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壬辰年蒲月初一日                        
本堂司命真君登台詩 

 
一、司開一切淡定行         二、天賜奇緣勞耕排 
    命守身勞福造明             排班祈福植法台 
    真誠伴修自無礙             台週齊行讚誦道 
    君惜赤臣自然迎             道果圓團德業栽 
 
三、風雨綿延心定堅         四、蒲雨難漓熱子誠 
    誠心虔勞植福田             修心伴道善慈明 
    守盡使命完聖道             分工合作心一致 
    感化宏恩造彌緣             教化無私自然榮 
      
                          
談： 

真誠感動天。 
夫：誠者明也，為人之道只要真心誠意而勞，自

然能受他人之敬重，更能引起共鳴，自然感動天也。
天有所感自然賜給奇勳，此者令人感激也，亦自然有
意外之收穫栽。只要有誠虔之心聖道亦自然愛戴，古
有遺教廿四孝，孝子感動天之例，此亦是真誠之表例
也，然為修之士子如有此之行自然是受感動也，風雨
阻不只堅定之心伴聖圓功造就之期，期以代天宣化之
責，以挽頹風之喪，以振良道之揚，教化迷群之進，
上下心和禎祥增，誠心勞煎造善程，真意不阿自然
道，踐實使命立道明。 
 

江明山 
沈孟儀 
 

扶筆 



 

壬辰年蒲月初四日                        
本堂福神登台詩 

 
一、福緣參悟覺鸞修         二、省思實學明前程 
    德造敦身義理求             世事變遷志職耕 
    登筆扶砂行教化             果報無偏來日就  
    台風振起達傳流             豐登爵位振家聲 
 
三、律身作則教兒孫         四、導人向善德高超 
    世代綿延植福門             慾海沉淪路遠遙 
    德理仁心明善道             夢醒徒勞皆幻影 
    倫常孝養答親恩             到頭功過有法條 
      
                          
話： 

世道澆漓道德頹危，人生追逐名利財富而失真
心，雖享物質與浮華，內心卻虛浮不定，牽掛一生難
得安享怡然自在。 

一心追逐爭名奪勢，唯利以圖得之失也。何以論
斷其功過與是非？創造前程奮發以勤作若能兼顧德仁
義理，勤加思省修來本性之良善，以為身心之涵養，
修覺明行之正道，快樂自在無分權貴與貧賤怡然心中
之自在，端在覺曉為人之道，正本心行善道利己益人，
共享安和之社會。奈何文化道德日漸稀微，有賴鸞門
士子覺之以造，修來崇高之智慧，為文化振興盡其心
力。雖一己力微，眾志同心道果成矣。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壬辰年蒲月初七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參香深修伴鸞行         二、沉思淡泊凡情持 
    太誠造學悟善明             持行大道修善宜 
    子虔堅持志更長             宜結聖義親道果 
    筆勸耐心覺道程             果碩結累福祿兒 
 
三、勤勞耕開植良田         四、惜福惜緣齊行修 
    力行意堅伴鸞緣             造德造道積善籌 
    長助神恩志不短             人生短暫唯勤道 
    感化度群彌陀蓮             默行學經樂悠優 
      
                          
話： 

立足沉思悟覺前，平心世道放自然， 
莫為煩惱雜念起，放拾失得隨道緣。 
 
身外物慾少思開，悟覺真諦向善台， 
禮儀慎行伴聖道，神香揚佈傳雲彩。 
 
振開良道導迷行，行教育才闡道明， 
明理順修志氣長，長智增慧造聖榮。 
 
耐勞伴鸞志堅定，心意磨練再琢開， 
恆持耕來不辭苦，愚修苦行獲福田。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壬辰年蒲月十一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武學行仁覺善修         二、弘揚聖道悟敦身 
    德存儀禮造鸞丘             良範導人覺善親 
    登誠志節施教化             文化綿延開覺路 
    台建功勳世代優             民風純樸樂天真 
 
三、建功立德在勤耕         四、有緣伴聖造鸞篇 
    學省時思智慧增             任重艱辛志要堅 
    濟度迷濛皈正道             苦楚融通皆智慧 
    澤參福果照光明             薪傳世代出良賢 
      
話： 

道學無邊，盡在眼前。寸心不覺到處阻礙，遍佈
迷濛稍遇挫折則萌退卻，何能誠身而知行?道學奧妙，
精深識其本也，蓋在為人處世之理，寬容仁懷慈愛眾
生，無私正氣即能達道而行，教化者也。 

充實己知，惟有高深之學識以融通慧竅先度己
身，方能度人以傳宣教化，任重道遠非一己之力，能
達功效。 

承先賢德澤方有今日鸞堂以供你我以參學，勿失
先人志節，眾志恆誠以發揚綿延世代。莫讓文化道德
日漸頹微，世態人心猶需綱紀倫常以導正人心，頹危
道德慾利薰心，功利社會雖物慾豐富科技精進，卻亂
象叢生暴力日熾，何能享有盛世太平怡樂自在之生活。 

得失一念取捨隨心，一分付出，自能有所精進，
事在人為，勿輕視一己力微，眾志同心功載果就待汝
而造矣! 

 

沈恩從 
沈清山 扶筆 



壬辰年蒲月十四日                        
本堂太子登台詩 

 
一、大道行通莫阻礙         二、愛惜鄉里更聖恩 
    子誠伴修勤來待             連心相持助道陳 
    登盼耐苦志再堅             揚佈良善導迷輩 
    台周齊持造德孩             教化聖理造美仁 
 
三、夏來赤日心浮游         四、沉悟養修善道栽 
    沉修養氣悟性留             栽開良種福自來 
    情燥易暴志忍道             來耕植田勞煎苦 
    再思先賢良教優             苦盡甘嚐享樂台 
      
                          
話：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之行乃在盡己之行，為事之勞盡職行開在鸞

之修，奉命守職，為鸞教造化與挽頹風之喪而付出內
心之行哉。 

在鄉梓先賢遺訓良道，導教以度迷輩向善路而
行，光明之途，禮教道德良範，使其有岸可靠，行駛
出一條光明大道之路也。 

人心向善社會自然有光明一面，光明面正理直，
黑暗面自然少，正氣增，人心亦自然正直而增，社會
國家亦繁榮。 

故禮開忠恕之行，人心亦效法正氣之修，悟覺大
道之理，善惡分明作奸犯科之為亦自然少矣!那社會自
然安和樂利自然可待矣! 
 

 

江明山 
沈孟儀 扶筆 



壬辰年蒲月十七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玄武威儀聖德風         二、敦身獻學志心通 
    帝仁慕道振昌隆             澤積福源顯耀中 
    登施教化參鸞造             立德齊家承世代 
    筆賜機緣覺善功             賢門孝道達飛鴻 
 
三、天恩佑福惜修緣         四、北來道訪喜歡迎 
    儀禮迎賓明善賢             玄德聖威禮盛情 
    聖德聯誼揚道統             宮偉氤氳長顯赫 
    傳薪文化繼豐年             功添爵祿耀光明 
      
話： 

參修道學，敦其品性之良善，以善心之正氣，為
處世待人之依皈，即能顯現慈衷之仁義。悟學修道寸
心之虔誠，心誠靈應妙道隨行，志心造學志節恆誠，
無私奉獻，度來己心良賢之明鏡。以照亮道路，導人
同參度引迷沉，慾念皈返正道。 

善惡寸心一念，道路遍佈魔障慾利而惑，稍有不
慎慾亂心生，難結道緣而行，問道於平時，閒暇力學，
點滴皆能融通成智慧，光陰易逝，不加珍惜眼前，徒
留遺憾於今生。 

人生無常之禍福，盡隨一念而形成。德澤功勳或
臭名罪惡，蓋在一念之隔，修來純真潔淨之心，端賴
不斷而省思實學。 

功隨心造，澤在力行，志節恆誠，道學光明照亮
自己度化眾生。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壬辰年蒲月廿一日                        

本堂孚佑帝君登台詩 
 

一、浮度虛空無了時         二、禮儀風範相教先 
    佑護惜津再修持             道徑耕煎結彌蓮 
    帝存良優福德造             義氣參天忠耿志 
    君行耕開良道墀             仁里為美造聖軒 
 
三、弦道傳薪耐志勞         四、上行下效心齊行 
    學聖學禮導善和             行開聖道佈佛程 
    恆心毅力更堅道             程徑崎嶇莫志短 
    揚開聖域自然豪             短暫再來躍中埕 
      
                          
話：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 

在今之教導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早已鮮矣!早不
如前賢之誨教，於今不見也。有心學道，學禮而不厭
早已失持也。立鸞之責乃在行此三句之內涵之養修欲
挽此喪之風，唯有不斷再修再琢學不厭，誨不倦，默
而識，更要忍苦勞堅定信心，腳立定，心生信心為挽
已喪之頹風再振古有道德之行以導良好之風範，再來
再耕造出一條康莊大道之路，育出善良有養修之人，
教誨諄諄耐心再教，以度引善向光明大道之路而行。
造鸞教化之責自然可成矣! 
 

 

江明山 
沈孟儀 扶筆 



壬辰年蒲月廿四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玄源道本悟修緣         二、良風禮儀正人心 
    帝學真詮覺善篇             道德頹危日漸沉 
    登造勤行思省會             倫理綱常開教化 
    筆傳教化步人前             薪傳文化在當今 
 
三、整肅身心學道通         四、敦品尚需智慧栽 
    恆持志節建豐功             融通義理造鸞台 
    導迎善信同參造             揚長文化傳世代 
    德澤行仁福祿同             兼俱賢門家運開 
      
                          
話： 

福禍皆隨一念而生，雖是瞬息之意念，蓋在心靈
根源之善惡，說理，論道，條理分明一旦遇事待人卻
難盡正直無私，識其理行更難。為人也皆有慾望進取
之心何能導入正道遵循儀禮而不妄想。即需要融通事
理，靈明識心純淨無私孕育浩然正氣之丹心，方能驅
邪慾以返正直，道學雖精深有志於行積微細而開悟，
達道度己導人，建功立德，人皆能造奈何繁華物慾掩
蔽靈明，心隨慾動何能淨心以悟學真詮，道果遠似無
邊覺在心田任人以造，任汝而得，端於寸心以造，覺
得真心就道於行。 

 

 

 

沈恩從 
徐榮助 扶筆 



壬辰年蒲月廿七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三思造學理清明         二、循因結果耐勤耕 
    太悟真心達善誠             點滴功勳記錄名 
    子志恆持開教化             一念殊途分禍福 
    登參性養步前程             承身志業放光明 
 
三、建功立德度諸生         四、世態浮華慾亂侵 
    澤蔭兒孫正道行             綱常倫理漸沉淪 
    發奮圖強敦品性             私偏利誘邪思起 
    導迎善信識鸞鳴             日漸虛華結過臨 
 
五、省身探究覺真心 
    道學艱辛節志深 
    等待來時空幻影 
    光陰珍惜此當今 
      
                          
話： 

人生旅途變化萬千，在無常之中皆隨因緣果過而起落，
德澤功勳雖是無形而冥冥中自有顯應於己身，禍福於一念間
而形成，轉厄以呈禎祥，總在無形不覺而臨，修者也。 

敦其品性之純真不雜思偏，不貪利益遵循義理之引領，
行向正善仁懷之道路，物要根源，事有因果承因結果，端隨
寸心而起，貪婪虛華圖謀名利，寧貶志節者也。漸落迷濛而
掩蔽靈明本心，雖有物質享樂卻難以清心自在怡樂心懷。 

福禍無常運命起落不定，修積善因終有結果之成，善惡
途中有道即有魔考能守定一念之虔不斷省身造學圓融事理
以達靈竅之融通即能覺道於行，一分耕耘定有一分之收穫。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逆來順變，蓋鍛鍊心志以堅定，不變物慾不為利誘識以達
道，聖拂仙之能達道以列仙班蓋因人道，功德之圓滿方能証
道，不達為人之道難覺真心以敦其品性，識心問道，惟學能
得，勤誠志節，覺隨心生，道迎汝行。 

沈恩從 
沈孟儀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