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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在臺中市沙鹿慶安宮舉行
保安宮送愛到澎湖
支持惠民醫院重建
賴清德副總統偕同本宮廖武治董事長
參與後勁聖雲宮遶境起駕典禮
雲衷合唱團年度音樂會
用歌聲感恩這片土地
在國定古蹟看見傳統戲曲之美
壬寅年吉課表

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在臺中市沙鹿慶安宮舉行
民國110年12月4日有來自全臺灣北、中、南
以及澎湖、金門等地的地方宮廟來到臺中市沙鹿慶
安宮參與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
台北保安宮的信眾及工作人員於當天上午十
點抵達慶安宮，在董事長廖武治的帶領之下，向慶
安宮的保生大帝進行參拜，隨即由台北保安宮的誦
經團進行誦經科儀，祈求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的
活動圓滿成功。接著全臺灣保生大帝的廟宇信眾及
顧問陸續抵達慶安宮，進行報到及團拜，並於下午
二點開始進行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第五屆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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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議。會議結束後，於下午三點由台北保安宮

帝聖駕亦蒞臨會場，場面相當盛大。首先由這次會

董事長廖武治帶領各宮廟的代表進行三獻禮大典，

員大會承辦宮臺中市沙鹿慶安宮主任委員蔡鈴彥致

民主進步黨宗教委員會總召集人余政憲亦蒞臨慶安

歡迎詞，代表慶安宮全體同仁，向所有遠道而來的

宮，共同參與盛會。

各地會員宮信眾大德表達最誠摯的歡迎之意，歡迎

在進行三獻禮大典之後，隨即前往成都雅宴
時尚會館-清水店，恭迎副總統賴清德的蒞臨，並
且於下午四點召開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第五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首先邀請賴副總統上台致詞，賴副
總統向大家說明12月18日四大公投案攸關所有台
灣人民的未來，呼籲大家不同意重啟核四公投、不
同意三接遷離公投、不同意反美豬公投、不同意公
投綁大選等，藉由四個不同意讓台灣更有力。賴副
總統致詞之後，與各宮廟的代表合影留念，展現出
親和力與凝聚力。
此次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第五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有一千七百多人參加，而且慶安宮的保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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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到沙鹿慶安宮，參加今年度盛會。由於今年
瀰漫著對於新冠肺炎的恐懼，生活受到相當大的衝
擊，保生大帝是醫藥之神，保生大帝信仰提供人們
心靈上的撫慰與安全感，讓人們有信心面對生命危
機，支撐人們度過此次新冠肺炎的災厄困境。祈願
在保生大帝的庇佑之下，以及各宮廟在疫情期間配
合政府共同防疫，用宗教關懷慈愛精神，讓臺灣社
會充滿正能量，形成守護人民的一大砥柱。
在會議進行之前，由台北保安宮董事長廖武
治代表致贈本次大會承辦宮臺中市沙鹿區慶安宮
「保境安民」的匾額，感謝慶安宮對於本次大會的
支持與規畫安排。緊接著表揚108年度本會會員興
辦或贊助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獲獎的單位，並

期盼本會各會員宮廟需要更多的尊重與包容，也需

宮、高雄市大港保安宮、臺南市北門三寮灣東隆

要大家各展所才，群策群力，互相扶持才能成長茁

宮、高雄市後勁聖雲宮、新北市永和保福宮、新北

壯，更希望各會員宮廟以經驗作交流與觀摩學習，

市蘆洲保和宮、彰化市香山明聖宮、臺中市元保

推動文化教育的深耕、弘法利生人才的培育，將保

宮、新北市板橋江子翠潮和宮、金門縣烈嶼鄉保生

生大帝慈悲為懷濟世救人的精神體現出來。

大帝廟、高雄市大社區保元宮、臺南市市仔頭福隆
宮、高雄市左營慈濟宮、高雄市沙仔地威靈宮、台
北市大直植福宮、屏東市覺世堂。

本次會員大會在工作報告及討論事項完成之
後，進行會旗交接的儀式，並且恭送臺中市沙鹿慶
安宮的主神―保生大帝聖駕回宮，大會圓滿成功。

緊接著在頒發獎牌後由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

於下午六點進行聯歡晚會，大會準備豐富菜餚的平

會理事長廖武治致詞，說明本會轉型後迄今已有

安福宴，以及安排熱鬧的表演活動，讓參與本次大

15年，會員涵蓋全臺及澎湖、金門等地的地方宮

會的各個宮廟信眾有個豐富的饗宴，整個活動於晚

廟，展現出臺灣保生大帝同祀宮廟的凝聚力，讓總

間八點圓滿落幕，大家期待下次活動的再度相聚與

會能夠本著創立的宗旨永續經營，造福社會大眾。

交流。

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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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報導

且頒發獎牌，獲獎的單位有：臺北市大龍峒保安

保安宮送

到澎湖

支持惠民醫院重建
澎湖最大的老人照護機構天主教惠民醫院新
建院所動土典禮於12月28日舉行，保安宮廖武治
董事長與前副總統陳建仁、靈醫會劉玉慶神父、靈
醫會呂若瑟神父、靈醫會韓國乾修士、天主教臺南
教區林吉男主教、馬公天主堂阮光榮神父、惠民醫
院陳仁勇院長及新任惠民醫院張明哲院長、澎湖縣
長賴峰偉、澎湖縣議會劉陳昭玲議長等人出席與
會，共同主持動土。

病患的理念與博愛精神，分別於1952年成立羅東
聖母醫院、1957年成立馬公惠民醫院。
馬公惠民醫院在義大利籍羅德信神父
（Antonio Crotti，1915-1987）的努力下，從瑪俐
診所開始，經募款及教廷協助下正式設立馬公惠民
醫院，為病人提供服務，更陪伴澎湖居民一起走過
艱辛歲月，協助港口、堤坊、道路的基礎建設，到
惠民新村、惠民二村等社區建設，從幼稚園的學前

天主教惠民醫院屬於天主教靈醫會，70年前

教育，到惠民啟智中心的身障服務及目前惠民護

天主教靈醫會外籍神父及會士們離開中國來到臺

理之家的長照服務，70年來始終懷抱著「護病傳

灣，選擇了當時醫療相當落後的宜蘭羅東及澎湖馬

愛」的初衷，持續守護著菊島的鄉親們。

公，做為他們再次出發的起點，秉持著靈醫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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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到澎湖

澎湖人口老化程度日益嚴重，其指數高於全

希望促成惠民醫院早日重建完成。惠民醫院為了表

臺近1.3倍，高齡獨居老人比例更居全臺之冠，比

達對廖武治董事長的感謝，邀請董事長出席動土典

臺灣本島早10年進入高齡社會，預估不到6年之後

禮，董事長專程前往澎湖。動土典禮先由林吉男主

失智失能長輩將多達4700人，目前澎湖的照護量

教唱聖歌、灑聖水，引領與會大眾共同為惠民醫院

能嚴重失衡，惠民醫院作為澎湖最大量能的長照機

重建工程祈福，董事長也參與儀式，展現道教、民

構，建築歷經數十年風沙吹蝕逐漸老化，無法負荷

間信仰尊重、包容的一面，與天主教一同成為支持

日益增加的照護需求，需要興建一座全新的醫院。

臺灣社會提升的力量，讓臺灣充滿正面祥和。

「澎湖惠民醫院重建計畫」選擇在醫療資源

保生大帝是醫藥之神，早在一千年前保生大

較少的湖西鄉新建醫院，今年的12月28日動土

帝就已經為貧苦民眾施醫治病，保安宮繼承保生大

後，將於明年初正式動工，預計2年半時間完成重

帝的精神，在人間實踐保生大帝「道濟羣生」的濟

建，新建的惠民醫院規劃有一棟四層樓長照專區，

世特質，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尤其是攸關人生

以及一棟五層樓的醫療專區，重建工程占地2萬

命安全的醫療服務，所以保安宮舉辦義診，免費為

4000坪，落成之後可以服務近160位長輩的長照醫

民眾健康檢查、提供醫療諮詢，設置「醫療補助基

院，提供居家長照每年2400人次的服務，讓患者

金」專戶，提供各大醫院作為民眾醫療補助經費，

與長者有一處安全的醫療與照護中心，

支持埔里基督教醫院、花蓮門諾醫院、羅東聖母醫

惠民醫院的重建經費龐大，與惠民醫院同屬
於天主教靈醫會的羅東聖母醫院呂若瑟神父，呼籲
各界善心人士踴躍捐款，一起支持澎湖惠民醫院重
建計畫，讓重建經費早日到位，保安宮廖武治董事
長得知消息，在了解惠民醫院的需求後伸出援手，

院等多間偏遠地區醫院提升醫療照護品質，保安
宮希望各地的民眾都能獲得最好的照顧，當惠民醫
院有需求，保安宮也立即給予協助，而為了鼓勵對
醫學教育、學術研究或有重大貢獻的醫療團體或機
構，辦理「醫療奉獻獎」，羅東聖母醫院團隊與呂
若瑟神父都曾獲得此項殊榮。

保安宮送愛到澎湖 支持惠民醫院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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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宮更深化宗教利他的教義思想觀念，多

廖武治董事長從臺北奔馳到澎湖送出愛心，

次與教廷合作，參與多起國際救援，發揮愛不分宗

在動土典禮後，現場捐贈新臺幣100萬元，董事長

教、不分族群、不分國家，協助義大利聖本篤修道

說：「愛是跨越宗教、跨越國界！」，這句話令前

院地震後修復、在歐洲的塞拉耶佛興辦學校、支援

副總統陳建仁相當感動，讚譽董事長是慈悲濟世的

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抗疫，並幫助馬拉威天主教會

典範，董事長也與前副總統陳建仁、羅東聖母醫

改善馬拉威人民的生活，保安宮讓許多本性良善的

院呂若瑟神父再次呼籲，希望大家協助惠民醫院重

信眾可以將愛匯聚起來，透過保安宮對社會付出關

建，讓愛飛揚在澎湖這片風沙之地。

懷，教廷對於保安宮的善舉也多次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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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張靖委

參與後勁聖雲宮遶境起駕典禮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聖雲宮於民國110年12月30
日展開為期二日的進香遶境，賴清德副總統與廖武
治董事長、陳其邁市長、劉世芳立法委員等各界來
賓受邀出席參與起駕儀式，並在起駕時擔任迎聖
官，與廟方人員一起迎請保生大帝等眾神登轎，扶
保生大帝神轎出發。

史悠久，歷經百年的發展，當地尊崇為境主，成為
後勁人的信仰中心，享有崇高的信仰地位。
後勁人與寺廟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因為保生
大帝是後勁的境主，所以每當聖雲宮出現發爐或
是立筊時，地方就會慎重地請示保生大帝，當民國
109年10月10日出現立筊，廟方便依照習俗以扛轎

「後勁」是一個古地名，地名的由來與明鄭

的方式請示保生大帝關於立筊的用意，從10月24

時期軍屯制度有關，是明鄭軍隊後勁鎮的設營之

日開始經過連續三天不停地的請示，最後保生大帝

地，先民奉請保生大帝老祖在半屏山的東北側建

指示要舉辦醮典與招軍請火，但受到疫情的影響，

廟，聖雲宮建廟的年代已不可考，早在康熙58年

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改在民國110年12月24日啟

（1719）的《鳳山縣志》已有記載，可見廟宇歷

建「一朝禳災和瘟醮科法會」，25日至27日啟建
「三朝祈安清醮大典」，12月
31日進行「謁祖進香招軍請火遶
境大典」。
南部一帶的廟宇非常重視
招軍請火，因為舉行招軍請火的
時間、地點是由神明指示，屬於
不定期舉行的儀式，往往數年才
舉行一次，儀式並不常見，舉行
招軍請火的目的與意義是為了補
充神明的兵將、恭請五方真氣，
信徒相信透過這項儀式神明會擁
有更多的兵將並增添靈氣，有更
大的力量來守護地方、庇佑信
徒，因而聖雲宮與所有後勁人極
為重視這項儀式。

賴清德副總統偕同本宮廖武治董事長參與後勁聖雲宮遶境起駕典禮

106 期 8

後勁聖雲宮遶境起駕典禮

賴清德副總統偕同本宮廖武治董事長

本次建醮是後勁地區百年來首次啟建清醮法

達總會全體會員宮對聖雲宮的感謝，當日蔡英文總

會，及適逢聖雲宮、鳳屏宮、福德祠三大廟聯合進

統親自蒞臨聖雲宮，在廖武治董事長陪同下，總統

香遶境，所以管理三大廟的後勁廟產委員會特別聘

恭對保生大帝上香禮拜，致贈聖雲宮「德溥仁昭」

請高雄市陳其邁市長為建醮進香榮譽主任委員，邀

匾額，匾額高掛於中門上方，由總統進行揭匾儀

請全國各交陪宮廟共襄盛舉，高雄地區共有32間

式。

宮廟派出神轎與陣頭，參與聖雲宮的進香，一同步
行前往梓官區蚵子寮海墘，顯示出聖雲宮在高雄地
區的影響力。

這次聖雲宮舉行進香遶境，廖武治董事長陪
同賴清德副總統南下，陳其邁市長、劉世芳立法
委員、楠梓區吳淑惠區長，以及高雄市議會黃文志

聖雲宮也特別邀請賴清德副總統與保安宮廖

議員、李柏毅議員、李雅慧議員等人早已在現場等

武治董事長，希望兩位能前來請神，保安宮為聖

候，當副總統在抵達聖雲宮時，受到熱情支持群眾

雲宮重要的友宮，保安宮為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

歡迎，隨後前往聖雲宮正殿，由聖雲宮李來成主任

理事長宮，聖雲宮長期參與總會事務，分別在第一

委員為賴清德副總統、廖武治董事長等來賓披上迎

屆、第二屆擔任副理事長宮，第三屆擔任理事長

聖官肩帶，全體恭對保生大帝上香、獻花及獻果

宮，第五屆擔任常務理事宮，與保安宮共同秉持信

等，祈求臺灣百業興旺、國運昌隆。

仰的良善力量，積極從事各項公益事業的推動，實
踐保生大帝的濟世特質，深化宗教利他的教義思想
觀念，共同創造臺灣廟宇新文化。

起駕儀式在聖雲宮李來成主任委員主持下，
先由賴清德副總統恭請保生大帝老祖神像登轎，
之後依序為高雄市陳其邁市長恭請神農大帝神像，

聖雲宮為促進會員宮之間的交流，於民國109

立法院劉世芳委員恭請註生娘娘神像，值年爐主陳

年8月1日承辦總會第四屆第四次會員大會，當日

忠興恭請保生大帝二祖神像，臺灣中油公司李順欽

廖武治董事長代表總會致贈「保境安民」匾額，表

董事長恭請聖雲宮福德正神神像，廖武治董事長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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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勁聖雲宮遶境起駕典禮

請保生大帝三祖神像，高雄市民政局閻
青智局長恭請迦藍尊神神像，華偉國際
投資集團黃一成董事長恭請福德正神神
像。
賴清德副總統致詞時說到，蔡英文
總統特別重視聖雲宮此次的建醮進香，
提到二年總統曾前來到聖雲宮參拜，對
後勁居民的虔誠感到印象深刻，這次他
代表總統前來聖雲宮，祈求保生大帝庇
佑臺灣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高雄市四
時無災、八節有慶，尤其祈求疫情能早
日結束，因為新的病毒已經在世界各國
造成大流行，臺灣因為有大家的團結合

力，並在後勁遶境，巡視境內所有居民，庇佑新的

作，加上保生大帝的保佑，現在臺灣相對於國外來

一年能無災無難。

說還平安，賴清德副總統特別當起防疫大使，表示
總統呼籲民眾盡速施打疫苗，提高疫苗覆蓋率，保
護自己，也是保護身邊的人。

最後賴清德副總統、陳其邁市長、廖武治董
事長分別排列在保生大帝神轎兩旁，護送保生大帝
神轎離開聖雲宮，從30日晚間7點燈轎出發，在信

陳其邁市長則說到他與副總統都是醫生，保

徒的簇擁下，隊伍浩浩蕩蕩展開進香遶境活動，至

生大帝也是醫生，現場共有三位醫生，相信在人與

31日清晨5點在蚵子寮海墘完成儀式，從祭典中我

神的共同合作下，臺灣能度過疫情，後勁居民也相

們看到後勁人對保生大帝的虔誠信仰，為期數日的

信經過聖雲宮舉辦禳災和瘟三朝祈安清醮，保生大

祭典是地方認同的號召，後勁人用行動實踐著對家

帝會收服瘟疫，再進行謁祖進香招軍請火將增強靈

園的熱愛和關注。

賴清德副總統偕同本宮廖武治董事長參與後勁聖雲宮遶境起駕典禮

撰文 / 張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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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聲感恩這片土地

保安宮「雲衷合唱團」與「雲衷室內合唱

團」是其中兩個班，保安宮為努力恢復廟宇對社會

團」雲衷家族，於12月26日在雲衷廳連袂演出，

的教化功能，讓廟宇成為啟迪與傳遞知識的場域，

數百名喜愛音樂的民眾參與音樂會，一起聆聽雲衷

並鼓勵社區居民參與文化藝術終身學習，策辦在地

家族的演唱，以音樂共祈平安幸福，在保安宮迎接

學習課程，提供社區居民更多參與藝文活動的機會

2022年新的一年的到來。

與養分，培養社區居民的同時也凝聚更多在地力

整場音樂會裡，每一位團員流露出自信、陶
醉的表情，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藉著歌唱，在各自

量，共同建構廟宇為地方的社會參與、社區學習的
文化共同體，共同把美感投射到日常生活與地方。

的生命經歷裡找到感動，在保安宮獲得成就感，他

雲衷家族的成員來自社會各階層，抱持著對

們演唱多首中外歌曲，讓聽眾能感受到每一個音符

合唱的熱情及對歌唱的喜好，來到保安宮學習，

所蘊含的愛與感動，他們用熱情唱暖了低度下的臺

在藝術總監王維君教授帶領下，提昇團員的音樂素

北，帶給與會的聽眾溫暖，更希望在這個令人不安

養，加強團員對合唱音樂的認識和聲音技巧的突

的一年，藉由歌聲帶來慰藉和療癒。

破，團員展現出高度藝術性，具有公演水準，除了

小邑裡大廟弦歌
保安宮為恢復大龍峒「小邑弦歌」盛名，於
民國八十一年成立附設圖書館，翌年開辦民間書
院藝文研習班，「雲衷合唱團」與「雲衷室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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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安宮祭典中獻唱，歌詠保生大帝的靈應讚，同
時也扮演歌聲傳愛的大使，為社區、醫院、公益活
動引吭高歌，而每年在歲末年終、迎新跨年之際舉
辦音樂會，將整年的學習成果展演出來。

26日的音樂會由王維君教授指揮、陳婉玲老
師鋼琴演奏，雲衷家族演唱多首臺灣歌謠與外文
歌曲，演出曲目分為五個場次，「雲衷合唱團」與
「雲衷室內合唱團」輪番上場，最後為兩團的大合
唱。雲衷家族音樂會演出的曲目安排強調臺灣多元
的聲音，他們帶來國語、客家語、閩南語、英語、

In〉，這四首能展現合唱團成員的高超技術。曲目
的安排從前兩首歌曲歌頌人在面對自然與大地恩賜
時的喜悅，後兩首唱出讚頌基督的感恩之情，傳達
在聖誕節這日感恩天地萬物，呼應本次主題「聖誕
感恩音樂會」，在廟宇聽到基督教詩歌，是臺灣道
教、民間信仰展現開闊包容的一面，廟宇是心靈信
仰的中心，更是形塑臺灣多元自由的力量。

布農族語等數種語言歌曲，選唱歌曲豐富，從原漢

音樂會最後「雲衷合唱團」與「雲衷室內合

歌謠、經典老歌到新編歌曲等樂曲的傳頌，展現臺

唱團」共同演唱〈拍手歌 Kipahpah Ima〉，這是

灣多元音樂曲風及文化特色。

一首布農族的詩歌，也是最耳熟能詳的原住民歌

「雲衷合唱團」成員都為上了年紀的樂齡
族，團員豐富的人生歷練，更富厚了歌曲的情感
內涵。第一場次的演出，獻上〈祈禱〉、〈麼个
花〉、〈八家將〉，〈祈禱〉是由王維君教授重新
編曲，歌聲引領聽眾揮別這一年的不安，在保安宮
共同祈禱充滿希望的新年，第三首〈八家將〉唱出

曲，齊柏林導演在「看見台灣」紀錄片中邀請原住
民小朋友在站在玉山山頂演唱，那一幕感動不少
人，齊柏林導演希望能鼓舞全臺灣的人繼續努力向
前，雲衷家族以這首歌作為音樂會的壓軸，把音樂
的快樂與正能量分享給大家，期許大家都能懷抱希
望展望未來。

八家將為地方祈福平安的情景，曲調輕盈熱鬧，帶

演出完畢，全場觀眾報以熱情的掌聲與歡呼

出樂觀面對生活的態度。在第三場次的演出，獻上

聲，讓王維君教授總共謝幕了數次，並且加演〈拍

〈感恩的心〉、〈小城故事組曲〉、〈杵歌〉，長

手歌 Kipahpah Ima〉與〈祈禱〉作為安可曲，最

輩們活潑的朝氣，成功帶起現場的熱鬧氛圍，為這

後保安宮廖武治董事長更邀請雲衷家族在2022年

場音樂會更添風采。

12月的個展中獻唱，引起全場歡呼。

「雲衷室內合唱團」成員主要為青壯年，他

竭誠歡迎喜愛合唱的朋友，踴躍加入「雲衷

們透過追求完美的演唱，傳達出音樂精緻的美感，

合唱團」與「雲衷室內合唱團」大家庭的行列，以

呈現深度藝術性的音樂內涵。在第二場次獻出臺語

保安宮為起點，朝國家音樂廳公演邁進！
撰文 / 張靖委

〈桐花圓舞曲〉與國語〈一棵開花的樹〉，這兩
首的作詞分別是陳維斌與席慕蓉，歌詞滿載
著愛與情懷，編曲都為四部混聲合唱，〈桐
花圓舞曲〉的男女聲帶領著聽眾跟著桐花的
花開、花舞、花落，猶如進入人生的輪迴，
〈一棵開花的樹〉的女聲與男聲先後唱出柔
美的主歌，之後男聲部團員溫暖的人聲，道
出由熱情轉為等待成空的憂傷。
在第四場次獻出四首外語歌曲，第一首
是英國的傳統聖詩〈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第二首是美國鄉村音樂家約翰丹
佛的名作〈Perhaps love〉，第三首為南非
傳統聖詩〈Libertango〉，第四首為美國的
福音詩歌〈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雲衷合唱團年度音樂會 用歌聲感恩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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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衷合唱團音樂會

大廟裡的音樂會

在國定古蹟
看見傳統戲曲之美
保安宮長期致力於傳統戲曲推廣，為期一個

將活動足跡擴及北、中、南等地區，匯聚地方特色

多月的保生文化祭，每年皆帶給民眾精彩的藝術文

及當地文化記憶，展現臺灣傳統文化之美，喚起民

化饗宴，「民間劇場－家姓戲匯演」日日好戲喚起

眾對於臺灣傳統藝術戲曲的重視。

民眾重拾對傳統戲曲的欣賞，人神同歡的景象再現
廟埕戲棚腳，保安宮的努力獲得各界的肯定，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選擇在保安宮舉辦「戲苑‧遊藝」系
列活動，保安宮從年頭到年尾都有好戲上演，成為
國內具有特色之傳統戲曲文化之重鎮。

2021年度以傳統節氣為主題，自10月起至明
年的1月份接力推出五場精彩活動，包括：新竹市
孔廟舉行「在竹塹霜降起－北管匯演」，在三重先
嗇宮以及11月25日至28日在保安宮舉辦「戲在臺
北小雪時－歌仔戲、布袋戲」，另外，在鹿港老街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為了振興及推廣臺灣傳統

舉辦「樂在鹿港冬至聲－南管演出」，在美濃客家

表演藝術，從2019年開始舉辦「戲苑‧遊藝」系

文創中心舉辦「藝在美濃小寒曲－客家八音、亂彈

列活動，邀請重要傳統表演藝術、國寶藝師、傳習

戲、客家採茶戲」，各地的主題不同，展現出臺灣

藝生，於優質的文化展演空間中展演，這活動深獲

各族群傳統藝術之文化特色與內涵。

各界好評，連續辦理至今，為了深入文化的根基，
照片提供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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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他們推出歌仔戲經典戲齣

戲劇團」演出，薪傳歌仔戲劇團是由人間國寶廖瓊

《陳三五娘》中的〈福建起〉、〈探路〉、〈拋荔

枝藝師所創辦，廖瓊枝藝師素有「臺灣第一苦旦」

枝〉、〈李公用計〉，以及《呂蒙正》之〈宋家賣

的美譽，專擅之「哭調」獨具特色，被譽為「東方

某〉、〈桃花過渡〉，讓觀眾看見質樸的本地歌仔

最美的詠嘆調」，廖瓊枝藝師努力培養歌仔戲新

戲。

秀，這些傳習藝生為大家帶來歡笑不斷的《三人五
目》。

28日上午由「真快樂掌中劇團」演出，真快
樂掌中劇團是由江賜美藝師創立，她是臺灣掌中劇

26日晚間由「明華園日字戲劇團」演出，明

界罕見的「女頭手」，也是目前唯一活躍於掌中藝

華園日字戲劇團成員多屬於第三代的年輕團員，舞

術舞臺的女演師，近90歲的她仍繼續用她的掌中

臺表演慾強且可塑性高，他們推出新作的黑色幽默

技藝，譜出臺灣的布袋戲史，經新北市政府認定為

喜劇《陰陽界－錯中錯》，整場演出陳勝在藝師展

布袋戲保存者，此次在保安宮的演出由江賜美藝師

現其高超的演技。

帶領家族成員上演西遊記經典橋段《火雲洞》。

27日上午由「小西園掌中劇團」演出，小西

晚間由「中華王金櫻傳統文化藝術協會」演

園掌中劇團成立於大正2年（1913），團長為國家

出，中華王金櫻傳統文化藝術協會榮譽理事長王金

文藝獎得主許王，許王有「戲狀元」的美譽，本次

櫻，為國內歌仔戲旦角代表性資深演員，其嗓音唱

在保安宮的演出是由黃明隆藝師擔綱主演，黃明

腔甜美圓潤，形塑人物生動鮮活，精擅四句聯之唱

隆藝師於2003年在保安宮拜許王為師，此次演出

唸，經文化部認定為人間國寶，此次在保安宮演出

對於黃明隆藝師而言格外具有意義，他選擇許王經

臺灣本土的傳奇故事《林投姐活捉周阿斯》。

典的戲齣《二才子》，演戲答謝保生大帝的庇佑，
讓他擁有這段師徒之緣，也向觀眾展現他習藝的成
果。

在保安宮演出的六場好戲，請到國內許多重
要的藝師，這些藝師致力於傳統戲曲薪傳教學，提
攜後進也不遺餘力，藝師與傳習藝生在國定古蹟演
戲，讓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聯繫交融，展現文化藝
術的生動魅力與豐富內涵，觀眾更是幸福，不只看
到好戲，在保安宮感受傳統藝術積累發揚的軌跡與
撰文 / 張靖委

古蹟深刻的歷史紋理。

照片提供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晚間由「壯三心涼樂團」演出，壯三心涼樂
團是臺灣目前僅存唯一表演宜蘭本地歌仔的團體，
被文化部登錄為國家重要傳統表演藝術「宜蘭本地
歌仔」保存團體，宜蘭是歌仔戲的發源地，本地歌
仔是歌仔戲最原始的雛形，在臺灣表演藝術發展史

照片提供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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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宮的演出，11月25日晚間由「薪傳歌仔

恭賀新禧

壬寅年（一一一）賀正、開市、旅行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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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一點）
︱
三點）
︱
九點）
︱ 十一點）
︱
七點）
︱
九點）
︱ 十一點）

賀諤星君

敬啟

一、宜取卯時（上
二、或取辰時（上
一、宜取寅時（上
二、或取卯時（上

五點︱
七點）
七點︱
九點）
三點︱
五點）
五點︱
七點）
一、宜取卯時（上 午
二、或取辰時（上 午
三、或取巳時（上 午
一、宜取卯時（上 午
二、或取辰時（上 午
三、或取巳時（上 午
一、宜取卯時（上 午
二、或取辰時（上 午

一、宜取卯時（上 午 五 點 ︱

一、宜取子時（晚上十一點
二、或取丑時（凌 晨 一 點
一、宜取辰時（上 午 七 點
二、或取巳時（上 午 九 點
一、宜取酉時（下 午 五 點
二、或取戌時（下 午 七 點
三、或取亥時（下 午 九 點

太歲姓名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春釐
民
( 國一一一年 )
歲 次 壬 寅 年
正 月 初 一 元 旦
：
◎
賀 正 焚 香 開 門
元 旦 迎 春 接 福
：
◎
出 門 啟 行 吉 方
正 月 初 一 元 旦
：
香
關
門

◎
焚
		

正 月 初 四 日
：
◎
迎
接
諸
神
正 月 初 九 日
：
◎
恭祝玉皇上帝聖誕
正 月 十 五 日
：
◎
恭祝天官大帝聖誕

			
正月初四日戊子日：
		
			
		
開市 開
吉
◎
( 工
) 日 ： 正月初六日庚寅日：
		
			
		
正月初十日甲午日：
			

吉 課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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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110 年 10-12 月

（個人捐款金額以累計金額刊載）

貳佰元

修建基金
壹拾萬元

李榮發

伍萬元

羅佳凌

參萬元

何旭豐

貳萬捌仟貳佰元

陳郭雲美 陳品秀 楊鄭素貞 趙克莉 王富珠 紀登順 吳忠茂
呂向革 吳忠義 江禾宥 江定垣 江定恆 江定晨 江奕萱 江政倫
江靜苓 洪素惠 陳月芬 蘇永利 蘇俊豪 莊富瑛 吳丞蕙 林淑卿
東金巴黎食品 ( 股 ) 公司 張雅婷 李建緯 李宸鋒 藍敬南 陳玟淇
陳盈穎 陳阿諾 林姿伶 高國志 吳勝治 趙景康 劉思伶 程建漳

陳建堂

楊敏琴 江靜文 陳慧瑜 李懿岑 魏義泰 鐘

貳萬伍仟元

陳鼎義

壹佰玖拾柒元

貳萬元

太 林玉雀 陳景功

壹佰伍拾元

陳

壹萬貳仟元
壹萬元

陳任遠

惜 鄭昕言

吳德美

李世緯 李逸榛 李逸蘭 王佳麗 陳妍卉 陳妍伶 陳郁雅
陳欽明 陳廖淑媛 鄭善穎

邱裕惠 李文豪 吳惠玲 鍾易霖 許為云 許為元 李雯玲 陳正倫
曾玉鳳

壹佰貳拾元
壹佰元

張均合

黃錦秀 簡勝豐 林佳之 許憲忠 謝戎奕 張鈺玫 唐俐婷 陳微婷

捌仟元

褚郅均

施麗芬 洪可恩 洪右芯 洪昀希 洪登全 洪翊銨 陳幸枝 林學賢

陸仟元

譚圓融 賴明龍

林芃華 陳盈安 陳昺睿 李慧玲 陳國文 葉九能 林歆恬 許彤竹

伍仟元

葉淑霞 陳簡秀琴 莊曾龍 張瓊文 潘正明 吳宗叡 謝進富 邱群展

李懿玲 林明雄 林是宇 張之綺 吳麗蘇 李照臨 蔡松穎 許伯羽

林憲祥

肆仟伍佰元
肆仟元

吳木川

鮑泳妡 林宗鴻

參仟伍佰元
參仟元

陳佩玟 廖麒睿 李怡慧 劉子雋 劉進盛 劉燕潔 林理烱 陳碧仙

邱惠珍
陳安妮

曾明德 陳掌珠 賴明宗 洪連嶸 謝志明 吳俞瑩 洪可捷 譚任廷

捐助救濟金

譚圓曦 孫佳筠 采富創意印刷有限公司

伍拾萬元

廖武治

貳仟陸佰元

陳秉豐

壹拾萬零貳仟元

貳仟伍佰元

温素琴

陸萬元

貳仟元

葉璟亘 萬陸恭 何秉澄 陳紅玉 徐

丞 徐

樺 陳宜君 陳韋安

陳子勳 陳清錢 黃敬哲 黃裕程 黃馨儀 張妙英 黃克修 蕭貴丹

伍萬零陸佰元
伍萬元

壹仟伍佰元

肆萬元

洪堂記

何江標 順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玉麟 葉美玉 王寶貝

參萬元

莊碩鴻 陳景功 何旭豐

王森德 洪銀銀

貳萬伍仟元

壹仟貳佰伍拾元
壹仟貳佰元
壹仟元

貳萬元

朱秀雲 陳坤和

壹萬捌仟捌佰元

劉惠娟

壹萬陸仟伍佰元

邱惠珍

何安庭 何榮展 林

雪 張益琪 林育卉 廖維崇 南南華 林倩如

壹萬陸仟元

陳子豪

蘇益正 林仲伸 曹賜吉 饒明慧 吳震宇 許敏湘 黃榮順 陳連金

壹萬伍仟元

李雯玲 王興隆

張浿慈 劉鎧華 秦苓珮 劉寧婕 陳姿妙 簡秀如 陳秀英 胡蔚沁

壹萬貳仟元

陳徐喜美 林周寶琴 吳國榮

陳威銓 黃寶猜 蔡明勲 顏重宜 許金柱 凃榮君 凃蕭芙美 呂淑珍

壹萬元

張麗秀 葉羅合珠 潘羿瑾

端 蔡文定 謝淑女 李文益 林來枝 黃冠智 胡惠娟 劉駱宇

林瑞玲 陳志鴻 陳志賢 蕭嘉惠 許呂雲碧 汪
劉碧雲 林

郭日春 陳開杰 陳黃幸子 王淑華 周盈文 邱裕惠 林芷璇 沈介俞
沈黃淑美 李文豪 李詩賢 鍾易霖 黃宣容 劉永輝 鄭驊展 羅佳凌

雲 許祧真 王思賢

捌仟伍佰元

廖川貴

汎 邱聖偉 張庭鈞 黃鄧月霞 湯煜鈞 何俊亨 王心綸

柒仟伍佰元

李美美 黃博傳

李保鋒 楊道興

柒仟元

玖佰元

陳國治 王陳雪 楊美齡 周曉雯

陸仟陸佰元

捌佰元

蔡佳蓉 魏勝博

陸仟元

柒佰伍拾元

伍仟元

楊哲銘 楊寶香 張東興 吳秉勳 王

昆 陳月卿 貝鑫企業有限公司

許伊齡 林憲祥 周鶴源 杜耀東 楊翠薇

肆仟貳佰元

金北鑫有限公司 沈嘉勝 陳右承 洪碩垣 格安德工業 ( 股 ) 公司

肆仟元

陳志山 郭憲章 劉

响 吳淑華 潘昇應 范

筠

楊子儀

蕭貴丹 李金壁

參仟陸佰元

張忠政 趙浩廷

張秀敏 張晴雄 陳吳和子 陳昱誌 吳柏霖 許惠卿 王黃如玉

參仟伍佰元

陳勁達 王靖莉 李佳恬 黃瑞國 胡家彰

吳冠陞 涂旭帆 涂愷宸 涂瑜庭 童玉鈴 郭陳好 王銀爐 林婉琪

參仟元

林壯鑫 郭王碧玉 施文章 施採雲 郭淵源 溫慶怡 郭美娥 陳中川

李垂旭 李志華 張恩銘 王睿瑄 汪智凱 李志雄 郭司鐸 劉世順

蔡

張百慧 王婷筠 謝維珍 陳俊龍 張紘睿 莊珮伶 王靖芬 廖珮婷

周吳芳美 陳簡秀琴 李高姮娥 吳素娟 張慶麟 陳掌珠 郭怡君

江有泰 謝瑞娟 簡淑慈 李長蓉 陳炫文 陳炳元 趙清漢 趙雲玲

郭建華 郭建豪 郭慶雄 簡秀如 黃銓賢 王雙美 蔡沅庭 張亞仁

詹於醒 林羅秀鳳 林純如 吳佳玲 陳木蘭 黃壬貴 曾齡儀 柯位初

楊淑鈴 楊陳寶玉 曾雅真 王孝萱 戴爾潔 翁常豪 林宛縈 林伯勳

柯博惟 柯閔悅 黃淑珠 廖曼婷 葉慶松 葉治良 顏慈君

亮 陳廣樺 金翁珠 洪小雯 洪水木 連惠麗 孫陳阿梅 李秋月

李欣倚 林子超 謝依均 簡秀容 王懷三 呂至晟

辛淑翰 王吳美津 王靜芬 王靜珊 邱郁庭 邱郁晴 吳子玉 丘宸安

貳仟陸佰元

林桂枝 黃惠美 林婉茹 蔣昀蓁 徐亞楨

貳仟伍佰壹拾元

參佰貳拾元

楊慧玲 蔡文燦 蔡宇軒 蔡惟智 蔡雅筑 陳梓森 陳梓桔

貳仟伍佰元

蘇淑華

參佰元

潔 林桂英 許志宏 張岑煊

黃澤宏 王麗珠 謝嘉原 沈寶珠 林秋郎 裕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玖謙 林寶堂 郭秉勳 李昀築 闕均展 陳黃春江 陳昭彬 曾洪沛
郭欣如 朱壽芳 愛璽有限公司 李

肆佰元

何秉澄 張憲璋

王高金時 陳紅玉 陳聚員 詹靜嵐 詹皇禹 楊士弘 自祐有限公司

張瓊文 林蔚萍 方胡通 方黃淑珠 吳惠玲 聶連忠子 蔡秉翰

大亞不鏽鋼鐵門窗

曾詩雅 曾睿柏 曾馨慧 陳淑敏 許錦花 王歆絜 謝淑姶 郭孟翰

伍佰元

羅傑聰

楊滄明 洪連嶸 謝志明 張文獻

蔡孟軒

許蒙堅

陸佰捌拾元
陸佰元

何鷹魁

林明世 吳莉嬌 許盛信 許家軒 陳秀娟

陳李祈慧 陳宥任 陳國西 黃嘉琪 林吳信 陳美枝 楊榮章 楊蕙瑜

蔡

柒佰元

林蔡祝

陳俊弘 陳俊彥 陳俊祺 陳許秋月 劉宏銘 李榮發
貝里斯商宏木先進 ( 股 )

王雙美 李國棟 張榮錡 洪董美枝 羅廖麗秋 羅榮容 蔡秉翰
張益華 合宏展工業有限公司 蕭玉環

黃琪婷

何明霖

貳佰伍拾元

貳佰壹拾元

尚安雅 尚作仁

蔡美惠 高林梅卿 王純清 翁芬瑛 楊孟修 林佳昱 盧燕琳
湯雅涵 湯雅婷 陳宜君 邱蘇麗娜 劉有敏 蕭吉峰 鄧土城
鄧洪美惠 譚文雅 邱麗香 温素琴 吳承洲 郭景媛 謝明美

洪正儒 洪偉傑 郭美玉 謝秀英 蘇淑惠 李俊賢 李思賢 林易賢
李婉寧 張銘月 邱士娟 楊烺元 洪裕永 林立偉 唐意晴 林悟玄

許美雲 陳韋廷

貳仟肆佰元

張上安

詹金枝 詹添仁 詹碧珠 詹碧蓮 洪紫晏 蔡言紘 蔡明煥

貳仟貳佰元

徐常平

葉亞欣 葉青芳 葉蔣平 薛婷憶 陳仁章 陳昱慈 陳昱睿

貳仟壹佰元

陳其昌

胡碧玲 郭力嘉 詹薇歆 羅涼萍 林孟君

貳仟元

吳百凱

廖羿筑 謝佳霖 謝承珉 謝欽智 陳飛熊 王千紅 楊

培 楊皓鈞

楊皓綸 楊雅溱 林素娥 黃耿鎮 黃亭宜 黃宣睿 陳連鳳 郭炳輝
周游淑美 謝趙欽桂 林育卉 林杏娟 周富榮 王李玉琴 張翠華

何宗儒 黃浚明 黃陳燕端 黃煥亭 陳立倫 陳妤蓁 施靜芬 賴建榮

張

鄭一飛 陳芳淑 楊文治 楊宇晴 蘇文欣 蔡張素日 鄒文權 楊淑敏

胡林玉雪 謝維珍 簡名秀 林瑞仁 章勝傑 章勝賀 李美玲 陳冠宏

陳慈殷 袁立城 袁立緯 立晨記帳士事務所 勁揚建材有限公司

古居源 古劉新妹 朱柏澔 朱紀焄 陳冠羽 陳美君 劉士銘

鄭谷香 顏昱晟 顏瑜珊 顏聰昆 曹淑敏 洪大川 楊德倫 李麗裕

劉陳千惠 廖孜瑜 王靖芬 廖德正 楊德鴻 張阿滿 游天來 游昆錦

許金柱 郭于慈 陳媜宜 蔡維德 戴燕昌 劉桂英 蔡新助 黃淑惠

劉貫瑩 鄭木能 林永坤 江有泰 佐宸咖啡館 謝瑞娟 王貞酈

尤家祥 洪董美枝 鄭宇成 鄭宇雯 林清福 李韋錫 李璨閔 鄭宇婷

郭洹㚬 郭發宏 郭芫廷 楊嘉齡 江天瑜 江育綺 江帛軒 陳家萱

李明益 李郭央 施惠美 張李菊子 李俊德 李曼琳 孫嘉伶 劉春華

簡淑慈 吳泓緒 湯智翔 張苡恩 陳炫文 陳炳元 趙清漢 趙雲玲

黃彥蓉 蘇文莉 蔡友嘉 何俊亨 陳進發 王永發 吳競生 王柏程

詹於醒 林羅秀鳳 梁容嘉 林純如 施吳春吉 施連芳 黃惠美

李泰辰 蘇逸慧

呂昱德 吳佳玲 林淑君 王仁君 黃惠蒼 黃明哲 謝惠如 謝閔如

壹仟捌佰元

廖曼婷 葉慶松 陳國祥 廖敏均 顏慈君 王靖涵 蔡佳諭

鐘惠馨

壹仟陸佰元

杏生藥行 高玉香 張禎雲 方

壹仟伍佰元

白昆平 王治濤 陳洪格 陳榮耀 陳憲博 陳憲隆 徐玉麟

壹仟肆佰元

壹仟壹佰元

參佰貳拾元
參佰元

翁長安 蔡玉英 羅權均 謝秀英 林進興 蘇淑惠 詹明和 詹家誠

劉妍君 蔡松霖

詹惠淳 詹惠媛 王彥婷 高玉如 王

嬿 王天地 王杏華 王麗淳

許惠雯 洪文獻 李嘉祿 李明鴻 李玟慧 吳張秀鳳 潘孟良 黃彩萍

朱秀雲 陳坤和

周素美 勤和貿易有限公司 張希聖 邱國光 張孟謙 張濬昇

蕭世勤 蕭黃妙春 劉芳彤 劉姵岑 蔡瓊慧 王惠瓊 蔡昌慧 盧雲嬌

張瑋茹 羅敏瑜 許世昌 方柏翔 潘羿瑾 洪華隹鍹 吳權彬

林俊卿 林俊雄 吳治世 范佳雯 高立峰 黃渼茜 趙志中 陳柏翰

翁士婷 蔡碧瑤

連秀華 曾桂村 曾靜宜 史惠方 陳振宗 陳湘閔 王志君 林佑斯
吳濡均 黃冠綾 黃智雄 郭豐嘉 葉甄佩 何癸箴 游美玉 薛詩懷

李竺珊

貳佰伍拾元

吳文治 洪秀如 洪孟楷 洪信介 洪張雪香 昱銓電器公司
高慧美 呂忻芸 連品柔 連宮賢 李

陳李淑真 陳虹伶 陳進昇 龍昱勝 詹金枝 詹添仁 詹碧珠

詹碧蓮 麥家閩 詹薇歆 羅涼萍 周于綺 郭陳桂枝 郭語安 郭議仁

陽 張彩蓮 李尚芳 鮑泳妡

林吳信 周桂芬 林黃水 萬民祥 何安庭 何榮展 黃緯華 萬敏慧

李靆鎂 高藤霖 林孟君

貳佰元

酆心湄 張昇凱 張桔銘 張桔鐘 張桔堃 孫積儀 陳思翰 陳泉文

洪大勝 陳逸樺 潘淑娥 謝采庭 謝朝勇 許淑芬 許嘉仁 趙朝吉

許之音 洪蔡專色 陳宏達 王文龍 陳淑慧 王富珠 游宸驊

陳坤南 張家瑜 陳麗真 陳志禹 周佳慧 林正義 賴冠宇 賴思潔

陳曾金蓮 張鈺玫 廖錦城 陳美足 向梅齡 王科順 王麗琴 吳侑穎

賴贊文 蘇淑華 趙克蘭 謝錦河 蘇益正 蘇明慧 吳春鴻 李筱萱

蔡言紘 蔡明煥 黃奕勛 翁茂森 翁惢慈 郭如綺 郭陳美鳳 郭景陽

邱昊宇 袁湘婷 林麗玲 楊智仁 黃蔡烱 曾盈銘 陳宏榮 陳郁庭

康舒淳 陳宗漢 吳青修 呂昭義 張雪惠 廖文松 廖宇文 廖科強

董建志 謝明峰 曹賜吉 饒明慧 蔡孟軒 何仁民 謝周美蜂 劉德賢

廖楷傑 何建志 何昭毅 何竑毅 許淑芬 鄒玉霞 蘇瑞源 葉明穎

梁芳銓 吳采蓉 郭美玉 洪振智 盧彥妤 王裕勝 施丁瑜 郭子銘

謝李紅杏 連宏偉 連家禾 彭于真 楊

郭建宏 黃清豐 張昆誠 黃振偉 鐘珮玲 黃鈴雅 李世卿 李宗達

吳丞蕙 蔡佩珍 蔡沛芩 張雅婷 廖仲蓉 劉永壽 劉皓翔 葉九能

呂婉菱 陳玟錡 郭宥緒 郭豐榮 江彥儀 林佩穎 李瓊耀 林宏哲

葉榮冠 王桂芳 賴威廷 許高桂秀 林立偉 林君蓉 林泰正 張麗靜

方莉淇 方莉雅 方繹權 方晟瑋 蘇

璐 方頌仁 劉杏芬 潘同梧

李谷元 藍敬南 陳玟淇 陳盈穎 史立君 羅允利 羅允廷 陳又瑄

潘星瑋 潘靖婷 陳國梁 楊廖庭 朱小萍 蔡佳蓉 蘇金鳳 林紹元

蔡松穎 謝青釗 尤致翔 洪侲均 游睿熙 唐意晴 陳慧瑜 黃立騰

王明芬 曾雅雯 陳琦雅 王麗鈞 李秀梅 李秀蓮 李文益 李秀雲
李欣妮 李凱恩 鄭文嫻 李秉昇 林哲豪 郭森永 林來枝 郭建志
周宥忻 林

辰 逢建榮 鄭炳宏 高武成 葉淑娥 王暘鑫 林瑞玲

李世緯 李逸榛 李逸蘭 王佳麗 陳妍卉 陳妍伶 陳郁雅

陳欽明 陳廖淑媛 鄭善穎

壹佰貳拾元

陳偉欽 簡佳琪 曾玉蕙 林書弘 謝正文 駱俊宇 陳迎璞 顧

壹佰元

瓊

靜 陳長嶽 楊珮蓉 張明棨

楊高寶珠

壹佰伍拾元

陳廖秀 張祖維 楊福成 胡盛傑 陳志鴻 蕭嘉惠 陳基遠 張益華
黃郁貞 汪

李佳蓉

阮郁芬 陳俐吟 陳高民 羅心妤 陳郭雲美 許智彥 陳錦連 趙

芸

雲 溫淑茵 施承希 施學吉 謝承諺 顏安妤 詹賢惠

趙貴榮 無名氏 簡勝豐 葉楊麗娟 許憲忠 謝戎奕 黃怡嘉 林羿涵

陳盈志 曾秀珍 林有茂 夏克儉 夏祥龍 鄭美蘭 張淑婉 吳季妍

林德國 陳顏彩碧 陳育彰 張家誌 陳微婷 張秋華 葉展嘉 葉浚豪

蔡

吳全翊 吳采穎 吳冠樑 吳容安 楊

珠 黃家廉 曾莉蘋 紀惠千 古芳榕 曾鈴凌 陳守森 羅玉英

張庭鈞 徐翊宸 陳開敏 欉冠維 林

毅 鄭婷方 杜文達 陳國宏

旦 楊卉甄 楊陳秀花 蔣

馨

蔣再安 蔡雨彤 林娟娟 葉瑞明 何湘成 何鈺湞 葉維純 許淑娟

羅文信 蔡玔玲

許雅婷 許瑞達 林歆恬 許彤竹 陳玫玫 蕭文元 蕭名傑 蕭米雅

郭欣怡 陳芷庭 黃伯遵 黃李蟾娥 黃威廸 黃凱延 黃凱逸 黃麒元

蕭米甯 李子榆 李林徵 李國清 李輝芬 李懿玲 林明雄 林是宇

黃麒文 楊喬妡 王陳雪

林伯昌 林佳純 林駿獻 林顗佳 陳彥仰 陳柏霖 陳樂軒 黃馨儀

捌佰伍拾元
捌佰元

陳欣宏 陳韋翰

楊阿市 劉名峻 劉柏辰 郭美玉 黃淑靜 白婉鈴 黃祺惠 翁宜琳

余祐震 周玉梅 蔡碧蔚 楊來欽 劉碧雲 李勝全

隆華水電行 魏秀鳳 陳守德 陳李祈慧 陳宥任 陳國西 林芳賢

玖佰元

蔡世明 石湘瑩 李政倫 陳東輝 劉孟東 黃麗芬 劉小馨 羅增賢
吳勝治 江宜蓁 程建漳 賴妍辰 徐亞楨 章杰米

張葆源 周麗卿 陳昱彰 趙子淞 黃育祥 余志彬 余柏辰

壹仟零參拾元
壹仟元

肆佰元

瑜

葉美玉 王寶貝 邱家緯 羅啟良 陳俐穎 吳介侯 白惠玲

壹仟貳佰伍拾元
壹仟貳佰元

昆 林麗琴 張百慧

張甄芸 黃壬貴 曾齡儀 蕭勝吉 柯位初 柯博惟 柯閔悅 黃淑珠

陳安妮 李則儀

壹仟陸佰捌拾元

力 張乃元 陳 春 張庭豐 廖秀英 李

童坤郎 簡碧瑩 許伯羽 陳佩玟 李文堅 李悟澤 李怡慧 劉子雋

古智宏

吳柏霖 吳春霖 鄭敏基 陳黃春江 林雪清 張曹麗英 許長榮

劉進盛 劉燕潔 鄭婷如 王芷鎔 葉徐行 葉浚銘 簡妤甄 陳璽戀

邱懿君 周奎成 葉清献 王敻文 鍾月霞 錢品睿 錢穎柔 蘇彥瑋

許力云 許力文 許安豐 許惟智 賴姿君 沈之堯

林秋美 吳怡嬪 吳游招梅

柒佰伍拾元
陸佰元

醫療補助基金

曾洪沛 曾詩雅 曾睿柏 曾馨慧 邱貴發 施復昌 李婷萱 郭李你雲

壹拾貳萬元

王玉麟 李林庭 陳勝鴻 林玉雀 張木順 張書豪 張皓翔 葉何玉英

壹拾萬元

李苡瑄 陳少華 林楊不纏 陳麗卿 楊之諄 王志峯 王擇民 王歆絜

陸萬元

張家銘 蔡淑鈞

王玉枝 王瑀瑩 陳平佳 朱壽芳 洪巧芯 朱壽珍 愛璽有限公司

伍萬元

羅佳凌

李依玲 郭玉菁 郭萬龍 陳月卿 洪薇蓁 洪儷軒 陳致穎 陳殷德

肆萬玖仟元

陳顯睦 林禮學 傅徐純珍 蕭隆慶 邱仁財 邱陳碧鑾 邱律誠

參萬玖仟肆佰元

黃素娟 曾鄭阿幼 陳祐詮 游蕙瑀 白承樺 李長樺 郭憲章 黃慧齡

參萬元

李佳穎 柯啟臻 李瑋珊 徐淑玲 蔡岡澄 孫慶昌 胡淑德 陳鴻池

貳萬伍仟元

蔡但根 黃

貳萬元

伍佰捌拾元
伍佰元

胡凱傑

林蔡柑 呂筱筠 陳景琦 蔡青芬 林佩勳 鄭天鈞 鄭依琳 鄭依萍

轍 陳郁美

姜怡岑

邱錦發

梁瑞蘭
吳李月鳳

凃蕭芙美 何旭豐
陳世國

吳賢邦 李泓斌 李耘陞 李耘樂 李耘霈 許智雯 張克齊 林鳳翹
許傳正

林倍誠

鄭黃幸枝 張秀敏 張晴雄 江李阿葉 江儀雄 蕭張寶蓮 王明星

壹萬陸仟元

李劉綉絨

葉正孝 杜碧蓮 張光鴻 張揮彬 許惠卿 林秋珍 林陳美戀

壹萬伍仟元

楊火炳 李雯玲 王興隆

陳妍蓉 陳東海 陳玠宏 陳玠志 簡子惠 王黃如玉 吳冠漢 范麗華

壹萬壹仟元

陳威廷

李繡美 沈和樹 蕭淑玲 黃啟仁 賴美妹 江淑英 陳立安 陳瑀萱

壹萬零陸佰元

狗狗笨笨 許琳紫 江玉雲 陳柚彣 許桂珠 林育政 許廖玉敬

壹萬元

陳雯菁

林明世 陳韻宇 李秋華 彭裕萍 李文豪 郭宏成 鍾易霖 楊秉毣
楊阜韶 楊政道 聶連忠子 徐于婷 貨比鄰股份有限公司 曾玉鳳

徐玉美 黃志陽 詹坤松 吳李美月 陳佩珠 陳淑娃 陳淑惠 陳淑慈

譚伊倫

周旭明 陳李玉霞 吳文苑 莊詒婷 黃慈徽 吳震宇 江林達 江皓瑋
王翊瑄 古慧珊 林佳永 林高永 林進洲 柯香玲 楊金鳳 尤素卿

玖仟肆佰元

鄭怡玫 游淑玲 李致毅 李致翰 余宥為 余偉誠 余浡睿 姚卉羚

玖仟元

温日昇

郭淵源

柒仟陸佰元
柒仟元

陸佰元

李詩賢

凃菁芬 陳俊雄

張麗秀 涂慧琴 涂開榮 涂羅雲娥 吳傑瑞 鄭坤榮 黃祺惠 娃

娃

趙貴華 楊順令 廖宏傑 曾洪沛 曾詩雅 曾睿柏 曾馨慧 朱振盟

陸仟陸佰元

王敬業

江李碧蘭 江瑞民 丁玉祥 何美英 王擇民 簡文鴻 張秀瓊 顏汶聿

陸仟伍佰元

楊怡歆

白麗芬 朱游葱 朱壽芳 洪煒傑 愛璽有限公司 陳月卿

陸仟元

廖金美 鄭信功 游棋淨 李睿哲 林美玲 謝志明 凃瑋君 許貴雄

貝鑫企業有限公司 金北鑫有限公司 曾張秋卿 曾添進 高一菁

余富吉 賴奕華 張丹梅

方姳人 翁正喜 黃俊傑 劉正章 劉冠雄 劉教之

伍仟陸佰元
伍仟元

格安德工業 ( 股 ) 公司 任建台 史曉萍 黃寶玉 郭虹吟 葉宸碩

楊哲銘

林宗斌 陳衍吟 盧佳慧 許志宏 張瓊文 林蔚萍 潘德嘉 吳宗叡

曾孟瑋 蔡碧瑤 沈政勳 沈政翰 沈澄鋒 洪曉夏 孫

汪敏偉 莊武雄 張聲華 廖玲玉 蔡秉翰 張素姬 高玲玉 林昀緯

孫意平 孫意如 孫意安 孫毅男 陳姿伶 李儼昌 李佳穎 郭文蓮
陳泳棋 黃

謝陳彩雲 林義順 林憲祥 林盧阿雲 莊希聖

肆仟伍佰元
肆仟元

伍佰貳拾元

杜俊毅 邱惠珍

李明琪 陳冠妤 陳彥璋 陳明禮 顧憶東 蕭貴丹 李靜怡 夏皓軒

伍佰元

敏 孫曾慶蘭

安 蔡但根 蔣沂卉

陳林彩雲 陳添福

盧水泉 吳柏霖 許惠卿 彭張桃子 詹 玉 王黃如玉 張彰琦 張寶仁

參仟玖佰元

黃暄淯

林月桃 黃郁婷 李寶蘭 毛敬耀 林育政 莊秀琴 陳柏蓁 陳俊銘

參仟捌佰元

陳皇廷

謝志諄 王春蓮 楊肇政 張榮娟 吳震宇 張卓秋妹 郭謙逸 黃立熙

參仟陸佰元

謝趙欽桂 程林發 土城書法班

施純彬 許千慧 許清海 吳采蓉 林湘庭 郭達泓 郭靜芳 陳淑珍

參仟伍佰元

王靖莉 謝世華

簡婉如 林佳永 林高永 林進洲 柯香玲 余姍妮 王玉枝 張

參仟壹佰伍拾元
參仟元

瑄

林梅芳 林安珍 林雲烈 林輝讓 林僊樺 鍾寶桂 張百慧 王和平

周雅萍

許賴瓊芬 廖玉葉 陳中川 蕭淑玲 陳子賢 黃善慧 白劉金治

王陳勸 黃綺淑 范銀嬌 謝維珍 陳思樺 洪黃鴛鴦 陳俊龍 吳協達

周佩嫻 蔡沅庭 黃瓊瑩 林碧珍 張亞仁 謝俊賢 蔡易儒 洪連嶸

陳冠宏 林月香 彭展東 高麗貞 王靖芬 陳錦鳳 鍾侑靜 鄭光宏

聶成甫 周妍如 王陳揚 陳朱冬萍 陳瑋琪 陳美玲 周聖恩

高晨風 高樹楨 高琖宣 楊美齡 周雅修 葉淑娥 謝瑞娟 洪桂珍

周聖輔 孫佳筠 采富創意印刷有限公司 楊文昌 李穎棻

簡淑慈 黃齡慧 周佩玟 洪智君 曹文龍 楊廖子月 陳炫文 陳炳元

貳仟捌佰元

楊金英

趙清漢 趙雲玲 詹於醒 張芳欣 張芳惠 洪崇熙 王釿鋊 鍾善藤

貳仟陸佰元

無名氏 劉白鳳嬌 夏禹勲

林純如 李吳美珠 呂昱德 黃冠綾 陳正育 鍾明昌 吳宇珩 吳昱成

貳仟伍佰元

王純清 翁芬瑛 楊孟修 李宗應 楊采華 連俊傑 王寶貝

黃壬貴 李哲寬 林婉甄 吳振昌 蔡霈宜 曾齡儀 梁雯麗 王宸弘

陳素玫 湯金鐘 陳淑芬 洪董美枝 徐霈侃 蕭定芸 蕭定恩

柯位初 柯博惟 柯閔悅 黃淑珠 廖曼婷 陳怡馨 葉慶松 顏慈君

温素琴 郭千裴

王靖涵 陳來送

貳仟肆佰元

周瑞君 黃永和 黃昱倫

肆佰伍拾元

貳仟壹佰元

陳其昌

肆佰元

貳仟元

陳啟瑞 郭杜連春 呂陳秋香 鄭堯宗 陳言書 林奕丞 陳勝吉

蔡松祐 柯秀琴 黃樹林 鮑泳妡 華優興業有限公司 萬林麗玉
陳安妮 陳金卿 凌月娥 王淑芳 王淑玲 陳氏鶯 曾立德 李筱萱

王陳卿媺 陳少華 吳阿月

石湘瑩 蔡青芬 林玟伶 賴映里 林上仁 紀文倩 吳軒耘 陳昱潓

參佰元

洪偉傑 王松鴻 陳景琦 陳錦連 謝秀英 林文珍 蘇淑惠 李婉寧

邱昊宇 邱家緯 袁湘婷 林芝妤 陳宜君 黃蔡烱 陳立倫 陳妤蓁

游宸驊 游菀芸 黃何輕煙 黃彩萍 蘇瑞源 鄧昌瑛 張素紅 林麗瓊

李春霞 孫瑞鴻 陳慈殷 徐南洲 呂佳玲 林堅坤 李嘉慧 王雙美

吳淑惠 張嘉真 廖金地 廖偉翔 廖偉証 廖儀靜 陳清郎 鄭雅文

張永勳 黃湘閔 曹淑敏 黃義焜 黃燕嬌 吳張純美 黃連英 曹茗生

鄭萬得 林秀芬 邱愛純 陳易蔚 王慧玲 林玫君 林盈孜 蔡青君

吳佳真 林子蕎 林穎加 趙宸緯 王孝萱 施采縈 張賀銘 林瑞玲

羅吉焜 黃惠美 賴亮君 馬心硯 陳昱晴 郭金和 郭練秀金 游美玉

蕭嘉惠 汪慧娜 袁
劉妍希 汪

瑛 吳宏貴 林遠敏 曾玉蕙 王詩瑄 李蕙心

雲 陳亞男 張僑玲 游沛榆 智景有限公司 湯素貞

陳彩雲 陳怡瑾 薛詩懷

貳佰伍拾元

王湘華

詹金枝 詹添仁 詹碧珠 詹碧蓮 王秀治 胡凱傑 麥可杰

羅涼萍 周于綺 郭陳桂枝 郭語安 郭議仁 高顥璋 高顥瑋 林孟君

壹仟捌佰元

黃勇男 黃蕭秋勤

壹仟陸佰元

吳春月 何俊亨

朱品澐 陳淑慧 游

壹仟伍佰元

洪正儒 何江標 何品妍 何羿均 李新風 李誌村 徐瑋佑

張志成 曾家宇 江進興 張碧玉 陳姿卉 林水重 陳素真 林子強

貳佰元

張昇凱 楊金章 楊訓昌 藍雅玲 宋成管 許智彥 席行毅 黃淑玲
玉 游昀潔 游淑雯 游智堯 游鵬弘 吳佳珍

周麗卿 朱瑞月 陳玥甯 黃育祥 蔡碧蔚 楊來欽 劉碧雲

林賴美代 謝琦雯 陳鐿月 張明棨 吳丞蕙 何玉芬 蔣松智 蔣直村

壹仟肆佰元

陳來弟

張雅婷 林娟娟 葉瑞明 林幸宜 楊婷婷 林子修 林雅珣 吳岳庭

壹仟參佰元

賴妍辰

陳玟淇 陳盈穎 李沛蓉 林靜暄 張

壹仟貳佰伍拾元
壹仟貳佰元
壹仟壹佰元

蔡宜蓁 葉許琇悅 莊蕙蓮 趙善揮 林秀虹 翁浚哲 鄭如珊

李悟澤 許美華 許敏捷 陳本盛 陳彥融 陳聖淵 游純義 黃枝美

賴信嘉 蔡隽田 郭淑珍 楊高寶珠

陳胤睿 陳慧瑜 徐亞楨 李永芬 曾黃貴香 林薇菁 劉淑芳 邱淑蘭
宋育慧 李湘雅 鄭昕言

楊鄭素貞

壹仟零參拾元
壹仟元

倫 張啟清 林佳慧 陳永健

吳勝治 劉薇郁 曹天寶 曹祐瑋 曹菀珊 楊京蘭 江靜文 李文堅

朱秀雲 陳坤和

黃瑋栩 黃瑋涵

林藍麗鴻 王棋樺 陳守德 林秀東 張素珠 翁立思 翁衣思 林珊如

壹佰陸拾捌元
壹佰伍拾元

陳玉鑾 林吳信 蔡欽仁 詹碧華 李王麗卿 劉金鳳 林張文華

黃旭崙 黃旭頡 黃志明 黃澄清 蔡盈盈

李世緯 李逸榛 李逸蘭 王佳麗 陳妍卉 陳妍伶 陳郁雅
陳欽明 陳廖淑媛 鄭善穎

楊明珠 許小翠 周佳慧 周富榮 莊琇真 馮思維 馮郁彬 周鈴惠

壹佰肆拾元

趙克蘭 謝錦河 陳亞君 蔡春枝 蘇益正 蘇明慧 林麗玲 楊智仁

壹佰元

李佳蓉

陳郭雲美 楊于萱 楊于葳 楊以利 楊蘇月鳳 許之音 楊婷婷

周旭明 陳金富 陳秀美 陳進錕 張素香 曹賜吉 饒明慧 許敏湘

楊焜熙 陳榮宗 陳姵潔 鄧美雪 簡勝豐 許憲忠 謝戎奕 張鈺玫

顏國鈞 陳綉芳 蕭國儒 李心心 王睿瑄 王翊瑄 張可真 吳介侯

陳少謙 陳微婷 施麗芬 洪可恩 洪右芯 洪昀希 洪登全 洪翊銨

葉偉黨 簡秀如 張玲嘉 立晨記帳士事務所 鐘珮玲 曾美蓉

陳幸枝 黃宥崴 江玲燕 曾奕翔 曾奕勲 曾栢宏 田笠宓 劉乃維

蘇純儀 陳彥安 王永然 王衣菲 王昭順 許翡珊 陳靜嬌 吳俊明

陳宥橙 陳孋妘 廖羿閎 蔣

簡名秀 郭宥緒 郭豐榮 林佩穎 顏重宜 張名承 林旭旺 林軒逸

林立偉 李世偉 李世彬 蔡松穎 許伯羽 陳佩玟 吳美秀 李怡慧

陳秀琴 劉佳蓉 張美月 郭衣杰 郭佩瑜 周明珠 楊廖庭 謝通盛

劉子雋 劉進盛 劉燕潔 吳蔡金鑾 鄭婷如 蔡張桂 蔡進榮 蔡瑞珠

王麗鈞 蔡新助 李文益 楊書維 曹永弘 郭英彥 陳明育 鄭志瑛

郭美玉

馨 蔣再安 蔡雨彤 葉九能 葉榮冠

Xenia Mielke 蔡承學 蔡家欣 顏芳蘭 黎上妹 凃媛薰 王貞酈
許憲煌 王淑慧 胡盛傑 陳志鴻 陳志賢 廖祐榆 張瑞庭 董謹銘
王添發 張益華 陳

薇 簡佳琪 謝正文 王薇婷 陳安娜 陳培容

劉子翊 梁容嘉 溫淑茵 徐慧嫺 陳怡文 郭淑美 簡玉涵 陳勝本
陳瑞來 張美蘭 陳佳瑞 曾月盆 連昌記 徐乃鉅 鐘秀英 魏羽辰
王興隆 紀惠千 陳朝暾 黃貴伶 王俊棠 何美秀 林芳瑜 林亞妃
成金藤 賴祐平 黃子芳 孫明倫 湯寶君 童成潭 欉湘芸 陳克家
陳克健 錢文震

玖佰元

葉宥成 葉書翰 鄭光琛 鄭凱文 陳國治 王陳雪 呂美華 胡羽真
胡林玉雪 胡項筌 余可珈

捌佰元

王

韜 陳明純 張金隆 李國和 高陳阿純 王宜文 王敏政 賴映彤

錢柏任 洪儷容 江麗雯

柒佰伍拾元

林芝瑩

陸佰陸拾陸元

陳昆鴻 蕭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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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保安宮建廟 280 年慶
全球矚目的宗教文化盛事 ――「保生文化祭」，即將於國曆4月5日揭幕。 萬眾期待的「2022 保生文
化祭」，以超越傳統與現代的民俗元素，賦予宗教、文化、觀光新的活力，讓台灣的廟會祭典登上國際。
今年在開鑼式後展開系列活動，保生大帝聖誕三獻禮祭典、家姓戲展演、民俗藝陣匯演、施放火獅、音樂
會、保安宮史料展、宮志新書發表會等等……，場場驚豔，滿滿感動。誠摯邀請您帶著歡喜祝福的心，親
臨 這場令人驚艷的宗教嘉年華。

活動日程表
日期

農曆

星期

4/09

3/09

六

4/05 ～ 4/28

3/05 ～ 3/28

4/10

3/10

4/13

節

目

時間

開鑼式

19:00-21:30

民間劇場—家姓戲

19:00-21:30

日

寫生比賽

09:00-14:00

3/13

三

保生大帝聖誕宴王祭

11:00-12:00

4/14

3/14

四

藝陣表演
施放火獅

15:00-18:00
19:00-19:30

4/15

3/15

五

保生大帝聖誕三獻禮祭典

08:00-09:00

4/20

3/20

三

註生娘娘聖誕法會

09:00-17:00

4/23

3/23

六

天上聖母聖誕法會
宗教信仰講座

09:00-12:00
14:30-16:00

4/24

3/24

日

頒發獎助學金

10:00-12:00

5/08

4/08

日

古蹟藝術導覽Ⅰ
古蹟藝術導覽Ⅱ

10:00-12:00
14:00-16:00

5/15

4/15

日

健康義診

09:00-15:00

5/29

4/29

日

音樂會—雲衷合唱團演出

14:00-16:00

5/21 ～ 5/24

4/21 ～ 4/24

六～二

保安宮美展

09:00-17:00

5/26

4/26

四

神農大帝聖誕三獻禮祭典

08:00-09:00

5/31

5/02

二

保生大帝飛昇紀念祭典
宴王祭

09:00-09:30
11:00-12:00

6/26

5/28

日

保安宮醫療奉獻獎頒獎典禮
音樂會—醫聲室內樂團 PCOT 演出

14:00-16:00

10/23

9/28

日

宗教信仰學術研討會

09:00-17:00

（如有異動，以本宮最新公告為準）

發行所 /

董事長兼發行人 / 廖武治

地址 /103 台北市大同區哈密街 61 號

電話 / 02-2595-1676

網站 / http://www.baoan.org.tw

執行編輯 / 趙欽桂、段鈺玲

傳真 / 02-2598-2576 · 2597-1652

電子信箱 / service@baoan.org.tw
保安宮網站

保安宮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