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孝誥》序文 

呂祖全書忠孝誥小序 

吾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忠也。孝經孝也。可知聖賢以

忠孝為本矣。世之議二氏者。動曰無君臣夫子之倫。孰知慈腸覺世。

有功社稷。一子得道。九祖昇天之不誣耶。故呂祖言。無不忠孝之神

仙。無不忠孝之佛祖。離忠離孝。非佛非仙。嗚呼盡之矣。朱子輯（j

í）小學。采錄（cǎi lù）忠臣孝子事實。然亦未能盡載。茲誥選古

來精忠至孝三十六人。又七十二人。可謂備矣。抑又嚴（yán）矣。

各係以讚或檃括（yǐn kuò）生平。或標舉一節。各極其趣。如箴（zh

ēn）如銘。如樂府古詩。昔王世貞謂李東陽樂府。自是天地間一種文

字。此足當之。若馬融僭（jiàn）作忠經以配孝經。固法言中說擬論

語之比。唐玄宗表彰孝經。獨遺閨門（guī mén）一章。亦未能以孝

治。 

吾觀呂祖之自讚曰。莫大神通。全在忠孝。利己利人。千秋大道。

是呂祖忠孝神仙也。今作此誥。現身說法。欲天下萬世之人。無不勉

為忠孝完人也。世人無不願見呂祖矣。試還而自問。果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否。果夙夜匪懈（fěi xiè）。以事一人否。苟無慚於君父。

既可以對呂祖。雖不見。見也。不然。戎服講老子。北向誦孝經。其

效何如。雖日誦此誥。有何是處。 

 

重刻忠孝誥序 

宇宙間。可以感天地。格神明。令見者敬。聞者慕。名萬古而不

朽者。曰忠臣。曰孝子耳。然忠而不誠。是謂偽忠。孝而不誠。是謂

偽孝。去偽求純。以誠為至。蓋誠則篤。篤則純。不見為忠。在在皆

忠。不見為孝。在在皆孝。大哉孚佑忠孝寶誥一書。言言玉律。字字



金科。自舜。文。周。孔。四聖人而下。大忠若而神。至孝若而神。 

列其名號。讚其實行。無非為天下萬世。勉其忠孝也。既無非為

天下萬世。防其不忠孝也。蓋天下萬世之人。皆秉天地正氣以生。靈

異萬類。所以保合各正。側身修行。於君則忠。心心報國。於親則孝。

念念承歡。而且兢兢（jīng jīng）乎不忠之非孝也。黽黽（miǎn mi

ǎn）乎移孝以作忠也。進思退思。而忠不自覺。明天察地。而孝不自

知。斯乃純哉其忠。純哉其孝。名當時而傳後世。誰不曰某某忠臣。

某某孝子耶。今姚（yáo）子方昇。請刊行世。呂祖親降寶壇。用伸

嘉勉。時蒙呂祖並蘇真同賜臨覽。蔣子正校。又以序請於上。許之。

以命余書。余喜祖教之盛於此也。喜諸子存心立行之以忠孝自期也。

故刊行訓世。廣為傳播。有如姚子。善不獨善。多方引人。有如蔣子

二子奉教之心。其殆誠而篤矣。請刊請序。此誥以行。果有虔誦敬禮

之士。宣揚於口。領悟於心。身體之。力行之。勿隣（lín）偽忠。

勿涉偽孝。各自奮勉。抵於純誠。則生為忠孝完人。沒為忠孝名神。

有不感天地格神明於宇宙間者。余未之前聞。 

桂香殿外奏宣天下善冊大御史大仙卿史大成敬序。 

 

正陽帝君忠孝誥序 

天地一大蘧廬（qú lú）也。宇宙一大劇場也。山川嶽凟（yuè d

ú）。一大鋪張也。日月雲霞。一大景色也。鳥獸草木。一大妝點（zhu

āng diǎn）也。人處其中。生死壽夭（shòu yāo）。富貴貧賤。吉凶

悔吝（huǐ lìn）。妻財子祿。一大夢幻也。古往今來。歷年千百。

寒暑推移。少壯老死。一大瞬息也。然數窮則變。德厚則悠。名節完

人。      

雖死猶生。既天地混沌。日月晦明。山川崩竭。草木萎（wěi）



榮。而至德所昭。大義所著。歷百千萬劫。亦永存而不替者。娑婆（su

ō pó）世界。人事茫茫。苦海無邊。眾生碌碌（lù lù）。或矢志虛

空。置身於渺漠（miǎo mò）之鄉。或矯情干譽。居然為學道之人。 

無父無君。不忠不孝。甚而似是而非。猶豫於中。以刻薄為嚴明。

以迂愚（yū yú）為忠厚。滾滾紅塵。相胥（xiāng xū）陷溺。昏昏

習俗。共墮輪迴。吾友純陽子。念世教之衰微。憫（mǐn）蒼生之矇

昧。特揭忠孝以正人心。宣寫（xuān xiě）頒行。廣佈人間。其立言

本意。必酌精忠純篤。至孝無忝者。方得入誥。如少有瑕疵（xiá cī）。

則不與焉。所作忠誥七十二位。孝誥三十六位。凡六卷。每卷俱有發

明。此皆人世所共見聞。彰明較著者。其餘事跡隱晦。出處罕知。皆

不悉贅。以是而知超凡入聖。成佛登仙。莫不由於倫紀綱常之際。以

為進德修業之基也。其有裨（bì ）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是為序。 

 

字词参考 

輯（jí）：1.聚集，特指聚集材料编书 。聚集很多材料而成的

书刊。 

采錄（cǎi lù）：采集并记录。 

嚴（yán）：1.紧密，没有空隙 。2.不放松，认真。3. 郑重，庄

重 。 

檃括（yǐn kuò）：1.亦作“ 檃栝 ”。矫正竹木邪曲的工具。

揉曲叫檃，正方称括。2.泛指矫正。3.就原有的文章、著作加以剪裁、

改写。 

箴（zhēn）：1.同“针”。 2.劝告，劝戒。3.古代一种文体，

以告诫规劝为主。 

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



器物。 

閨門（guī mén）：1.宫苑、内室的门。借指宫廷、家庭。2.妇

女所居之处。借指妇女、妻子。 

匪懈（fěi xiè）：不懈怠。 

兢兢（jīng jīng）：小心谨慎的样子。 

黽黽（miǎn miǎn）：形容勤勉。 

姚（yáo）：姓。 

隣（lín）：同“邻”。 

蘧廬（qú lú）：驿站附设专供行人休息的房舍。 

嶽凟（yuè dú）：亦作“岳瀆”。五岳和四渎的并称。 

妝點（zhuāng diǎn）：1.装饰，打扮。2.谓点缀。3.指修饰文

字。4.渲染敷衍。 

壽夭（shòu yāo）：长寿与短命。 

悔吝（huǐ lìn）：1.亦作"悔恡"。亦作"悔"。 2.灾祸。 3.

悔恨。 4.谓追悔顾惜。 

萎（wěi）：干枯衰落。 

娑婆（suō pó）：意为能忍、堪忍、杂脍，谓在这个世界的众生

要忍受各种苦和烦恼。译自胡语。指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世界，也就

是我们这个世界。 

碌碌（lù lù）：1.平庸的样子。2.忙碌、奔波。 

渺漠（miǎo mò）：1.广漠无际。 2.渺无影踪。 3.极小的重量

单位。 

迂愚（yū yú）：1.犹迂拙。 2.指迂拙之人。 

相胥（xiāng xū）：共同。 

憫（mǐn）：见“悯”。 

宣寫（xuān xiě）：抒写。 



瑕疵（xiá cī）：比喻缺点、毛病。 

裨（bì）：增添，补助。 



《忠孝誥》總論 

純陽子曰。混沌之初。未有物。先有道。既有道。既有物。道無

形。物有形。有形之物必載無形之道。何物無道。何道離物。因物命

名。因名思義。因義知道。名歸物。物歸義。義歸道。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合而言之。何物何名何義。總括之曰道。無道既無物。

無物既無名。無名既無義。道也者在天地未生之前。必在天地既生之

後。道亦一物也。天地亦一物也。萬物總一物也。一物分萬物也。洪

荒初闢。天地生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最靈。故易曰。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父子君臣。然後有忠孝之名。蓋人未生之前。

漠然無朕。而道在於天地。人既生之後。秉氣成形。而道既蘊於性中。

是天地之道。俱在於人身。無有參差偏漏。無有阻礙間斷。舉一心之

心思耳目手足。鼻息脈絡筋骨。宰於心而發於意。發於意而形於事。

本身一天地也。天地一太極也。太極一無極也。於以知道中不止於忠

孝。而忠孝為行道之始。孝又為忠之始。忠孝之德。自賦質（fù zh

ì）之時。早已具於性中。宜人人為孝子。為忠臣。人人為孝子。則

世永無忤逆之事。人人為忠臣。則世永無反亂之日。乃天運不常。人

心多故。胞胎之時。忠孝之心渾然焉。嬰孩之時。忠孝之心油然焉。

及長而嗜欲惑其心。妻子變其心。財帛搖其心。爵祿動其心。得失橫

其心。利害間其心。而忠孝之良能。以盡失其本來矣。使予今日。欲

世人生而為忠臣孝子則難。勸世人學而為忠臣孝子則易。至於學之之

法。當讀書以明其理。持敬以養其心。積誠以動其意。舉念以察其私。

獨行獨寢。如君親之臨也。一行一動如君親之訓也。入而家庭。出而

朝廷。竭其力而不敢自以為孝。人自稱其孝。致其身而不敢自以為忠。



人自稱其忠。然忠孝未有不相因者。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能孝

既能忠。能忠必先孝。雖成名各有不同。或以忠顯。或以孝顯。要其

理則一也。故純忠純孝。非生知聖人不能。而大忠至孝。智愚皆可勉

至。所謂純者。全體大德。至精至微。無絲毫間議。天地以道付我。

我既以道全還於天地。天地且賴其叅（cān）贊化育。其殆聖之神乎。

所謂大與至者。就其大段而言。忠行孝德。膾炙人口（kuài zhì ré

n kǒu）。天地以道付我。我無愧於天地之道。且有功於綱常名教。

其殆賢人以上者乎。神聖不可妄希。賢哲宜為效法。庸常之道。功不

求之遠而求之近。事不取之難而取之易。同為天地所生之人。彼則神

靈千古。己則湮沒無聞。於此當大加猛進。欣然改過。每見世之人。

學佛學仙。發心發願。苦加修行。一念之不忠孝。仙佛既時棄絕。妄

廢其功。蓋古今無不忠孝之神仙。無不忠孝之佛祖。仙佛必自忠孝中

來。木有根。水有源。離忠離孝。非佛非仙。余特為世人指出忠孝之

至。可以格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動風雷。可以致雨雪。可以蹈江

河。可以開金石。可以化鳥獸。可以感草木。可以遺子孫。可以為賢

聖。可以成佛仙。報應無窮。功德無量。余因作此忠孝之誥。舉此忠

孝之神。果有能信心者。朝夕拜誦。熟之於中。見之於事。余必偕眾

神臨壇聽誦。以佑斯人。以成善果。以致吉祥。福神常照。災禍不臨。

豈不善哉。豈不善哉。 

 

字词参考： 

賦質（fù zhì）：释义是天赋资质。 

膾炙人口（ kuài zhì rén kǒu）：比喻好的诗文受到人们的称

赞和传诵。 



《忠誥》上卷 

純陽子曰。盤古首出御世。宇宙於是有天子。天子者。承上帝好

生之意。統率海內。以育羣黎。以養萬物也。有天子則必有公卿百職

事之人。承天子好生之意。以明政教。以肅紀綱也。故上帝知天下之

不可一日無君。一日無君。則羣盜蜂起。奸宄（guǐ）生心。倫常倒

置。強暴吞凌。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依然血食而木居。

依然混沌而無分。必擇一人畀（bì）以天下之大任。其祖宗積功累仁。

其本身修德行義。而後奮然崛起。名分正。時候至。民心順。歷數歸。

上帝傾心以向之。多方以佑之。艱難以啟之。太陽太陰為之明。風伯

雨師為之和。河獄山海為之奠。麒麟鳳凰為之遊。五行五土為之正。

八音八律為之調。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受其職而食其祿乎。然治世少

而亂世多。賊子多而忠臣少者。則以天澤之誼不明。君臣之義不講。

僭（jiàn）妄之念不戒。侈慾之行不謹。古人之惡不鑒。古人之善不

師。卒之身首異處。妻子為戮。宗族陵夷（líng yí）。家祀不保者。

皆此不忠所致。可勝歎哉。余今為世人說忠。夫忠一理。而人各途。

朝廷之上。有王侯之忠。有卿相之忠。有臺諫（tái jiàn）之忠。有

師傅之忠。有百職事之忠。宮闈（gōng wéi）之內。有后之忠。有妃

媵（yìng）之忠。有宦寺之忠。邊疆之際。有將帥之忠。有戌卒之忠。

四海之中。有督撫之忠。有有司之忠。有隸役之忠。有士之忠。有農

之忠。有工之忠。有商之忠。王侯而聞名既朝。守地惟謹則忠。卿相

而引登賢俊。燮理陰陽則忠。臺諫而犯顏敢諍。開陳利害則忠。師傅

而格其非心。引以至道則忠。百職事而各盡己責。勞於王事則忠。后

而夙興夜寐。無干政事則忠。妃媵而有寵不驕。小心事后則忠。宦寺

而服飾供御。灑掃應接則忠。將帥而義勇奮激。行陣分明則忠。戌卒



而戰則努力。居則退屯則忠。督撫而察貪去酷。奠寍（níng）四境則

忠。有司而清理民情。禁止奸宄則忠。隸役而勤勞為念。方便為心則

忠。士而敦篤人倫。以倡凡庶則忠。農而三時無失。早輸國課則忠。

工而朝夕作勤。居肆成業則忠。商而有無相易。逢闗（guān）必稅則

忠。朝廷不治者。王侯卿相臺諫師傅百職事之不忠也。宮闈不治者。

后與妃媵宦寺之不忠也。邊疆不治者。將帥戌卒之不忠也。四海不治

者。督撫有司隸役。士農工商之不忠也。為忠之事。為忠之人。難以

枚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獨受顯爵者。

當為忠臣。既一官半職。亦當為忠臣。不獨在朝者。宜為忠臣。既荒

陬（huāng zōu）海澨（hǎi shì）。亦宜為忠臣。說此十七以勸世人。

世人本忠者。聞之而欣然。感世人不忠者。聞之而惕然懼。則賊子潛

消。忠臣日出。宇宙太平。一世治。萬世治。萬萬世治。長治而不亂

者。忠為之也。忠誠大矣哉。純陽子說忠誥上卷畢。（說此十七者既

上文王侯之忠以下共有十七等） 

 

虔誠有請眾忠神來臨曰。 

志心朝禮 

旋乾轉坤。純忠純孝。揖讓大德神聖。有虞大舜帝。無極至尊。 三拜 

配天合地。純忠純孝。作述大德神聖。周西伯文王。無極至尊。 三拜 

定禮成樂。純忠純孝。制作大德神聖。魯國周公。無極至尊。   三拜 

傳道正德。純忠純孝。大成大神大聖。先師孔子。無極至尊。   三拜 

志心皈命禮  以下一拜 

丞相比干大忠神（各有讚曰） 

彼紂而昏。惡聞直論。諌（dǒng）臣既死諛（yú）臣尊。剖心之後國



何存。 

清惠候伯夷大忠神 

首陽山。去採薇。周八百。與心違。暴易暴。我安歸。 

仁惠候叔齊大忠神 

西山西山一去不還。周既入闗。生亦厚顏。 

衛大夫石碏（què）大忠神 

大義滅親。安國安民。 

衛大夫甯（níng）俞大忠神 

賂（lù）醫進食。得全吾君。時當無道。其愚絕羣。 

趙（zhào）客程嬰大忠神 

岸賈怒。兒在袴（kù）。不敢啼。趙氏數。欲雪冤。死非莫。 

趙客公孫杵（chǔ）臼（jiù）大忠神 

立孤難。死亦難。公曰易。岸賈見之心膽寒。 

鄭大夫公孫僑大忠神 

誰殺之。誰嗣之。謗有時。頌有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越大夫范蠡（lí）大忠神 

會稽事。與君憂。滅吳日。令臣愁。五湖遊。五湖遊。君恩常似五湖

秋。 

三閭（lǘ）大夫屈平大忠神 

作離騷。山鬼啾啾（jiū jiū）徹夜號。懷沙死。莫言勞。 

安平君田單大忠神 

出奇兵。火牛征。龍文五色生。七十餘城盡太平。 

天下士魯仲連大忠神 

天下士。不帝泰。燕將書。豈是真。 



趙上卿藺（lìn）相如大忠神 

十五城。璧禍生。澠池（miǎn chí）上。鼓瑟聲。完璧擊缶（fǒu）

秦王驚。 

秦大夫茅焦大忠神。 

解衣諫。秦王盼。臣死素辦。母子不可閒。 

留候張良大忠神 

用漢王。報韓王。博浪沙中張子房。 

大中大夫賈（jiǎ）誼大忠神 

王墜馬。鵬至家。治安策上後。哭殺賈長沙。 

丞相申屠嘉大忠神 

殿上慢。弄臣慣。檄召（xí zhào）通文帝患。 

江都相董仲舒大忠神 

道繼周。孔學貫天人。 

中郎將蘇武大忠神 

飲雪似嘗湯。吞氊（tūn zhān）如食豢。單于不久留。天子得帛雁。 

營平候趙充國大忠神 

總三軍。智勇聞。塞下粟莫如屯。 

槐里令朱雲大忠神 

檻（jiàn）可拆。佞臣之頭不可留。下從龍逢比干遊。 

司隸鮑宣大忠神 

慷慨陳言。髡鉗（kūn qián）至冤。誰救司隸。來集此旛（fān）。 

東郡太守翟（zhái）義大忠神。 

戰而勝。漢之福。戰不勝。死瞑目。食君之祿毋得縮。 

忠候馬援大忠神 



老將征蠻（mán）。生度鬼門闗（guān）。銅柱勳高不可攀。 

定遠候班超大忠神 

玉門闗。玉門闗。投筆封侯幾時還。 

東郡太守藏洪大忠神 

徒跣（xiǎn）請兵。與洪同死。不與將軍生。 

北海太守孔融大忠神 

北海牧。電如目。當時事。盡堪哭。甯（nìng）為漢死。羞為曹僕。 

武侯諸葛孔明大忠神 

操如鬼。公似龍。二十八宿列心胸。七擒六出少追踪。 

漢壽亭侯闗羽大忠神 

讀春秋。秉燭防嫌大節留。桃園不似舊（jiù）。空留遺恨滿荊州。 

征南大將軍羊祜大忠神 

緩帶輕裘（qīng qiú）。名士風流。 

彭澤令陶潛大忠神 

五柳先生。東籬（lí）花發一壺傾。處士墓表晉（jìn）名。 

平章事褚（chǔ）遂良大忠神 

撲殺此獠（liáo）。佳兒佳婦恨難消。當年顧命不終要。血淚灑（s

ǎ）天朝。 

梁公狄（dí）仁傑（jié）大忠神 

后而帝。古今稀。六博一局賭朝衣。片語轉危機。堂堂宰相正邦畿（jī）。 

始興文獻公張九齡大忠神 

文章事業一人足。特上千秋金鑑（jiàn）錄（lù）。曲江風度何人續。 

廣川都督宋璟大忠神 

鐵石心腸。賦得梅花滿鼻香。 



鄴（yè）候李泌（bì）大忠神 

懶殘懶殘。十年宰相令人寒。夜深明月滿蒲團。白衣去。紫衣還。 

汾陽王郭子儀大忠神 

用爾誠。去爾智。赴虜（lǔ）止單騎。 

睢（suī）陽張巡大忠神 

睢陽睢陽。士卒無糧。羅雀雀盡。殺妾妾亡。死為厲鬼。制賊猖狂。 

睢陽南霽（jì）雲大忠神 

斷指請兵。愧殺進明。男兒仗義。視死如生。 

忠節公顏杲（gǎo）卿大忠神 

牧羊奴。犯西都。十七郡應聲呼。 

魯公顏真卿大忠神 

歷三朝。白髮蕭蕭。氣節孤標。八十年來大限交。忠魂何處招。 

忠烈公段秀實大忠神 

仗忠節。心如鐵。芴（hū）擊賊。頭顱（lú）血。謀不成兮臣命絕。 

文公韓愈大忠神 

一封章。貶朝陽。霧開光。鱷（è）潛藏。藍闗上。費思量。 

晉公裴（péi）度大忠神 

破蔡功奇。撫蔡心慈。勳高華夏。名播外彝（yí）。 

宛（wǎn）平劉（liú）蕡（fén）大忠神 

宦寺廢君如逐鹿。一字還當一痛哭。直言下第不須愁。滿朝卿相抱頭

縮。 

韓國公富弼（bì）大忠神 

兩國盟。一字爭。使臣膽（dǎn）。大宋聲。 

萊（lái）國忠愍（mǐn）公寇準（zhǔn）大忠神 



立功難。立功難。功成謗起令人寒。雷州猶有寇公屋。滿目森森圍綠

竹。百姓過之俱一哭。 

魏國忠獻（xiàn）公韓琦（qí）大忠神 

立二帝。相三朝。寒西賊。阻青苗。事業昭。 

潞國忠獻公文彥博大忠神 

白髮蕭蕭執紀綱。恩隆十日詣（yì）都堂。文盡職。武安疆。四海春

風到處揚。 

河內公司馬光大忠神 

生平無事不堪傳。走卒兒童識大賢。一自宣仁晏（yàn）駕後。黨（d

ǎng）人碑樹淚涓涓。 

汝南文正公范仲淹大忠神 

一家哭。一路哭。貪吏終朝剝人肉。甲兵滿腹。西賊聞之心膽縮。 

叅（cān）知政事唐介大忠神 

仗忠信。任風波。彈章不厭多。骨鯁（gǔ gěng）任君磨。 

清獻公趙抃（biàn）大忠神 

鐵面御史。花驄（huā cōng）至此。一琴一鶴。清心如水。 

開封守包拯大忠神 

銅肝鐵膽不容情。笑一笑。黃河清。 

隴（lǒng）西公李綱大忠神 

虞（yú）騎橫。薄西城。書生無奈領殘兵。孤忠奮激。調度分明。 

大學生陳東大忠神 

上書不止。成仁而死。從容就市。烈哉君子。忠臣含淚。奸臣喜。 

副元帥宗澤大忠神 

心勤帝室。眼識英雄。 



崇政殿學士王安國大忠神 

青苗錢。四海顛。兄執拗。弟稱賢。拗與賢。萬古傳。 

微猷（yóu）閣學士洪皓（hào）大忠神 

冷山冷山。白首而還。 

豐（fēng）國公趙鼎大忠神 

身騎箕（jī）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愧同僚。有日裏。殄（ti

ǎn）鴟鸮（chī xiāo）。 

學士虞（yú）允（yǔn）文大忠神 

采石磯（jī）頭志氣高。大功勞。大功勞。書生不着戰時袍。羞殺將

軍掛大刀。 

忠簡公胡銓（quán）大忠神 

檜（huì）議可成。檜肉可烹。小朝廷。寍（nìng）蹈海死羞作卿。 

烈士施全大忠神 

拋一身。乾坤怨氣盡皆伸。事不成。英魂留得作忠神。休疑聶政（ni

è zhèng）一流人。 

文公朱熹（xī）大忠神 

古之文。秦始焚。古之教。漢帝分。三代兩後一聖人。講學東南得道

真。正心誠意動軍民。 

江西招諭使謝枋（fāng）得大忠神 

賣卜（mài bǔ）賣卜。世人漸熟。慇（yīn）懃（qín）聊作一書復。

留得丹心青史讀。 

忠節公李芾（fú）大忠神 

號飲度殘更。血淚無聲。潭城外。殺氣橫。臣力已竭。臣心以明。 

越國公張世傑大忠神 



一君立。一君亡。天厭（yàn）趙。颶風揚。上達臣心一瓣香。 

左丞相陸（lù）秀夫大忠神 

一塊肉。不得復。海水滔滔與君宿。千古興亡何代無。元人歡喜。宋

人哭。 

信國公文天祥大忠神 

餓不死。奔千里。十七史。何處起。曰成仁。素所履。 

豳（bīn）國公余闕（quē）大忠神 

註周易。談軍事。翩（piān）翩良將國所器。守孤城。賊兵熾（chì）。

一家死義生平志。 

學士方孝孺（rú）大忠神 

木未亭。忠魂號哭暗星辰。九族是何人。空留白骨委江濱（bīn）。 

兵部車駕司楊繼盛大忠神 

九死一生。忠心未冺（mǐn）。五奸十罪狀難形。 

聖教得統。大忠至孝。光明通顯靈應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忠武岳公。

護善大天尊。三拜 

末運挺生。忠孝性成。剿除積寇。威振金城。雄如兀朮（wù zhú）。

聞名既驚。請命終喪。目幾失明。帝曰戒酒。遂絕兕觥（sì gōng）。

軍來仙鎮。義勇俱盟。黃龍寨（zhà）裡。指日稱平。金牌忽下。馬

首淚傾。天地變色。奸諛（jiān yú）可烹。風波亭上。草木無情。

魂遊天府。上帝鑒（jiàn）誠。神靈宇宙。萬古佳聲。 

字詞參考： 

宄（guǐ）：1. 奸邪、作乱。2. 泛指坏人、歹徒。 

畀（bì）：给与。 

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



仪、器物。 

陵夷（líng yí）：渐趋于衰微。 

臺諫（tái jiàn）：唐宋时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

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为谏官。 

宮闈（gōng wéi）：后妃所居的深宫。 

媵（yìng）：古代指随嫁，亦指随嫁的人。古代称姬妾婢女。 

寍（níng）：古同“寧”。 

荒陬（huāng zōu）：偏僻荒远的地方。 

海澨（hǎi shì）：海滨。 

啾啾（jiū jiū）：泛指像各种凄切尖细的声音。 

澠池（miǎn chí）：河川名。位于河南省洛阳县西北。源自崤山，

东流经渑池县新安县，至洛阳注入洛水。 

缶（fǒu）：古代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盛酒瓦器。 

檄召（xí zhào）：用檄文征召。 

吞氊（tūn zhān）：汉苏武于武帝天汉初出使匈奴，匈奴欲降之，

武不屈，被幽大窖中。 

髡鉗（kūn qián）：古代一种惩治罪犯的方式。剃去头发称髡，

而以铁圈束住脖子称钳。汉文帝废除肉刑时，以髡钳城旦舂代替黥刑。 

輕裘（qīng qiú）：轻暖的皮衣。 

骨鯁（gǔ gěng）：比喻个性正直、刚健。 

花驄（huā cōng）：意为五花马，出自《骢马行》。 

殄（tiǎn）：尽，绝。 

鴟鸮（chī xiāo）：鸟类的一科，属夜行猛禽。 



聶政（niè zhèng）：战国时侠客，韩国轵(今河南济源东南)人，

以任侠著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賣卜（mài bǔ）：以占卜谋生。 

兀朮（wù zhú）：人名。（公元 ～1148） 姓完颜，名宗弼，金太

祖第四子。 

兕觥（sì gōng）：用兕角做成的酒器。腹椭圆或方形，圈足或四足，

有带角的兽头形酒盖，主要盛行于商代与西周前期。 

奸諛（jiān yú）：1.亦作“奸諛”。 奸诈谄媚。 2.奸诈谄媚的人。 

 

 



《忠誥》中卷 

純陽子曰。生為名臣。死為名神。臣不易名。神不易名。世人昏

昏。不察其真。天地之間孰為重。人為重。人之中。孰為尊。君為尊。  

君之下。孰為貴。臣為貴。臣之內。孰為美。忠為美。世人有言。

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此既道中門外漢。此既道中瞌睡翁。何知有

良。何知有忠。逢堯舜之時。皐夔稷契（gāo kuí jì qì）。良臣也。 

逢桀紂（jié zhòu）之時。龍逢比干。忠臣也。龍逢比干。處堯

舜之世。亦願為良臣。皐夔稷契處桀紂之時。亦不得不為忠臣。所謂

忠者。誠一無欺。盡心竭力。敬事後食。坐鎮朝端。大節不撓（náo）。

小行必謹。至於臨難死義。不事二君。乃天地大道。人生至性。譬如

女子。夫死重嫁。承一夫顏色。復承一夫顏色。回憶前情。稍有烈氣

者。豈不羞殺。是知馮道（féng dào）蘇循（sū xún）之流。乃畜類

同歸。雖位至卿相。祿享千鍾（qiān zhōnɡ）。乞人不屑（bù xiè）。

何況於有志氣者。故可以經綸廊廟（láng miào）。致至清明者。既

可以犯顏敢諍。捍禦（hàn yù）封疆。視死如生。為忠為良。易地皆

然。特時數不同。遇主有異。世人莫作兩般看。莫作難易想。幸而太

平無事。主聖臣良。景星慶雲（jǐng xīng qìng yún）昭其應。嘉禾

瑞麥至其祥。是先帝之靈。蒼生之福。社稷之長。為臣而享富貴榮華。

遇也。不幸而君驕臣諛（yú）。誅戮賢良。繁擾海內。奸雄草寇。竊

據（qiè jù）一方。地震山崩。時逢災變。是上天之怒。蒼生之災。

社稷之促。為臣而困苦患難。盡節以終。分也。知遇與分之所在。則

不怨於天。不尤於人。盡己之心。聽天之命而已。余每讀史。看歷代

以來。有獲忠良之名。而究無忠良之實者。有二。有先事一君。不見

其忠。繼事一君。方見其忠者。亦有二。余今為世人拈（niān）出。  



一則翹（qiáo）君之過。以沽直名。多刻諌（dǒng）草以傳子孫。

一則生平奸回（jiān huí）。敗國之事。臨難死節。以蓋前愆（qiá

n qiān）。此有忠之名。究無忠之實也。一則待人薄者。以薄報之。

待之厚者。以厚報之。一則重惜其死。甚愛其才。另結英君以盡其職。

此一君不見其忠。一君方顯其忠也。然此四者。余雖拈出。世人亦不

可輕畧。彼其人殊有可憐憫之處。比於純忠大忠者則不能。較於不忠

不良者則遠勝。今世人既立心為忠臣。則當取純忠大忠者。以為模範。

不可錯認優孟衣冠（yōu mèng yī guān）。作孫叔敖（sūn shú áo）

可也。抑忠不必於大處觀之。正於小處觀之。不必於人知見之。正於

不知見之。小事盡。則大事無不盡。不求知而人自知。然小者非小忠

之謂。不知者。非淡漠之謂。一事之舉必勤。一言之發必誠。如陶侃

（táo kǎn）之運甓（yùn pì）齋頭（zhāi tóu）。程頤（chéng yí）

之折柳必諫。此其小者也。然小事如此。大事可知。夙夜小心。無慚

屋漏。如趙盾（zhào dùn）之食魚飧（yú sūn）。楊振之辭幕金。此

不求人知者也。然誠於內者。必形於外。辨忠至此。則知生為名臣。

死為名神。非一事可假。一朝可至。世之人。當油然思。恍然悟。而

知人之重。君之尊。臣之貴。忠之美矣。純陽子說忠誥中卷畢。 

 

虔誠有請眾忠神來臨曰。 

志心朝禮  凡三拜   

旋乾轉坤。純忠純孝。揖讓大德神聖。有虞大舜帝。無極至尊。  

配天合地。純忠純孝。作述大德神聖。周西伯文王。無極至尊。 

定禮成樂。純忠純孝。制作大德神聖。魯國周公。無極至尊。 

傳道正德。純忠純孝。大成大神大聖。先師孔子。無極至尊。 



志心皈命禮  凡一拜 

丞相比干大忠神 

清惠候伯夷大忠神 

仁惠候叔齊大忠神 

衛大夫石碏（què）大忠神 

衛大夫甯（níng）俞大忠神 

趙（zhào）客程嬰大忠神 

趙客公孫杵（chǔ）臼（jiù）大忠神 

鄭大夫公孫僑大忠神 

越大夫范蠡（lí）大忠神 

三閭（lǘ）大夫屈平大忠神 

安平君田單大忠神 

天下士魯仲連大忠神 

趙上卿藺（lìn）相如大忠神 

秦大夫茅焦大忠神 

留候張良大忠神 

大中大夫賈（jiǎ）誼大忠神 

丞相申屠嘉大忠神 

江都相董仲舒大忠神 

中郎將蘇武大忠神 

營平候趙充國大忠神 

槐里令朱雲大忠神 

司隸鮑宣大忠神 

東郡太守翟（zhái）義大忠神 



忠候馬援大忠神 

定遠候班超大忠神 

東郡太守藏洪大忠神 

北海太守孔融大忠神 

武侯諸葛孔明大忠神 

漢壽亭侯闗羽大忠神 

征南大將軍羊祜大忠神 

彭澤令陶潛大忠神 

平章事褚（chǔ）遂良大忠神 

梁公狄（dí）仁傑（jié）大忠神 

始興文獻公張九齡大忠神 

廣川都督宋璟大忠神 

鄴（yè）候李泌（bì）大忠神 

汾陽王郭子儀大忠神 

睢（suī）陽張巡大忠神 

睢陽南霽（jì）雲大忠神 

忠節公顏杲（gǎo）卿大忠神 

魯公顏真卿大忠神 

忠烈公段秀實大忠神 

文公韓愈大忠神 

晉公裴（péi）度大忠神 

宛（wǎn ）平劉（liú）蕡（fén）大忠神 

韓國公富弼（bì）大忠神 

萊（lái）國忠愍（mǐn）公寇準（zhǔn）大忠神 



魏國忠獻（xiàn）公韓琦（qí）大忠神 

潞國忠獻公文彥博大忠神 

河內公司馬光大忠神 

汝南文正公范仲淹大忠神 

叅（cān ）知政事唐介大忠神 

清獻公趙抃（biàn）大忠神 

開封守包拯大忠神 

隴（lǒng）西公李綱大忠神 

大學生陳東大忠神 

副元帥宗澤大忠神 

崇政殿學士王安國大忠神 

微猷（yóu）閣學士洪皓（hào）大忠神 

豐（fēng）國公趙鼎大忠神 

學士虞（yú）允（yǔn）文大忠神 

忠簡公胡銓（quán）大忠神 

烈士施全大忠神 

文公朱熹（xī）大忠神 

江西招諭使謝枋（fāng ）得大忠神 

忠節公李芾（fú）大忠神 

越國公張世傑大忠神 

左丞相陸（lù）秀夫大忠神 

信國公文天祥大忠神 

豳（bīn）國公余闕（quē）大忠神 

學士方孝孺（rú）大忠神 



兵部車駕司楊繼盛大忠神 

以上各一拜 

聖教得統。大忠至孝。光明通顯靈應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忠武岳公。

護善大天尊。 三拜 

 

字词参考： 

皐夔稷契（gāo kuí jì qì）：皐夔稷契是一个汉语词，亦作"皐

夔稷契"，传说中舜时贤臣皋陶﹑夔﹑后稷和契的并称。亦借指贤臣。 

桀紂（jié zhòu）：夏桀与商纣的合称。二人皆因无道，为商汤

与周武王所灭。 

馮道（féng dào）：奸臣，人名。 

蘇循（sū xún）：奸臣，人名。 

千鍾（qiān zhōnɡ）：1.极言粮多。2.指优厚的俸禄。 

不屑（bù xiè）：轻视而不加以注意、重视。 

廊廟（láng miào）：朝廷。 

捍禦（hàn yù）：防卫、抵御。 

景星慶雲（jǐng xīng qìng yún）：比喻吉祥的征兆。 

諛（yú）：谄媚、奉承。 

竊據（qiè jù）：以不合法的方式占据。 

拈（niān）：用手指搓捏或拿东西。 

翹（qiáo）：举起、抬高。 

諌（dǒng）：多言。 

奸回（jiān huí）：1、奸恶邪僻。2、指奸恶邪僻的人或事。 

前愆（qián qiān）：以前的过失。 



優孟衣冠（yōu mèng yī guān）：春秋时楚艺人优孟，滑稽多智，

擅长讽谏。楚相孙叔敖死后，其子穷困无依，优孟著敖衣冠，仿其神

态见楚庄王。庄王大惊，优孟乃趁机讽谏，使孙叔敖之子得到封地，

保有富贵。 

孫叔敖（sūn shú áo）：人名。生卒年不详，春秋楚人。 

陶侃（táo kǎn）：（西元 259～334）晋代名臣，浔阳（今湖北

省黄梅县北）人，字士行，明帝时拜征西大将军，都督荆襄军事，平

定苏峻之乱，初为广州刺史，每日搬运砖块以锻炼体力，为人忠顺勤

劳，时人比之诸葛亮。 

運甓（yùn pì）：运甓喻指因立志建功立业而勤勉自励，出自《晋

书》。 

齋頭（zhāi tóu）：指书斋。 

程頤（chéng yí）：人名。（西元 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

先生，宋洛阳人。为学以诚敬为本，主穷理，言行以圣人为模范。与

兄程颢合称为「二程」，开创洛派理学。著有《易传》、《春秋传》

等，皆合于二程全书中。 

趙盾（zhào dùn）：赵盾(公元前 655 年-公元前 601年)，即赵宣

子，嬴姓，赵氏，名盾，谥号"宣"，时人尊称其赵孟或宣孟。 

魚飧（yú sūn）：鱼做的食物。一说即鱼羹。 

 

 

 



《忠誥》下卷 

純陽子曰。古今來有無用之人。而不得謂之不忠者。有有用之人。

而不得見其忠者。碌碌庸才。但袖手旁觀。歲縻（mí）廩祿（lǐn l

ù）。留之無益。去之無損。如公孫弘之三公布被。盧懷慎（lúhuái sh

èn ）之伴食中書。是也。此可稱為無用之人。而不可加以不忠之名。

權衡者。誠能慎之於始。進則因才授職。名器不致濫叨（dāo）。而

朝廷得人矣。有才堪王佐。學貫天人。經綸滿腹。處之閒散之地。無

所見其長。因浪跡於江山。陶情於詩酒。如李白之識子儀（zǐ yí）。

杜甫之依嚴武（yán wǔ）。是也。此可稱為有用之人。而仍不得盡其

忠之事。秉軸（bǐng zhóu）者。果能登之於要路。則得權行道。必

有非常之功業。而草野無遺賢矣。余所謂忠臣者。原非從利害上計較。  

天王明聖之戴。不可一日去於胸中。君臣大道然也。今既以利害

論。則忠臣之利居多。奸臣之害不少。古今報應。昭昭不爽。如比干

諌紂而死。飛廉（fēi lián）逢紂之惡。在當時。飛廉豈不揚揚自以

為得計。及牧野之師起。武王於比干之墓則封之。於飛廉則驅於海隅

（hǎi yú）而戮之。死之先後曾幾何時。而比干之香名萬載。飛廉遺

臭千年。利害不大大相懸絕哉。且奸臣不獨人得而誅之。既天終必誅

之。如賈充秦檜。惡貫滿盈。二人本皆有子。充檜之婦。妬（dù）而

殺之。此天譴也。特假妬婦之手耳。夫絕嗣大事。因一人奸惡。遂絕

千年宗祀。豈不昭然顯應哉。此特槩（gài）舉一二人之報應。以醒

悟爾世人。夫自古之奸臣。未有安享無事者不顯滅其身。必戮其子孫。

如董卓。曹操。韓侂胄（hán tuōzhòu）。史彌遠之報應。東冊之中。

歷歷可數。爾世人不見近世之盡難者乎。一身既死。朝廷必蔭其子孫。

加以贈謚（zèng shì）。既換朝易姓。亦必追錄（lù）忠良。載在青



史。若奸臣則宇宙罵不絕口。雖孝子慈孫。不能蓋其愆。利害如此。

世人何憚不為忠臣。而願為奸臣哉。今而後。已仕者。當打點心腸。

光明正直。烈烈轟轟（liè liè hōng hōng）。為一忠臣。未仕者。

一飲一食。常感君恩。慕拜颺（yáng）之風。絕逢迎之事。一旦立朝。

自可為忠臣。既終身不仕。亦無愧於天地神明。余說誥至此三卷。惓

惓（quán quán）欲世人盡忠之意。至矣。盡矣。倘執迷不悟。不獨

自天地。負君王。且負吾一片婆心矣。純陽子說忠誥下卷畢。 

 

虔誠有請。眾忠神來臨曰。 

志心朝禮  凡三拜 

旋乾轉坤。純忠純孝。揖讓大德神聖。有虞大舜帝。無極至尊。  

配天合地。純忠純孝。作述大德神聖。周西伯文王。無極至尊。 

定禮成樂。純忠純孝。制作大德神聖。魯國周公。無極至尊。 

傳道正德。純忠純孝。大成大神大聖。先師孔子。無極至尊。 

志心皈命禮  凡一拜 

丞相比干大忠神 

清惠候伯夷大忠神 

仁惠候叔齊大忠神 

衛大夫石碏（què）大忠神 

衛大夫甯（níng）俞大忠神 

趙（zhào）客程嬰大忠神 

趙客公孫杵（chǔ）臼（jiù）大忠神 

鄭大夫公孫僑大忠神 

越大夫范蠡（lí）大忠神 



三閭（lǘ）大夫屈平大忠神 

安平君田單大忠神 

天下士魯仲連大忠神 

趙上卿藺（lìn）相如大忠神 

秦大夫茅焦大忠神 

留候張良大忠神 

大中大夫賈（jiǎ）誼大忠神 

丞相申屠嘉大忠神 

江都相董仲舒大忠神 

中郎將蘇武大忠神 

營平候趙充國大忠神 

槐里令朱雲大忠神 

司隸鮑宣大忠神 

東郡太守翟（zhái）義大忠神 

忠候馬援大忠神 

定遠候班超大忠神 

東郡太守藏洪大忠神 

北海太守孔融大忠神 

武侯諸葛孔明大忠神 

漢壽亭侯闗羽大忠神 

征南大將軍羊祜大忠神 

彭澤令陶潛大忠神 

平章事褚（chǔ）遂良大忠神 

梁公狄（dí）仁傑（jié）大忠神 



始興文獻公張九齡大忠神 

廣川都督宋璟大忠神 

鄴（yè）候李泌（bì）大忠神 

汾陽王郭子儀大忠神 

睢（suī）陽張巡大忠神 

睢陽南霽（jì）雲大忠神 

忠節公顏杲（gǎo）卿大忠神 

魯公顏真卿大忠神 

忠烈公段秀實大忠神 

文公韓愈大忠神 

晉公裴（péi）度大忠神 

宛（wǎn）平劉（liú）蕡（fén）大忠神 

韓國公富弼（bì）大忠神 

萊（lái）國忠愍（mǐn）公寇準（zhǔn）大忠神 

魏國忠獻（xiàn）公韓琦（qí）大忠神 

潞國忠獻公文彥博大忠神 

河內公司馬光大忠神 

汝南文正公范仲淹大忠神 

叅（cān）知政事唐介大忠神 

清獻公趙抃（biàn）大忠神 

開封守包拯大忠神 

隴（lǒng）西公李綱大忠神 

大學生陳東大忠神 

副元帥宗澤大忠神 



崇政殿學士王安國大忠神 

微猷（yóu）閣學士洪皓（hào）大忠神 

豐（fēng）國公趙鼎大忠神 

學士虞（yú）允（yǔn）文大忠神 

忠簡公胡銓（quán）大忠神 

烈士施全大忠神 

文公朱熹（xī）大忠神 

江西招諭使謝枋（fāng）得大忠神 

忠節公李芾（fú）大忠神 

越國公張世傑大忠神 

左丞相陸（lù）秀夫大忠神 

信國公文天祥大忠神 

豳（bīn）國公余闕（quē）大忠神 

學士方孝孺（rú）大忠神 

兵部車駕司楊繼盛大忠神 

以上各一拜 

聖教得統。大忠至孝。光明通顯靈應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忠武岳公。

護善大天尊。  三拜 

 

字词参考： 

縻（mí）：系缚、牵绊。 

廩祿（lǐn lù）：禄米;俸禄。 

盧懷慎（lúhuái shèn）：卢怀慎(?~716 年)，字怀慎，滑州灵昌

县(今河南省滑县)人，祖籍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唐朝时期宰

https://baike.so.com/doc/5992369-62053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17864-1922644.html


相，潭州参军卢挺之子。 

叨（dāo）：同饕（音同），贪；犹“忝”：谦辞，表示受之有愧。 

子儀（zǐ yí）：郭子仪(697 年-781 年)，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

人，祖籍山西太原，唐代政治家、军事家。 

嚴武（yán wǔ）：严武(726 年-765 年)，字季鹰。华州华阴(今陕

西华阴)人。唐朝中期大臣、诗人，中书侍郎严挺之之子。初为拾遗，

后任成都尹。两次镇蜀，以军功封郑国公。 

秉軸（bǐng zhóu）：比喻执政。 

飛廉（fēi lián）：商纣的谀臣。 

海隅（hǎi yú）：沿海偏远的地方。 

妬（dù）：乳痈。一种恶疾。 

槩（gài）：同“概”。 

韓侂胄（hán tuōzhòu）：韩侂胄(1152年 11 月 6 日-1207年 11

月 24日)，字节夫，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南宋权相。魏郡王韩

琦曾孙，宝宁军承宣使韩诚之子，宪圣皇后吴氏之甥，恭淑皇后韩氏

叔祖，宋神宗第三女唐国长公主之孙。 

贈謚（zèng shì）：古代帝王﹑官员死后，根据其生前事迹赠给

一个表示褒贬的称号。 

錄（lù）：记载言行或事物的书册。 

烈烈轟轟（liè liè hōng hōng）：形容气势壮盛，不同凡响。 

颺（yáng）：1.飛揚；飄揚。2.顯揚；發揚。3.顯明，出眾。4.

頌揚；稱頌。5.拋；丟。 

惓惓（quán quán）：真挚诚恳。 

https://baike.so.com/doc/6458286-66719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3623668-38094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42387-19482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11872-6725597.html
https://baike.so.com/doc/1660314-56006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85314-68992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4399672-46064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05719-67194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057982-246414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46369-585900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46369-5859005.html


《孝誥》上卷 

純陽子曰。孝之義大矣哉。夫孝。德之基也。忠之門也。天之心

也。地之程也。人之本也。不孝則德之基傾。忠之門塞。天之心覆。

地之程缺。人之本賊。傾則仁義禮智無其根。塞則經綸事業閉其庭。

覆則日月鬼神促其生。缺則東西南北失其衡。賊則視聽言動亂其真。

故基立而百行端。門開而行藏裕。心順而福祿集。程全而心志泰。本

安而枝葉茂。則大乎德。通乎忠。感乎天。應乎地。成乎人。千古嘖

嘖（zé zé）。稱為孝子之名。夫哀哀父母。生我劬勞（qú láo）。

懷抱而冀其步履。步履而冀其成立。疾則思其愈。長則思其賢。賤則

思其貴。貧則思其富。為之顧復。為之提攜（tí xié）。為之飲食。

為之衣冠。為之擇師。為之娶妻。為之立產。為之欣喜。為之恐懼。

人年不滿百。而一生心血。半世經營。止為子孫用盡。以是知天下無

不是之父母。而人間有不順從之子孫。蓋天下事有待。而孝無待。待

其富。如終不富。而親莫留。待其貴。如終不貴。而親忽逝。天之歲

月。不為父母久邀。人子之心。昊天罔極。故志士常惜寸陰。孝子當

惜分陰。孝子之心本一。孝子之分不同。玉食萬方。孝也。菽水（sh

ū shuǐ）承歡。亦孝也。七廟追封。孝也。春秋家奠。亦孝也。天子

有天子之孝。諸侯有諸侯之孝。卿大夫有卿大夫之孝。士庶人有士庶

人之孝。孔子之謂五孝。遇分而薄其親。非孝也。違分以悅其親。亦

非孝也。盡己之分。行孝之事。是孝無已（wú yǐ）。然人生有二恨。

嬰孩之際。只知嬉戲。恃（shì）親之愛。肆己之為。未能曲盡敬親

之道。恨也。長而毛裏之念常生。音容之追已渺。雖珍羞（zhēn xi

ū）醴酒（lǐ jiǔ）。不能奉雙親於九泉。風木之悲。終身浩歎。恨

也。知此二恨。則父母雙全。言笑依依。承歡膝下。人生大幸。自當



晨昏定省。竭盡孝思。在一日。則伸一日之報。在一刻。則伸一刻之

報。庶返心不愧。顧影無慚。否則悔將何及。今世人之不孝者。因父

母怙（hù）愛。家庭之常。忽畧過度。禮節不生。色慾日深。天恩漸

薄。對妻子之日長。對父母之日短。與妻子之言多。與父母之言少。

此等之人。具係下愚。賢哲不齒。神明見棄。故家庭之間。不可一日

廢（fèi）禮。廢禮則慢生。慢生則釁起（xìn qǐ）釁起則閒出（ji

àn chū）。是以父坐子立。嚴矣。行之而覺安。冬溫夏凊（qìng）。

煩矣。久之而心悅。親未食。己不敢食。親未飲。己不敢飲。親未衣。

己不敢衣。親未命。己不敢出。一步而不敢忘孝。一言而不敢忘孝。

一事而不敢忘孝。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親在不敢以遊為名。親在不敢

以忿（fèn）易生。親在不可以險可乘。夢寐之中。而孝思自存。非

要譽於朋友。非求名於朝廷。非邀福於鬼神。孝德所昭。朋友自稱之。

朝廷自顯之。鬼神自佑之。可以為德之基。忠之門。天之心。地之程。

人之本矣。純陽子說孝誥上卷畢。 

 

虔誠有請。眾孝神來臨曰。 

志心朝禮  凡三拜 

旋乾轉坤。純忠純孝。揖讓大德神聖。有虞大舜帝。無極至尊。  

配天合地。純忠純孝。作述大德神聖。周西伯文王。無極至尊。 

定禮成樂。純忠純孝。制作大德神聖。魯國周公。無極至尊。 

傳道正德。純忠純孝。大成大神大聖。先師孔子。無極至尊。 

志心皈命禮  凡一拜 

仁讓公泰伯至孝神 

被髮文身（pī fà wén shēn）。曲體（qǔ tǐ）其親。荊蠻（jīng m



án）開國。篤生聖人。 

恭恪（gōng kè）公申生至孝神 

東山師。金玦（jīn jué）偏衣不用辭。 

二五耦（èr wǔ ǒu）。晉室悲。君安驪姬（lí jī）死無時。 

異節公伯奇至孝神 

伯勞伯勞。飛在山之麓（lù）。思親不見終朝哭。勸世人。妻子莫輕

續。 

誠一公曾子至孝神 

心與親同。嚙指（niè zhǐ）而通。羊棗（yáng zǎo）興思自不窮。

孟曰養志。幾代家風。 

勇感公子路至孝神 

白雲悠悠。雙親莫留。累茵（lèi yīn）列鼎往南遊。負米（fù mǐ）

當年何處求。 

誠感公閔子（mǐn zǐ）至孝神 

母在兒寒。母去兒單。三子單。何如一子寒。至言動父古云難。 

純謹公高子皋（gāo）至孝神 

執親喪。泣血三年斷人腸。哀日深。笑日忘。思親常在白雲鄉。 

純感公潁（yǐng）考叔至孝神 

小人有母。未嘗君羹（gēng）。君有母。悔誓黃泉何日迎。洩洩融融

天性明。愛母及君純孝聲。 

謹恪公樂正子春至孝神 

師訓心頭錄。全體還親腹。傷其足。不出屋。孝子心。恭而肅。 

漢太宗孝文帝至孝神 

孝事親。德化民。謚（shì）曰文。一聖君。 



誠毅女緹縈（tí yíng）至孝神 

妾父廉平。死者不可復生。願入宮廷除父刑。生男莫重。生女莫輕。

上書救父令人驚。 

順惠女桓（huán）少君至孝神 

脫卻綺羅（qǐ luó）換布裳（shang）。鹿車共挽去歸鄉。拜姑禮畢

忙提甕（tí wèng）。愧殺當時紅粉妝。 

堅節女陳孝婦至孝神 

青春十六。夫死養姑勤紡軸（zhóu）。丹書來屋。黃金盈簏（lù）。

孝婦名。千古錄。 

清簡公茅容至孝神 

避雨無心結友生。一經衡品便成名。厨下宰雞聲。堂前動客情。供母

延賓孝子行。厚薄自分明。 

仁感公薛包（xuē bāo）至孝神 

後妻續。前兒逐。里門舍外宿。洒掃堂前父怒生。思親不得晨昏哭。

晨昏哭。親心非稿木（gǎo mù）。 

義隱公王裒（póu）至孝神 

讀蓼莪（lùé）。廢蓼莪。墳（fén）前枯柏淚痕多。三徵七辟（sān zh

ēng qī bì）。我心則那。手無斧柯（fǔ kē）。奈彼晉何。 

誠感公陸續至孝神 

橘花香。橘子黃。思親一食未能忘。七歲兒郎。袖中懷得滿庭霜。 

誠懿（yì）公江革至孝神 

孝子莫愁貧。行傭可養親。孝子莫愁賊。誠至動凶人。 

順感公王祥至孝神 

天上雀飛。水內魚肥。解氷（bīng）入幕動慈闈（cí wéi）。 



敬懿公孟宗至孝神 

綠竹綠竹。孝子何須哭。勁節（jìn jié）虛心感應速。 

雍穆公王延至孝神 

西風寒。短衣單。貧自貧兮親自安。 

誠悅女唐夫人至孝神 

堂上乳姑心愈固。有子有孫如新婦。相傳高崔（cuī）戶。 

文敬公庚黔（qián）婁（lóu）至孝神 

到縣未旬。身係官兮心繫親。嘗糞心驚。稽顙（qǐ sǎng）北辰。這

孝子天性純。 

文懿公何子平至孝神 

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葺（qì）屋何須覆亡身。 

誠敬公韓伯愈至孝神 

年年此杖須着肉。今年此杖須痛哭。親力不復。親力不復。恐衰顏。

韶光迅速。 

誠感公董永至孝神 

人間孝子室長貧。室長貧。風雨蕭蕭不葬親。仙姬特遣（qiǎn）下紅

塵。不是真。又是真。 

誠悅公老萊（lái）子至孝神 

身上衣。五色斑。嬰兒啼。悅親顏。悅親顏。採藥何須煉九還。 

肅穆公丁蘭至孝神 

刻木為容如親復。朝朝禮拜誠而肅。眼中流血親何哭。這頑妻。宜逐

宜逐。 

勇感女盧氏至孝神 

冒白刃。護姑身。有仁義。始稱人。 



恭肅公黃香至孝神 

冬溫夏凊（qìng）。不忝（tiǎn）所生。 

節孝公徐（xú）積至孝神 

孝自天生。舉足心驚。終身不踐石（jiàn shí）。徐行。 

誠愍公朱壽昌至孝神 

母子相離五十春。棄官流涕入西秦。同州得見親。 

至感公郭巨至孝神 

供母不足。懷中兒哭。嬌兒反分慈母肉。埋在荒山麓（lù）。天賜黃

金堪一斛（hú）。 

靈保公姜詩至孝神 

躍（yuè）鯉湧泉。至孝動天。 

誠謹公毛義至孝神 

萬事可續。親年不復。捧檄（pěnɡ xí）心歡。親去何如。親在食君

祿。 

忍毅公張公藝（yì）至孝神 

九族九族。五百年前共親腹。忍字足。親親睦。 

聖教得統。大忠至孝。光明通顯靈應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忠武岳公。

護善大天尊。三拜 

末運挺生。忠孝性成。勦除積寇。威振金城。雄如兀朮（wù zhú）。

聞名既驚。請命終喪。目幾失明。帝曰戒酒。遂絕兕觥（sì gōng）。

軍來仙鎮。義勇俱盟。黃龍寨（zhài）裡。指日稱平。金牌忽下。馬

首淚傾。天地變色。奸諛（jiān yú）可烹。風波亭上。草木無情。

魂遊天府。上帝鑒（jiàn）誠。神靈宇宙。萬古佳聲。 

 



字词参考： 

嘖嘖（zé zé）：形容咂嘴或说话声。 

劬勞（qú láo）：劳累，劳苦。 

提攜（tí xié）：领着孩子走路，比喻在事业上扶植后辈或后进。 

菽水（shū shuǐ）：豆与水。 指所食唯豆和水，形容生活清苦。 

無已（wú yǐ）：1.不倦,不怠。2、无止境;无了时。 

恃（shì）：依赖，仗着。 

珍羞（zhēn xiū）：珍奇美味的食物。 

醴酒（lǐ jiǔ）：甜酒。 

怙（hù）：依靠，仗恃。 

廢（fèi）：见“废”。 

釁起（xìn qǐ）：挑起事端;寻衅。 

閒（jiàn chū）：乘隙私行。 

凊（qìng）：凉：清凉。寒冷。 

忿（fèn）：生气，恨。 

被髮文身（pī fà wén shēn）：古代吴越一带和某些南方民族的

风俗。头发披散，身刺花纹。 

荊蠻（jīng mán）：古代中原人对楚越或南人的称呼。 

恭恪（gōng kè）：恭敬谨慎。 

金玦（jīn jué）：1.有缺口的青铜环。古代用作佩锦。 2.指有

缺口的黄金环。 

二五耦（èr wǔ ǒu）：春秋时晋献公所宠幸的梁五与东关嬖五，

二人朋比为恶，祸殃晋室，如农夫相并而耕，故晋人称为「二五耦」。 

驪姬（lí jī）：春称时骊戎之女。晋献公伐骊戎，获姬归﹐立为



夫人。 

麓（lù）：山脚下。 

嚙指（niè zhǐ）：1.咬指头。形容极为痛心。 2.晋干宝《搜神

记》卷十一:"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啮指。

'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羊棗（yáng zǎo）：1.果名。君迁子之实，长椭圆形，初生色黄，

熟则黑，似羊矢，俗称"羊矢枣"。 

累茵（lèi yīn）：指念悲已故父母。 

負米（fù mǐ）：谓外出求取俸禄钱财等以孝养父母。 

羹（gēng）：用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状、冻状食物。 

謚（shì）：古代帝王或大官死後評給的稱號。 

綺羅（qǐ luó）：泛指华贵的丝织品或丝绸衣服。 

裳（shang）：衣服。 

提甕（tí wèng）：多用为修行妇道、甘于贫苦的典故。 

軸（zhóu）：紡織機上持經線的工具。 

簏（lù）：1.竹箱。2.用竹篾编的盛零碎东西的小篓。 

稿木（gǎo mù）：已经死亡干枯的树木，形容毫无生气。 

蓼莪（lùé）：蓼（lù）蓼：长又大的样子。莪（é）：一种草，

即莪蒿。 

墳（fén）：见“坟”。 

三徵七辟（sān zhēng qī bì）：累次征召。 

斧柯（fǔ kē）：1.斧柄。2.比喻政权、权柄。 

氷（bīng）：同“冰”。 

慈闈（cí wéi）：1.亦作"慈帏"。亦作"慈帷"。 2.旧时母亲的代



称。 3.封建时代以皇后母仪天下，故亦以称皇后。 

勁節（jìn jié）：不屈的节操。 

稽顙（qǐ sǎng）：以额触地的敬礼。 

踐石（jiàn shí）：乘马时所用的垫脚石。 

捧檄（pěnɡ xí）：奉命就任。 

兀朮（wù zhú）：人名。（公元 ～1148） 姓完颜，名宗弼，金

太祖第四子。 

兕觥（sì gōng）：用兕角做成的酒器。腹椭圆或方形，圈足或四

足，有带角的兽头形酒盖，主要盛行于商代与西周前期。 

奸諛（jiān yú）：1.亦作“奸諛”。 奸诈谄媚。 2.奸诈谄媚的

人。 

鑒（jiàn）：1.鏡子。2.照。3.觀察，審察。 

 

 

 

 

 
 
 
 
 



《孝誥》中卷 

純陽子曰。水無源則竭。木無根則彫（diāo）。屋無柱則傾。山

無脚則崩。天地無氣以舉之。則墜。日月星辰無天以繫之則滅。山川

草木無地以載之。則絕。故天地生人。父母生子。人本於父母。既本

於天地。人無孝。則何以為人。余今為世人說孝。夫孝有十。 

一曰承顏。承顏者。父母有笑容則喜。有慍色（yùn sè）則懼。

己有喜。當父母之前則增。己有怒。當父母之前則消。無喜無怒。父

母見之不堪。有喜有怒。父母見之亦不常。惟婉容悅色。言笑依依。

始可為承顏。 

二曰順令。順令者。父母欲之東。己不可強之西。父母欲之南。

己不可強之北。父母欲賞一人。己不可曰不賞。欲罰一人。己不可曰

不罰。惟適其意。行其願。養志無違。始可謂之順令。 

三曰寬心。寬心者。父母於日用則心謀之。於禍患則心防之。於

子之不肖（bù xiào）。則心恥之。於子之疾病。則心憂（yōu）之。

惟不以日用累其心。禍患恐其心。不肖勞其心。疾病虞（yú）其心。

泰然自適。優遊（yōu yóu）無礙。始可謂之寬心。 

四曰敬身。敬身者。言動視聽之非。俱足辱親令名。舟車飲食之

損。俱足虧親全體。惟口無妄言。行無妄動。立無妄視。坐無妄聽。

車而恐墜。舟而恐覆。飲而恐醉。食而恐傷。始可謂之敬身。 

五曰善養。善養者。天未寒。撫父母之背曰得無寒。寒則添衣。

時未飢。進父母之前曰得無飢。飢則進食。己雖短褐（duǎn hè）。

親必備裘葛（qiú gě）。己雖藜藿（lí huò）。親必極滋味。始可謂

之善養。 

六曰繼（jì）美。繼美者。親用一人。己不敢改之。親行一事。



己不敢更之。親遺一業。己不敢變之。親留一言。己不敢忘之。待親

之人愈厚。視親之事愈重。守親之業愈謹。記親之言愈深。始可謂之

繼美。 

七曰格非。格非者。君之過。可以犯顏敢諍。親之過不可直言明

辨。君以義合。親以恩合。親有大過。惟積以誠意。動以至情。婉言

不從。繼以號哭。天性之間。必有動者。始可謂之格非。 

八曰調疾。調疾者。父母有恙（yàng）。請明醫慎風寒。躬親湯

藥。嘗飲食。衣不解帶。夜不成寢（qǐn）。食不知味。久而耐煩。

愈而心樂。始可謂之調疾。 

九曰盡哀。盡哀者。父母之恩。百年莫報。父母之終。千秋永別。

臨沒而淚流血。心如裂。含斂而聲如塞。容如墨。送喪而往如慕（m

ù）。返如疑。水漿（shuǐ jiāng）不入於口。苦塊不離於身。音樂

不聞於耳。笑談不見於齒。自三日三月。至於三年。哀於禮有節。哀

於心不忘。始可謂之盡哀。 

十曰追思。追思者。春而奠。秋而祀（sì）。生而哭。忌（jì）

而泣。節而哀。時而獻。廟（miào）而新。墳而掃。覩風木而興悲。

觀白雲而長往。執遺器而悽愴（qī chuàng）。讀遺書而彷徨。始可

謂之追思。 

此之謂十孝。無處不宜孝。無時不宜孝。無事不宜孝。無人不宜

孝。孝生於心。難以言盡。說此十孝以勸世人。當知水源木根。屋柱

山脚。天地本於氣。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本於天地。人本於父母矣。

純陽子說孝誥中卷畢。 

 

 



虔誠有請。眾孝神來臨曰。 

志心朝禮  凡三拜 

旋乾轉坤。純忠純孝。揖讓大德神聖。有虞大舜帝。無極至尊。  

配天合地。純忠純孝。作述大德神聖。周西伯文王。無極至尊。 

定禮成樂。純忠純孝。制作大德神聖。魯國周公。無極至尊。 

傳道正德。純忠純孝。大成大神大聖。先師孔子。無極至尊。 

志心皈命禮  凡一拜 

仁讓公泰伯至孝神 

恭恪（gōng kè）公申生至孝神 

異節公伯奇至孝神 

誠一公曾子至孝神 

勇感公子路至孝神 

誠感公閔子（mǐn zǐ）至孝神 

純謹公高子皋（gāo）至孝神 

純感公潁（yǐng）考叔至孝神 

謹恪公樂正子春至孝神 

漢太宗孝文帝至孝神 

誠毅女緹縈（tí yíng）至孝神 

順惠女桓（huán）少君至孝神 

堅節女陳孝婦至孝神 

清簡公茅容至孝神 

仁感公薛包（xuē bāo）至孝神 

義隱公王裒（póu）至孝神 

誠感公陸續至孝神 



誠懿（yì）公江革至孝神 

順感公王祥至孝神 

敬懿公孟宗至孝神 

雍穆公王延至孝神 

誠悅女唐夫人至孝神 

文敬公庚黔（qián）婁（lóu）至孝神 

文懿公何子平至孝神 

誠敬公韓伯愈至孝神 

誠感公董永至孝神 

誠悅公老萊（lái）子至孝神 

肅穆公丁蘭至孝神 

勇感女盧氏至孝神 

恭肅公黃香至孝神 

節孝公徐（xú）積至孝神 

誠愍公朱壽昌至孝神 

至感公郭巨至孝神 

靈保公姜詩至孝神 

誠謹公毛義至孝神 

忍毅公張公藝（yì）至孝神 

聖教得統。大忠至孝。光明通顯靈應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忠武岳公。

護善大天尊。三拜 

 

字词参考： 

彫（diāo）：同“凋”。 



慍色（yùn sè）：怨怒的容色。 

不肖（bù xiào）：一般是称不孝之子为不肖。也指不才，不正派；

品行不好，没有出息等。 

憂（yōu）：1.發愁、擔心。2.煩惱的事。3.疾病。 

虞（yú）：1.忧虑。2.疑虑、顾虑。 

優遊（yōu yóu）：意思是生活得十分闲适。 

短褐（duǎn hè）：贫贱者所穿，以粗布裁制的衣服。 

裘葛（qiú gě）：裘，冬天的皮衣。葛，夏天的布衣。裘葛泛指

衣服。 

藜藿（lí huò）：一般百姓所吃的野菜。 

繼（jì）：连续，接着。 

恙（yàng）：1.疾病。2.忧虑。 

寢（qǐn）：见“寝”。睡觉、卧息。 

慕（mù）：1.向往，敬仰。2.思念，依恋。 

水漿（shuǐ jiāng）：意思是指饮料或流质食物。 

祀（sì）：祭祀。 

忌（jì）：亲丧之日称为「忌」。 

廟（miào）：1.古时用来祭祀祖宗的屋舍。2.供奉神佛的屋舍。 

悽愴（qī chuàng）：凄凉悲伤。 

 

 

 

 



《孝誥》下卷 

純陽子曰。父母是兩尊活佛。今世人不知敬。昔有楊黼（yáng f

ǔ）家貧。耕數畝（mǔ）。竭力奉親甘旨（ɡān zhǐ）。一日聞蜀有無

際大士。辭親往訪之。塗（tú）遇一老僧。問何所之。曰。欲見無際。

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

（yī lǚ）者。既佛也。遂回。無所遇。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喜甚。

既披衾（qīn）倒屣（xǐ）出戶。乃向所言佛狀也。自是知父母是佛。

不用遠慕。况天下事之報應猶遲。惟孝之報應甚速。一念之孝。神自

知之。一事之孝。人自敬之。如孟宗之哭竹。王祥之臥冰。天性之感。

何其神速。故孝子之家。祥雲常遶（rào）。吉神遠照。不孝之家。

凶鬼在堂。戾氣冲天。可不懼哉。今世人動言繼母難事。子道維艱。

不知天性可感。後母之不慈者固多。極惡者亦少。皆因世人喪偶續妻。

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次。這邊晚娘父母保婢（b

ì）。又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人弄出搬來。言是言非。遂將天下

繼母。俱看得是不慈的。所以人子每遇繼母。不孝者多。今惟竭盡己

道。動以誠敬。人非草木。豈不心回。抑庶人之孝。與天子之孝本一。

庶人之父子。與天子之父子不同。庶人不過養生送死。竭力無違。天

子則家國之際。嫌隙（xián xì）易生。讒（chán）疑易起。如楊廣

之弒父（shì fù）。肅宗之殺子。古今大變。天地寒心。故天子之子。

肅肅（sù sù）小心。溫溫終日。無離左右。無廢溫凊。無干政事。

無畜兵馬。無延賓客。則嫌隙不生。讒疑不起。國本無搖。社稷長安

矣。余說孝誥至此三卷。惓惓欲世人盡孝之意。至矣盡矣。倘執迷不

悟。不獨負天地。負父母。且負余一片婆心矣。純陽子說孝誥下卷畢。 

虔誠有請。眾孝神來臨曰。 



志心朝禮  凡三拜 

旋乾轉坤。純忠純孝。揖讓大德神聖。有虞大舜帝。無極至尊。  

配天合地。純忠純孝。作述大德神聖。周西伯文王。無極至尊。 

定禮成樂。純忠純孝。制作大德神聖。魯國周公。無極至尊。 

傳道正德。純忠純孝。大成大神大聖。先師孔子。無極至尊。 

志心皈命禮  凡一拜 

仁讓公泰伯至孝神 

恭恪（gōng kè）公申生至孝神 

異節公伯奇至孝神 

誠一公曾子至孝神 

勇感公子路至孝神 

誠感公閔子（mǐn zǐ）至孝神 

純謹公高子皋（gāo）至孝神 

純感公潁（yǐng）考叔至孝神 

謹恪公樂正子春至孝神 

漢太宗孝文帝至孝神 

誠毅女緹縈（tí yíng）至孝神 

順惠女桓（huán）少君至孝神 

堅節女陳孝婦至孝神 

清簡公茅容至孝神 

仁感公薛包（xuē bāo）至孝神 

義隱公王裒（póu）至孝神 

誠感公陸續至孝神 

誠懿（yì）公江革至孝神 



順感公王祥至孝神 

敬懿公孟宗至孝神 

雍穆公王延至孝神 

誠悅女唐夫人至孝神 

文敬公庚黔（qián）婁（lóu）至孝神 

文懿公何子平至孝神 

誠敬公韓伯愈至孝神 

誠感公董永至孝神 

誠悅公老萊（lái）子至孝神 

肅穆公丁蘭至孝神 

勇感女盧氏至孝神 

恭肅公黃香至孝神 

節孝公徐（xú）積至孝神 

誠愍公朱壽昌至孝神 

至感公郭巨至孝神 

靈保公姜詩至孝神 

誠謹公毛義至孝神 

勇感女盧氏至孝神 

恭肅公黃香至孝神 

忍毅公張公藝（yì）至孝神 

聖教得統。大忠至孝。光明通顯靈應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忠武岳公。

護善大天尊。三拜 

 

字词参考： 



楊黼（yáng fǔ）：杨黼 ，吉水人。官御史。仁宗即位，上疏言

十事。擢卫王府右长史。尽心献替，未尝苟取一钱。宣德初，卒。 

畝（mǔ）：中國市制土地面積單位，一畝等於六十平方丈。十五

畝等於一公畝。 

甘旨（ɡān zhǐ）：美味。 

塗（tú）：道路。 

衣履（yī lǚ）：衣服和鞋,泛指衣着。 

衾（qīn）：被子。 

屣（xǐ）：鞋。 

遶（rào）：同“绕”。 

婢（bì）：1.古代罪犯妻女没入官家为奴，称为「婢」。2.旧称

供使唤的丫头。3.古代女子自称的谦词。 

嫌隙（xián xì）：因猜疑或不满而产生仇怨。 

讒（chán）：1.說別人壞話，中傷他人。2.毀謗、陷害別人的話。

3.顛倒是非、中傷別人的人。 

弒父（shì fù）：弑就是杀的意思。封建时代指臣杀君、子杀父。 

肅肅（sù sù）：1.恭敬貌。2.严正貌。3.疾速貌。4.形容网目细

密。5.阴沉；萧瑟；清冷。6.清幽；静谧。 



忠孝總跋 

純陽子曰。余本神仙。存心忠孝。每遊下界。見紅塵蔽日。白水

滔天。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勸之學佛。何處㕘（cān）禪。勸之求

仙。何處談玄。忠孝平實。可以久傳。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

於孝。忠孝之文。存心有年。因遊回雁峯（yàn fēng）。得過花石城。

雲端之上。香風縹緲。見周永祐。秦文超。諸鯤胡思恭等。虔誠拜請。

因作忠孝誥六卷。皆淺言近理。不敢深文奧義。舉忠孝神一百一十三

位。皆事跡昭彰。不敢探幽索遠。使朝夕拜誦。廣佈人間。於今癸酉

年十二月廿四日批寫。拜是誥者。用鐘鼓各一。以通幽冥。用七星水。

以洗奸臣逆子之心。用清香以忠孝之靈。至於眾神之諱（huì）。余

恐世人不曉。故爾連書。拜禮之時。不可宣誦。如有儒釋道三教人。

果能堅志奉行。細心體會。勸世人拜此誥者。天地清明。鬼神欽仰（q

īn yǎng）。功德現成。福祿無量。勉之勉之。純陽子作忠孝誥畢。

因書於後。 

 

題忠孝誥詞 

梅仙 

幾度到瀟湘。挑燈夜未央。春風一曲白雲鄉。一笑還一哭。坐在

南山麓。忠孝萬言書熟讀。 

竹仙 

古寺雁聲殘。明月上欄杆。三更何處冷蒲團。不笑亦不哭。忘却

南山麓。忠孝萬言書誰讀。 

柳仙 

袖裏是青蛇。籠內是丹砂。一輪明月夜開花。知笑不知哭。跳過



南山麓。忠孝萬言書不讀。 

松仙 

落日滿山紅。乾坤一掌中。丹成爐內起蛟龍。止笑不止哭。踢倒南山

麓。忠孝萬言書常讀。 

妙仙童 

日月燒爐煉九還。從容捧誥步雲闗。幾多水。幾多山。一路春風接笑

顏。 

應仙童 

瑤池昨日採桃還。又捧金言出紫闗。綠綠水。青青山。白雲無數繞人

顏。 

字词参考： 

㕘（cān）： 同“參”。 

雁峯（yàn fēng）：即雁回峰。在湖南省衡阳市南﹐为衡山七十二峰

之一。 

諱（huì）：见“讳”。1.因有所顾忌而不敢说或不愿说。2.隐瞒，

有所保留。3.有所隐避的事物。 

欽仰（qīn yǎng）：钦佩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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