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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化善宣正道，寶訓揚鸞仰明鑑--鸞書《天道寶鑑》提要 

林翠鳳  

書名：《天道寶鑑》，附錄《了脫生死》 

出版：下南玉虛穹北極殿 

版次：2017 年 9 月初版  

關鍵字：天道寶鑑、了脫生死、鸞書、扶鸞、北極殿 

一、前言 

鸞書《天道寶鑑》(附《了脫生死》)，由高雄市鼓山區下南玉虛穹北極殿

奉旨出版發行。北極殿緣起於民國 50 年(1961，辛丑)左營林氏「普陀堂」，供

奉觀世音菩薩。翌年(1962) 武當山北極真武大帝同觀世音菩薩降凡，擇吉新

名「碧雲宮」，行香濟世，緣集眾生。民國 55 年(1966)，金闕諭旨，北極玄天

上帝(定國公)、真武二帝(謝)、真武三帝(徐)臨塵渡眾，遂同奉為鎮殿主祀神

明。1民國 58 年(1969)議決建廟，多方募集，眾志成城，終於在民國 65 年(1976，

丙辰)12 月初六日落成啟用迄今。致力弘揚道德，代天宣化，濟世無數。 

《天道寶鑑》以民國 79 年(1990，庚午)10 月 15 日「為造善書開始日」，

奉諭將北極殿自早期以來扶鸞降文筆錄選入，以期「留給後代子孫勸世行

善」。2察《天道寶鑑》收錄鸞文年代為：民國 57~65、70、81~84、87、89 年。

《了脫生死》收錄鸞文年代為：58~65 年。最早為民國 57 年(1968)5 月 29 日「北

方成就佛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最晚為民國 89 年(2000)5 月

15 日「無極上清真境禹餘天宮玉宸靈寶天尊」。 3期間前後歷經 32 年，積累不

易。幸而眾志成城，克服萬難，終於完功告竣，正式發行。封面敦請書法家

蕭季慧題字。於民國 106 年(2017)歲次丁酉 6 月 19 日吉時，呈書繳旨，功德圓

滿。 4  

鸞文不是凡人的創作，是神降的示文。 5《天道寶鑑》(附《了脫生死》)

                                                 
 林翠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1 參《天道寶鑑•本廟緣起》，頁 3。 
2 以上見《天道寶鑑•南海紫竹林觀音大士駕到》，頁 24、633。 
3 分見《天道寶鑑》頁 35、629。 
4 見《天道寶鑑•功完告竣呈書繳旨疏文》，頁 730。 
5 參林翠鳳：〈談扶鸞的起源與沿革〉，《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13 期，頁 16-25，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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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特色，試略析之。 

二、形式特色 

1.七古為用，形式靈活 

以七言古詩為主要形式，有部分三言、四言、五言、八言、九言，或雜

言交用，也有以散文形式補充說明。不講究平仄，不要求押韻。不刻意對仗，

不拘限句數。體製大多整齊，誦讀十分流暢。形式靈活，長短自在。 

三言如：「在生否，出生否，未生否。生住否，生來否，生行否。」 6 

四言如：「眼明智慧，須知正邪。免染罪身，害己人生。」 7 

五言如：「孝德存天道，敬老惜憐貧。五倫人必守，父母必答恩。」 8 

八言如：「久行之德放開善道，參禪正氣心淨定亂。求神重心口過要滅，紅塵

雖苦欲得正明。」 9 

九言如：「建居巍峨莊嚴的道場，後來也有大顯的機會。」 10 

2.敘理為體，風格溫雅 

鸞詩以述義為要，不以抒情為尚。其文字重視義理的闡述，不著力於詞

藻的雕飾。加以扶鸞頗費時，一般鸞文篇幅不會過長，主要在要求能忠實傳

達仙佛旨意。鸞詩大多以敘理論道為主，往往言簡意賅，恢弘中肯，卻又直

言坦率，出語誠懇。展現出仙佛的智慧慈悲，高瞻遠矚，整體風格溫和而簡

雅。  

如：「顧全五常讀春秋，宇宙乾坤分陰陽。僧道俗人同修身，皇朝歡欣慈

善生。龍開天門後生去，固守終身莫貪榮。」 11此例用語莊重，遣詞樸實。雖

安典故，卻是日常慣用。意在訓勵，卻是溫雅大度。暨能體現降鸞神明的身

分(玉皇大帝)， 12卻同時讓凡夫百姓明白易懂。暨喜讚眾善生之修身，也勸勉

                                                 
6 見《天道寶鑑•吾佛東土第六代慧能祖師》，頁 712。 
7 見《天道寶鑑•吾乃木柵指南宮孚佑帝君》，頁 143。 
8 見《天道寶鑑•吾乃南天靈霄寶殿三元二品中元地官赦罪大帝大天尊》，頁 374。 
9 見《天道寶鑑•吾乃蓬萊島隱士劉伯溫仙翁》，頁 45。 
10見《天道寶鑑•吾乃三民高紅北極殿北極真武大帝》，頁 424。 
11 見《天道寶鑑•吾乃南天靈霄寶殿第十八代玄靈高上帝玉皇大至尊》，頁 164。 
12雲南《洞冥寶記》(1920)：「關聖帝君殿下升調上皇，特上尊號曰：蒼穹第十八聖主

武哲天皇上帝。」臺中《玉皇普度聖經》(1972) ：「關聖…受禪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

位，其尊號曰：玉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參閱林翠鳳：〈探討關公為當今玉皇大帝

以及關公掌管那些天和何年登極等事蹟〉，收在《講說關公暨三國忠義故事師資培訓

成果專輯》。臺北：中華關聖文化世界弘揚協會，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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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固守莫貪，方得終登天門。 

3.語有白話，字無僻澀 

鸞詩基本上以古典文字出之，詩歌的優雅在古典的框架中已能初顯。雖

然加之以意象的形塑，文辭的妥切，依然能展現典雅的藝術美感。而《天道

寶鑑》全書雖然主要是詩的體式，但其遣詞不避白話，用字概無僻澀，表意

往往直白，理解幾無障礙。鸞書意在度人，越是容易了解，越是有裨益於普

及宣化。 

如：「世事忙忙走西東，日出日落那眠夢，出世到老一時間。若知人世輪

迴苦，入堂參拜要用心。」 13其中的「走西東」、「那眠夢」、「一時間」等，是

臺灣民間熟悉的日常用語，以臺語讀誦此鸞詩，格外貼近在地百姓的氣息，

淺白容易上口，容易理解體會。聽得懂才可能聽進心裏，有所感動，也才能

有所行動。 

三、內容特色 

1.持正重法，兼修各教 

鸞文首重內容義理，無不以勸善止惡為依歸。包括《天道寶鑑》在內的許

多鸞書，往往汲取各家善知識，融蓄各教好道理。如：「佛化眾生感娑婆，仙

氣傳法永世間。道氣長存靈丹在，儒重五常集世人。基督博愛感世人，耶穌

重生卻勸世人。回主仁義引人生，各教顯化渡迷生。各有所長人尊敬，人主

重正莫扶邪。」14此番驪山老母降凡開示，儒、釋、道、耶、回五教各有所長，

並重同敬。重正莫扶邪相同，度化眾生無二。實乃教雖五分，其旨則一。足

見在鸞教中的寬廣大器，兼容並蓄。此在蘇東坡降鸞中也表達同樣意義。 15 

華人地區畢竟受中華文化薰陶最為深入長久，鸞書中以儒、釋、道三教義

理最為核心。大抵以儒教的倫理五常、忠孝節義；道教的尊道重德、自然清

靜；佛教的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等，作為主要的思想主軸，倡導三教兼修。

如：「儒釋道教同一體，只分門道各集眾。」 16、「造法廣度應修人，禪門道法

                                                 
13見《天道寶鑑•吾乃南天靈霄寶殿金闕右相東廚司命定福真君》，頁 43。 
14見《天道寶鑑•吾乃崑崙山驪山洞驪山老母》，頁 248。 
15如《天道寶鑑•吾乃南天靈霄寶殿大學士蘇東坡仙翁》：「五教齊傳度群生，耶教博愛

度人生。回用密傳點化心，儒飛鸞臺說五常。道開道德傳符咒，佛門慈心感世人。運

用各宗的教法，也是為度世間人。」頁 311。 
16見《天道寶鑑•吾乃南天玉清穹元始天尊》，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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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聖儒，同體一道上天門。」 17、「雙重儒開法，釋門傳妙法。道門今億經，

各門傳真法。」 18等，都在強調各教雖分門別法，其度人救世的宗旨則是一致

的。 

2.勸善宣化，鼓勵道德 

鸞堂以「神道設教，代天宣化」為主旨，鸞書中的詩文以「勸善宣化」為

主要目的。勸善以勸人修己行善為途徑，對己應遵循聖賢道德修身的明訓，

在生活中省思實踐，對人應行善相助，修德積功。各路神仙在歷次降鸞中苦

口婆心，勸導善眾融會虔修，以期圓滿人生，早登仙籍。 

如：「深入善堂為學道，代天宣化度群迷。替天行道感化人，修身養性度

此身。」19、「行善必要重人倫」20、「三綱五常需守住，五倫八德守清白」21、「莫

貪富貴把心壞，養德正道歸天去」22、「道德感世人遵行，五常叫做修身寶」23…

凡此通篇皆可得見，耳提面命，諄諄教誨。 

3.警世誡惡，強調地獄 

鸞書勸善的同時，必並行以戒惡。惡若不戒，善則難得。戒惡首重戒自己

之惡，要戒除自身不良的脾氣和習性，要敦品勵德。更不可偷盜淫妄，違法

犯紀，傷天害理。《天道寶鑑》書中則多次強調地獄懲惡，冥府第一、七、十

殿主都多次降鸞描述各屬冥府的職掌； 24東嶽、南嶽、酆都大帝多次臨壇講述

地獄苦慘刑戮， 25無不苦口婆心勸人務必戒惡行善，以免自絕生路。尤其後附

章《了脫生死》更集中闡揚佛教義理，也介紹森羅十殿、九大鬼王等，地藏

王菩薩屢次降鸞條述各種不同做惡犯行的人，死後會在各級地獄受到嚴酷的

                                                 
17見《天道寶鑑•吾乃雲外桃源太清穹太上道德天尊》，頁 346。 
18見《天道寶鑑•吾乃後勁清雲宮保生大帝》，頁 440。 
19見《天道寶鑑•吾乃本境元帝廟代天府朱府千歲》，頁 407。 
20見《天道寶鑑•吾乃臺北大稻埕霞海城隍》頁 114。 
21見《天道寶鑑•吾乃崑崙雲夢山水濂洞王禪鬼谷子》頁 198。 
22見《天道寶鑑•吾乃燕巢威靈寺北極玄天上帝》頁 369。 
23見《天道寶鑑•吾乃孫臏真人》頁 485。 
24例如見《天道寶鑑•吾乃冥府第一殿秦廣王》，頁 250、313、496。〈吾乃冥府第七殿

泰山王〉，頁 149、249、457。〈吾乃冥府第十殿轉輪王〉，頁 69、251、580。 
25例如見《天道寶鑑•吾乃冥府東嶽殿東嶽泰山兼管冥神東皇赦罪天尊》，頁 171、181、

201、244、390、413。〈吾乃冥府五嶽殿南嶽大帝、南嶽殿武判司、南天靈霄寶殿文簿

司〉，頁 55、56。〈吾乃冥府酆都大帝〉，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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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處。本書恰好也以地藏王菩薩的鸞示為最終章。 26似乎也藉以啟示世人：要

正心定志自度度人，方免墮地獄之苦，離苦得樂。 

4.明達指示，提點獎懲 

鸞書暨載錄法語慈示，也列記仙佛對世事的指示，甚至與鸞生間的互動。

憑藉仙佛的高瞻遠矚，點化度迷，而圓滿天人，成就功果。《天道寶鑑》書中

最顯明的莫過於指示造善書一事。據《天道寶鑑》記載，民國 79 年(1990，庚

午)10 月 15 日南海紫竹林觀音大士駕到指示：「在本日玉旨下降，並將十八年

前迎駕筆錄選入善書，造善書開始日，留給後代子孫勸世行善。」 27此後在同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15 日又分別臨壇降鸞指示造善書相關事宜，包括日期、

執事人員、注意事項，皆有安排提點。至民國 87 年(1998) 12 月 15 日降旨頒

賜有功人員， 28凡此神以謀思，人以成事，天人合作，終究圓滿造善書大業，

代天宣化，度迷啟後。 

此外，如：「火災年年是何因，事人明理必向善。五穀減收是何因，世人

亂世來亂伊。」29、「玉虛穹必造字紙亭六年送一次，每六年十月二十日送」30、

「正副鸞生聽吾令，一月二十四日就實行。記住在心握手合作發展碧雲光輝

彩。」 31 、「可惜三名愛睏生，這點改進後有益。效勞第一聽聖訓，無精打采

枉費心。」 32等，乃就世局、建設、生活中，甚至是鸞生效勞的當下，明白下

達指示。人雖不見神，神卻彷彿就在身邊，洞明人事，靈動活現。 

四、結語 

依賴仙佛神明是迷信，學習仙佛智慧以處世是正信。下南玉虛穹北極殿

鸞書《天道寶鑑》(附《了脫生死》)已經遵諭造善書上呈繳旨完成，並廣贈各

地有緣，期以代天宣化，解度眾生迷津。其重點並不在強調仙佛之神秘玄妙，

而在於體會學習其中的信念、心態、認知、覺悟等智慧。《華嚴經•如來出現

                                                 
26見《天道寶鑑•吾佛幽冥教主本尊地藏王菩薩》，頁 670、679、680、683、684、685、

687。頁 725：「當今世景魔道高，正心度生心難度。堅定之志無法返，今下風波難恆

平。」 
27以上見《天道寶鑑•南海紫竹林觀音大士駕到》，頁 24、633。 
28相關鸞示見《天道寶鑑》頁 24-34。 
29見《天道寶鑑•吾乃鹽埕三山宮三山國王》，頁 317。 
30見《天道寶鑑•吾乃南天靈霄寶殿金闕外相文昌帝君》，頁 554。 
31見《天道寶鑑•吾乃南天教鸞童子》，頁 405。 
32見《天道寶鑑•吾乃南天靈霄寶殿清虛府開漳聖王》，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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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第三十七》說得好：「無一眾生而不具有如來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不

證得。若離妄想，一切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老子想爾注》也說：

「聖人法道，但念積行，令身長生。」意在凡人皆具有道體佛性，人人都可

通過反省、學習、修持而達到更理想圓滿的境界。試看《天道寶鑑》(附《了

脫生死》)降鸞的眾家仙佛中，有許多便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如：關羽、老

子、蘇東坡、劉伯溫、文天祥、岳飛、孫臏等，諸家生平歷歷可考，而都以

其德、其功、其智、其勇等而成就人生，飛登仙籍。 

現代量子力學屢屢提出科學驗證，謂「整個宇宙是由一個浩瀚的量子能

量場互相連結而成」，「宇宙萬物的任何意念，都帶著具體可觸的能量，足以

互相溝通轉化他物。」 33每個人都是一個磁場，心是強力的能量場，心念會產

生不可思議的巨大能量，可以達到跨界域的轉化效果。心念的善惡靜燥，會

造就環境的清濁、人際的親疏、生命的通塞等不同發展的影響。故做人不容

易，修心最要。《清淨經》有言：「若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神自清，

自然六欲不生，三毒消滅。」《心經》也說：「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遠離顛倒夢想，究竟涅盤。」人若能遣其欲，能安其心，則可遠離恐怖，神

清氣爽。然而塵世中俗煩擾擾，談何容易？正因如此，慈悲智慧的耳提面命，

諄諄法語的提點開悟，就顯得有其必要與需要。  

《天道寶鑑》(附《了脫生死》)已領旨出版，更銜命要絕利捨名，廣施

市井基層。天懷悲憫之情，人從利他之功。北極殿諸聖仙佛欲度眾生而造善

書，執事人員如陳善通副主委、黃善孝副主委等，視此書發行為畢生莫大志

業，出錢出力卻歡喜從善，年歲已高卻使命必達，加之眾善信合力支持，終

究將積累 30 餘年的豐富鸞章編輯完成，順利出版，十分殊勝可貴，實乃仙賢

之德，後世之福。因讚曰：「天心化善宣正道，寶訓揚鸞仰明鑑」！ 

筆者承蒙受邀題序，謹附序文如後，以備參閱。 

天道寶鑑序34 

《尚書‧大禹謨》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精惟一，允執厥中」，

                                                 
33參盧國慶，〈從量子力學與佛典智慧看心念的力量〉，《慧炬》586 期，頁 9-14，2014 年

2 月。又參琳恩•麥塔格特著，梁永安譯，《念力的祕密：叫喚自己的內在力量 (The 

Intention Experiment: Using Your Thoughts to Change Your Life and the World) 》，臺北：橡

實文化出版社，2008 年 9 月。 
34見《天道寶鑑•序》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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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謂：人心容易危亂，道心是微妙玄奧，只有求精益、求專一，執守中庸。

這是上古時期堯傳舜傳禹的帝王治國修己的心法，千百年來也成為傳統文化

中的核心經典。人心定則天下安，塵世生活中人心浮動常臨危墜，人身難得

今已得，養生已是不易，養心尤難。而道心又是如此微妙，老子《道德經》

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無處不在，自然中無不是

道。道散之而為氣，聚之而為神。故人心如何通道心？為人實宜修道養德，

崇敬祖先神靈。 

或謂天不言，地不語，而獨人能言，故聖賢仙真託名飛鸞，以代天宣化，

紓民之困。其目的乃在正人心、行教化，以弘道濟世，消劫度難。扶鸞是一

種古老的降神方法，是神與人、聖與凡的合化造功。不僅在臺灣、中國，乃

至世界上許多原始民族中，也有相同或類似的信仰或方法，往往玄妙，不可

思議。 

扶鸞請乩有巫術遺風，富於神秘色彩，常被視為無稽迷信，但何以卻又

數千年來長延不衰？透過扶鸞請乩降示的文字，其實多有醒世寶章，甚至是

傳世經典。例如道教寶庫《道藏》中便有許多經文都是藉由扶鸞降真所著造，

千百年來發揮著很深的影響力。扶鸞請乩其用意究竟為何？張三豐在其〈水

石閑談‧乩談〉中闡釋道：「神仙有度人之願，假乩筆而講道談玄者有之；

神仙有愛人之量，假乩筆而勸善懲惡者有之；神仙有救人之心，假乩筆而開

方調治者有之。若云判斷禍福則有人之善惡在，寰宇之中有設乩求地理、請

乩論天心之輩，此皆方士遺風。上界正神察其奸訐，未有能逃天罰者。」35正

所謂神仙慈悲，有度人之願，有愛人之量，有救人之心，故秉鸞筆以調方濟

世，兆示塵凡。天地間善惡察察，何有能逃？仙聖降凡授誥，以度凡塵赤子

之苦困；經扶鸞顯聖，以彰天理恢恢之靈明。 

扶鸞因靈動而降神，立意於化道為功，以作救世渡人的利器，其源遠而

流長，溝通神人，殊勝無比。然人不應偏執乩示而迷妄，實宜修德講信以全

真靈。人不應用神運鬼而謀功利，宜禮聖敬祖以健浩然。其執事者代天行事，

任務神聖，尤其不可兒戲輕挑，切不能欺神弄人。此古老文化雖是巫祝宗教

之方，卻可以作為養德修行之徑，宜敬畏慎重之。 

                                                 
35張三豐：《太極煉丹秘訣•卷六•水石閑談•乩談》，臺北：武陵出版社，200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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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靈明，人世機緣或許往往天意早做安排。吾人與玉虛穹北極殿雖素

昧平生，卻能有幸參與此一啟造善書之盛會，實乃殊勝玄妙的機緣。緣起於

第三屆全國扶鸞觀摩大會於民國一〇五年十月廿三日在高雄意誠堂關帝廟

盛大舉辦，吾人有幸應大會邀請於學者論述中提出專題講述。36講說甫畢，

陳善通副主委、黃善孝副主委兩位慈祥的長者即引座懇談，並言奉  下南玉

虛穹北極殿玄天上帝授意，意欲邀我為《天道寶鑑》《了脫生死》二部鸞書

進行校訂。吾以學德不足，未敢輕受。惟二老以神授力促鼓舞，終究勉力為

之，共襄盛舉。 

此鸞書積累了玉虛穹北極殿數十年來歷次的扶鸞寶章，經由眾多道長同

修協力，方得彙編成冊，著實得來不易。玄天上帝曾鸞示曰：「這回造善書

全是代天宣化，渡眾生」37，其意應在垂教後世，濟世渡民，真是慈心浩蕩

至偉。校閱過程中，即深感眾神諸仙之諄諄婆心，金言玉章之巍巍高意，令

人不由得心生敬仰，浸受教益。值此世局擾攘之際，欣見全書之即將繡木宣

行，足以演示天道，啟迪人心，這無疑的將是導修身心的明鑑，渡越濁塵的

寶筏。謹以此序敬表衷心之賀忱。 

   

                                                 
36參閱《2016 丙申年第三屆全國扶鸞觀摩大會鸞文彙集  福建東山伏魔聖者聖駕巡禮影

像紀實》，高雄市：高雄意誠堂關帝廟，2017 年 4 月。 
37見《天道寶鑑•北極玄天上帝駕臨(到)》，頁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