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申年桂月初一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參香祈福乞安康                桂花清香心爽暢 
太然行深自然通                朔日植福讚庶昌 
子誠伴來無計酬                盡心奉獻不求報 
心志堅持獲大同                各司本職造福長 

  

三、                          四、 
禮開命職勞煎行                圓功禮讚天福孩  
行使天賜盡守明                聖恩佈道明善台 
明正大道莫失意                造教渡迷引良岸 
意志堅強效聖程                佛光普照四夷排 

 

話：心想事成行樂開，伴聖勞心樂胸懷，有心效勞自然
道，再煎苦勞萬事排，誠虔不阿似樂翁，有志自然圓佛
通，無私齊心向福台，果圓功就慶德隆，庶子齊心不私
偏，造就聖賢佈道前，讚禮經卷悔懺罪，悔解罪愆天福
田，『天賜良機度迷來，福祿財壽緣引排，明日功勳今日
造，善果嚐津己盡栽』。示:承主之命秋季禮斗圓功，賢
生合作齊心一致，吾聖喜在心懷，特在此嘉勉一次。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桂月初四日 

   本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觀禮學文正道根                啟竅靈關正道風 
音傳教化造鸞門                修緣納福德仁通 
登修淨守靈明定                身心儀禮行端正 
台建功勳福祿存                造就因源澤道功 
三、                          四、 
歲月奔馳已白頭                志心承職學參修 
沉淪不覺老時愁                樂在其中無怨尤 
植開因果來承受                探究真詮思慎省 
苦過甘嚐福祿酬                融通智慧在勤求 
五、 
濟施悟道覺真詮 
聖德遺經教學傳 
立己導人明善道 
揚長文化育良賢 

   話：鸞堂承職教化為先，教之於人也，必先正己於明誠，

不識身修未覺規儀，以何教化，未能服人，受人敬仰，難

達引人以同修。智慧蓋需省身於探究，學習惟勤者能充實

己身，不勤修實學，空負才華任其荒蕪。歲月不待年華易

逝，事業家庭雖人生之根，閒暇問道修德以明理，識理以

處事，捨慾念以行正道，逐虛華而昧真心，是非皆於一念

瞬息而行心無主宰，虛浮不定，稍有利慾之惑迷失本性，

即形成罪惡之源。修者正其心以明其善，植根心靈德育義

理，人倫善性發自無形，一念之真誠，即是羞惡之心，明

善之道傳薪文化之職，有待吾生立己於傳揚己身之學省而

思，修悟真心以達道心之明，建功立德，惟學以力行，方

能就道以明善矣。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桂月初七日 

     本堂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大氣運行順道天                秋爽涼意易失風 
子受時節變化遷                白露水冷守身防 
登鸞勸悟莫急道                雨茫便知水冷暖 
台邊提攜造福田                慎守體康自然翁 

  

三、                          四、 
造教度迷天福台                樂樂行事似彌陀 
喚醒迷輩明善階                助聖圓功結彩和 
有心修練在意虔                神人共合得天道 
勤學聖箴彌陀孩                天穹聖域待爾到 

 

話：時節運行到秋來，千年運轉自然排，莫謂不循而變
化，守遵天道自可栽。修心養性莫怨天，天天哀愁嘆苦
煎，煎勞忍苦莫失志，志強圖奮福祿軒，世俗如意難齊
了，了解真詮心明表，表明真意圓事理，理順依皈造福
暁，大道難圓庶子心，仁義禮智行道親，四維八德皆遵
行，人間禮事答雙恩。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丙申年桂月初八日 

              本堂玄帝登台 

    (1).接駕 泰安宮武德尊侯登台 

一、                          二、 
武步參鸞迎八仙                佳期會眾悟參修 
德仁道果悟心田                聖德流芳覺道洲 
登修明善敦身正                仁里和諧齊眾志 
筆點真詮學聖賢                良風文化植心頭  
 
    (2).接駕 悟性堂觀音登台詩 
一、                          二、 
悟性明身作善誠                同座庄中佑世民 
觀音濟世伴諸生                神人道學悟傳薪 
登台把筆迎仙聖                機緣明善扶鸞筆 
廣納因緣造世情                賀祝諸卿孝道珍  
 
    (3).接駕 蓬萊仙島散仙修士登台詩  
一、                        二、           
蓬萊島上悟參修               仙班入聖本無分 
澤德仁風覓道州               富貴權勢復不存 
仙聖因源皆有本               世上因源修善澤 
丹忱炁練入心頭               功參果位步仙門 
     (4).接駕 何仙姑登台詩  
一、                        二、           
何風巧步上鸞台               敦樸民風覺道緣 
仙聖迎賓會三才               鸞綱禮學出良賢 
登臨天福欣歡喜               傳承度啟迷途眾 
筆會親民福祿栽               功建澤參感道天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5).接駕 鐵拐仙翁李登台詩  
一、                        二、           
鐵拐祥雲任遨遊               鸞壇濟世道傳薪 
氤氳鐘鼓誦經修               德業齊修明善仁 
賢門聖德三才聚               點滴功勳因澤果 
喜願傳薪世代留               圓融世道脫凡塵  
                               喜哉 
     (6).接駕 漢仙鐘離登台詩  
一、                        二、           
鐘者佈道禮迎賓               立德敦身勤學修 
鼓樂氤氳聖地親               仁風處世建慈舟 
眾子虔誠耕道統               苦中怡樂開靈竅 
文風振起照人行               道不遠人在心頭 
 
     (7).接駕 韓仙湘子登台詩  
一、                        二、           
降臨天福會諸卿               年復一年志職堅 
湘子喜緣聖德迎               傳宣鸞學度良賢 
滿桌佳餚香禮敬               功參家道兒孫顯 
神人共仰振弘興               代代因緣有福田 
 
      (8).接駕 藍仙采禾登台詩  
一、                        二、           
藍天雲海透鸞音               降下凡間來結緣 
采瑞氤氳聖德欣               把筆題詩造鸞箋 
和眾虔修天福果               夜深惟見虔誠志 
禮參虔敬八仙臨               道學悠揚繼聖箋 
 
       
 
 



       (9).接駕 張仙果老登台詩  
             賜酒與諸生共飲  
一、                        二、           
張開教化造鸞台               因緣納福喜參修 
果結功勳福祿開               一念丹枕永載留 
老幼虔誠迎八聖               道果無虧勤有益 
欣懷登筆道勤栽               恆誠悟覺建高樓 
 
       (10).接駕 曹仙國舅登台詩  
一、                        二、           
曹仙緩步來登台               志心奉獻造傳薪 
國舅揮詩字句排               廣納同修建問津 
喜會諸卿談道學               學識省修能覺悟 
用心悟覺百賢才               揚長文化在親民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                        二、           
眾志虔迎賀八仙               不辭辛勞造鸞台 
佳期悟學正鸞篇               志職功參德業栽 
神人道果添功德               歲月恆誠明善道 
顯應諸生樂怡然               天恩賜福日日來  
               賜酒與諸生共飲 
夜深喜哉，吾鸞生禮接八仙翁，參吾鸞筆，乞
望吾鸞能覺鸞音於濟世，導人以覺道學之珍
貴，今夜吾生辛苦。今宵自此停筆。 
             

 

 
 
 

 



 

        丙申年桂月十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道難行文忍持                齊心效道乞道長 
德業兼修善積兒                備整圓事助教良 
登階伴聖不計報                心田思緒志異兮 
台周共勞天福墀                耿忠造道自然揚 
三、                          四、 
秉持正理效道前                沉覺俗事心雜煩 
虔誠不阿助聖賢                水木立定事圓團 
事理彎曲自公道                圍域志定伴道階 
放捨思維獲彌蓮                忍修再勵萬事暖 
 
話：時節秋來到，慶賀中秋人團圓，在此之佳節乃是人
間享樂團圓之期，盼哉，人人皆能享天倫之樂也。但在
今之社會乃有些弱勢之人也，盼之有緣者多伸出援手以
助矣!讓他們亦能享樂快樂之佳節也，是盼也。為鸞之教
乃在行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為也，立道教化度之以善，
濟之以心共勞善舉之行，以助並享樂哉，讓社稷處處有
溫暖有陽光，社會自然安逸祥和也，此之責有賴鸞教之
行也。是盼。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桂月十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步參鸞作道修                節賜人倫明善親 
德門孝學世傳流               恩高育養答還身 
登開良範承先澤                慈心付出純天性 
筆錄明誠造緣由                志職關懷敦性仁 

  

三、                          四、 
淡薄親情復不來                道德倫常教世民 
時緣變化悔心階                傳宣文化職承身 
循環果報皆身造                導迷啟悟明善道 
悟覺真詮孝道開                正直無私效聖真 

 

話：中秋佳節祝吾鸞生順心怡悅，俗諺:每逢佳節倍思
親，意何矣!提醒世子，親情之珍貴，歲月不待世事變化
莫測，不覺把握當前與盡人子之責，空留遺憾與悲嘆!
人倫孝道古今不變之至理，無論科技昌盛更應遵循天地
之本，探究人道之根源，世代之相承惟人道之健全，道
德感化人生，方能導正人心於善念，心性雖然在慾海中
沉浮，靈明赤子之心存有純真之善性，若能導於正道教
以道德倫常，啟發靈明本性，傳薪之路阻礙挫折蓋在鍛
鍊真心，能脫出流言之考驗，更能堅定志職與恆誠，鸞
門聖地遍佈道果，任人以體悟而覺真誠達以明身就道，
功過一念之間。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丙申年桂月十七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恩沐浴導深良                秋風送冷溫習時 
農閒學詩作教揚                農夫偷閒正當期 

聖德積善養豪才                抽空習書溫古道 

台週共造天福長                拾禮遵儀明善兒 

  

三、                          四、 
揮闡聖章教化行                士農工商忙計酬 

動開良語勸善明                修心庶子乞養籌 
鸞啄珠璣悟醒覺                價值人生何位定 
筆尖點出詩書吟                盡己奉獻造福優 
 
話：秋高良爽天氣好，溫故知新習禮道，掀書重習知禮
儀，拾來古訓遺整肅，內田再修偏正格，立定格物致知，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是為修士子必要之修也，在造
鸞教化所教古禮古道倫理道統之修也，盼之賢生能忙裡
偷閒重溫而學也。學海無邊，唯勤是岸，如履薄冰，如
履深淵，愼守而學，再砌再磋，以求精求益，莫再含糊
而習也，良時莫荒過，人旅短促，期盡己力行道，青山
映世留。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丙申年桂月廿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道傳宣濟世修                志心奉獻造鸞風 
帝臨扶筆覺傳統               德業修來見道功 
登開導引參思省                困頓勤思開覺路 
台悟心明善學求                無形顯應日昌隆 

  

三、                          四、 
尋因究本起根源                迷幻虛華慾念生 
運勢興衰志念寬                爭紛亂象誘人行 
暗夜燈光來引路                偏私一念邪思起 
天開日朗福迎門                凡事省身覺靈明 

 

話：人之有慾，方有宏大之願景慾望，能激發潛藏之力
量，亦能誘人迷失本性而不自覺，何以導正心思於正道，
則思參悟聖賢之德蹟，效法賢門經典。學道者貴於神悟，
神之於心，能勤以修省探究事理之因源，在於是非善惡
究其因之為何，識其因方能覺其果，本末皆有序，初生
之一念若能覺其善惡，則能取捨有據，循心靈之良性，
為行事之準則，識理也人皆有之，能實身以力行也，則
需高超之智慧，方能不受慾念之惑，知其悖理却為利誘
失心昧性，道學德業兼俱遵循正義道德以創造前程，取
之無愧得以安心，方能怡樂悠然，道學精奧妙理無窮，
存其心以探究終能有益於身，耕耘收穫蓋同一理矣。 
          
   
 
 
 
 

沈恩從 
沈銘豐 

扶筆 



 
 

丙申年桂月廿四日 

            本堂福德神登台詩 

一、                          二、 
福來福去自修持                老爺守土盡心行 
神恩神報答隨時               頭煩庶子勞暗明 
登步行善莫吝兮                地上萬物皆善栽 
台週再勵造德餘                勸醒迷群覺悟程 

  

三、                          四、 
平凡心思守五常                歲月流失似東風 
心修養道守氣良                空嘆不勞更苦冬 
靜肅沉思莫急燥                振氣琢磨心志道 
氣存參教作道場                耕開良田伴聖翁 
 
話：高談論道不修為，低身養修心依皈，俗事平氣行道
明，仰氣參教伴佛歸，無常一到空遺恨，挺身參教育迷
群，挽頹以振人倫道，揚倫人道喚醒悟，聖彰闡化善理
道，民心齊向道統為，守責盡己勞開行，光明大道可達
矣，安逸祥和自然嚐。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