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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內政部宗教公益獎
道教與民間宗教之建築
與民俗藝術學術研討會
人神同歡看好戲：「臺北市歌仔戲
觀摩匯演」於保安宮鄰聖苑開演
分享保生大帝的福澤
保安宮秋季社會救濟發放生活物資
及慰問金
1996-2021 保安宮
辦理學術研討會的回顧
護國息災梁皇寶懺法會

保安宮熱心社會公益
榮獲內政部宗教公益獎
內政部為表揚興辦或贊助公益慈善及社會教
化事業成效卓越的宗教團體，每年舉行宗教團體表
揚大會，今年與地方政府合作，於 10 月 1 日移師
到臺中市僑園飯店舉辦，內政部政務次長陳宗彥、
臺中市副市長陳子敬共同出席頒獎典禮。此次頒獎
典禮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 173 家宗教團體受獎，宗
教表揚設有兩種獎項，其中「宗教公益深耕獎」有

13 個宗教團體得獎，「宗教公益獎」有 160 個宗教
團體獲得表揚，保安宮榮獲「宗教公益獎」。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在〈部長的話〉一文中，以
「這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作為開頭，
因為有宗教團體全力配合實施防疫新生活運動，使
得臺灣疫情控制得宜，在全球認為最壞的時代，創

保安宮董事吳國源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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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慈善、修行這四項經營理念導入組織管理，引

不僅是社會安定的基石，也是政府施政最強大的後

領保安宮走向轉型，保安宮每年辦理捐贈物資及慰

盾，徐國勇部長向所有奉獻的宗教團體致上最誠摯

問金，給予社會邊緣團體及弱勢家庭實質幫助，保

的謝意，感謝有這些宗教團體的一路同行。

安宮興辦的各項社會公益、文化活動與革新措施，

內政部次長陳宗彥致詞時表示，疫情期間可以
順利辦理優良宗教表揚大會實屬不易，這是全民的
努力，他感謝宗教團體持續在社會各角落散播關懷

讓保安宮蛻變成一座與眾不同的廟宇，獲得內政部
宗教公益獎的表揚，年年獲獎，這是國家對保安宮
的肯定。

與正向能量，是守護人民的一大砥柱，他接著提到，

今年的宗教團體表揚大會，內政部尤其感謝宗

臺灣是世界上難得可以讓所有的宗教齊聚一堂的國

教團體為了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投入物資、消防救

家之一，甚至可以彼此對話分享信仰的精神，這是

護器材、醫療補助等社會公益事務，這些獲獎的宗

一股巨大且無形的力量，一直以來，宗教團體不但

教團體將資源循環善用、造福社會大眾有不可磨滅

投入了災害的救治，在醫療、教育、文化方面也投

的貢獻，內政部給予最大的肯定與感謝。保安宮從

注了相當多的心力與資源，甚至鄰里社區需要幫助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於 2 月 25 日至 27 日啟建

的弱勢家庭，各宗教團體也都發揮力量來幫助。

袪瘟禳災法會，藉由宗教信仰的力量穩定不安的人

內政部自民國 65 年起，對於興辦公益慈善或社
會教化事業績優之宗教團體予以表揚，希望透過表
揚活動，鼓勵更多宗教團體能加入社會公益事務的

心，又將臺灣人的愛送往遠方，對義大利、西班牙、
馬拉威伸出援手，提供財物捐輸、採購醫療物資，
捐助三國共計約新臺幣九百萬元。

行列，宗教團體表揚大會今年已邁入第 45 年，是宗

保安宮響應政府，與政府相輔前行，積極從事

教界一年一度的盛會，受內政部表揚的宗教團體，

社會公益與慈善事業，懷抱著保生大帝對蒼生的慈

都是在興辦公益慈善或社會教化事業上具有特殊貢

愛，將善念與希望化為實際行動，帶給社會溫馨幸

獻、著有績效或聲譽卓著，經各級宗教主管機關推

福，與其他的宗教團體一同成為支持臺灣社會提升

薦，再經由內政部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組成小組審

的力量，讓臺灣充滿正面祥和，共創一個安定、安

查後產生。

心、安居的幸福家園。撰文 / 張靖委

保安宮推動慈善公益、文化社教不遺於力 , 從
民國 80 年至 109 年間 , 連續獲內政部頒贈績優寺廟
獎。民國 91 年除獲內政部頒發績優寺廟獎外 , 更同
時獲頒「行政院獎」，於民國 81 年保安宮選出第四
屆董監事會，由時任副董事長身兼總幹事的廖武治
負責實際領導廟務，展開了一系列的內部整頓與改
革，廖武治接任董事長後更是領導保安宮，使保安
宮從傳統地方廟宇格局提升，並開創出全新經營型
態，重興保安宮在臺北寺廟指標地位，內政部看見
保安宮的努力，頒獎肯定保安宮。
廖武治董事長對於廟務的經營管理進行許多改
造，建立制度，加入了新的治理因素，將教育、文

保安宮熱心社會公益，榮獲內政部宗教公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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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最安穩的國境，成為全世界的亮點，宗教團體

道教與民間宗教之建築與
民俗藝術學術研討會
保安宮於 10 月 24 日舉辦 2021

臺灣的文化保存賦予時代意義，透過這樣的文化重建，讓我們對生

大龍峒保安宮「道教與民間宗教之

活的城市會更有情感，彼此連結形成一個共同體，這就是文化資產

建築與民俗藝術學術研討會」，本

的時代意義，讓我們從文化傳承中一起追求更好的未來，最後鄭麗

次研討會由保安宮與保生民間宗教

君女士再次感謝董事長，也表示將以文化志工的身分繼續和大家一

學院共同主辦，由財團法人保生文

同努力，讓下一代人因為我們所留下來的文化資產而感動。

教基金會承辦，邀集廖武治董事長
與國內學者專家、研究者，透過這

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歷程

一場研討會分享研究成果，吸引諸

本次研討會共分成七個場次，第一場次由廖武治董事長發表〈保

多學校師生、社會民眾共襄盛舉，

安宮的無形文化資產〉，主持人為國立政治大學李豐楙名譽講座教

與會民眾相當踴躍。
開幕式中，保安宮廖武治董事
長在致詞時回顧保安宮歷年舉辦研
討會的心得，說到保安宮首次舉辦
研討會的緣起，在古蹟修復期間舉
辦「古蹟修復技術國際研討會」，
廣邀國內外學者專家與會，提供臺
灣觀摩學習國外古蹟修復的經驗，
有了這次舉辦研討會的契機，之後
保安宮陸續舉辦數場研討會，內容
涵蓋宗教信仰、歷史、藝術、文化
資產、保存科學等各個面向的主題，
至今已累積豐富的學術研究成果。
財團法人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
鄭麗君女士致詞時，說到廖武治董
事長利基於世界普世價值，來進行
人類共有的宗教文化保存與交流，
董事長的精神使她深受感動，她認
為保安宮持續舉辦研討會，是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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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民國 99 年由臺北市文獻會（今文獻館）
訪查後，選出最具保存價值的無形文化資產
提送審議，期間經過數年的努力，今年「大
龍峒保安宮保生大帝聖誕慶典」正式獲得臺
北市政府文化局登錄為民俗類無形文化資
產。
無形文化資產的提報到審查，董事長
都親自投入，與會民眾可以藉由董事長的發
表，了解「大龍峒保安宮保生大帝聖誕慶
典」歷史源流與發展歷程，以及保安宮是如
何思索傳統民俗文化因應當代社會，在傳統
的架構下創新及變革，賦予民俗廟會新意
義，保安宮從民國 83 年以來將保生大帝聖
誕祭典以「保生文化祭」為主題，舉辦一連
串傳統與現代廟會活動，成功推廣無形文化
資產，達到民俗文化推廣與傳承的意義，透
過本場次的發表，讓我們更加了解保安宮在
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努力。

道教與民間宗教之建築與民俗藝術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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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董事長指出保安宮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

道教是文化百寶箱
第二場次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李豐楙名譽講座教
授發表〈文化百寶箱：道教神話四個實例的本相與
變相〉，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胡其
德，李豐楙教授是國際知名道教學者，本次研討會
很榮幸邀請到李豐楙教授分享他數十年道教研究的
成果心得。李豐楙教授選取兩組實例，第一組為西
王母、九天玄女，這兩位女神上接先秦兩漢，下連
中古以迄於今，可以稱為永遠的母性神，另一對照
組則是男性神，李豐楙教授舉謝土儀式、慶成醮的
土地神煞，與渾沌神話有所關聯，其次為五營信仰，
涉及如何界定方位、境域，李豐楙教授透過這四個
例證，說明道教銘刻著民族的文化標誌，縱使社會
風貌有變，但仍被持續收藏下來，這就是所謂「文
化百寶箱」的收納效應。

學國文系鄭燦山教授，與談人為真理大學宗教文化
與資訊管理學系蕭進銘教授。謝世維教授想探討的
是潘麗水繪畫的歷史源流，及其與道教的關聯，他
透過對中國繪畫史的追溯，從潘麗水的彩繪中可以
見到他承襲福建文人藝術的筆意與風格，更結合民
俗藝術的技法，創造出具有藝術性的彩繪風格，為
保安宮留下永恆經典。

道教藝術的傳世與流傳
第四場次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李秀
琴副教授發表〈談臺灣道教與民間音樂之關係與互
動〉，主持人為輔仁大學宗教學系陳德光教授，與
談人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林美容兼任研究
員。李秀琴副教授透過對靈寶道派、正一道派、紅
頭法派、禪和道派、清微道派、全真道派的調查，
認為儀式與音樂的關係非常密切，四百年來道教與

第三場次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謝世維

道教音樂已經在臺灣形成自己的風格與特色，擁有

教授發表〈道教藝術的觀念與歷史：從台北保安宮

相當強烈的民間音樂色彩及草根性，所以在音樂方

潘麗水壁畫作品談起〉，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師範大

面表現很強的地方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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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次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

萱副教授發表〈趙孟頫《高上大洞玉經》研究〉，

產研究所張靖委老師發表〈大龍峒保安宮保生大帝

主持人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謝聰輝教授，與

神像造形與祭祀之研究〉，主持人為輔仁大學宗教

談人為佛光大學宗教所張美櫻副教授。趙孟頫是元

學系莊宏誼副教授，與談人為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張

代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其書法尤以小楷見長，他

超然副教授。保安宮豐富的文化資產皆是以保生大

與上清茅山派的淵源深厚，在他書寫的道經中，《高

帝信仰為核心，而信仰最具體的展現即是神像，神

上大洞玉經》是其最能凸顯其道教生活的一件代表

像是研究保安宮、研究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的重要資

作，書法家抄寫道經對於道教雅化的現象有一定的

料，張靖委老師從文獻史料、工藝技術、圖像藝術、

貢獻，而對道教文化的喜愛與神仙世界的憧憬，也

儀式祭祀的角度，探討保安宮奉祀的保生大帝神像，

賦予藝術創作者一種另類的想像與出塵的華麗。

神像揭示了保安宮歷史、宗教與物質文化發展的多
樣化訊息。

從神話到藝術圖像創作
第六場次邀請中央研究院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
查計畫專案研究員劉怡君老師發表〈從洪水猛獸到
「紫微高照」－無支祈傳說與厭勝圖像的交織映現〉，
主持人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張珣研究員兼所長，與
談人為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謝世維教授。「大
禹治水」是中國神話中常見的洪水神話母題，其內容
透過傳說故事、宗教經典、圖像藝術等文本展現，也

本次研討會從上午 9 時開幕至下午 6 時閉幕，
與會民眾專注聆聽，論文發表結束後與會民眾提問
與發表者交流，廖武治董事長對於研討會的重視，
全程參與，期望透過本次研討會推動並鼓勵學術研
究，積極擴大學者專家與社會民眾的交流，提升學
術研究的能見度，使社會更重視臺灣的宗教文化研
究與保存。

被民間社會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創作出許多的藝

本次研討會遵照中央流行疫情中心規定，保持

術表現，劉怡君老師即針對民俗年畫常見的主題「紫

適當社交距離，與會者全程佩戴口罩，主動積極配

微高照」進行探討，解析神話經過歷代的傳衍，而表

合各項防疫措施。撰文 / 張靖委

現出神劍降獸、鐵柱鎮妖等圖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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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次邀請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朱書

於保安宮鄰聖苑開演
「臺北市歌仔戲觀摩匯演」
人神同歡看好戲
7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為了促進臺北市歌仔戲演出藝術水準，提
供展演競技平臺，讓劇團之間能相互觀摩交流，並提供民眾近距
離欣賞優質歌仔戲演出，每年都會舉辦「臺北市歌仔戲觀摩匯演」
活動，10 月 29 日晚間 7 時在保安宮鄰聖苑舉辦開鑼式，邀請保安
宮廖武治董事長，以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劉得堅主任秘書，臺北
市藝文推廣處林信耀處長與吳淑華副處長，老師里許宮銘里長，
陳炳甫議員辦公室主任，臺北市地方戲劇協會吳玉臻總幹事等參
與。
開幕式由林信耀處長、許亞芬老師等人手持寫著「文化之都
臺北市」、「藝文推廣搬好戲」、「觀摩匯演好佳期」、「健康
快樂尚趣味」的布條，在廖武治董事長與劉得堅主任秘書共同敲
響銅鑼，為活動揭開序幕。
今年的歌仔戲觀摩匯演共有保安宮與松山車站兩個場地，保
安宮從 10 月 29 日開始至 11 月 4 日止，為期七天每晚 7 時開演，
分別由許亞芬歌子戲劇坊演出「蝴蝶夢」、鴻明歌劇團演出「天
下第一家」、陳美雲歌劇團演出「楊金花」、薪傳歌仔戲劇團演
出「宋宮秘史」、御綺新時代劇坊演出「連心渡雙妖」、聖蓮歌
劇團演出「花木蘭」、水錦歌劇團演出「文財神比干傳奇」。

拾對傳統戲曲的欣賞，人神同歡的景象再現廟埕戲
棚腳。
保安宮意識到廟埕與戲棚在民眾生活裡密不可
分，有信眾才有廟埕，有觀眾才有戲棚，所以保安宮
致力於把觀眾找回到廟埕，以文化轉型後的公演形
式出現，延續家姓戲演戲酬神的精神，這兩年保生文
化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家姓戲匯演被迫取消，
保安宮與許多愛看戲的民眾都感到十分的可惜，隨
著國內疫情趨緩，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與保安宮共同
合辦，在保安宮鄰聖苑舉辦歌仔戲觀摩匯演，提供
民眾感受臺灣傳統戲曲的迷人風采及戲曲文化。
以前的戲曲演出有所謂「拼臺」，劇團相互比

臺灣的民俗文化在農曆 8 月後，許多聚落都會

賽，讓演出的品質向上提升，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特

舉辦「平安戲」，演戲答謝眾神的庇佑，今年臺灣

別規劃競演制度，聘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蔡

面對了前所未有令人深感不安的時刻，生活受到相

欣欣教授，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陳孟亮副校長，中國

當大的衝擊，感謝保生大帝的庇佑，使臺灣的疫情

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劉美芳兼任助理教授，李靜

緩和、普降甘霖、電力充足，讓我們能夠安心地欣

芳歌劇團李靜芳老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賞傳統戲曲，所以歌仔戲觀摩匯演在保安宮演出特

張連強專任副教授，由傳統戲曲專家學者組成評審

別具有意義，一同以歡愉的心情迎接歲末年終，共

委員會，進行現場評審事宜，演出完畢後，將評選

同祝禱我們的家園能更幸福美好。撰文 / 張靖委

優秀團隊及優秀演員獎項，評審結果將公告於臺北
市藝文推廣處網站「最新消息區」，並擇期舉辦頒
獎典禮。
劉得堅主任秘書
在開幕致詞時，說到在
臺北市只有保安宮擁有
適合傳統戲曲演出的場
地，今年保安宮保生大
帝聖誕慶典經文化局登
錄為無形文化資產，當
中 就 包 含 了 家 姓 戲。
保 安 宮 從 民 國 83 年 開
始，每年舉辦「保生文
化 祭 」， 為 期 一 個 月
每日邀請北管戲、歌仔
戲、布袋戲等各類傳統
戲曲，在廟前戲棚舉辦

人神同歡看好戲：「臺北市歌仔戲觀摩匯演」於保安宮鄰聖苑開演

105期 8

特別報導

「民間劇場－家姓戲匯演」，好戲演出喚起民眾重

分享保生大帝的福澤
保安宮秋季社會救濟發放
生活物資及慰問金
保安宮自 9 月 26 日起一連三天，在後殿前舉行
社會救濟，發放生活物資及慰問金，提供給大同區、
士林區和中山區的弱勢家庭，近年來每年發放兩次，
凡是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列冊的低收戶都在發放範圍
內，共計二千多戶民眾受惠每年發給約壹仟伍佰萬
元，社會救濟是保安宮所興辦的一系列公益事業其
中一項，保安宮見到社會中有許多極需要人們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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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手的弱勢族群，思考如何為他們帶來溫暖及實質
的幫助，已辦理七十年的社會救濟。
保安宮所有興辦的社會公益事業都是圍繞著對
保生大帝的信仰，廖武治董事長所領導的董監事會
秉持著教育、文化、慈善、修行這四項經營理念，
深化宗教利他的教義思想觀念，積極投入社會公益
活動，具體在人間實踐保生大帝關懷黎民的道濟群

徒相信吃過祭拜後的供品能「呷平安」獲得
神明的福氣，每一位參與保安宮法會的信徒，
都懷抱著良善的心，虔誠地祈求保生大帝能
賜予福佑，保安宮將每一位信徒的良善匯聚
成更大的愛心，使每一位信徒除了祈福，更
能種福、培福、造福，獲得更大的福報，將
為數眾多的供品分享給社會中的弱勢民眾，
讓供品能發揮更大的功用，弱勢民眾也能獲
得保生大帝的福澤。
保安宮正殿保生大帝的神像高坐，看著
來往參拜的信徒，也看著所有需要關懷的弱
勢民眾，這些弱勢民眾在保安宮義工的引導
下，來到保安宮正殿後方，領取生活物資及
慰問金，此情此景如同保生大帝在北宋明道
元年（1032 年）遣舟運來米糧賑濟，提供饑
荒中的民眾能夠溫飽，保生大帝愛憫世人，
千百年來廣被人們所傳頌，雖然時空環境不
同，保安宮承襲保生大帝的精神，延續這份
歷經千百年永恆不變的慈悲，將持續對社會
生精神，達到宗教信仰悲天憫人的社會貢獻，為社會帶來
更多的正面能量，使保安宮成為臺灣一股善良的力量。

中的弱勢民眾表達關懷，伸出雙手給予協助，
透過社會救濟使民眾與保生大帝、與保安宮
結緣。撰文 / 張靖委

保安宮在義工管理與教育訓練課程的經驗，已是臺灣
義工文化的典範，此次社會救濟
可以見到義工的身影，義工們從
一早開始，忙碌著將一袋袋的物
資整理排列，熱心地引導民眾領
取物資，現場熱絡而溫馨，這些
物資來自於法會所準備的供品，
保安宮一年舉辦數場法會，下半
年的法會有農曆七月舉辦中元普
度法會、農曆八月舉辦秋季祈安
禮斗法會，每一場法會都會準備
許多的白米與供品，這些數量眾
多的供品，除了在法會結束後會
將部分供品、斗米讓信眾領回，
多數的供品會再加上慰問金，發
送給更多有需要的人，發揮自利
利他的宗教精神。

分享保生大帝的福澤：保安宮秋季社會救濟發放生活物資及慰問金

105期 10

特 別 報 導

臺灣民俗有著「分福」的文化思維，信

1996-2021 保安宮
辦理學術研討會的回顧

保安宮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五日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共同主辦「文化資產保存國際研討會」

保安宮於 10 月 24 日舉辦 2021 大龍峒保安宮
「道教與民間宗教之建築與民俗藝術學術研討會」，
廖武治董事長於開幕致詞時，回顧保安宮歷年舉辦
的研討會，說到保安宮首次舉辦研討會是源自民國
84 年的古蹟修復，保安宮古蹟修復結合傳統工法及
現代科技，為了修復正殿的潘麗水壁畫，保安宮在
民國 85 年 6 月 15 日舉辦「彩繪維修及防潮工程國
際研討會」，特別邀請澳洲壁畫修復專家來保安宮
試做壁畫修補，請他們分別就彩繪、剝落、防蝕、
防潮方面提出專業建言，與國內多年於文化資產領
域研究與實務執行相關的官、學、研領域的專家學

文化資產保存的使命與典範
民國 84 年保安宮自立籌措古蹟修復經費，並自
行統籌、監造，由時任廖武治副董事長擔任主持人，
廖武治副董事長堅持呈現歷史風貌的想法，全心全
力推動及執行保存工作，集思廣益，邀請國內外專
家學者參與，汲取國外修復經驗，為期七年的古蹟
修復，保安宮成功樹立古蹟修復新典範，成果屢獲
國內外的肯定，保安宮及修復主持人廖武治副董事
長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2003 年亞太文化
資產保存獎」榮譽獎，為臺灣唯一榮獲此項大獎，
大會對於保安宮的修復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

者展開經驗交流，開啟了保安宮辦理研討會的契機。
保安宮為慶祝榮獲「2003 年亞太文化資產保存
獎」，在民國 93 年 5 月 5 日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共同主辦「文化資產保存國際研討會」，邀請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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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回顧

文化資產保存獎評審委員
約翰尼 ‧ 維多多博士（Dr.
Johannes Widodo）， 以 及
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等
亞太地區獲獎國家代表與
日本等國家專家學者，多
位國際學者匯聚於保安宮，
分享古蹟維護過程所遭遇
的困境及解決經驗。
隔年 5 月，保安宮再
度邀請澳洲壁畫修復專家
澳洲藝術工作室專家，接
續民國 85 年未完成的壁畫
保安宮於民國一○三年舉辦「《道濟群生》研究案學術研討會」

修補工作，並與國內專家
學者及相關大學系所學生
舉行座談，同時保安宮也甄選兩位學生在旁學習並

文化資產維護與修復的付出，之後在民國 108 年 10

參與修復，希望國外的修復經驗能提升國內壁畫修

月 27 日保安宮與文化部共同舉辦「宗教建築保存與

復技術。

維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日本、香港、新
加坡、義大利、澳洲等國家專家學者，分享宗教建

隨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改組為文化部，保
安宮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與文化資產保存的典
範性，在民國 107 年經文化部指定為國定古蹟，文

築保存與維護經驗，希望進一步對臺灣的古蹟修復
能有所幫助。

化部鄭麗君部長在 11 月 12 日特別親送國定古蹟公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施國隆局長出席「宗教建築

告函與指定證書給保安宮，感謝保安宮長期以來對

保存與維護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在致詞表示：

民國 108 年保安宮與文化部共同舉辦「宗教建築保存與維護」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典禮合影

1996-2021 保安宮辦理學術研討會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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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宮不只是一座宗教場域，也是一個文化的場

民國 95 年保安宮成立「保生道教文化學院」，

域。」保安宮舉辦文化資產研討會，因為廖武治董

同時舉辦「宗教信仰學術研討會」，此次研討會共

事長意識到，保安宮的古蹟修復不只是一個工程，

有三個議題，分別是「保生大帝信仰文化」、「道

盼望與政府、學者專家攜手合作，共同進行文化資

家醫療與養生文化」、「大龍峒保安宮廟埕文化」，

產的保存，保安宮希望作為臺灣文化資產修復保存

為推動國內外研究所碩士、博士生，從事地方文史

技術交流的平臺，為臺灣的文化資產修復、保存作

及信仰研究與論文發表，舉辦論文甄選以獎勵優秀

出貢獻，舉辦研討會是保安宮實踐文化資產保存的

論文，經由保安宮邀請學者專家歷經半年的審查，

使命。

評選出 7 篇論文於研討會進行發表。

深厚道教研究的量能
保安宮的廟宇文化皆是圍繞著保生大帝信仰作
開展，於民國 90 年及民國 91 年舉辦「保生大帝信
仰學術研討會」在議程安排上，共分為「大龍峒開
發與聚落發展」、「道家醫療與養生文化」、「保
生大帝信仰」及「大龍峒保安宮廟埕文化」四個主
題，全面性討論道教與地方文化。

民國 96 年起，保安宮每年舉辦「道教與民間
宗教神祇學術研討會」，以道教、民間信仰為主題
分別邀請國內外學者發表論文，保安宮辦理至民國
102 年第 7 屆「道教與民間宗教神祇學術研討會」，
繼續以道教神譜為主題，甄選國內大學研究所碩士、
博士生，從事道教與民間信仰神祇議題之論文，本
次研討會共有 9 名博士生及 7 名碩士生遞交論文，
經由評選選出博士生 1 名及碩士生 2 名。

民國一○五年十月十五日，保安宮與梵蒂岡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共同主辦「一起尋找真理：基督徒與道教民間信仰者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後全
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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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5 年 10 月 15 日、16 日，保安宮與梵蒂
岡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共同主辦「一起尋找真理：
基督徒與道教民間信仰者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
這場天主教與道教民間信仰的跨宗教對談，其宗旨
是希望讓各宗教徒之間能彼此聆聽、對話，提供雙
方相互認識的管道，促使未來合作並貢獻彼此的力
量與資源，達到關懷弱勢的社會大眾及世界和平的
目標。
這場研討會是梵蒂岡首次與臺灣寺廟合作，為
民國一○五年十月十五日，保安宮與梵蒂岡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共同主辦
「一起尋找真理：基督徒與道教民間信仰者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後由保安宮廖董事長與梵蒂岡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秘書長 Ayuso 主教簽署
共同宣言。

了讓研討會主題「一起尋找真理」得以從各個層面
充分探討，議程分為五個場次：「生命過程是生命
賦予者的經驗」、「經典中的神觀」、「與神溝通
靈修經驗」、「禮儀－敬神、向神祈禱」以及「增

民國 103 年 6 月 15 日舉辦「『道濟群生』研究
案學術研討會」，邀請「道濟群生：臺灣保生大帝
信仰與文化」研究計畫案參與的學者專家發表論文，
這個研究計畫案是為研究保生大帝的信仰與文化在
臺灣的發展，由廖武治董事長擔任計畫總主持人，
邀集 8 位學者專家進行研究，研討會發表 8 篇論文
讓與會民眾了解學者專家們的研究成果。

進和平與慈悲的具體宗教交談措施」，每一場次由
天主教及保安宮各邀請一位代表，對各主題發表論
文，並針對兩者的觀點進行討論，期許透過對彼此
所詮釋的內容，讓與會者了解兩個宗教的概況，會
後由保安宮廖董事長與梵蒂岡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
秘書長 Ayuso 主教簽署共同宣言。

廟宇教育功能的彰顯

民國 104 年 6 月 28 日舉辦「華人宗教經典的建

清代大龍峒隘門的門額書寫「小邑弦歌」，意

構、詮釋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為主題，會中發表 6

思為以禮樂敦化人民，保安宮的後殿曾是學堂，正

篇論文，研討會最後以圓桌論壇的形式，討論「民

如財團法人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鄭麗君女士在今年

間宗教經典的詮釋與實踐」之議題。民國 106 年 10

研討會開幕致詞時說到：「讓下一代人因為我們所

月 29 日再次以宗教經典為主題舉辦「道教與民間宗

留下來的文化資產而感動。」，百年前先民期許大

教經典及其實踐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 5 篇論文。

龍峒成為人文薈萃的地方，今日保安宮努力恢復廟
宇的社會教化功能，鼓勵民眾回到先民學習的場域，

保 安 宮 承 襲 保 生 大 帝「 道 濟 群 生 」 的 精 神，
每年邀請專家學者發表道教與民間宗教神祇相關論

讓保安宮不只是廟宇，也是學校、也是學術研究單
位。

文，希望透過專家學者的研究，重新理解道教與民
間宗教，並思考信仰如何與現代社會進行對話，進

從民國 85 年保安宮首次舉辦研究會開始，至今

而提升道教與民間宗教的專業性及學術性，深化宗

保安宮已舉辦近 20 年研討會，所舉辦的研討會規格

教與學術的內涵，十多年來「保生大帝信仰學術研

之高、發表論文質量之強，每一場研討會都是由保

討會」已積累出豐碩的學術成果，每一篇發表論文

安宮負責辦理，而非委託等其他單位執行，在臺灣

都是道教與民間宗教的知識傳播。

諸多寺廟之中，能如此重視學術研究，並在學術領
域深耕的也只有保安宮，足見保安宮對文教事業的
重視。撰文 / 張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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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息災梁皇寶懺法會
敬邀參加 同霑法雨 共證菩提
保 安 宮 將 於 國 曆 111 年 1 月 8 日
至 111 年 1 月 14 日 ( 農曆 110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日 )，連續七日啟建護國息災
梁皇寶懺法會，梁皇寶懺是中國現存
最早、流傳最久的一部懺法，對後世
禮懺的儀制影響深遠。懺文中載：「以
此消災，災消吉至，因茲滅罪，罪滅
福生，真救病之良藥，乃破暗之明燈，
恩沾九有，德被四方。」誠心禮拜此
懺，能夠卸罪障、聚福德，更能迴施
四生六道一切眾生，超薦歷代祖先、
冤親債主，冥陽兩利，為功德主懺罪
清淨、成就因緣殊勝。法會圓滿後，

保安宮每年啟建「護國息災梁皇寶懺法會」，第七天上午舉行齋天科儀，供獻諸佛聖眾護法尊天。

保安宮將所有的供品、米糧等，捐助
給低收入戶及弱勢團體。
「梁皇寶懺」乃緣起於南朝梁武
帝之皇后郗氏因生前喜歡爭寵，且常
懷瞋心及嫉妒心，性情惡毒，損物害
人，所以死後墮入蛇身，並且因遍身
鱗甲蟲噬痛苦萬分；故死後幻化成一
條大蟒蛇，顯現醜陋的形貌在梁武帝

誌公禪師搜尋佛經，摘錄佛的名號，並且依佛經來撰寫懺悔文，
總共寫成十卷；梁武帝便依懺本為皇后禮拜懺悔。直至一日，忽
聞異香遍室，久久不散，武帝看見一人容儀端正，對他說：「我
是蟒蛇的後身，因承蒙皇帝為我禮佛拜懺，莫大功德使我得以超
生忉利天，今日特來致謝。」言畢就不見了。自梁朝至今一千餘
年，信眾虔信只要依此懺本，恭敬禮懺，反省改過，滅除瞋恨嫉
妒之心，必定可以清淨自身業障，得生天報。

面前，希望能祈求一些功德，脫離蟒

法會期間保安宮設全家長生祿位、超薦歷代祖先蓮位及消災

蛇之身。於是武帝將這個情形告訴誌

吉祥燈。拜懺、齋天，以及放焰口的意義，強調每一位參與法會

公禪師，禪師對梁武帝說：「必須要

的人都是財布施、法布施的功德主。

禮佛懺悔才能洗滌罪業。」武帝遂請
梁皇寶懺法會重要時程表
農曆

時間

法會內容

十二月初六日

上午 8 時

灑淨／點榜／開懺

十二月初八日

上午 11 時

釋迦文佛成道紀念法會

上午 9 時 30 分

齋天迎福

下午 4 時

三大士瑜伽焰口

下午 8 時 30 分

圓滿

十二月十二日

法壇設於保安宮後棟三樓大雄寶殿，法會期間受理民眾登記全家長生祿位、超薦歷代祖先蓮位及消災吉
祥燈，敬邀參加盛會，同霑法雨，共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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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個人捐款金額以累計金額刊載）

修建基金

捐助救濟金

伍萬元 邱上綸  陳鼎義
貳萬伍仟元 王羅金枝
貳萬壹仟元 李詩賢
貳萬元 陳 太  高銀枝
壹萬貳仟元   陳任遠
壹萬元 陶美如  楊証閎  莊智芳
陸仟元 鍾易霖
伍仟元 邱奕融  張妙英  陳淑燕  吳佳真  何婷婷  合宏展工業有限公司
參仟陸佰元 潘羿瑾  楊永綺
參仟元 洪猜霞  陳詹春美  陳宜君  黃琪婷  林宗鴻
貳仟伍佰元 陳兩傳  陳韻如  謝志明  朱秀雲  陳坤和  林亭卉  柯博惟
貳仟元 陳敏華  王寶貝  陳怡良  陳韋安  王志宏  李瑞卿  陳子勳  陳清錢  

伍佰壹拾貳萬伍仟元    鄭建清
拾萬元 黃茂雄  陳榮基  劉宏銘  貝里斯商宏木先進 ( 股 )
捌萬陸仟元 任台生
伍萬元 邱基富  李嘉慧
參萬伍仟元 龔彥君
貳萬伍仟元 許碧珍  許志弘
貳萬元 徐文益
壹萬伍仟元    黃琪婷
壹萬貳仟捌佰元    智景有限公司
壹萬元 徐天夏  徐吳玉坤  林明世  楊証閎  邱裕惠  莊智芳  侯志宗  

黃敬哲  黃裕程  黃馨儀  盧志榮  李育統

壹仟伍佰元

何江標  陳立安  順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江固翰  余明道  
黃許桂英  陳品睿

壹仟貳佰元 王陳雪  鍾銤甄
壹仟元 陳又綺  吳秀蓉  陳美枝  楊榮章  洪華鍈  林 雪  曾洪沛  曾睿柏  
曾馨慧  徐玉麟  葉美玉  徐

丞  徐

樺  連王仁治  連淑芳  連啟崴  

王森德  蔡明勳  謝佳妤  謝振銓  三金五金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鑫餘有限公司  貝鑫企業有限公司  金北鑫有限公司  陳王含笑  

陳月娥

玖仟元 卓掌晞  
捌仟元 陳聚員
陸仟元 陳其昌  郭聿紳  鍾易霖  陳姿伊  雷雅淳
伍仟伍佰元 胡家彰
伍仟元 翁芬瑛  楊孟修  楊哲銘  游宗裕  廖文賢  王林月雲  
游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翁常豪  王麗珠  簡源松

肆仟元 陳子勳  陳清錢  黃敬哲  黃裕程  黃馨儀  邢美玲
參仟伍佰元 吳育真  江怡靜
參仟元 許賴瓊芬  呂佩玲  李孟謙  李明欽  李淑惠  李盧采寬  呂張菊  

郭淑媛  巫緒貞  莊宜豪  韋懿芳  張盧瑩星  謝月芸  曾玟嘉  陳哲凱  

簡宏益  郭淵源  李美美  黃博傳  陳若喬  連惠麗  孫陳阿梅  

王雅琳  陳金梅  李睿哲  格安德工業 ( 股 ) 公司  蔡秉翰  詹武治  

周吳芳美  周富榮  舒董素梅  李定珠  李明光  李若寧  李若維  

京威素食有限公司  劉碧雲  黃敏燕  陳亞男  劉宸均  蘇奕仲  熊偉齊  

李芮語  陳詹春美  陳宜君  陳妤蓁  陳明禮  郭怡君  郭建華  

蔡佩宜  侯青穎  吳熙中  鄭玉琴  溫少萍  王俊彥  范碧芳  張建國

郭建豪  郭慶雄  陳世國  莊剴安  張阿滿  養生研股份有限公司  

玖佰元 張麗秀
捌佰元 俞攸潔  徐亞楨  陳思敏
柒佰伍拾元 許華欣
柒佰元 許家誠  徐婉婷
陸佰元 陳國治  鄧博徽  愛璽有限公司  林陳富美  郭憲章  李懿岑
伍佰伍拾元 葉蔣平
伍佰貳拾元 陳林彩雲  陳添福
伍佰元 鄭婷文  石湘瑩  楊蕙瑜  葉季璟  王翊瑄  林冠伯  王麗雲  徐逸軒  

江奕成  林慶元  王浿汾  張丹梅

貳仟陸佰捌拾元    采林出版有限公司
貳仟伍佰元    李雪娥  陳兩傳  陳韻如  謝志明  丘寧世  蔡秉翰  王新松  
朱秀雲  陳坤和  張曉青  蘇芳菲  林亭卉  柯博惟

貳仟肆佰元    高溢源
貳仟貳佰元    吳介侯  黃紅華  毛嬿媖
貳仟元 廖羿筑  陳張切  郭知翰  陶美如  王志宏  李瑞卿  李亦牧  陳柏翰  
鄒文權  立晨記帳士事務所  展新會計師事務所  郭沛嘉  李國棟  

陳柏諭  陳韋伶  陳韋屏  陳益稻  汪智凱  簡亨達  林元婷  楊文玲  

方頌仁  張上安  余志彬  余柏辰  余祐震  周玉梅  陳婉貞  郭森永  

范銀嬌  唐琬珺  沈立敏  蔣智凱  余可珈  游柏瑞  楊大和  李長蓉  

林宛縈  賴佑維  王昭月  楊采昉  賴山本  張瑜芳  謝沐桓  洪心蘋  

陳柏男  林羅秀鳳  林智敏  楊來欽  林婉茹  吳佳玲  陳麒安  王清志  
踩底線遊戲 ( 股 ) 公司  好日子事業有限公司  李傅素珠  羅漢民  
郭明遠  郭朝芸  李繼蘭  陳佳雯  

肆佰元 吳柏霖  郭承霖  張雅婷  林珍如  彭品璇  彭冠勳  彭柏翰  彭羿綺
參佰陸拾元 丁大能
參佰伍拾元 吳勝治
參佰元 詹修怡  陳瑛瑛  洪正儒  洪偉傑  陳景琦  黃祺惠  詹明和  詹家誠  
詹惠淳  詹惠媛  李俊賢  李思賢  林易賢  張珊瑜  郭芊妤  李雯娟  
陳盈安  林賴琴  賴芷芹  詹德琳  林欣穎  廖宜德  廖宥銘  李怡慧  
劉子雋  劉進盛  劉燕潔

貳佰伍拾元

謝存英  吳政夫  葉亞欣  葉青芳  薛婷憶  楊璧瑜  羅光智  
韓乙功  韓乙徹  許淑娟  文譓琪  陳羿安

貳佰元 吳春霖  林佳之  吳菊英  林長福  任璿文  邱士娟  魏采妍  吳 盛  

游少君  邱錦發

壹仟捌佰元
壹仟陸佰元
壹仟伍佰元

梅菁貽
莊佳穎  潘羿瑾
陳洪格  陳榮耀  陳憲博  陳憲隆  陳立安  王寶貝  江固翰  
尤素卿  鐘珮玲  周之行  許淑婷  陳昱彰  曾添進  鄭萬能  
鄭萬得  陳彩鳳  李俊德  李曼琳  孫嘉伶  劉春華  余明道  
傅思蕾  黃許桂英  陳品睿  高榮聰  林玉招

壹仟肆佰元
壹仟參佰元
壹仟貳佰元

蔡松霖
楊金鳳
勤和貿易有限公司  陳洪梅  林佳永  林高永  林進洲  柯香玲  
王擇民  王陳雪  劉小馨  羅增賢  陳麒安  鍾金芳

壹仟壹佰元    張苡恩  簡碧瑩
壹仟元 蔡美惠  劉綿青  陳又綺  楊郭月桂  林享億  林許水好  白昆平  

呂向革  曾明勤  張珊華  吳丞蕙  林淑卿  葉家榛  吳子玉  葉九能  

李俊霖  連宮賢  劉妍君  李聰明  林珊如  林明金  林欣昱  林欣霖  

黃秦麗玉  唐意晴  曹心瑀  林昌彥

林貞妏  廖麗嬌  陳美枝  楊榮章  沈和樹  鄭綉蜶  黃銀杏  林玉敏  

壹佰貳拾伍元    林佑安  林尚安
壹佰貳拾元    盧彥甫
壹佰元 謝秀英  陳 進  陳伯瑜  陳麗莉  陳瑋萱  林麗玲  楊智仁  莊富瑛  

方麗香  曾洪沛  曾睿柏  曾馨慧  侯永龍  郭翁美寶  張純純  顏承奕  
詹燈連  陳

進  王靖莉  李弘平  陳立倫  曹賜吉  饒明慧  陳少謙  

陳育彰  傅琬薰  葉為平  楊耀霆  施信安  陳麗卿  林冠伯  梁振華  

王淑佩  李妙鈴  鄭金煌  鄭美娥  鄭凱天  鄭愷庭  鄭蕭得哥  賴月治  

黃若蘋  鄒坤芸  黃建明  林祐輝  白惠玲  張葆源  李宗達  沈介俞  

莊弼堯  楊廖庭  林歆恬  顏于淇  曹祐瑋  曹菀珊  楊至勛  黃思樵  

沈黃淑美  蔡秋香  尤士佳  鄭富庭  蘇蕙文  三金五金企業有限公司  

王雅慧  林芙安  林芙而  王重義  林

台灣鑫餘有限公司  貝鑫企業有限公司  金北鑫有限公司  王祉陽  

玉

吳宗曄  郭素月  謝予蕙  郭于慈  李塏良  鄭麗寶  王耀慶  李方碩  

壹佰元 陳進明  謝秀英  鄧美雪  林麗玲  楊智仁  黃怡嘉  宋文華  宋宜穎  

張盧瑩星  亞燦科技服務 ( 股 ) 公司  陳林玉嬌  黃耀霆  曾玟嘉  

宋承融  宋欣穎  廖美玲  簡孝貞  陳月芬  蘇永利  蘇俊豪  蔣

陳哲凱  黃金灶  黃育祥  王雅琳  劉桂英  顏書於  吳光俊  

蔣再安  蔡雨彤  楊廖庭  葉九能  葉榮冠  徐雅萍  劉宇倫  顏于淇  

格安德工業 ( 股 ) 公司  楊鎧寧  楊嫦倩  謝昌俤   江耀宗  王菀臻  

伏貫寧  陳育瑄  廖致賢  李文堅  董明柔  謝本溫  謝幸如  謝誠佑  

董謹銘  馬春蘭  章進發  林李清雪  林植蕃  洪智君  江聰明  
李嘉麗  楊子儀  林珊旭  邱瑛嬪  葉嘉珍  林淑惠  施承希  施學吉  
謝承諺  顏安妤  楊來欽  劉碧雲  陳碧雲  楊艾玲  謝家鈞  陳亞男  

盧彥甫  王雅慧  林芙安  林芙而  王重義  林

馨  

玉  黃宣婷  黃謙皓

白米 500 斤 懷結堂藥行有限公司
白米 100 斤 廖本捷

羅婉綺  歐清士  劉宸睿  林志敏  郭月桃  蔡文福  鍾如盈  林昭佑  
曹晨芝  曹崇恩  侯青穎  王淑錦  吳熙中  莊明穎  張庭鈞  李彥樵  
台茂通運公司  劉耀凱  徐孟儒  陳

得  張植硯  張愷芯  賴貞佑

玖佰元 陳景琦
捌佰元 吳柏霖  吳春霖  徐玉麟  葉美玉  潘孟良  劉孟東  周奎成  郭詩豪  
呂淑珍  黃智雄  曹心瑀  王開雲  陳亮唯

柒佰伍拾元 張玉淋  陳慶琇  許華欣
柒佰元 善心人士  許家誠  徐亞楨  徐婉婷  陳韋廷  黃苡榛
陸佰元 吳聖財  陳泓銘  陳彥蓉  蕭世勤  蕭黃妙春  蕭昌運  黃筱婷  
張孟謙  張禎雲  張濬昇  張瑋茹  羅敏瑜  愛璽有限公司  施惠文  
陳靜枝  郭憲章  李仁榮  李長蓉

伍佰元 林蔡柑  陳瑛瑛  黃淑雯  黃顏秀蘭  林若玲  曾國泰  廖松偉  
無名氏  李柯月里  傅玲玲  蔡佩真  蔡俐慧  蔡劉春  蔡耀坤  
陳碧雪  江玉雲  宮蘇鈞  謝錦慧  謝錦葒  陳佩珠  陳奕良  陳啟明  
陳淑娃  陳淑惠  陳淑慈  陳錦標  邱家緯  陳麗莉  洪文欣  陳秀哲  
黃持志  黃詠瑜  黃齊賢  吳淑卿  林玉雀  張木順  張書豪  張皓翔  
蔡孟軒  林楊不纏  王翊瑄  吳采蓉  古慧珊  王麗雲  徐逸軒  
陳柏諭  陳韋伶  陳韋屏  陳益稻  曾寶文  張玉欣  許美華  葉波雄  
葉書廷  葉素靜  王玉枝  張

力  張

瑄  陳翁秀足  陳微婷  

戴承正  潘客名  蔡迪旭  蔡國樑  蔡嘉美  蔡盧瓊華  林僊樺  
胡羽真  胡項筌  簡亨達  陳長嶽  楊珮蓉  羅鄭麗珠  李啓福  
顏君芮  郭家亨  黃琪樺  薛智謙  唐琬珺  黃棋麟  劉䕒喻  黃渼茜  
趙子淞  吳睿敏  張鈞翔  張維麟  張薽予  徐國閔  陳金梅  沈立敏  
葉國新  陳錦鳳  林

辰  林良玉  柯素真  吳政陽  李振傳  陳巧翊  

陳德開  游天來  游昆錦  汪秀娟  林庭煒  林唯生  林榮輝  楊翼聰  
吳承諭  游柏瑞  蔡碧蔚  蔡力薇  葉仲軒  葉宏達  葉欣盈  蔡慧美  
黃浩宇  謝志謙  謝靜怡  黃婉綺  謝銘元  陳

薇  王

輸  吳鎮江  

梁容嘉  周于綺  郭語安  郭議仁  林智敏  陳昱龍  陳家蓁  江靜文  
黃冠綾  林秀珍  林宜蓁  吳佳玲  林璇珠  王育婕   鄭宇翔  袁自霜  
踩底線遊戲 ( 股 ) 公司  好日子事業有限公司  羅漢民  王雪萍  
劉月娥  羅鉅富  蔡岡澄  徐玉美  王儷容  陳佳雯

肆佰伍拾元 吳勝治
肆佰元 張昇凱  張桔銘  張桔鐘  張桔堃  陳虹蓁  林琬玲  陳少華  何建志  
李雯娟  張雅婷  許高桂秀  林君蓉  吳四郎  吳玟頤  吳宥德  
吳羿萱  黃紫寧  張麗靜

參佰貳拾元 陳梓桔  蘇淑華
參佰元 高子惟  高子翔  黃祺惠  吳冠緯  吳俊叡  詹明和  詹家誠  詹惠淳  

醫療補助基金
貳拾萬元   李芳年
壹拾萬元 陳滿女
柒萬玖仟元 張家銘
伍萬元 蔡王富
肆萬伍仟元 凃蕭芙美
肆萬元 蔡淑鈞
貳萬肆仟參佰壹拾貳元   龔彥君
貳萬元 鄭益洲  林明世
壹萬伍仟元   陳宣允  林秀萍
壹萬貳仟元   郭安芬
壹萬壹仟元   郭淵源
壹萬元 黃淑貞  邱裕惠  李美蓮  侯志宗
玖仟元 張丹梅
捌仟陸佰元 鍾玉珊
捌仟肆佰元 蕭淑貞  蘇晏瑩
陸仟陸佰陸拾陸元 梁舒涵
陸仟元 廖金美  李黃金治  林健邦  呂素滿  鍾易霖  凃媛薰  譚任廷  
蔡上田  張洪練香  楊文昌

伍仟元 林祺家  鮑泳妡  馬昌男  凃菁芬  吳佳真  林志信  簡源松
肆仟捌佰元 曾財明
肆仟伍佰元 邱家緯
肆仟貳佰元 陳其昌
肆仟元 蕭淑玲  李筱萱  邱昊宇  袁湘婷  游棋淨  李劉綉絨  楊政道  
參仟玖佰元 黃暄淯  
參仟陸佰元 潘羿瑾
參仟伍佰元 杜俊毅
參仟元 李文森  李張碧微  陳子賢  黃善慧  王寶貝  陳宜君  陳立倫  黃瓊瑩  
洪士國  黃莉芸  張哲嘉  陳威廷  吳宏貴  林遠敏  譚圓融  王浿汾  
王林美華  廖哲誼

貳仟捌佰元 顏佩君
貳仟陸佰捌拾元   采林出版有限公司
貳仟陸佰元 陳桂華
貳仟伍佰元 陳兩傳  陳韻如  林采和  黃上菁  黃銘傳  黃琡晴  鐘珮玲  

詹惠媛  李碩展  李婷萱  張珊瑜  高雨湘  高涵楨  高榮盛  許玉梅  

謝志明  蔡秉翰  吳昱璇  孫

黃奕勛  杜蓮桂  邱聖傑  陳宗漢  郭語婕  陳意貞  許耕銘  郭宥緒  

柯博惟  黃鄧月霞

郭豐榮  朱欣華  高宜姍  莊永詮  王麗鈞  林怡靚  賴昕恩  賴俊銘  
邱湘涵  鍾彰榮  劉芸瑄  蕭淑專  林欣穎  廖宜德  廖宥銘  曾阿雲  
許耕榜  張浩晨  李筱盈

貳佰伍拾元

張

如  張

鈴  張文娟  張學文  謝存英  吳政夫  楊璧瑜  

琦  朱秀雲  陳坤和  林亭卉  

貳仟肆佰元 周瑞君  黃永和  黃昱倫
貳仟元 陳張切  陳連鳳  蘇勝中  李維唐  周佳慧  周睿元  陳詹春美  
陳任遠  王志宏  李瑞卿  許貴華  邱顯宗  林湘庭  王建焜  袁立城  
袁立緯  展新會計師事務所  郭沛嘉  黃連英  洪

閃  陳婉貞  

羅光智  許淑娟  周忠楷  周庭烽  周祐震  陳沛緹  文譓琪  

蔡承學  陳梅芬  廖祐榆  洪智君  王錦沼  謝依均  溫淑茵  姜如又  

陳羿安  王仁君  吳東倪  吳苡禾  梅禹歆

簡玉涵  曾金梅  陳建佑  劉宸均  張桂芬  張瑜芳  羅映婷  郭春娥  

貳佰元 莊桂枝  陳清發  陳麗卿  藍語馨  吳貴欽  蔡青芬  陳金女  陳伯瑜  
陳瑋萱  任

渝  洪紫晏  蔡言紘  蔡明煥  曾昱超  康舒淳  吳依倢  

呂昭義  何昭毅  何竑毅  許淑芬  柯劉明香  曾明勤  張珊華  

林易岢  莊明穎

壹仟捌佰元
壹仟伍佰元

陳旭紘
何江標  何品妍  何羿均  李新風  李誌村  賴光興  江固翰  

吳丞蕙  田笠宓  劉乃維  葉家榛  蘇彥瑋  林娟娟  葉瑞明  許淑娟  

尤素卿  吳介侯  周奕帆  周語洹  朱瑞月  陳玥甯  黃燕嬌  

許雅婷  許瑞達  林歆恬  陳玫玫  蕭文元  蕭名傑  蕭米雅  蕭米甯  

謝俊賢  周宥忻  黃齡慧  周于綺  郭語安  郭議仁  余明道  

林雅柔  魏昭然  黃俊傑  汪欣玲  徐瑞妤  陳又瑄  伏貫綸  伏壽康  
陳苡真  陳李幼  陳瓊和  陳若緹  陳睿杰  陳姮瑄  謝惠瑜  唐意晴  
洪緁妤  周昱妘  吳怡萩  游國安  游紹仟  黃思樵  何欣儒  張瑛惠  
陳文隆  林昌彥

壹佰貳拾伍元    林佑安  林尚安

傅思蕾  曾莉蘋  温淑梅  黃許桂英  陳品睿  林玉招

壹仟參佰元 林佳永  林高永  林進洲  柯香玲  楊金鳳
壹仟貳佰伍拾元    林芝瑩
壹仟貳佰元 梁聿賢  梁祐晟  梁黃美葉  梁萬福  廖今華  蘇鳳美  王陳雪  
梁瓊文  張愷玲  梁儷馨  黃上嫚  黃泰嘉  黃瑋杉  張啟清  
賴韻涵  陳統山  林瑞祥

壹仟壹佰元 楊金英
壹仟伍拾元 呂美華  胡羽真  胡林玉雪  胡項筌
壹仟元 陳又綺  陳冠宇  陳思惠  詹修怡  連品柔  洪在源  洪李甚  林珊如  

貳佰元 林秋風  林許水好  吳柏霖  吳俐葶  吳建林  楊焜熙  無名氏  
席行毅  顏文鍵  任大維  魏采妍  曾美湘  蔡桂榆  林水重  曾明勤  
張珊華  吳丞蕙  郭宥緒  郭豐榮  田笠宓  劉乃維  吳淑惠  張嘉真  

周桂芬  賴美金  賴麗珠  曾洪沛  曾睿柏  曾馨慧  李正蓉  李宗應  

廖金地  廖偉翔  廖偉証  廖儀靜  葉家榛  王麗鈞  葉九能  葉榮冠  

楊采華  鄭雅之  徐瑋佑  趙

王仁平  劉心惠  蔡奇偉  蔡囷勳  蔡囷翰  劉林美麗  劉春泉  

照  陳駿緯  凌月娥  周宗毅  陳麗卿  

黃郁樺  王春蓮  曾美紅  孫鴻明  王靖莉  陳妤蓁  陳明禮  董建志  

賴梅玉  李沛蓉  魏昭然  黃智慶  林玲珠  張仲麟  張世龍  李文堅  

曹賜吉  饒明慧  顏國鈞  吳昱澂  吳永昌  王睿瑄  葉耿林  吳穀糧  

李悟澤  賴亮君  唐意晴  徐亞楨  曹心瑀  曾黃貴香  郭姿吟  

劉寧婕  徐南洲  興泰貿易有限公司  陳翁秀足  陳微婷  曾美蓉  
蘇純儀  蔡榮一  楊文玲  朱應豪  李玉琳  三金五金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鑫餘有限公司  貝鑫企業有限公司  金北鑫有限公司  王祉陽  
廖滿滿  張美月  郭衣杰  郭佩瑜  蔡易儒  李韋妮  張盧瑩星  

何賴秀卿  郭金和  郭練秀金  盧彥甫

壹佰捌拾元   黃旭崙  黃旭頡  黃志明  黃澄清  蔡盈盈
壹佰貳拾伍元   沈宣汶  陳昱安  林佑安  林尚安
壹佰元 陳怡安  陳昭垚  陳慶華  程阿美  謝秀英  陳榮宗  莊秀琴  涂旭帆  

曾玟嘉  羅翎禎  黃育祥  陳金梅  林枝銓  格安德工業 ( 股 ) 公司  

林安妮  林安家  林明興  唐

曹昌誠  張文政  許志漢  林靜暄  詹彩玟  王令僑  簡佳琪  簡阿標  

楊智仁  陳亮吟  陳簡秀蘭  李佩瑛  曾奕翔  曾奕勳  曾栢宏  

簡張金鳳  曹文龍  張依同  陳悅治  王陳揚  王詩瑄  王薇婷  

蔣

李蕙心  陳安娜  陳朱冬萍  陳俊雄  陳培容  陳瑋琪  張雅涵  

王浩宇  林歆恬  廖海華  賴正順  陳佩茹  劉宜臻  劉俊昌  張靜雯  

林依蓁  林思妤  葉嘉珍  郭陳桂枝  歐貴承  林昀緯  林筱翊  

王幼珍  張美麗  闕壯妤  許文能  許芳瑞  羅桂蘭  何詠盛  張子豪  

歐鄭秀鷹  陳皇廷  周希柔  周希遠  萬啾貿易有限公司  楊來欽  

莊凱丞  吳信鋒  陳俞如  周昱妘  邱陳照子  徐信楚  黃思樵

葉  許悶英  許聰文  邱寶蓮  林麗玲  

馨  蔣再安  蔡雨彤  楊廖庭  林娟娟  葉瑞明  林奕秀  王浩任  

劉碧雲  楊陳足勉  楊照源  李柏澔  李睿唐  陳勝本  陳世勳  
陳威澔  歐貴柔  陳亞男  陳淑清  黃文雅  李正弘  周聖恩  周聖輔  
陳佳瑞  邱雪嬌  張式雄  林義順  黃暐茹  李海壘  林薇菁  劉宸睿  
鄭惠文  蔡玉階  游雪惠  林志敏  莊林月英  陳思翰  張天胤  
李宛蓉  蔡文福  徐陳淑惠  朱秀琴  侯青穎  徐玉美  陳張秀梅  
張庭鈞  江錦川  楊介甫  陳雪芹  劉耀凱  陳

得  蔡有哲  湯素貞  

張植硯  張愷芯

玖佰元 葉宥成  葉書翰  張 倫
捌佰元 張金隆  黃彩萍  紀文倩  李阿梅  郭禮仁  陳佑俊
柒佰伍拾元 陳少華  吳阿月  許華欣
柒佰元 陳盈安  許家誠  徐婉婷
陸佰伍拾元 張芳欣  張芳惠
陸佰元 吳春霖  陳景琦  黃祺惠  郭彥惠  吳冠漢  吳萬泰  吳萬薇  游宗諭  
游秉諺  柳金枝  小荳荳  林式穀  陳國治  周明琴  愛璽有限公司  
許硯銨  蘇榮吉  李宛純  吳春月  莊畢莉  蘇子富  蘇尚賢  蘇敬棠  
蘇聖涵  蘇聖媛  蘇聖雲  陳雯菁  李仁榮  施夙娟  林慶豐

伍佰元 張吉雄  張善慈  張善睿  鄭李淑美  鄭皓文  廖進益  陳瑛瑛  
曾怡維  曾昱凱  賴怡璇  石湘瑩  林素貞  張寶仁  李沛燁  
李柯月里  陳照惠  李純惠  陳品穎  廖惠美  伍

務  陳芳君  

陳焯銘  陳洨妤  葉素梅  黃月梅  李運鞭  李曉濬  林子樵  張榮娟  
謝富傑  林志成  黃珮瑜  李惠美  張鎮漢  李正雄  李政模  余姍妮  
吳弘琳  吳依帆  吳俊陞  蔡建民  錢相綝  錢嘉慈  許美華  葉波雄  
葉書廷  葉素靜  李國和  李黃郁蘭  張

力  張

瑄  李潤玉  

胡俊智  林子強  林賴美代  鍾易旻  鍾睿庭  林僊樺  范銀嬌  
羅鄭麗珠  莊鎧榮  林柏均  林意淳  簡雅芝  薛榮祿  唐琬珺  
徐于婷  高宜姍  彭展東  沈立敏  葉國新  楊婷婷  陳來弟  楊怡歆  
楊秉毣  楊阜韶  林子修  林雅珣  Xenia Mielke  蔡家欣  胡惠娟  
陳俊良  王思承  王思惟  余可珈  游柏瑞  蔡碧蔚  曾楚嫣  葉秉恆  
林玫君  趙崇龍  吳泓緒  黃雅宜  李長蓉  陳維國  張玉如  
林羅秀鳳  夏秀明  夏秀娟  林智敏  陳家芝  黃庭姍  林書正  
郭先藤  郭淑美  李怡慧  劉進盛  黃明德  王清志  袁自霜  
踩底線遊戲 ( 股 ) 公司  好日子事業有限公司  蔡正雄  羅漢民  
林燈燦  黃苡榛  林佳儒  林振芳  林耕逸  李美珍  陳文彬  陳福森  
陳佳雯

肆佰元 張昇凱  林安立  曾家宇  李雯娟  翁正喜  張雅婷
參佰伍拾元 吳勝治
參佰貳拾元 陳欣宏  陳韋翰
參佰元 楊婷婷  李英綺  葉惠文  鄭光琛  鄭凱文  陳清郎  鍾宜君  蕭淑敏  
林欣穎  廖宜德  廖宥銘  劉子雋  劉燕潔  曾阿雲  李筱盈

貳佰伍拾元

謝存英  何采融  范甘妹  廖振錞  廖慶寶  吳政夫  葉亞欣  
葉青芳  葉蔣平  薛婷憶  呂文財  潘麗琳  江佳盈  韓嘉鍵  
許淑娟  文譓琪  陳羿安  李靆鎂  高藤霖  高顥璋  高顥瑋  
王仁君  吳東倪  吳苡禾  梅禹歆

一枝草・一點露
信眾如欲捐助歡迎利用郵撥匯款
帳號：19119273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經云：
「所謂佈施者 必獲其利益 若為樂佈施 後必得安樂。」

新春點燈、安太歲
農曆 110 年 11 月 15 日（國曆 110 年 12 月 18 日）開始受理登記
《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中，佛云：「若有眾生，奉施
燈明，得十種功德：一者照世如燈。二者隨所生處，肉眼不壞。三
者得於天眼。四者於善惡法，得善智慧。五者除滅大闇。六者得智
慧明。七者流轉世間，常不在黑闇之處。八者具大福報。九者命終
生天。十者速證涅槃。是名奉施燈明得十種功德。」
「點燈」也是過年期間必備「年課」之一。點燈的目的是為了
求「光明」，同時也是供養神佛。大日經疏解釋，所謂「燈」，是「如
來之光明破晴之義也，係指至果地時，心障都盡轉無盡之慧來普照
眾生云，故曰燈。」故佛經中以燈比喻光明與智慧。若燃燈供佛，
就能得身體健康、開啟智慧、事業成功、滿足願求。
俗話說「太歲頭上動土」，民間認為，沖犯太歲會招來無妄災禍。
因此「安太歲」是過年必作的功課。太歲指太歲星君，配合一甲子
共有六十位循環輪值，當值太歲稱「值年太歲」，主管當年的流年，
包括世間禍福、天候和氣象，要避免無心冒犯，尤其當年沖犯之人，
更要敬奉值年太歲來安鎮闔家平安。
每年沖犯太歲的生肖有兩種，凡出生年與太歲地支年相同者，稱「正沖」，（如生肖屬虎碰上虎年），往下依
序六位，是「對沖」（如生肖屬虎碰上猴年），正沖及對沖都算「犯太歲」，必須安太歲以求化解。十二地支配合
十二生肖，十二年一輪，依此類推，故每年都有兩個生肖的人必須安太歲，每個人六年就要安一次太歲。保安宮西
護室設有太歲殿供奉值年太歲，農曆正月十六舉行安太歲儀式；每月十六，則為安太歲信徒誦經，以求消災解厄平
安納福。
古時供養油燈以清淨功德，油燈似汪洋、燈心猶如須彌山，象徵光明遍照諸世界。保安宮各殿設有平安燈、藥
師燈、太歲燈、功名燈等，為點燈者作功德、聚善願，期願未來一年納福迎祥，萬事順利圓滿，歡迎諸位大德踴躍
報名。
每年農曆 11 月 15 日起受理各項點燈報名：
◎ 平安燈（設置於保安宮後棟四樓凌霄寶殿、東護室聖母殿）：祈求全家或個人平安。
◎ 藥師燈（設置於保安宮後棟三樓大雄寶殿)：祈求身體健康、平安泰順。
◎ 功名燈（設置於保安宮後殿)：祈求生意興隆、前途光明。
◎ 太歲燈（設置於保安宮西護室太歲殿)：凡 111 年肖虎或肖猴須安奉太歲，以祈消災解厄、納福迎祥。
※ 以上詳情請洽保安宮服務處 (02)2595-1676 台北市大同區哈密街 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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