年梅月廿四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威佈開人齊修                勤作良田祈豐登 
農人勤耕作物優                登倉滿榖心胸榮 
聖德積聚心善道                榮華富貴人間道 
帝存良德獲福留                道果圓就福祿迎 

  

三、                          四、 
赤日背汗換黃金                隨緣造善善自良 
心勞苦煎當歌吟                強行邪迫善不彰 
付出心血莫多嘆                心意隨善立德功 
盡心奉獻福自臨                喜心奉出造德揚 

 

 

 

話：隨喜功德造滿盈 
  夫：人之心，發自內心之喜，所行之善舉功勳是無
限也。莫因小而不為，一己之力行善舉而發出內心之喜，
其功勳乃是大矣。莫看輕自己微薄之力，但這是發出內
心之喜而行之善舉也。 
  在伴鸞造教之士子，人人發出內心之隨喜之善舉功
勳是不少也，不是數目大小，無歡喜心付出，再大數目
亦是徒勞無功，盼哉。在跟隨聖賢教化之下，隨喜付出
方是造善積德之本也，以己之力量，盡己之心意，莫強
求超出己之力也。『人人齊行來，造善隨心開，一切莫強
求，榮華享心懷。』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梅月廿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機道果願精修                福源澤蹟顯家風 
帝德仁風永載留                處事和諧明善功 
登造鸞壇期濟世                正理敦身開覺路 
台迎士子覺心頭                前程照亮振飛鴻 

  

三、                           
教學循源作則身                 
導人濟眾在明仁                 
機緣伴道誠為貴                 
志節功參証聖真                 

 

 

話： 
  志職參鸞，造學敦身，當思學之根源，立德也無非
濟世導人，啟開教化之門，引迷矇士子能覺道學之明燈，
聖德慈衷雖有憫世之懷亦需神人合一，共振人心於沉
淪，民智之日盛，道德卻沉淪，慾念超越理性，羞愧之
心被利慾掩蔽招致民智與道德背道而馳，實堪嘆矣！ 
  鸞生承職以振興，應圖謀於學，植根於鞏固，本立
而道生。不覺於學，何能興教化以導人作則其身，立身
德仁敦行聖道，引人效範，振興文化，流傳世代於相承。
先賢導後進，莫讓先人之德蹟斷層而埋沒，學之於身導
人益己最大之福報顯應一生受益無窮，願吾生覺學以用
心，是盼。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