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道玄妙

  本壇北極玄天上帝 降

丙子年五月十五日

    示
    諸生聽之：在外行 要潔身自愛，以慈悲 懷，一切合乎規矩（中為 為
庸），不可隨之所欲， 所欲 。扶鸞乃是 天服務，千萬不可偏差、含糊為 為 為 。

準則須自律、識大體（聖事），不可以扶鸞壇之名義，騙取金錢、財物，

否則天譴雷誅，切記！

    再示

    今宵乃是本壇請旨著書之佳辰，諸生虔誠一致，代天宣化， 三期普為
渡收圓之大任，再接再勵，吾感格之至。現此由壇主宣讀疏文.........
讀畢 刻焚化，吾帶上南天玉闕 啟奏，吾上南天。即

  本壇關聖二帝君 降

    示
    玄天上帝已帶疏文上南天 啟奏，稍待玉旨降臨本壇，命福德十里，城

隍五里，其餘神人一同在壇候旨。

    現刻欽差大臣駕臨本壇，諸生速速焚香向外排班 接，吾退一旁。跪

  欽差大臣金闕上相諸葛孔明 降

    詩

    諸子虔誠扶道明    葛憂心意赤子顛

    孔聖良辰接旨日    明日須抱赤孩仝

    玉旨宣讀  （神人一同下 九叩首）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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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欽  奉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詔曰

朕  高居玉闕，日理萬機，憂心惶惶，氣界高 ，每每回報，象天 啟生，沈真
淪五光十色，不能回觀自性，道德五常盡失，永迷輪 ，實堪悲焉。迴

    今幸逢南瀛南天直轄聖天扶鸞壇玄天上帝張卿，奏於著作醒書一部，

特准書名：「大道玄妙」每逢五、十五、 五日開壇著作，不得違命，廿
奉旨請各仙 ，扶 闡鸞文，應聘者不得違旨。真 乩

    欽此

    勿違此詔  （九叩首謝恩）

    龍飛天運丙子年五月十五日  頒行

    奉旨著造「大道玄妙」神職如下：

    奉旨  總督      聖天扶鸞壇天上聖母

    奉旨  副總督    聖天扶鸞壇玄天三上帝

    奉旨  總編輯    聖天扶鸞壇孚佑帝君

    奉旨  總編輯    孚佑帝君  吳

    奉旨  總編輯    水祖師  吳清
    奉旨  副編輯    聖天扶鸞壇五聖恩主  關

    奉旨  副編輯    德恩宮關聖帝君

    奉旨  副編輯    關聖帝君  劉

    奉旨  校正    聖天扶鸞壇文昌帝君

    奉旨  校正    聖天扶鸞壇司命 君真
    奉旨  護法總職  本境城隍、福德正神

    奉旨  護法神職  聖天扶鸞壇玄天大上帝

    奉旨  護法神職  薛府千歲  童

    奉旨  護法神職  地藏古佛  鄭

    奉旨  司禮神    各各先鋒部將

    奉旨  馳聘神    天上聖母  童

    奉旨  馳聘神    地母至尊  張

    以上神職，各遵奉行，再派人職

    奉旨分派著造「大道玄妙」人職如下：

    奉派  壇主兼財務    許振芳

    奉派  唱鸞兼司禮    許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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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派  聖筆正鸞生    許振庭

    奉派  筆生兼外務    許振慶

    奉派  副鸞兼外務    葉財旺

    奉派  筆生兼校正    劉文宗  吳銘章

    奉派  平沙生兼外務    鄭旺根  鄭 鴻清
    奉派  筆生兼外務    王水福  蘇純望

    奉派  筆生兼外務    黃見福  張金元

    奉派  筆生兼外務    童百祿  童百成

    奉派  筆生兼外務    葉永海

    奉派  效勞生    葉富美  黃素貞

    奉派  效勞生    胡華桂  除麗雲

    奉派  效勞生    蔡菅蘭  劉銘慧

    奉派  效勞生    李玉燕

本壇佛規

一、本壇本府以天道 中心，宏揚佛法，闡化人心，與道德三綱五常做 基為 為
本。

二、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沈迷，不遵佛規。所以本壇以道德，尊

師，揚道，救世， 四大宗旨。為
三、本壇 啟弟子如來觀看聖鸞時，準時到此，如慢來者有聖駕在此飛鸞應

輕步進入行三鞠躬禮以示禮貌，如半途離席也應三鞠躬禮而退。

四、聖駕來時 啟人肅靜，應先接駕，退者也須送駕。

五、本壇各位人職應負起重大要責，不可輕視馬虎要團結一致以完成著書

之大命。

六、本壇文武 生不可在外 神弄鬼，招搖騙財騙色，不然應受天譴。乩 戲
七、本壇 啟弟子是非是過。功德過失，一切由功過司神以 記錄不可輕視。為

  本壇北極玄天上帝 降

丙子年五月 五日廿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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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玄天道藏妙有  天上秘寶下降今

    上天慈憫歸元素  帝憫請旨闡鸞文

    上參
母   再批示顏
述：放下一切－捨得

    「天生吾材必有用，何必追求費功夫......」。吾人在世所求何物

也？當汝 聲落地，生在富豪之宅，何來慶哉？反觀生在貧窮之家，那又何哇
因？

    富者：房屋高樓大廈千棟，金銀財寶堆積如山，還不是床睡六尺，日

食三餐，與貧者相比， 無異處！若生富者，不知節約，沈迷四堵牆，樂在並
其中，心性受四大魔王所縛，享盡其樂，削盡其福，而不知 人之道，不知為
捨財佈施，不以綱常 本，不慈悲 懷，此富不能常處其富。為 為
    貧者：若生活思想放得下，雖身無分文，平房一間，日出而做，日落

而息， 毫無緊張，生活無拘無束，好似神仙。但貧者須知安貧樂道，切莫卻
造 作惡，應立志奮發，以造德行善，修心猛省，替天行道，以補前世之不孽
足，必得造化之功，則貧亦不久矣！

    此兩者，放得下則：「捨得，捨得，有捨必有得，捨下一切世間 啟氣，

相對得到 淡無憂之生活也」。富者憂其金錢，唯恐半夜宵小 啟之，生命危清
之，凡爭斤兩計較.........種種心境，如何 閒？退一步想，有朝一日清 ，

兩 啟 直，帶走何物？在世 富若能施捨，得福惜福，惜福而行善佈施，所蹬 為
謂施比受更有福，最終上蒼明察，功德絲毫不差；貧者雖入不足應，衣食

住維艱，生活愁苦，故應體悟貧者乃前世造 作惡所致，所以如今應安貧樂孽
道，在逆境中要感恩，難行更要行，難 更要 ，難捨更要捨，則福近矣！為 為
    富而好禮立仁，謂之 富。貧而不失義，安樂則貧而無傷。子曰：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乃 人之道也」。為
    結論
有捨有得須終盡    無得有捨還冤孽
問此今生求何物    放下捨得淺功夫

二六時辰須自律    調整步伐向前進

固執小氣放不下    生活毫無靈性意

改過重整 思行    觀之淺文靜思慮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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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闊靜音時    恍然大悟還不遲清
                      ～共勉之～

  本壇司命真君 降

丙子年六月初五日

    話
    今宵特請南天直屬 水祖師到壇批示， 啟鸞生不得喧 ，以禮恭迎，清 嘩
吾退一旁。

  南天清水祖師 降

    詩

    清風飄飄轉眼過    水灘急流逝不回

    祖循古經終不變    師渡銘章以天成

    上參
母   再示顏
述：大道玄妙綿綿不 啟根深之源

    大道玄妙皆出本性，世上皆靈匪 人高。在天之時全靈 靜，未能如為 清
願， 欠償，輪 氣天， 聲落地，全皆蒙蔽，如奈又何，執著一點，富冤孽 迴 哇
豪榮華，享受一番，罪 續結，不曾回想，現此天運，龍華赴會，三關全開孽 ，

九竅通明，不知明師下降普渡，速求明師，指引大道，共盛龍華。

    如得大道不可修皮，只學流術淺修皮毛，此皆旁門，瞞人耳目，燦華

一時，終究回歸輪 之苦。迴
    因凡大修道，只著有相，而不鑽 無相之理，多 修道而學法，貪圖研 為
其利、邪術而來惑迷世人，此豈是上古遺留學道之本法哉？

    古今學道者皆欲洗盡夙世之事，亦有前生有德，今世識悟，有深厚之

道緣，邁向正道，修 學道，以脫離苦海，超生了死，勿曲解有法、有術而真
道也。為

    上士修持，連根悟深，空時閒出，閒時空出，故古仙曰：「猛虎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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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應，靈龍在潭無聲」，不驚天地靜肅無聲，高山必有神仙出，深潭定有

高人居。道出無言，內修涵養宛如猛虎靈龍，述出修道內涵之玄妙也。

    綿綿不 啟，接踵而來，不曾間斷，可曰不 啟，性是命之根，命是性之

源，性命性命不可分開，無一能棄，棄無根修。世世代代 理傳下，始終不真
離綿綿大道，根深之源，細出 理。古仙曰： 理宛如明燈指引大道，無理真 真
可比黑暗寸步難行。

    結論
大之天道    玄之又玄

妙乎其微    全盡於人

深淺修持    悟程度証
終能赴會    共聖一堂

    ◎凡人求佛不求心◎

    ◎聖人求心不求佛◎

  本書副編輯德恩宮關聖帝君 降

丙子年六月十五日

    詩

    關聖蒼生指迷津

    帝君行健五常事

    話
    今宵特請北港武德宮五路財神及嘉義文財殿財神爺到壇批示， 啟鸞生

不得失禮，整肅儀容，排班迎接，吾退一旁。

  北港武德宮五路財神 降

    詩

    五方八達聚一堂    路間之門生死戶

    財神恭迎求不得    神聖公平不偏差

    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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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再示顏
述：人生與道

    道 是性，性 是道。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即 即
也。」道非無常，無常非道。道自在人之心中，自身如不潔身自愛，原靈

受染，何來此生焉？今逢三陽開泰，龍華赴會，道開普渡，慶得此生，何

來徒生，明明知道，何必慌忙糊塗？菩提自性、活佛不離自身，所謂「踏

破鐵鞋無覓處，只在心頭用功夫」。道在宇宙有一定之定律，焉可糊塗用

事，公理無分 ？所以本身是道，道 本身，何必遠求？只近在身，而且不呢 即
可脫離五常定律之行健，所以道與人生有極密切之關係，更直接的說：人

與道是密不可分的。若離開此道，必無原則，亦不能在宇宙中繼續生存，

此乃公理也，其主宰者曰之「道」。

從來菩薩不離身    自家昧了不相親

若能靜坐 光照    便見生前舊主人迴

  嘉義文財殿財神爺 降

丙子年六月十五日

    詩

    財神主宰    財 啟利位

    方能易掌    難理之事

    煩雜 碎    無暇分顧瑣
    焉能由吾    財神做主

    上參
母   再示顏
述：福報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惡之宅必遭餘殃」。此話之意非常 楚，積清
善之家和作惡之宅相差十萬八千里， 何還有作惡之宅 ？事出何處？源出為 呢
自父母管 方式、結交損友、不良社會風氣教 .........等，導致 少年犯青
罪比率愈昇愈高，14～18歲 少年道德品性何在？青
    當今社會道德沈淪， 神首當其衝，那有數字、名牌由吾出，做 拜為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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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弟子出，何來此事？吾對數字種種全不知，只掌福報，所賜之福報亦是

弟子行善積德而來，所謂「行善必昌，行善不昌，祖有餘殃，殃盡 昌。作即
惡必滅，作惡不滅，祖有餘德，德盡 滅」。所以行善必有福報此乃公理也即
行善者吾知賜福報，求牌者雖上香念念有詞，有關此事 神一 不管。若所為 概
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身體健康，則吾神願助一臂之力，且看本身積善

行 也，今宵至此。為

  本壇天上聖母 降

丙子年七月初五日

    詩

    天傳大道永掛胸懷    上蒼慈憫法雨密佈

    聖心修持誠念隨身    母慈代訓永記心田

    話
    今宵特請台南後壁下茄 泰安宮天上聖母到壇批玄機， 啟鸞生肅靜，苳
好好觀習，永記心田修持。吾退一旁，候等聖駕再批。

  台南後壁下茄苳泰安宮天上聖母 降

    詩
    三期良機下元難過    上蒼茄勉 天 穀苳 豐
    上遙世家聖仙佛居    母訓慈意九六原兒

    上參
母   再示顏
    今宵到壇批示白話文，詳加記錄，留傳萬世，作 準則。為
述：孝親之道

    人在世不可不知其孝，蓋雙親之情，養育之恩，如同大海，無以可為
比。觀現今社會，五常道德，沈淪含糊，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

弟，無以倫焉，苦不堪言，敗壞風氣，沈淪無規。今借此緣到壇闡述一番。

    古訓曰：「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家有二老，全無煩惱。」可知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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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金錢萬貫難買一老，老者 生吾育吾之雙親。古言：「一日 師，終生即 為
父。」可想而知，師長亦可稱之 雙親，蓋雙親身兼 、養兒女之職，身為 為 教
言 ，以身作則，世人皆知也。教 教

    父母恩情，山高海深，十月懷胎，三年哺乳，十年 養，歷盡千辛萬教
苦， 兒 女，再苦再累，流血流汗，在所不辭，只 將我等扶養長大成人為 為 為 ，

此恩此德生養之恩，天高地厚， 人子女者，萬不可忘也。無奈道德沈淪，為
長大成人之後，被社會五光十色， 啟穢之氣而蒙蔽，原本純潔孝順、尊親

之心，反變「飼親」字眼出籠， 不令人痛心？飼不如養，宛如家禽乎？悲怎
也！嘆也！中國五千年之歷史， 忠 孝，難道要 於這一代 ？教 教 毀 嗎
    上蒼慈憫，批示文字，以醒原兒。年輕朋友，靜心沈思，幼小之時，

雙親如何待 ？每當身體不適，是誰在旁照料？想想其種種，歷歷在目。時你
空拉回，現在的自己又是 樣待父母 ？病痛之時可曾在旁照顧？可曾噓寒怎 呢
問暖？三餐有敬 ？是否將雙親送至養老院、安養中心 ？仔細想想，再訓嗎 呢
後文。

    自己是否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 ！實可感歎！勸今 人子女者，呢 啊 為
用孝心敬父母，用誠意待雙親，無以目的，反哺之情，天經地義，人之初

根。及時行孝，莫待「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則 時已 矣為 晚 ！

    詩云：

恩大莫大於親恩

事大莫大於孝親

述：兄弟手足情深之道

    不孝雙親，敬神無益，手足不親，交友無益。凡 任何事，欲其圓滿為
達成，手與足之配合，誠不可缺，故手與足必是相輔方能相成，以手足比

啟兄弟，最 恰當，實含意深也。兄弟如同手足，同是父母所生，當避免為 鬩
牆之事發生，以免傷及父母之心，亦是孝道之一。

    曹子健詩云：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兄友弟恭 手足之情昇華之表現，其 修道者必修課程。手足情是由為 為
兄弟間互助、互諒、互讓而 啟生，凡 兄弟者，不能如是，實不配以兄弟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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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手足情不僅存於同胞兄弟之間，亦存於義結金蘭之異姓兄弟，及於鸞

生、同修之間。

    兄弟如能同心相照，日月可比，情深意重，共扶家園，一同孝親，可

比大同天也。

    話
    因時間有限，淺淺到此，改日再言，今宵登台，觀 啟鸞生誠心可嘉，

共扶聖事，家家圓滿，實可感也，至此，吾回。

  本壇中壇元帥 降

丙子年七月十五日

    話
    今宵特請台中聖賢堂白衣大士到壇慈悲批示， 啟鸞生肅靜，不得 啟鬧

喧 ，以禮恭迎，等候聖駕，吾退一旁。嘩

  台中聖賢堂白衣大士 降

    詩

    台邑中洲雷虎風部    聖賢思絮古經可循

    堂規有律準則 繩為
    白衣大士    上參

母駕  再示

    今宵奉旨到壇批示，又幸逢慶讚中元盂蘭盆會，有感心發，白話一段

以記錄，讓有虔誠之弟子，能 啟觀之而回頭是岸。

    一訓
    大道一脈傳千古    氣宇鬚眉兩頭煎

    若不放下誠意領    莫在大同輪 轉迴
    放眼古今千萬年    殺生造 永無休孽
    改朝換代爭 我    倒讓 啟生塗炭生你
    明君須求心安定    安和樂利慶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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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訓
    慶讚中元慶何事    奉香祈禱天下聞

    若不國泰民安享    必是風調雨順年

    中元普渡救萬靈    地獄祖先享在先

    有酒有肉有飯菜    菜醇供奉全在桌
    有形焉能食食味    不知積德祖先蔭

    方能脫胎輪 轉    投入人道修道家迴
    又示

    世人殊不知敬神拜佛，以牲禮致祭是觸犯神佛，因上天本有好生之德，

宰殺生靈，是違背天意，神佛是不敢享受的。

    聖佛仙神只享受世間之香火，不享受人間酒肉之類。世人若有虔誠，

雖是 茶素果，亦可感應。 若妄殺生靈，反而 啟觸聖佛仙神，欲求福反造清 倘
罪過，不如改變風俗，以 茶素菜水果敬奉，更 喜悅。清 為
    詩
    供奉敬神素果先    不要 鴨不要酒雞
    誠心一粒雙手行    赤誠禮拜最 虔為

◎因果本無形    條條通人身◎

◎有力難抵抗    唯有德保身◎

  屏東車城福安宮福德正神 降

丙子年七月 五日廿
    詩

    福禍染身塵    德蔭現光霞

    正心雙手行    神氣自然清
    上參
母   再示顏
    話
    機緣到壇中，奉旨聖書著，如今到壇來，效勞九牛力。

    今宵特請名間松柏嶺玄天上帝、下營北極殿玄天上帝、左營春秋閣玄

天上帝，一同到壇批示闡玄機， 啟鸞生肅靜，以禮恭迎，老朽暫退一旁。

11



名間松柏嶺玄天上帝

  下營北極殿玄天上帝 齊降

左營春秋閣玄天上帝

    話
    今宵一同率 啟到壇扶 述鸞文，以達世人 忠行孝之準則，今夜登台乩 教 。

述： 人之準則為

    一訓
    世人 聲落地，降臨世間，隨著歲月增長，漸漸長大成人，然受世間哇
啟穢之氣蒙蔽已久，而迷失了回天之路，誤將苦海當成樂園，不知醒悟，

毫無人生 諦與人生目標和精神信仰，所謂「精神信仰」 宗 信仰。人生真 即 教
若無宗 信仰，以信仰做 精神支柱，人生 無準則可循，無精神食糧可食教 為 即 ，

就好比脫軌火車，不能步入正道，是非常危險的。

    宗 信仰必須以 誠之心去感受，去體悟宗 之精髓，方有收穫，否教 真 教
則有如門外漢，不入室焉知堂內玄機妙處，故世人應以「誠」字來體忠效

賢，深 聖賢所留傳之經典，方能大徹大悟，體天心意，配合此期龍華聖會研 ，

替天闡揚正道，普渡原皇子女，共赴大同太平。

    二訓
    宗 自由，萬 齊發，故尋一信仰千萬不可不 。自古一貫 傳之宗教 教 慎 真 教，

五 精髓仍留存至今，白陽華會，尋得指開千年黑暗天，指入心肺，一針見教
性，體會原來 正自我，從何而來，該欲何往。故信仰就像一盞明燈，指引真
著輪 已久之各位，在此如觀完本文之際而無信仰者，速求明燈，如不詳者迴 ，

下問前輩，應如得答，今宵至此。

◎物質享受是空虛而短暫◎

◎精神信仰是充實而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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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壇馳聘神虛空地母 降

丙子年八月初五日

    詩

    大道一指笑開懷

    玄妙關裏 如來真
    上參
母駕  再示

    今宵特請宜蘭感應宮孚佑帝君，及桃園 撫宮關聖帝君一同登台批示鎮 ，

啟 鸞生整肅儀容，排班迎接，吾退一旁。

、   宜蘭感應宮孚佑帝君 桃園鎮撫宮關聖帝君 齊降

    詩

    妙傳 理一貫     真 真 大道 理脈相傳真

    斯得指開玄關竅    如來應住汝心懷

述：大道一貫之起由 要概

    夫得一者，究其因，焉得之寶，未能珍惜入悟潛修，就當兒 ，指指戲
點化，繁而其榮，馬耳東風，一 走之，可知乎？概
    一訓
    人自 聲落地，可知由何而來 ？無極一點 氣，氣化三千，兩儀四哇 呢 真
象，宮艮離位，捕捉虛爻，天地造物，無極虛有，那會全憑，貫穿時空，

造物者之奧妙，表露一點之華也。一點 氣，受胎入座， 聲成形，毫無受真 哇
染， 淨自然，一附身軀，一本散萬殊，貫通全筋脈，氣 力無窮，所也，清 胳
落凡塵受罪乃 靈受五邪重氣蒙蔽。性理無路，自性難通，自然遲滯，久久清
不能還本歸 ，聖賢曰：「受持一點稟持正氣，常照自我，兩儀抱元，返轉真
原靈，自悟歸 ， 光常照，凜冽自然定無 」。由此可知一點之貴也。真 迴 礙
    人無一也－埋首無理，天無一也－混沌不 ，地失一也－山崩地裂，清
水無一也－混濁難 ，故明「一」之重也。清
    二訓
    筆尖而行容易，觀者該從何而行 ？修道切切實實貴 重，靜觀細思呢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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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淺悟，得一者也，直通本性，貫穿自然，如能用心淺淺而悟，定能得之。

    詩
    一點光明須自照    可別常誤己

    明師 已指 路    以後全憑吾既 真
    歷代先賢留至今    各部心法傳

    用至現今社會論    可能行不通

    心法相傳別無悟    一脈貫至今

    悟者自渡蘆葦上    全憑汝自然

    想通自然觀宇宙    大氣同一體

    浩然正氣純陽氣    永結守心田

    長生不老無二字    功夫下之賢

    如能自渡渡他人    同登彼岸邊

    救之須急之同胞    普照萬八千

    不遜中元普渡慶    功德自積先

    常作福田心中留    不 敲門先怕
    福禍自然積德田    留蔭祖孫邊

    淺淺字跡 草先    觀視用三眼  （釋：三眼 玄關之眼）潦 即

◎心垢由反省而知，由懺悔而除◎

  本壇中壇二元帥 降

丙子年八月 五日廿
    話
    今宵特請板橋接雲寺觀音菩薩，及麻豆永淨寺觀音菩薩一同登台批示，

啟 鸞生整肅儀容，排班迎接，勿失規儀，吾退一旁。

  板橋接雲寺觀音菩薩 降

    詩
    接承天命牽金線    雲遊五洲不如仙

    寺院規律自古今    觀音佛祖現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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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參
無極母   再示顏
    苦嘆現今道德沈淪混雜，人心惟危之際，吾寺不論何 ，不分彼此，教
皆可膜拜，吾之善意，普渡徒兒、賢契脫離苦海，早 涅槃。現今國家、社証
會、家庭、個人毫無信仰中心可依 ，以致有種種之亂象，敗壞各個宗 ，靠 教
徒兒若能以正確思想明辨是非，了解信念之宗旨，方不會浪費一生之修持。

述：空如則也

    放開世間塵緣，有如夢幻泡影，一切是空，空 一切，何來悟空、思即
空、淨空、妙空？如 種種空想，一切有 法，皆是執著，吾 賢契做 參為 為 教 為
考， 放下眼空，觀一切有形象之物體 假相，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即 為
是虛妄。」有形象之物體，日子一久終會腐化，而轉成烏有。

    佛本無相，有相 妄，心不虛空，焉能成佛？故賢契當離一切相，本即
來無色相，故不可以色相見；本來無我法，故不可以言說宣，故離相說相，

破相至一無所有，除妄除至萬緣皆空，放下一切，一毫無滯，一漬不存，

一絲不掛，一塵不染，得到 淨，涅槃之後方 空，所以空也，「思之心清 為真
法，念之觀遠」，才能突破 眼法。礙
    如何 飽心法之空？必須放下心執，視一切有 法皆是妄法，一切有填 為
法不及主宰之 如， 佛如來就在眼前，常照自如， 光返照，普及同澤為 真 真 迴 ，

才是方案。

    詩
    紙上談空非 空    通融法界是 空真 真
    塵緣萬法了空盡    實 菩提始見功証

◎心平何勞持戒◎

◎直行何用修禪◎

  麻豆永淨寺觀音菩薩護法韋 將軍 降馱

丙子年八月 五日廿
    詩

    永定凡心思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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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化嗔痴自在示

    寺贈善書置閣樓

    上參
母   再示顏
述：人生最大之事

    世間一切萬象，皆因緣所生，幻化而有，所謂因緣會合，虛妄則生，

因緣別離，虛妄則滅。是故古往今來一切事物，無非水月鏡花，石火電光，

有如過眼雲煙。人身似浮泡，幻質非堅，老衰病死，苦空無常，這是必然

的生滅變易之道，遷流而 啟那不住的。故人生之旅途必有其終點站，誰都

無法倖免的，世間正如旅館、客棧，我乃短暫過客而已。

    人生總是苦空無常的，惟有西方極樂世界最 淨莊嚴，人間富貴轉為清
眼成空，西方佛國則快樂無窮。

    吾建議世人試聽無妨，人生總有最後之終點站（死亡），對於此事，

家屬該如何處理 ？親屬千萬不可在歸空者之身旁哭泣，應助念、暗念佛號呢 ，

求佛慈悲，親垂接引，定能疏通歸空者，使其安詳離去，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

    亡靈的昇沈苦樂，責任全在家屬身上，最好免除一切沒有意義的浪費，

轉向有意義濟貧佈施的功德，如印贈善書 向亡者。不必厚葬，不圖場面盛迴
大，要使亡靈得到實際利益 要，喪祭皆用素勿殺生，宜多作功德， 亡為 俾為
者消業障得超生，速往西方 淨國土，此種做法，家屬亦能獲福無量。清

◎廣種福田◎

◎定結善緣◎

  本壇天上聖母 降

丙子年九月初五日

    話
    今宵登台言乎！片刻後南天扶鸞院文衡聖帝率學神院 啟神 臨本壇參蒞
著金篇， 啟鸞生用心悟之。肅靜整理儀容，排班迎接，吾退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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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天扶鸞院文衡聖帝 降

    詩

    文辭意會憑心悟    衡貫宇宙靜心平

    聖賢乃由凡人起    帝勉修道赤子誠

    上參
母位  再言

述：鸞生準則七要項

一、凡入關聖帝君之鸞門，共著  玉旨之聖書人職，稱 「鸞生」或「學為
生」。

二、鸞壇神職指示之壇規，不得觸犯。

三、 啟神闡述之聖訓，字字應牢記於心，且應用於日常修 。為
四、在外不得 高身價，聳言自傲，應本桃柳之義也。（ 低心下氣）抬 即
五、奉行一生，忠於職守，受關聖帝君之戒，本行五常之道也。

六、常犯累次不改，終受關聖帝君之罰，守者必佑之。

七、扶鸞桃柳闡玄機，乃鸞壇之責也，助道乃識大體之義也，助道非 功也真 ，

實修實煉，一指毫光覓 我，方 實永久。真 為真

  屏東北極殿北極玄天上帝 降

丙子年九月初五日

    詩

    北魏忠良護城池    極界靈居學神院

    玄化妙境下凡塵    天下太平香火延

    上蒼慈意三曹普    帝今職掌北極殿

    話
    吾乃新科 東北極殿北極玄天上帝，隨聖帝一同登台。屏
    一訓
    五花同開終須落    人學佛勸世人教
    聖義無差汝心頭    同能 果蓮台座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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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須口爭何     同出本源共一母為真
    落入凡塵 心問    只在心中不外求捫
    一指受持誠心行    認理歸 如是修真
    義不變留至今    定能脫出輪 數教 迴
    可嘆可悲不是仙    香火綿延五百年

    到頭終須再一圈    深 塵緣未了時怕
    自性難開永沈淪    難逢三陽大開泰

    勸君莫惜塵世物    拜訪明師求 佛真
    放下身段實修煉    最終必能現 賢真
    示
    勸鸞生！著書助道雖重要，修道勤行更 要。至此為

、   仙鹿 仙鶴 齊降

丙子年九月十五日

    話
    吾等一同隨主（南極仙翁） 臨本壇，參著金篇，稍等侯駕， 啟鸞生蒞
肅靜，排班迎接，吾等退一旁。

  南極仙翁 降

    詩

    南遊仙跡覓正門    極凡泰理玄微妙

    仙雲彩霞耀四方    翁渡九六 啟靈兒

    上參
母駕  再示

    一訓
仔細   辨忠奸  明是非  察毫厘  替天行  著聖書  發凡間  自性照  研
惻隱現  直轄壇  聖天壇  奉玉旨  南天院  桃柳   闡善揚  助道行  乩
普三陽  得人身  異非常  此期修  來得及  放得下  看得開  塵非塵  

緣非緣  今生照  還 緣  逃不開  須面對  償還   自修得  功漸積  孽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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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可  大無   誠心意  表功夫  蓮台座  如來修  七情慾  斬在先  為
入世修  出家 啟   三 派  九流術  化烏有  奇門甲  花花綠  眼 亂  教 潦
神佛現  非神跡  光圈圓  毫光現  非是   有 假  嘆世人  凡肉眼  真 真
觀其象  信   活佛現  供養敬  千金奉  萬兩獻  到頭來  出狀況  為真
逃在先  言出意  出不修  觀其圓  便是   迷徒 啟   悔意初  信   真 為真
痛哭泣  嘆氣聲  

    二訓
凡塵界  氣八千  一氣化  何三千  九靈界  一本殊  何歸一  肉身得  

步步昇  漸積行  沙成塔  超界限  一步昇  無此事  騙術先  自性照  

一點玄  通其竅  返照   放得下  一馬先  不求何  平安順  便是安  清
國泰順  風調雨  五穀收  好收成  百性居  怡自然  曠神怡  氣當仙  

此時刻  照菩薩  定能賢  好個年  丙子庚  年朝尾  天終顯  不神力  

非怪談  神棍多  捉不完  眼觀   不上當  自修得  清

  本壇孚佑帝君 降

丙子年九月 五日廿
    詩

    大功大德大修行    道 道明道染塵真

    玄虛玄實玄關竅    妙空妙期妙明師

    話
    今宵特請東山孚佑宮孚佑帝君及六甲 南宮孚佑帝君一同到壇批訓，鎮
鸞生個個整理儀容，排班兩旁，肅靜候駕，吾退一旁。

、   東山孚佑宮孚佑帝君 六甲鎮南宮孚佑帝君 齊降

    詩
    一切惟心心最危    範天圍地發光輝

    天心 在人心見    人合天心天弗違即
    上參
母駕  再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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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自然之心

    夫三 仙佛、聖賢，每每降駕扶鸞闡揚道理， 化民心，苦口婆心。教 教
嘆也！凡夫俗子終究沈淪五光十色之中，不知悔悟，蓋棺論定之後，受災

折磨，功過相抵，方才悔悟，幾人能登覺醒之路 ？呢
    蓋心發之定、思、靜，宛如三 曰：「煉心、明心、見心」同功之處教
也，（道－修心煉性；釋－明心見性；儒－存心養性）其意皆令人尋回本

來之心，惟見其難發之煉心，不如思其前而定之。上策者，思其前能見心

明性，而苦煉之，起心動念皆能 靜似明鏡。清
    心 是佛，佛 是心，心 是性，性者源自於天而不可易，其至虛、即 即 即
至靈、無聲、無臭、 淨無 ，故無心不能顯其體，所也，道由心學，功由清 為
心行，德由心積，心能作天堂，亦能作地獄，其心有異，參差境起，心善

則菩薩在，心空則 淨坦然，聖賢仙佛不離此心，因知此心，故明白性本來清
淨覺體（ 自然之心）。為清 即

    夫人者，其心有二：一者純陽無虛之心；二者純陽至陰之心。陽剛煉

就 陽三連，乾坤相對，純陽無陰不生，至陰無陽不長，所言者，順乎自然真 ，

牽 就意，非離二心，而出三思心也。無一能成，煉定思心之法也，回歸本強
能之初明心，善知識！視吾之法，可 二六時中之準則：為
    用光明心治黑暗心  用廣渡心治狹隘心

    用定念心治非 心  用孝順心治欺弱心份
    此心經，以一治二，如能常記，受益非淺。

    話
    吾今與同伴視察本壇之事， 啟鸞生心志一同，實可體天，好好修行，

好好行功立德，共扶聖事，方不負上天慈意。

  本壇文昌帝君 降

    詩
    無覺無醒無非醉    是非是明是指玄

    放心放下放此生    得此得道得功蓮

    又詩

    尋源一切終須空    追求富貴功名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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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能放眼飄雲過    心頭一切總是空

    話
    今夜恭請仙公孚佑帝君到壇批示之鸞文， 啟鸞生回家好好悟之，有助

於修道心境之提昇，今宵至此，各位辛苦了，吾退。

  本壇中壇二元帥 降

丙子年十月初五日

    詩

    中軍營帳點精兵    壇內毫光丈三千

    元性修 須磨練    為 帥旨著書精兵點

    話
    今宵欣逢開期著書，本壇濟公活佛特到觸口龍隱寺、嘉義南恩宮恭請

同修，到壇揮筆批示聖訓，稍待片刻，賢契肅靜，整理儀容，排班候駕，

吾退一旁。

觸口龍隱寺濟公活佛

  嘉義南恩宮濟公活佛 齊降

    詩

    龍馬負圖藏玄機    隱名埋姓無自我    寺規濟公無濟私

    又詩

    南驅四方除五魔    恩賜肉身得此期    宮收三曹顯渡 啟

    上參
母   再示顏
    今宵到壇揮 闡述玄機，以勵蒼生，挽狂瀾，重整正道之途。乩
    一訓
    大道玄妙振慶銘    迷途似塵回百成

    如能收拾忙碌心    用心虛 定有成研
    人生短暫數十載    金錢何求財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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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度光陰流永海    萬骨空屋留餘恨

    話述：

    夫鸞壇助道，和辦道修道，乃息息相關，雖不能點開人生之生死門戶，

但也有異曲同工之處。鸞壇宗旨：波化沈淪迷失之九六靈徒回歸本位，指

一條正確之道，方能明 此生死門戶（得一貫 道），鸞壇就是有此宗旨也暸 真 。

而受南天主宰（文衡聖帝）勒今之受戒鸞門學生，修 、言行 止宜自勉，為 舉
多參考準則。（前面詩詞中所暗藏賢契的名字，勿浪費光陰，有空時常 讀研 、

領悟 啟神之聖訓，一回生，二回熟，心自然而然能定也）。

    二訓
    千奇百怪玄又妙    五光十色齊出籠

    九九三千玄外人    說之眼觀百萬天

    非觀奇妙把心定    振作內心勤修性

    庭外焉能蓮台開    內聖外王同奉行

    思而無邪念而     意能無 赤子明清 為
    當機而斷定非根    潛心修行誠扶持

    話述：

    三期至今已有一段時間了，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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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為
不能。可想而知，正鸞非容易之事，又何況天顯至此，奇怪哉乎，全部出

籠，所以者，觀其靜，用智慧而思之，如能賜于飛天走壁之徒，脫離肉身

之術，修而 之，器而無 （釋：無 乃無利益 啟生之 ）。蓋用心思之，為 為 為 為
定性 之，念之、悟之、性之、修之，必能光乎。為
    三訓
    空之浩瀚無盡期    活佛聖訓悟之先

    心用明眼誠意虔    振芳左右賢能瑞

    切思用功在沙推    明師高徒好文章

    右手持訓整陽光    文字差錯全責宗

    水流細長持長福    更上推進到如今

    文詞會意念出     整詞完美暢又順清
    美好積功又一層

    四訓
    奉旨請著聖賢書    賢契個個用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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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質因果不相同    因緣聚會又一堂

    八千年前同一家    落入紅塵苦當家

    如能放開心鎖枷    誠如明鏡是富家

    共扶聖事助收圓    指引迷途回故 啟

    積功多少且放下    何況自己也忘家

  本壇南宮孚佑帝君 降

    詩
    暗藏玄機語詞意    整理讀書掛床前

    閤眼悟念誠意詩    日後方針定 此為
    話
    今宵活佛訓示之鸞文，鸞生好好悟之，體會活佛之意，有過則改，懈

怠者須精進，方 聞過則喜，低心下氣之修道士。今宵至此，感謝各位，吾為
退。

◎無緣不聚◎

◎無債不來◎

  本書副編輯關聖帝君 劉降

丙子年十月十五日

    詩
    歷歷鸞生通慧竅    心身假體修道了

    逢凶化吉 奇妙    聖訓隨身光耀照真
    話
    今夜乃開壇著書之日，特請桃園明聖道院關聖帝君及南投水里受 宮鎮
中壇元帥，一同登台批示， 啟鸞生肅靜，整理儀容，排班迎接，吾退一旁。

  桃園明聖道院關聖帝君 降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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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書著造任道重    修道正心把扶誠

    終遭一回論功賞    悟愿菩提 明心証
    先參
母   再示顏
    自古開天闢地，純純無邪之生靈，受到 啟穢之氣所染，輕者－自然昇

華；濁者－就當下沈也。有何差別 ？蓋 靜之靈性，純陽無思、無念，宛呢 清
如幼 一般，自性 靜。濁者自性來到象天之後，多數 名、利、酒、色、嬰 清 為
財、氣所惑， 燈紅酒綠、五光十色聲色場所所染，更 貪慾驅使而無惡不為 為
作，致門戶有所阻也，而忘記回故 啟之路，墜落於地獄。此非天心不仁，

實世人自甘墮落。

    若已犯過，勿再流浪生死，漂泊苦海，須懸崖勒馬，及時回頭，改過

必生智慧，用智慧之劍，斬除身、心已染之惡習，好好修身養性，行功立

德，以補前愆，成佛果位自在 身上。所者，返本還源，須倚自己，求諸他你
人無益矣！此謂自性自渡。

    話
    今貴壇奉  玉旨開著天書勸世，挽救民心，對現今社會也盡一 心力份 ，

啟賢契宜好好把握之。

  南投水里受鎮宮中壇元帥 降

丙子年十月十五日

    詩

    中秋收冬望 大    豐 壇案功果應其道

    元性通徹指開玄    帥府宅第定美妙

    上參
母   再示顏
    一訓
    天蒼蒼  地茫茫  落日兮  出陽關  二六辰  時非多  定終顯  把握

持

    人生數  意難料  歲月何  歸兮了  盡天命  三曹期  明師出  通玄

竅

    入火宅  三盞燈  佛光耀  護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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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訓
    指門戶兮通生死    金線一貫承古今

    口中念兮妙指微    濟公無私把 推你
    了悟誰哉何歸期    速速勤修聖內外

    社會今哉烏乎怪    騰雲駕霧飛不開

    宗 顯兮天災難    修持身心難分開教
    修道人兮行 乎    言行 止規矩行為 舉
    圓融處之光滑圓    處世待人誠 先為
    鸞生賢兮認明主    南天主宰關恩主

    扶 降兮訓聖示    闡化民心救萬民乩
    相輔敬之不辦道    同工異曲南恩行

    一字敬之誠行願    聖諦追隨往上牽

  本壇主席五聖恩主 關降

丙子年十月 五日廿
    詩
    欲問今生受者是    看汝前生做的事

    安放一顆定佛性    去除左右雜念物

    上參
母   再示顏
述：如何以自然之道安心

    現今世道人心 ，道德淪亡，欺天昧理， 逆背道，不知省察，人澆漓 忤
心險惡，固有道德五常、中庸之道，盡失無存。所謂：「狂瀾挽拯」，也

非一夕之間就能 啟天換日，重見禮儀、綱紀之社會。所以，吾今論安心，

如有觀文之緣者，放下前 ，必能照所之導。孽
    佛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欲

嘆何人、何理 ？早在六萬年前，事前若能有所思慮，今又何苦來哉？佛曰呢 ：

「菩薩畏因， 啟生畏果」，正是此理。

    今欣逢白陽三秋，道降火宅，聞道者，速求之。但是，求者多如牛毛，

而成道者少如角，因何未成 ？乃未能安放一顆自然之心矣， 大學一書所呢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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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定、靜、安、慮、得，順而有序之理也。安者性靜神明，如撥雲見日，

處之泰然，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言行如一，動靜不二， 孔即
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取之左右逢其源"。若能心常安則精神 明，清
身心舒泰；世常安則萬事俱理，而世道安康矣。

    開悟之時，頓悟一切有 法如泡影般，五行（金、木、水、火、土）為
一切屬大地之氣，運轉不息，所謂：「天行健，君子自 不息」，意謂雖周強
遭環境凜冽，君子仍不斷的勇往邁進。君子者，要如何自 不息而安心 ？強 呢
需去除從前種種恩怨，就是要尋一盞光明之燈，指引正確之道路而行矣！

    欲去除左右雜念雜事，非容易之事，也 非在旦夕之間，如能將自然並
之道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修道生活化，生活修道化），方能安之。如何引

之、入之？自然 之本也，一切有 法無非是做作，方寸心田就是出自本性為 為
而流露，方是自然之道（中庸之道）。人人皆有過，如能聞法，求得 理大真
道，放下屠刀，立 改過，焉未能安心而合乎中庸，安之後行自然之道，即
日行一善，積功微德，且行功德之事，能不掛於唇齒之間，久而久之，必

能抵之罪過也！

    結論
    以往種種昨日過    未來今日功德做

    行善出自本心念    菩提指引正明路

    明知故 啟何處來    遙指杏村遠天邊

    老母門倚淚     空望孝兒迷知返潸潸
    痛定思過罪業改    修得 淨還本源清
    定能團圓大同天

  本書總編輯清水祖師 降

丙子年十一月初五日

    詩

    清香氣味芬芳馨    水源常出思其頭

    祖德餘蔭 子思    教 師化氣千醒渡兒

    話
    今宵特請嘉義朱子公廟朱熹夫子及南投魚池 啟示玄機院孔明仙師一同

登台批示， 啟鸞生整肅儀容，排班迎接，吾退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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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朱子公廟朱熹夫子 降

    詩

    朱紅赤日似如中天    熹門張紅重整天年

    夫 忠孝廉恥忠恕    教 子傳白陽收圓重開

吾參鸞一篇，共著聖書留，觀文定思絮，宛如臨風來。

    上參
母   再示顏
述：五 之義教

    蓋夫者，承古今。要承之古又何承之今也？善哉！思也，蓋凡非想而

能思之，人定非思而能解之義，今開言頓悟之義在於此也。

    五 同源，五花同開於不同之地也， 義有異曲同工之妙，一花開五教 教
葉，結果自成然，今一一述出五 之精華：教
    （一）儒：以存心養性，執中貫一 標準，以定靜 入手，以忠恕為 為 為
工夫。故儒家要貫通天、地、人，俱足智、仁、勇，以一貫之道而 光返照迴 ，

以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事天 達玄關聖域。即
    （二）道：以修心煉性、抱元守一 標準，以無 入手，以感應 工為 為 為
夫。故學老子之道要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 其骨，直搗返樸歸 ，以強 真
達得一萬事畢之境界。

    （三）釋：以明心見性、萬法歸一 標準，以 淨 入手，以慈悲為 清 為 為
工夫。故學佛要領悟無上正等正覺之妙法，不住色、聲、香、味、觸、法，

無所住而生其心，以達究竟涅槃，永證西方， 「佛」之宗旨。為
    （四）耶：以洗心移性、默禱親一 標準，以蒙為 "主"召見 入手，以為
博愛 工夫。故學耶聖應誠心誠意愛主，在上帝面前默禱，洗滌 啟穢心，移為
去不良習性，時時禱告懺悔，使 潔之靈性歸於天國與上帝同在 其本旨。清 為
    （五）回：以堅心定性、 返一 標準，以回回入手，以 工夫清真 為 清真為 。

故學穆聖應體會信道之人，不死其死，乃由生滅世界轉個永遠之世界，使

其 性常存， 己性，達永生不滅之道而往樂國，以 回 之宗旨。真 清真 為 教
    吾今論五 之義，淺淺述出，意謂天之慈悲，特派五 主在各地普教 教教
化群生，混沌初演，古傳至今，各 有何不同 ？五 同源無所不同，教 呢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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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乃一大事也。所以上天設南天扶鸞院，實乃助道闡化世人之意也。

    自古至今，精髓恐難留存，故上天慈悲每每補充正，使世人修道準則，

不差方寸，實感用心。可是凡人心意不堅，受貪、嗔、痴、愛所 啟 啟，半

途而廢，退道、阻道、廢道、離道遠去，實罪業矣！

啟   啟南投魚池 示玄機院孔明仙師降

丙子年十一月初五日

    上參
母   再示顏
    詩
    大道無 玄又妙    承貫古今 化人為 教
    文辭涵意實非淺    奉旨開著聖天壇

    賢契個個非全賢    如能上修勤奮學

    日後功成再上蓮    明文感召南天示

    詩訓
    聖天扶鸞著金篇    振芳承接普化事

    方寸不亂定思絮    日後功事論能先

    全盤定演輪 事    明明文章深深出迴
    振作鸞修別無物    庭事同融事事年

    瑞出祥雲乍東方    慶生豪門同一傑

    今生財旺承祖留    同是功祿有福先

    旺根賢能人才事    蓮台效力功不留

    永慈子 留古今    海涯無邊同一人教
    文辭意會貫思神    宗 恩澤主一人教
    個個文字理應先    吾感發言定當前

    奉旨文淺下回先    功表聖跡體恤心

  本壇天上聖母 降

丙子年十一月十五日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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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塵緣 深重    萬劫償 是非過孽 清
    轉念一瞬雲煙輕    指引玄機 大同証
    話
    今宵榮幸請到同修：台南安平開台天后宮天上三聖母到壇批示玄機，

作 日後修道、行道之準則， 啟鸞生整肅儀容，排班迎接，吾退一旁。為

  台南安平開台天后宮天上三聖母 降

    詩

    天賜平安自然福    上乘 義喚民心教

    聖慈體天代宣化    母訓歸 啟九六靈

    上參
母   再示顏
    淺修方法別無     出心破相觀眼法它
    三昧痴嗔全忘     法則自然當證土卻
述：自然之法則

    微微蒼生迷糊全程。是非罪 償還 楚；還是身肩重任普渡 啟生 ？孽 清 呢
匪 人知。為
    老子曰：「常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釋：無欲能觀徼
察萬物 相，有欲只觀察到萬物外表而已）只此言語，代表現今之凡子也。真
肉眼觀之無物，顯相咸能解救蒼生，如微之皮毛焉，非 也，陶陶言語，彷真
彿入澈深見，可笑！可嘆！ 人之初，立身之本，禮讓 先，躬廉 主之自為 為 為
然之法， 無應用於日常二六，何言其 、其妙 ？無 是法，執著實體，卻 徼 呢 為
勿執著於有相之物，其終有化 烏有之時，無 自然，無以 之之行 與為 為即 為 為
本性自然流露之 止，有同工異曲之妙。故宇宙天地萬事萬物無不效法自然舉
之法則而行。故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之本應將自然之法則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將凡塵之事，轉眼淡為
之，應用之人，完全不一，有智慧明理之人，全程無疑；浪費空度之人，

等之、待之，浮榮過日，言何以堪？

    三曹大事，聖、神、仙、佛個個動員，體天忠心，勸化世人，到處扶

，濟世渡人，闡揚聖訓之語，喚醒沈淪之心，唯世間之人待之、空之，漫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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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目標，可嘆！如聞是：自然之法則，應用於二六時中，思之一切順其大

自然之規章。萬物之首，如想得其精髓也，空法一切，無 之，透徹見性為為
實體非凡，當下定證如來。

    話
    今到壇來，觀鸞生賓賓待之，莊嚴肅穆，可喜可賀也，好好 之，再為
接再勵，哈哈止。

  本壇天上聖母 降

丙子年十一月 五日廿
    詩

    天上毫景印證人間大道

    聖母化雨指點凡間玄妙

    話
    今宵時間寶貴，欣逢榮幸，上天慈憫，適逢大陸福建 田湄洲天上聖莆
母巡台至此，今宵特請 臨本扶鸞壇批示，一同隨駕到此有：朴子配天宮、蒞
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溪北六興宮、嘉義朝天宮、天后宮......等諸

位天上聖母一同 臨本壇，時間有限， 啟鸞生整肅儀容，排班迎接，以禮恭蒞
迎，吾先退一旁。

  天上聖母駕前虎爺 降

    詩

    虎嘯震乾坤    爺巡鬼神欽

、   千里眼 順風耳 降

    詩

    千里觀視 啟善惡    順風聞聲尋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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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福建莆田湄洲天上聖母 降

    詩

    湄開眼笑中懷指    洲郡七二豁司霞

    天慈良意普化生    上憫秘寶流傳時

    聖賢初演勤修行    母懷天意降古今

    上參
母   再示顏
    遊台至諸羅  駐駕配天宮  善信湧朝聖  香煙 昇裊裊
    鼓震雲   竹 破天驚  凡人世間事  語語祈上天鑼 霄 炮
    無言語相對  默默視 前  迷失自性主  飄飄至人間窗
    行屍走肉體  空度凡世間  無求一主   暗淡昏沈醒靠
    示二
    勸君修行路  步步險 先  放下沈重負  任重而道遠為
    層層基礎碁  上乘而求之  不差中庸偏  行步挺而行

    世物泡幻影  一切夢成空  生老病死事  人間必經路

    何人脫難險  唯有修神仙  跳出輪 事  不在五行中迴
    示三

    扶鸞著書旨  普化凡世間  善信大德行  心永存先恆
    春蠶絲至死  論功行賞先  貴壇主席聖  盛情難 推為
    旨下上三仙  奉旨至壇前  扶 闡聖訓  光榮實欣慰乩
    示四
    三曹開普渡  道傳在人間  金錢 何物  不用記心田為
    浮華一生過  終在輪 困  明師指路明  點通原回路迴
    悟原本性悟  修行 啟行修  行功立德行  不用口舌先

    緣 隨緣塵  勿 難 緣份 強 為
    示五

    牛年隨後到  應在上乘選  個個鸞生務  習勤性 牛為
    好好誠下修  體恤天上情  中流砥柱賢  恭賀新春喜

31



  本書總編輯清水祖師 降

丙子年十二月初五日

    詩

    清風兩袖掌合十    水火相傳遠任道

    祖宏懷開笑天下    師徒相 同 覺攜 証
    話
    今宵吾特邀南投日月潭文武廟 回夫子，到壇參讚金篇，稍等片刻，顏
啟 鸞生肅靜，排班迎接，吾退一旁。

  南投日月潭文武廟顏回夫子 降

    詩
    處立世間凡塵界    善惡未嘗 不教 清
    利慾 網視非     只覺遊 人世間矇 清 戲
    人本立初孝節義    敬畏天地效聖賢

    允執厥中守道一    性命雙修德 先為
    上參
母   再示顏
述：立人之道

    夫人受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水土、父母養育之恩。常云：「人 萬為
物之首」，如不思知恩圖報，不盡人道，與禽獸又有何差別 ？人性本賦無呢
善惡也，孟子曰：「吾未嘗 善，弗未嘗 惡」，善惡分別自在人心，只因教 教
人立於五光十色之凡塵間，被利慾引誘而蒙蔽，以致善惡之分由此而生也。

儒 以忠恕而 人道 以感應而化人教 教 教
釋 以慈悲而渡人教
耶 以博愛而感人教
回 以 而救人教 清真
    此乃五 之 化世人所行之不同方法，其 理則同也。吾儒 先聖先教 為教 真 教
賢也致力於此，故以無賢愚善惡之別 宗旨，以人飢己飢之精神，人溺己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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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旨，來挽拯世間之蒼生， 聖 賢莫不憫念 啟生同登彼岸焉。為 為
    言雖如此，善惡有別，善者 善時，心神開闊，朗見自性，本性之光為 ，

圓明相隨，良知認 ，永識天理，祥光相邀，五福自臨也。惡者 惡時，心清 為
神相欺，違背天理，良心頓失，致使鬼魅 伍，終須報應，咎由自取，無以為
言也。

    蓋善者智也， 人間之事，也是成聖賢仙佛之根本，遵綱常維德，體為
忠於國家，盡忠職守，孝於雙親 養之恩情，婦者，從夫恪遵三從四德，相教
夫 子，克盡人道達終也，方 立人之本。教 為
    話
    觀現今國際社會日新月異，科學發達， 發核子彈、飛機、火箭、殺研
人之光線等等之武器，雖曰：天意，實乃人自造自滅，俗云：「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如定易數，下個世紀，定能分曉。至此，吾回。

  本壇池府千 降歲

    詩
    是非善惡定人心    利慾牽引心要定

    凡塵一切似泡影    萬骨成枯誰能贏
    啟 開視障賊內障    心猿意馬服馴車

    步如行善心存念    止靜如水靜心台

    又詩

    大凡一化定三千    道微奇徹重自性

    玄雲霞鶴未曾歇    妙出苦境人世間

  本壇孚佑帝君 降

丙子年十二月十五日

    詩

    孚佑南瀛天闕聖天指玄機

    帝君蓬萊扶鸞闡訓 啟迷津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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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宵乃本壇丙子年最後一次聖訓，特請白陽師尊及南天文衡聖帝到壇

共著讚聯， 啟鸞生肅靜，以禮恭迎，吾退一旁。

  靈隱寺濟公禪師 降

    詩

    靈草煉丹濟世間    隱世下凡普 啟生

    寺發經聲響雲     霄 濟公濟私無 我你

    公蔭九玄七祖昇    禪化悟性本善良

    師挽乾坤拯天盤

    示
    人 萬靈之首， 何因 ？蓋乎者俱其智知其識也，所以和禽獸有差為 為 呢
異也。

    子曰：「學而第一」，學若不及，猶恐失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故君子欲明善復初者，

端賴於學，方能 啟發良知良能。老子曰：「 啟學無憂」。言乎知識（先天

稟賦）和學識（後天所學）要相輔相成，才不會迷失自我。

    美利堅太空梭登上月球， 何不見寒宮仙子 ？無緣乎？若是有緣，為 呢
各大廟寺駐守之仙佛，豈不是被顯化而視之，但求平安而惜福。

    現今社會五光十色，宗 九流術樣，無奇不有，顯像、分身、出竅、教
騰雲過海，無不奇怪，用智慧判斷是非 假，莫 有相之術迷惑亂神，致身真 為
惹罪愆，戒之！戒之！

    讚聯

南瀛諸羅聖天扶 闡述鸞文乩

五湖四海仙 同讚真 大道玄妙

  南天文衡聖帝 降

丙子年十二月十五日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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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子一年任勞任怨，體天心，期許丁壬年新計劃，同心協力，再接再

勵，協助天道整化，喚醒民心，修持光明，闔家安康，社會安詳。

    讚聯

    大道一氣喚醒世間迷徒

    玄妙 理照亮本來面目真

  本壇天上聖母 降

丁丑年正月初五日

    詩
    丁丑新年賀新春    天運時 啟勤耕年

    時運沖犯相牛人    安奉太歲改偏差

    時不吾語信可     一切命運註定來真
    未曾出生時排運    命格九宮八卦數

    語何誰能改變     惟獨行功積德做它
    頭三尺有神焉    行不愧天臥心安舉
    夜半焉 敲門聲怕
    又詩

    丁丑新春勉勵 啟     燦爛一年須計劃

    理條規章行何事    按步就班方 準為
    二六時辰把握住    浪費光陰不復返

    大道玄妙須加     白話註解淺 先強 為
    修詞訂正鸞門生    心平氣和放己見

    視同蒼生一片天    放眼無際千萬千

    淺深資質不一樣    旨在扶持保無殃

    助道方法千百種    旨在 啟示指明向

    如能深得來時路    定能放眼一觀天

    話
    今宵特請鹿港天后宮天上聖母到壇批示， 啟鸞生肅靜，整理儀容，排

班接駕，勿失禮儀，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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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港天后宮天上聖母 降

    上參
母   再示顏
述：道之寶貴

    道是先天地生，未有天地之前，已經有了道。道是不生不滅，萬古長

存，生生不息，萬物所從出處， 萬物之主宰，可以 天下母。所以「道之為 為
寶貴」由此可知也，亦無以言價也。

    什 是「道」？ 彿是 玄妙的，其實「道」就是宇宙人生的道理，麼 仿 很
明白宇宙人生的道理，就是得道了，世人皆認 得道不是如此簡單，還 神為 很
秘，是因 有許多問題不 啟，一旦 啟了，也就沒有神秘了。為
    人之衣食是維持生活的，但人 啟對不是 衣食活著的，究競是 什為 為 麼
而活 ？就是 道而活，世人一定要聞道，其所以要聞道是因 「人生在外呢 為 為
面流浪，人人必須回家」。何處是我家？人人究竟要回到那裏 ？所以聞道呢
者，在得一歸宿，不然的話，永遠流浪，永遠沒有家，不是太苦了 ？那嗎 麼
最後歸到何處 ？ 「無極天堂」，生我原靈之家。如不聞道，將安歸乎？呢 即
如果我聞道，使明白我的身 ，也明白一切變化之由來，則萬化不動於衷，份
聞道 明道，道不是什 物，本是一種心靈境界，此 「道之寶貴」。即 麼 即
    歷代天子皆以「道」 準則，而蒼生百姓受惠，才能國泰民安，風調為
雨順，此乃順天意也。歷經三期，演變至今，火宅傳道，人人皆能得一貫

天道。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大而無所不包，微而無所不藏，

是宇宙之實體，萬物之本源，故人可死，而道不可不明，欲明道必先聞道

而貫通，是故孔夫子意 告訴世人要即 "重道而貴道" ， 非是 間死了也無並 晚
關緊要，實是「道之寶貴」，要世人早日聞道，切實篤修，則不枉此生，

天道可成也。

    讚聯

    大道鐘聲響亮喚醒迷途歸兒

    玄妙 理古經詩詞傳送心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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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壇孚佑帝君 降

    詩
    蒼生一氣化萬千    菩薩如來氣在先

    凡塵俗子心不堅    何來塵埃惹在先

    輕 苦海一葉舟    有誰能共掌握先划
    如能輕身飄水過    龍華赴會彼岸邊

    ◎修道是實踐的◎

    ◎啟 不是理論的◎

本壇北極玄天上帝  降

丁丑年正月十五日

    詩
    大化三千普世界    道 理 一線牽真 真
    玄門開竅指 戶    妙書通達回 啟路你
    話
    今宵特邀請嘉義奉天宮、南隱宮、南恩宮等三位濟

公活佛到壇批示， 啟鸞生整肅儀容，排班迎接，吾退

一旁。

嘉義奉天宮濟公活佛  降

    詩
    奉天命扶鸞駕     宮處林立挽世風乩
    濟世扶貧無公私    活氣神現覓 佛真
    上參
維皇老母  再示

    一訓
    挽世風    壞風氣    吃喝     樣樣通嫖
    無準則    基本    效法樣    好不成為
    壞全包    朋友近    赤墨黑    染惡習

    就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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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訓
    三人行    吾師焉    有朋來    悅客之

    親近習    眼中留    聖賢事    同伴乎

    行義路    入禮門    效古聖    學仙佛

    平常日    隨身邊    片記卡 (鸞生準則)    腦海留
    實非實    虛幻虛    歷久日    中庸行

    不偏差    毫絲釐    以 戒    延傳始為
    三訓
    入鸞門    拜恩師    南天院    扶鸞設

    主宰司    文聖帝    振文院    司握權

    設桃     顯化先    救蒼生    迷 啟靈乩
    返歸     故 啟回真
    四訓
    鸞生稱    實可感    體天心    扶匡正

    不餘力    默心田    無求何    奈平安

    負正反    魔考先    修道路    艱崎行

    往前業    恩主擔    門生乎    弟子虔

    功過事    有人肩    以後事    鸞門生

    行步正    門生焉    效範人    出奇萃

    首中     氣宇軒    合乎哉昂

    ◎行善最樂◎

    ◎ 善者天佑之◎為

  嘉義南隱宮濟公活佛 降

丁丑年正月十五日

    上參
母   再示顏
述：魔考

    魔者磨難也，磨其意志，減少其過失。考者考驗也，考驗其 也，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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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其所不能。語云：不受考驗不成佛，不受魔難不成道，自古以來凡 棟為
樑之材建立大業之偉人，莫不被此考、魔 受。並
    語云：「修道者，內聖外王雙 修持，道考、魔考隨後就到」。言者並
無異，千 萬確，就是如此。人立於天地間修道返樸歸 ，乃是一件大事，真 真
也是應盡之事，無人能及，地藏古佛曰：「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之宏願。

觀世間人自己就回不了故 啟，那還能顧及他人 ？ 曰是可恥可笑也。呢 真
    夫立身天地 何不能歸 ？「業者 也，前生帶罪下；今生本應還，為 真呢 孽
此生功果做，來生不去返」。人生降世以來，六萬餘年矣，其間生死輪 已迴
造下重重罪 ，結了無數債 啟。今生 啟此三期末會，六萬年來一次總 算，孽 清
新仇舊恨總要 償，所者今生修道方受其種種考驗，有生前夙 之魔考，有清 孽
今生招惹之魔障（ 內心魔之考），種種之考來阻 修道之路，致使無法返即 礙
樸歸 矣。真
    話說天考實乃人自召矣，苟能實修內功，速除心中十惡八邪、脾氣毛

病、邪思妄念，心持四正，心守中庸，六賊不侵，時時省察日夜行 ，是否為
無愧道心？見色不迷，橫財不貪，嗔恨不起，施仁佈德，中庸不易，執中

貫一，心堅鐵石，魔自降伏矣！

    最後幾句勉勵賢契，千萬記住：「凡修道人任考不倒，愈考愈勇，方

能成就普天下大事也。」

    讚聯

大道承傳拯世間風氣挽狂瀾

玄妙言詞 理 天命應白陽真 真

  本壇天上聖母 降

丁丑年正月 五日廿
    詩
    鸞生群聚把道延    付出辛勞不畏艱

    寸尺積沙塔     日後行功必遠之為真
    話
    今宵乃是本壇第四本奉旨著作之「大道玄妙」告竣之日，有聖、仙、

佛、 臨參著讚聯， 啟鸞生整肅儀容，排班迎接，吾退一旁。真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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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聚星宮護法堂清水祖師 降

    詩
    聖賢學道尊於天    扶弱濟貧南天院

    重整春秋古聖事    步履如車勤中庸

    效法恩主義氣重    投 鸞門拜恩師靠
    讚聯

    大道護法闡揚 理真

    玄妙扶鸞靈動蒼黎

  鳳邑考賢社暘善堂玄天上帝 降

    詩
    良辰吉時告竣日    壇內毫光華丈芒

    大道 理聞告之    真 玄妙修持渡法門

  台中聖賢堂觀音菩薩 降

    詩

    天雨不潤無根之草    大道敞開方便之門

    佛法難渡無緣之人    玄妙法則變化萬千

  本壇北極玄天上帝 降

    示
    吾自接旨以來，時時刻刻 「大道玄妙」一書如何著成 旨而憂，如為 繳
今已告竣方安吾心。

    吾本壇自接旨續著作四本聖書，承蒙 啟鸞生 心不畏艱難，方可順利恆
完成，吾代表本壇 啟神及天下蒼生感謝各位。

    「大道玄妙」至今宵圓滿結束，感謝各位仙 聖佛共參金篇，也感謝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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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鸞生支持與配合。

    下期玉詔來臨， 啟鸞生儀容要端正，準備鮮花素菜 要。至此，吾退為 。

  本壇主席五聖恩主 關降

丁丑年二月初五日

    上參
母   再示顏
    詩

    晨鐘醒世脫沈淪    正道明訓指迷津

    性理真傳可長存    大道玄妙己告竣
    話
    本壇奉旨著作聖書：「大道玄妙」，歷經七、八個月，今己告竣頒行。

現刻有仙佛聖 臨壇祝賀， 啟鸞生肅靜，整肅儀容，排班迎接，吾退一旁。真

  白陽天盤法律主桓侯大帝 降

    祝「大道玄妙」頒行紀念

    大化無 證菩提    為 道法三千般波羅

    玄藏微竅居善性    妙指貫徹覆命來

  半天岩紫雲寺觀音佛祖 降

    祝「大道玄妙」頒行紀念

    大慈大覺    隱惡揚善

    般若波羅    大同天年

  觸口龍隱寺濟公活佛 降

    祝「大道玄妙」頒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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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辰吉時接玉詔    壇內毫光萬丈千

    重整理絮頒佈先    狂挽道德功 先為

  高雄三鳳宮中壇元帥 降

    祝「大道玄妙」頒行紀念

    法雨滋潤佈三千

    行善積德慶有餘

  嘉義南新慧明社醒善堂五聖恩主 關降

    祝「大道玄妙」頒行紀念

    實筏行舟載萬靈    聖天職責輔揚道

    扶鸞 動闡玄機    乩 大道筆直降玄妙

  高雄市聚星宮護法堂清水祖師 降

    祝「大道玄妙」頒行紀念

    大道 理佈化五洲普四海真

    玄妙詞句潤法無根同 道証

  本壇孚佑帝君 降

    話
    現刻護詔天君臨壇， 啟祝賀仙 退立一旁，吾令福德正神及 啟護法天真
君在五里外空護詔臨壇， 啟鸞生肅靜，吾退。

  高穹護詔天君 齊降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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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法玉詔登聖天    鸞生誠賢扶鸞毫

    金科告竣頒功賞    慶賀功成圓達竣

  本壇主席五聖恩主 關降

    話
    現刻欽差大臣諸葛上相臨壇，鸞生速速焚香，向外排班接旨，勿失箴

規，吾退。

  欽差大臣金闕上相諸葛武候 降

    詩

    代宣玉詔登聖天    大道告竣功圓滿

    玄妙揮 闡金篇    扶鸞助道大同天乩
    玉旨宣讀    （神人一同下 九叩首）跪
    欽  奉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詔曰

朕  高居凌 ，金闕之內，無時不以蒼生凡民沈淪 痛。 啟爾台灣省嘉義市霄 為
南天直轄聖天扶鸞壇，自奉旨開著「大道玄妙」一書以來，神人合一，

業經覆已，欣逢今已告竣，盼能早日焚書 旨，頒行問世，以扶匡正，繳
挽道急流。

朕  賞本書神職加封六級。敕
    賞參著之仙佛聖 各加封二級。敕 真
    賞本書人職各六大功，其餘功過司錄論功行賞。敕
    賞印贈一本三功可抵 。敕 冤孽
    賞鼓勵助印一本二功。敕
    欽此

    勿違此詔（九叩首謝恩）

    天運丁丑年二月五日  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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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壇天上聖母 降

    話
    現刻差欽大臣以及諸慶賀仙 要回天覆旨，感謝送駕。真
    本書「大道玄妙」至今宵已全部完成，希望各位鸞生更加努力，期以

早日出版，頒行之後還要承蒙各鸞生多多發放、闡揚，頒行佈化，再次感

謝各位鸞生。

  本壇主席五聖恩主 關降

    詩
    切莫微功 高興    謹記 惡罪臨頭為 為
    勸君放下自己成    體天大同回故 啟

    話
    吾身 本壇主席，替各位高興又建功勳一件，自己可抵 ，吾所擔為 冤孽
當之責任亦輕 許多（未建功之時 啟神先替鸞生擔 ，現已有功可抵，故鬆 冤孽
輕 矣。）如有親朋好友鼓勵其印贈本書，亦可抵消 。鬆 冤孽
    最後吾等感謝各位鸞生協力支持與配合，更感謝十方大德的贊助，本

書方能順利完竣，其功德無量也，至此，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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