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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紀念館世界神明聯誼會
2015 年~2019 年 藝文活動分析
高華聲1，李宜樺2，李虹叡3*

摘要
佛陀紀念館是一座融合古今中外，傳統與現代的建築，該館具有文化教育
以及慧解修持的功能；為了慶祝佛館落成，佛光山創辦人星雲大師在 2011 年佛
陀紀念館落成啟用後，神明聯誼的活動，邀請宮廟的神明到佛陀紀念館來聯誼。
世界神明聯誼會，自 2011 年首辦至 2019 年，已經舉辦 10 次。每年 12 月 25 日
在佛陀紀念館盛大舉辦的世界神明聯誼會，不僅得到各宗教團體的認同和參
與，從歷年度的活動設計中，可以觀察到活動節目與流程的設計，都是為了能
夠團結各界宗教的力量，藉此促進世界和平；並讓參與該項活動的信徒大眾，
在與各種不同宗教形式的互動相處與接納中增長生命的深度與寬度。
本文研究範圍是以 2015~2019 年間，世界神明聯誼會在佛陀紀念館辦理的
藝文活動分析；研究工具則是以利用內容分析法，從各項專書、博碩士論文、
期刊論文、研討會資料、平面媒體與線上新聞各種 E 化資料以及 youtube 上各
項影音資料，蒐集與該聯誼會有關之藝文活動資料。並透過調查法與深度訪談
法，實地踏查佛陀紀念館以及相關工作人員，以利瞭解該活動的歷程與變革。
世界神明聯誼會的活動內容，主要以陣頭展演、藝術表演、祈福法會為主，
本論文分析的角度，從文化與生活美學的藝術內涵，觀察活動中的創新展演，
認為世界神明聯誼會活動的表現，不僅是一項宗教聯誼活動，在文化、藝術、
教育、生活的提升中，更是文創界最經典的宗教盛會。

關鍵字：星雲大師、佛陀紀念館、世界神明聯誼會、宗教盛會、藝文創新展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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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World
Gods Association at the Buddha Memorial Hall from 2015
to 2019
Hua-Sheng,Kao1

,Yi-Hua,Lee2

, Hung-Jui,Lee3*

Abstract
The Buddha Memorial is a fus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rchitecture ， The museum has the functions of cultural
education and Huijie practice；To celebrate the completion of the temple, After the
founder of Fo Guang Shan, Master Hsing Yun, opened the Buddha Memorial Hall in
2011, The activity of the association of gods, inviting the gods of the palace to the
Buddha Memorial Hall to have association. The World Friendship of Gods
Association has been held 10 times since it was first held in 2011 to 2019. The World
Gods Association is held in the Buddha Memorial Hall on December 25th every year,
Not only has the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religious groups been
obtained, but it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event design of the past years that the design
of the event program and process is to unite the power of religio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promote world peace; and to allow participation in the event The masses of
believers increas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life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acceptance
with various religious forms.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rt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the World Friendship of Gods in the Buddha Memorial Hall from 2015
to 2019; Various e-materials from print media and online news, as well as various
audio-visual materials on youtube, collect information on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orority. An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on-site visits to the Buddha Memorial Hall and related staff to help
understand the course and changes of the event.
The activities of the World Friendship of Gods mainly focus on front
performances, artistic performances, and prayer meet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from the artistic connotation of culture and life aesthetics,
observe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s in the activities, and think that the activities The
performance is not only a religious networking event, but also the most classic
religious event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ircles i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art,
education, and life.
Keywords：Master Hsing Yun, Buddha Memorial Hall, World Friendship of Gods,
Religious Festival, Art and Literature Innovatio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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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世界神明聯誼會發起之緣由與背景
一、世界神明聯誼會發起之緣由
世界神明聯會活動的發起，最早是為了慶祝佛陀紀念館１的落成；這是一座
融合古今與中外、傳統與現代的建築，具有文化與教育、慧解與修持的功能。
該館建設之緣起，是來自 1998 年西藏喇嘛貢噶多傑仁波切，贈送護藏近 30 年
的佛牙舍利給星雲大師，盼能在臺灣建館供奉。星雲大師號召佛教信徒及社會
大眾，歷經 10 餘年建設，終於在 2011 年底完工。希望透過供奉西藏喇嘛貢噶
多傑仁波切的佛陀舍利，讓人們能在禮敬舍利的同時，也能夠開發自己清靜的
佛性，為人間注入真善美，給予社會的安定和諧。
為了慶祝佛館落成，佛光山創辦人星雲大師 2 在當時發起一個全臺遶境活動
3

，而佛光山僧團在這次遶境活動當中，與其他宗教團體有所接觸互動的狀況下，

得知「部分宮廟主委表示，因接到神明指示，特別組團來佛館慶祝落成。」由
於這一個場景的觸動，讓星雲大師回想起自從佛光山開山以來，很多神明都歡
喜到大雄寶殿、觀音殿朝山禮佛。1967 年，佛光山在初建時，常會有一些民間
宗教的信徒抬著他們的神明，到佛光山大雄寶殿來拜佛，信徒誠懇表露:「這是
他們的神明叫他們來拜的。」來自各界的信徒，根據他們自己所信仰的教義前
來朝拜，有時半夜前來，有時也會進入大殿搖晃起舞；這些舉止措施在佛光山
的佛門寺院中看起來不太和諧的行為，令佛光山的香燈師感到不合時宜，並向
大師表達:希望禁止這些「神明」前來。當時身任佛光山開山宗長的星雲大師，
與來山禮拜的神明及信徒子弟深入了解，對佛光山的香燈法師說：「人都可以
拜佛，神明為什麼不可以拜佛呢？」「神明拜佛就是抬轎的人起舞，這有什麼

1
資料來源參考自《佛陀紀念館官網》，http://www.fgsbmc.org.tw/intro_origin.html。
2

星雲大師，1927 年生，江蘇江都人，1949 年來臺灣，主編《人生雜誌》等刊物，1967 年創
建佛光山，致力推動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事業，大師出家 70 餘年，先後在世界各
地創建道場、創辦佛教學院、美術館、圖書館等，一生弘揚人間佛教，對佛教制度化、現代
化、人間化、國際化的發展，可說厥功至偉。《佛陀紀念館官網》，
http://www.fgsbmc.org.tw/intro_biography.html
3
全臺遶境活動，佛光山為慶祝佛陀紀念館落成啟用，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 22 日舉辦「佛
祖巡境，全民平安」繞境活動，為臺灣祈福，由高雄出發，行經屏東、臺東、花蓮、宜蘭、
臺北、新竹、臺中等地，一路恭迎佛陀真身舍利，祈求民生康樂、社會安和《佛陀紀念館官
網》，https://www.fgs.org.tw/events/almsprocession/index.html#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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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大師說:人拜佛，有「人拜佛」的樣子；神拜佛，有「神拜佛」的樣子，
作為接引十方大眾前來禮佛的香燈師父，「何必要那麼計較呢？」星雲大師的
理念是：神佛一家親。也源自於這樣的背景，2011 年佛陀紀念館落成啟用後，
星雲大師就發起神明聯誼的活動，邀請宮廟的神明到佛陀紀念館來聯誼。這個
神明聯誼會以佛祖做召集人，邀請宗教界的朋友們，每年來佛館開會，並且大
家一起聯誼。
每年定期辦理的神明聯誼會，在各界宗教團體的共識下，明定辦理日期
為 12 月 25 日，每年的地點都設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選擇在這聖誕節這一天
辦理，主要希望所有神明都能來到佛館一起共度東方的聖誕節，藉由這一個世
界性的聖誕佳節，提供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團體，在此進行溝通交流，讓信仰成
為淨心的力量。世界神明聯誼會，自 2011 年首辦至 2019 年，已經舉辦 10 次，
主要宗旨目的，就是要讓所有的宗教團結起來，大家來聯誼，各宗教之間沒有
對立，彼此互相尊重、包容，期以增進社會和諧，進而達到世界和平的目標。
從歷年度的活動設計中，可以觀察到，活動節目與流程的設計，都是為了
能夠團結各界宗教的力量，藉此促進世界和平；並讓參與該項活動的信徒大眾，
能夠藉由活動中法會的舉辦，達到人心淨化，消除災難，在與各種不同宗教形
式的互動相處與接納中，參與盛會的人們能夠增長生命的深度、寬度與長度。
每年 12 月 25 日在佛陀紀念館盛大舉辦的世界神明聯誼會，不僅得到各宗
教團體的認同和參與，尤其 2016 年，主辦單位將佛館鎮館之寶-玉佛殿的佛牙
舍利迎請下來，連續開放七天，讓社會大眾能夠近距離瞻仰禮拜。此舉不僅讓
世界神明聯誼會跨越宗教性聯誼活動的性質，更因為活動內容的殊勝法喜，讓
此聯誼會足稱為宗教界的經典盛會。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表示：各宗教的教義
不同，沒有誰高誰低，誰大誰小，不應有所分別，各宗教之間彼此要和諧、尊
重、包容與交流，應「同中存異，異中求同」。試觀察世界神明聯誼會所表現
的內涵，不僅是文化的，藝術的，更是教育的，美學的，生活的；這項活動的
舉辦，影響的氛圍由國內到兩岸與華人地區，進而吸引到全世界各種眼光的聚
集，在社會文化各層面的影響，都值得深入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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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神明聯誼會辦理過程中的變化
從 2011 年開辦的世界神明聯誼會，辦理至今，已經舉辦了 10 次；2020 年
的 12 月 25 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將視其疫情實況調整辦理規模，成
為世界神明聯誼會的第 11 次。從開辦至今，各方的觀點與評論各自有不同的表
述。2015 年 6 月正式舉行成立大會的「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是辦理世界神明
聯誼會的最主要單位。第一屆理事長王金平總會長認為，以中華文化作為內涵，
透過總會運作，提升臺灣宗教水準外，未來也能聯合推動世界宗教交流。副總
會長蔡咏鍀同時也是北港朝天宮的董事長，認為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的成立，能
夠讓各界宗教齊聚一堂，促進釋、儒、道三教交流，將宗教團結的精神推廣到
全世界。如今，世界各地人士都相當重視各宗教信仰的交流往來，各宗教之間
的相互尊重與包容，更是增進社會和諧與世界和平的重要契機。
三、本篇論文之研究範圍與工具
本研究範圍是 2015~2019 年，世界神明聯誼會在佛陀紀念館辦理的藝文活
動，然而此研究的藝文活動是指每年於 12 月 25 日當天的藝文表演活動。世界
神明聯誼會是歷年來(2011 年至 2019 年)，佛光山每年定期會在佛陀紀念館辦理
的神明聯誼活動，研究者針對歷年來的海報文宣內容得知，2011 至 2014 年的
活動當天沒有藝文的表演活動，只有自 2015 年至 2019 年的活動當天有藝文表
演活動供來賓觀賞，故本研究範圍的年份就定於 2015~2019 年。
本研究工具利用內容分析法從星雲大師的專書《貧僧有話要說》、博碩
士論文、期刊論文、研討會資料、平面媒體與線上新聞各種 E 化資料以及 youtube
上各項影音資料等方面，蒐集與佛陀紀念館、世界神明聯誼會、藝文活動等相
關研究內容的文獻資料。透過調查法實地踏查佛陀紀念館，不僅可以更認識佛
陀紀念館，還可以得知主辦單位在佛陀紀念館對世界神明聯誼會的活動場地規
劃與流程設計。
在實地踏查的部分，研究者於 2020 年 3 月 28 日實地走訪佛陀紀念館，依循
2019 年世界神明聯誼會活動日程表的活動行程順序，實地走訪各活動地點，例
如：問道堂、禮敬大廳、成佛大道、菩提廣場、本館。禮敬大廳提供參與聯誼
會的各方宮廟人員採買消費之需求；成佛大道的空間轉換，展現的寧靜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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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與者的心情可轉沉澱，成佛大道上，象徵八正道的八座中國式寶塔，各寶
塔皆有主題，透過經典書籍、影片、遊戲等互動，讓參與者可以接觸佛教、體
驗佛教。佛館的一樓本館裡，有四個常設館，將典藏文物融入多媒體互動設計，
讓歷史悠久的佛教思想透過科技穿越時空，與現代民眾產生連結，讓來訪民眾
以喜樂之心，接受佛法的洗禮；此外，本館的觀音殿、金佛殿、玉佛殿等殿堂，
也可以來訪者透過禮佛敬佛得到信仰帶來的歡喜。實地踏查的流程中，除了更
落實研究者本身對佛教精神的認識，也體會主辦單位所主張的廣大包容心：佛
陀不需要寶塔，而是眾生需要，佛陀紀念館是十方的、是大眾的，只要有人需
要它，誰都可以來親近它。
深度訪談法的部分，以參與世界神明聯誼會活動的行政人員黃美麗區
委、知賓接待組組長吳美麗督導，擔任餐飲組工作的李金娌師姐、地方宮廟人
員許文貞師姐等人，針對不同的身分區別以及在世界神明聯誼會承擔之工作任
務不同，設計不同的訪談題目，以利瞭解世界神明聯誼會的活動歷程與變革。

貳、世界神明聯誼會活動流程解構分析
在「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成立之前，世界神明聯誼會的辦理模式，歷經多
次變化。第一年(2011 年)的神明聯誼會，佛光山為慶祝佛陀紀念館即將落成，
於 12 月 1 日至 22 日辦理「佛祖巡境．全民平安」繞境活動，以為臺灣祈福。
接著於佛陀紀念館舉行八天落成典禮系列活動，典禮圓滿當天，適逢 2012 年元
旦，佛館迎來了 61 家宮廟及近百尊的神明，21 個陣頭的朝聖隊伍綿延數里，
部分宮廟主委表示，因接到神明指示，特別組團來佛館慶祝落成。於是，星雲
大師秉持著宗教之間要和諧、尊重與包容、溝通與交流，而開始發起神明聯誼
會的活動。
第二年(2012 年)的全臺神佛會，全國各地宮廟的神明，包括媽祖、五府千
歲、玄天上帝等 300 尊神明，齊聚在佛館拜佛祖，再度舉行神明聯誼活動，參
加對象仍以臺灣宮廟為主，各宮廟神尊安座於本館大堂觀音殿前。
2013 年的兩岸神明聯誼會，有一個非常積極的突破，參加的宮廟除臺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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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外，還增加了來自兩岸的宮廟總計有 1000 家宮廟、2000 尊神明前來聯誼祈
福，盛況空前。福建湄州媽祖廟、上海城隍廟、上海道教協會、上海市民族宗
教委員會等，也遠從大陸來共襄盛舉，海峽兩岸儒、釋、道首次聯誼，星雲大
師表示，除了宗教交流外，其他各方面都要溝通來往，才不會產生對立。
2014 年，由於參加的宮廟從臺灣橫跨大陸甚至到亞洲，如菲律賓歷史最
古老悠久的天主堂－聖嬰大教堂，有 2 尊聖嬰像來到佛陀紀念館與佛陀對話，
於是將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活動名稱將「兩岸」修改為「世界」，更具國際
化的聯誼與交流，促進各宗教間共生共榮，凝聚向善的力量打破種族國族間的
藩籬，邁向世界大同理想國度。
也因為此活動走向了國際舞台，這一年，由於星雲大師的努力以及各宮廟
代表的支持與協助，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於 2015 年 6 月 7 日成立，在佛光山如
來殿舉行成立大會，由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擔任總會長，副總會長由佛光山住
持心保和尚、前立委許添財、北港朝天宮董事長蔡咏鍀、新港奉天宮董事長何
達煌、台鹽董事長楊秋興擔任，監事長由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慈容法
師擔任，祕書長則由發心服務神明幾十年的陳嘉隆擔任，同時任聘高雄市市長
陳菊擔任首席顧問。星雲大師希望藉著總會組織，和宮廟及信徒往來，達到宗
教融合、社會和諧的功能，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就像是宗教的聯合國。當年度
(2015)的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具備了藝術表演、體現宗教人文等不一樣的風
貌，此項活動也從本土化、國際化逐漸具備信仰化的雛型。
在 2015 年宗教聯誼會的活動之後，星雲大師開始思考「朝山 」二字的意
涵。在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的倡議下，確立 2016 年的世界神明聯誼會，將以宗教
嘉年華的風格與世人相見。當年度參加的宮廟有遠從大陸甘肅涇川、天津的廟
宇神尊、兩岸世界級的媽祖廟、東南亞國家及港澳地區的宗教領袖蒞臨會場，
活動的形式則以精彩的陣頭表演與神轎進場儀軌的形式呈現，宛如一場宗教嘉
年華會，活動名稱中將「朝山」兩字刪除，除了意謂平等，更在活動的過程中，
增添了同中存異的意義與氣氛。
在 2016 年的宗教嘉年華的和諧氣氛下，各單位開始倡議彼此之間的對話
開展，於是 2017 年的世界神明聯誼會，來自英國東倫敦清真寺、巴西國家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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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國猶太教代表千里來赴會，近有武當山道教協會、香港黃大仙廟，以及
兩岸各地的媽祖廟在佛陀紀念館裡展開宗教和文化對話。在這一場對話中，不
僅有舞獅表演震撼人心，祥獅獻瑞，大吉大利，還有陣頭的表演吸引了大眾目
光，各種民間信仰文化表演精彩，多元宗教彼此包容，各地人民互為友善、互
相尊重，更深層次地體驗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世界神明聯誼會」已是宗
教和平象徵的代表慶典，儒、釋、道、基督等各路神佛、宗教代表跨越藩籬匯
聚雲集，千尊神佛被萬千信徒簇擁朝拜，讓神明聯誼會無論是天上人間都熱鬧
非凡，殊勝難得，讓各界看到不同宗教的尊重包容與共存共榮。
所有向外開啟的拓展，是為了追尋自我的價值與定位；在籌備辦理 2018 年
的世界神明聯誼會時，星雲大師積極提出家神與佛陀接心的「本土化」的特色，
開放邀請家神共襄盛舉。也因此，在 2019 年的世界神明聯誼會，活動主題特地
以「信仰與傳承」為主要核心主軸，特別精選出 20 家臺灣在地極具傳統文化的
知名陣頭在佛陀紀念館的菩提廣場公開演出，在這一場百聞不如一見的精彩陣
頭表演中，參與人員對於臺灣本土在地的精神，有了更深一層的體驗豐富多彩
的中華文化，也對於未來 2020 年以後的世界神明聯誼會充滿了更多的期待與
願景。以下茲將 2011-2019 年該項活動的沿革及重要改變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1
年份
2011
年

2011-2019 年世界神明聯誼會的變革
活動名稱
神明聯誼會

大事記

12 月 25 日，佛陀紀念館落成啟 舉 辦 一 系 列 慶 祝 活
用。
1. 1 月 1 日，首屆神明聯誼會。

2012
年

神明聯誼會

2. 12 月 23 日，第二屆神明聯誼
會。
1. 5 月 17 日，第三屆神明聯誼

2013
年

兩岸
神明聯誼會

內容說明

會。
2. 12 月 25 日，第四屆神明聯誼
會。

動。
邀請臺灣宮廟到佛館
聯誼。
佛光山廣邀兩岸宮廟
來佛陀紀念館聯誼，
以神明聯誼的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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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兩岸的對話與交
流。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世界神明朝山

12 月 25 日，第五屆神明聯誼會， 參加的宮廟從臺灣橫

聯誼會

發起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
。 跨大陸甚至到亞洲。

世界神明朝山

12 月 25 日，第六屆神明聯誼會， 以本土化、國際化、信

聯誼會
世界神明聯誼會

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成立。
12 月 25 日，第七屆神明聯誼會，
締造兩項世界宗教紀錄。

仰化作為特色。
朝山，有上對下或下
對上之意，刪除朝山
意謂平等之意。

12 月 25 日，第八屆神明聯誼會， 全球各大宗教代表透
2017
年
2018
年

世界神明聯誼會

首次在大覺堂推出愛與和平祈 過愛與和平音樂會展
福音樂會。

世界神明聯誼會

開宗教對話。

12 月 25 日，第九屆神明聯誼會， 活動特色將聯誼會擴
首度開放家神參與。

及本土化。
陣頭表演，由老中青

2019
年

世界神明聯誼會

12 月 25 日，第十屆神明聯誼會， 三代參與，皆是台灣
以信仰與傳承為主題。

具代表性的特色陣
頭，表現信仰與傳承。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依上述歷年來世界神明聯誼會的活動資料中，研究者從活動時間、名稱、
對象等各項資料中，分析如下：
(一)活動時間：2011 年因佛陀紀念館落成，至 2012 年期間所辦的活動均屬
於館慶及週年慶系列活動；2013 兩岸神明聯誼會活動後，每年的活動日期定期
於 12 月 25 日舉辦。之所以選擇在 12 月 25 日這一天辦理，是因為星雲大師曾
經在各種場合多次表達過：這個日子對耶穌來說是聖誕節，但對孔子來說是孔
誕節，不同宗教各有聖者，於是把它定在 12 月 25 日，讓所有的神明一起來佛
館過聖誕節。
(二)活動名稱：世界神明聯誼會在活動名稱上歷經幾次的改變，從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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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神佛會、2013 年兩岸神明聯誼會到 2014 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名稱從兩
岸到世界，增加國際性與全球性的特色；而 2015 年宗教聯誼會到 2016 年世界
神明聯誼會，名稱刪除朝山兩字，消除了上對下或下對上的意思，使活動更具
平等性。
(三)活動對象：參加對象從臺灣本土到兩岸擴及到世界各地的宮廟，是地
域的擴充，規模的增大與影響的擴大。星雲大師說：「各宗教雖教主教義不同，
但可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彼此互相往來，和平共處，為國家社會造福」。
本研究依據歷年(2015~2019 年)來的海報活動儀程得知，世界神明聯誼會的
活動設計流程，依序有宮廟隊伍報到與進場、神明(佛祖旗)安座、吉祥平安齋
(信眾)、上供、午宴(各宗教代表)藝文展覽、陣頭表演、國泰民安祈福法會、回
鑾等，其中主要的形式是以陣頭表演、藝術展演、祈福法會為主。活動設計的
主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1

活動設計架構

可以從中看到，世界神明聯誼會的藝文展演及其他活動設計中，主要以陣
頭展演、藝術表演、祈福法會為主，每年還會有不同的主題設計，例如 2015 年
佛館自 12 月 19 日起，與臺灣文化部文資局共同舉辦「記憶 技藝–104 年度重
要傳統工藝美術傳習計畫成果展」，展現傳承臺灣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12
月 25 日當天，在佛館戶外的菩提廣場演出吳興國藝術指導的經典京劇歌舞劇
「哪吒少年風火輪」、明華園天字戲劇團演出「蓬萊大仙」，以傳統結合創新
表演藝術呈現民間忠義仁勇的故事。
2016 年在佛館戶外的菩提廣場有河南越調劇團「老子」演出，還有精彩的
陣頭表演與神轎進場儀軌。另外，佛館配合世界神明聯誼會，在本館二樓第三
展廳舉辦「遇見．修鍊．重現–臺灣宗教遺產保存修復特展」，除了展現各宗教
文化資產保存的一面，更要讓參與民眾了解宮廟、寺院、教堂等宗教聖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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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信仰，也蘊含歷史脈絡、文化藝術等不同層次的時代意涵，進而讓信仰不
斷延續下去。
2017 年，除了陣頭表演、國泰民安祈福法會外，舉辦「愛與和平祈福音樂
會」，邀請各宗教代表，透過音樂展開宗教對話。在本館二樓第二展廳舉辦「林
智信–迎媽祖傳統木刻水印版畫作品展」，透過「迎媽祖」的版畫作品，展示臺
灣寶島上各族群的民間信仰，期望以藝術的感染力，得到社會大眾的心靈共鳴。
2018 年，以「本土化、在地化」為特色，今年陣頭數量也比往年多，例如：
跳鼓陣、媽祖神轎表演、南管及北管、還有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的鑼鼓隊、高雄
呂柏達娘傘團、澎湖縣莊萬枝娘傘團，金門的蓮花鑼鼓陣和新化吳敬堂官將首
的陣頭表演。
2019 年，以「信仰與傳承」為主題，「百家陣頭．湊陣來祝福」為亮點，特
別精選出 20 家各具有傳統文化的知名陣頭表演，例如：五甲龍成宮五人獅陣、
塭內蚶寮永昌宮金獅陣、真武宮鑼鼓陣、獅陣、神童陣、彰化奉天宮進場神將、
台中樂成宮神轎組等，另外，在佛陀紀念館還有藝縷閣·拾光綻放 文資研創中
心年度成果展、傳統工藝文創–揪揪市集，希望透過文創工藝來傳達文化、藝術、
教育、生活的內涵。

參、歷年藝文活動之意義與內涵
陳春壅(2000)認為藝文活動是結合藝術家創作的精緻文化，藉由作品的展
演和參與者進行交流互惠，由此層面去理解和思考創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涵。廣
義的藝文活動，是指「大凡與藝術、文化有關的一切活動均屬之」，狹義的藝
文活動，是指「在某一特定時間內，開放給民眾自由參與或觀賞，且主要以展
出或演出方式為之的文化活動」。從 2015-2019 年世界神明聯誼會活動的陣頭
表演、藝術展演等都是活動中重要的表演活動，本研究將從活動檢視其代表的
意義及其內涵分析如下：
一、陣頭表演
陣頭在臺灣的民間信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是廟會重要的文化之一，每
當有廟會進香、遶境等活動，都少不了陣頭表演，以增加熱鬧氣氛，吸引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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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陣頭成員的組成，大多是由當地社區民眾自發性所組成的團體，每當有
神明遶境活動時，都可以看到八家將、獅陣、龍陣等各種陣頭隨著神明出巡護
駕，展現出鄉土性的表演藝術。
在臺灣的陣頭類型以演出性質可分成文陣與武陣兩種，簡述如下：
(一)文陣：表演形式大多為歌舞性質，具娛樂性，有故事情節與對白，例如車鼓
陣、牛犁陣、桃花過渡等。
(二)武陣：表演形式只歌不舞，帶有武術與特技，具有強烈的宗教性質，例如：
宋江陣、八家將、官將首、舞獅等。
陣頭表演的特色就是簡單而樸素，前演出方式自由、形式簡單，不需要
舞台與布景，可隨場地變化而即興演出，彷彿是一個行動劇場，行進間的表演
藝術。
世界神明聯誼會陣頭表演，在每年 9 月的前行籌備會議中，經過主辦單位
及各方協辦單位嚴謹的討論，確認本年度可以出席並且提供表演的陣頭類型
後，再經過審慎的討論，期求 12 月 25 日登場的陣頭表演可以完整具備各種類
型。宮廟出席參與世界神明聯誼會，主要是由國際佛光會各分會會長協同幹部
進行邀請，但若宮廟參與陣頭表演，則由各區區委員及督導，在會長陪同下，
進行更鄭重嚴謹的陣頭表演邀請。以下將 2015-2019 年的陣頭表演，分說如下：
2015 年的陣頭表演，主要有傳統娘傘、宋江陣、大鼓隊、醒獅團，並穿插較
為柔美婉約的觀音大士舞蹈，此外還有剛烈的十二將軍爺等六大陣頭表演。
2016 年的陣頭表演，明顯有文陣與武陣的區隔，文陣在菩提廣場，武陣在萬
人照相台兩個表演區各自出演；文陣主要以北管樂音演奏為主(歸類為藝文展演
亦能洽當)，武陣則有宋江陣、舞獅戰鼓、大鼓陣、官將首等傳統民間宮廟習俗中
繞境常見的陣頭表演。
2017 年的陣頭表演有開路鼓、龍陣、獅陣、北管、大鼓陣、六大神將、七
星劍陣頭、雅軒聖樂團、麻豆鼓、花鼓陣等民俗藝陣表演；其中北管與雅軒聖
樂團的表演形式葉可歸類為藝文展演，但在盛典開場的登場中，隨著宮廟主神
隊伍共同入場，並未另闢表演舞台。
2018 年的陣頭表演，熱鬧非凡，有舞龍、舞獅、神轎、花鼓、哨角、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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尪和神將等近百陣頭，在盛典的前行入場活動中，各自繽紛奪目，為典禮的開
幕儀式掀起一波一波的熱潮。
2019 年的各式陣頭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來自香港嗇色園以及黃大仙祠帶來
道教齋醮科儀「禮十方」（禮拜十方諸神），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舞龍隊、獅
陣、花鼓陣、八家將、十二將軍爺，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娘傘團、五甲龍成宮、
竹南輦轎協會、溫內蚶寮永昌宮金獅陣、新化鎮狩宮什家將等團體的熱鬧登場。
世界神明聯誼會的主軸從 2011 年的本土化、2013 年兩岸交流、2017 年國
際化的最高峰，到 2018 年從國際化回歸本土化；2019 年文化部文資局和中華
傳統宗教總會、佛陀紀念館首次合作，更將「本土化」發揮極致，希望藉由眾
緣和合之力，將臺灣傳統民俗藝陣的陣頭文化扎根，推出各具有傳統文化的知
名陣頭。

電音三太子

民俗藝陣

二、藝文展演
文建會指出藝文是文化藝術，人們藉由語言、文字，做為溝通思想的工具；
透過聲音、形色，以進行感情的交流，於是產生了文學、音樂、美術、舞蹈、
戲劇和其他種種的藝術作品。文化藝術是源於人們的生活，是人們育樂生活的
表現，隨著生活的脈動而不斷的變化，並隨時注入新的內涵。
在台灣的各類型節慶活動中，藝文展演的類型，約略可歸類為以下八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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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模式

內容樣態

世界神明聯誼會的相
關活動

指有演出檔期並以演唱或演奏為主的 例如:2017 愛與和平
音 樂 形 態 的 動態表演活動，包括演唱會、演奏會(國 祈福音樂會
藝文活動

樂、西樂、綜合、其他)、競賽、綜合、
其他等類的演出活動。
指有演出檔期並以劇情為主的動態表 例如:2015 年的蓬萊
演活動，包括中國傳統戲曲(平劇、歌仔 仙子 (明華園天字戲

戲 劇 形 態 的 戲、客家戲、豫劇、粵劇、越劇、其他)、 劇團)
藝文展演

外國傳統戲曲、現代戲劇(話劇或舞台 例如:2016 河南省越
劇、兒童劇、默劇、其他)、偶戲、競賽、 調劇團-老子
其他等類。
舞蹈類：指有演出檔期並以舞蹈為主的 例如:2015 京劇歌舞

舞蹈形態的
展演

動態表演活動，包括中國民族舞蹈(台 劇–哪吒少年風火輪
灣原住民舞蹈、綜合、其他)、外國民族 (歌舞劇)
舞蹈、芭蕾舞、現代舞、競賽、綜合、
其他等類。
指有展示檔期並以創作為主的視覺藝 例如:2016 年佛館二
術活動，包括繪畫(水墨、油畫、水彩等)、 樓第三館-展覽

美術形態的
藝文展演

版畫、書法及篆刻、雕塑、陶瓷、工藝、 例如:2017 年佛館二
攝影、設計、 媒體藝術、裝置藝術、競 樓第二展館-畫展
賽類、綜合展、其他等展覽活動。

例如:2018-2019 年佛
館二樓第一二三四展
館展覽

具 備 民 俗 風 指有展演檔期並以民間節慶或展現地
情 的 活 動 與 方特色為主的動、靜態活動，包括中國
展示

民俗活動(文物展、節慶活動、技藝、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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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他)、外國民俗活動、競賽等類。
具備確定播映檔期的影帶活動。包括藝
影片形式的
藝文展演

文類影片(劇情片、紀實片、其他)及一
般影片。
(一般電影院放映之電影或各場所例行
播放之影片，不包含在內。)
煮蛋單位經過前置溝通邀請，具備講演
檔期的各類型講座、研討會、座談會或

講座類型

讀書會活動。(包括:一般講座及藝文類
講座-美術、音樂、戲劇、舞蹈、民俗、
影片、文學、綜合、及 一般講座。)
雖具備展演檔期，但不屬前述各類藝文

其他

活動者；例如:一般展覽(書展、郵展、其
他)及一般表演(馬戲團)活動等。

(本研究者整理)
本研究透過文宣海報與文獻資料得知，2015 至 2019 歷年來藝文活動分
別有 2015 年京劇歌舞劇–哪吒少年風火輪」、「明華園天字戲劇團–蓬萊大仙」
等 2 場，2016 年「河南省越調劇團–老子」1 場，2017 年「愛與和平祈福音樂
會」1 場。
從 2015 年國內京劇、歌仔戲到 2016 年河南省越劇的演出，可看出主辦單
位在戲劇表演上為因應觀眾的喜好，豐富了戲曲的多樣性，其次在內容上，從
擬人化的神祇表演展現神明聯誼會寓教於樂的目的，也不同於宮廟節慶的戲劇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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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歌舞劇–哪吒少年風火輪

河南省越調劇團–老子

2017 年「愛與和平祈福音樂會」是一場讓人感動與歡喜的音樂會，邀請來
自歐洲維也納，佛光青年愛樂團演奏序曲 We Are One，為大眾獻上豐盛的音樂
盛宴。最後也由愛樂團演奏大合唱曲〈和諧〉，將音符化作祝福為世界神明聯
誼會劃下完美的句點。今年最特別的是，有港澳、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地各大宮廟、教堂都來共襄盛舉，展現出「宗教無國界」之大氣勢。
透過音樂展開宗教對話，共同見證體現宗教融和、彰顯愛與和平的跨國界、跨
宗教的音樂饗宴。

佛光山梵唄讚頌團

維也納佛光青年愛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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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世界神明聯誼會在 2011 年佛陀紀念館落成啟用之後，首屆的神明聯誼會
在佛陀紀念館舉行，今年 2019 已邁入第 9 年，從 2011 至 2019 年期間總共舉
辦 10 次的神明聯誼活動，每年都在佛陀紀念館舉行，已經成為佛陀紀念館定期
辦理的大型活動之一。從 2015-2019 這幾年的陣頭表演及藝文展演中可體現三
種意涵：
一、文化內涵
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相互之間進行交流的，一種能夠傳承的意識
形態，也是一種歷史現象。2015 年京劇歌舞劇《哪吒－少年風火輪》劇本改編
自《封神演義》，內容講述傳奇故事中家喻戶曉的哪吒三太子的故事。故事加
強了感情的部分，讓哪吒的故事更貼近人心；于聲國 〈京劇跨領域學習 《哪
吒－少年風火輪》 認為本齣戲劇之編劇不只寫出了哪吒的母親護子心切所展
現出的母子情深、哪吒與李靖的複雜情感，也加入了花蕊與哪吒像是青梅竹馬
般的純純互動，而淺白優美的唱詞，不難理解卻也不會因為太過淺白而失去了
戲曲該有的味道，同時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境界。
2015 年明華園天字戲劇團–蓬萊大仙，明華園天字戲劇團已多次在佛光山
南屏別院、潮州講堂、佛館大覺堂等處演出，每次因應不同的活動準備戲碼與
橋段，希望能符合主題含義。此次特別選擇「蓬萊大仙」的戲曲，因主角李玄
是一位狂妄驕傲之人，藉此劇警惕大眾驕必敗，凡事要懷有慚愧感恩的心。2016
年河南省越調劇團，史無前例將「老子」搬上舞台，從道教的神仙化作貼近人
心的智者及真實鮮明的歷史人物，讓觀賞的民眾重新認識老子其人。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於 2016.12.27 的大樹報導中，以 〈 河南越調老子演繹
《道德經》思想精神>，認為「老子」一劇，將他從「神」回歸人，加上老子的
思想太過玄妙高深，希望從親切的角度詮釋老子和《道德經》，回到故里傳道
授法，展現其可愛可親。透過戲劇形式，走進老子的內心世界，心貼著心，「上
善若水」正是他的行為詮釋，也和人們希求善良的美德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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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美學藝術內涵
2017 年「愛與和平祈福音樂會」，邀請巴西國家聖母院、法國碧西多元宗
教區文化協會猶太教、英國東倫敦清真寺伊斯蘭教、大陸湖北省道教協會、財
團法人私立基督教山地育幼院、臺灣儒教會、佛光山等各大宗教代表，透過音
樂展開宗教對話，展現音樂、宗教、愛與慈悲的無國界。透過各宗教的儀軌為
世人祈福，在尊重與包容的氛圍中，點燃交流互動熱情，即使語言不同、文化
相異、信仰有別，當下敞開心胸，破除種種藩籬，感受祈求世界和平的共同願
心。
針對維也納佛光青年愛樂團演唱大會主題曲〈We Are One〉及〈和諧〉，
人間社記者蕭惠珠在 2017.12.25 的 大樹報導中，也以〈 愛與和平祈福音樂會
為世界注入正能量>，認為該項音樂活動，為祈福音樂會定調，傳達人類同體共
生、共創善美社會的訴求，優美的旋律和歌聲，喚醒深藏人心的柔軟慈悲。佛
光山梵唄讚頌團演唱〈觀音發願文〉，莊嚴梵唄，流露聞聲救苦、濟度眾生的
大悲心；埔里孔子廟的昭平宮育化堂育化吟詩社，在雅樂伴奏下用閩南語演唱
王維〈桃源行〉，唱出對理想桃源世界的期待；武當山道樂團以祥和道樂搭配
《道德經》吟唱，引領人們感受「道」的玄妙。六龜的基督教山地育幼院合唱
團演唱〈啊！聖善夜〉，菲律賓宿霧聖嬰教堂帶來節奏歡快的聖嬰舞蹈，兩個
宗教團體不約而同分享耶穌降誕人間的喜悅。高雄清真寺教長陳永武、伊斯蘭
教資深講師 Imam Nasim Ahmed，帶領信徒用阿拉伯語讀誦《可蘭經》，韻律如
詩，讓人低迴不已。
愛與和平，是一場讓人感動與歡喜的音樂會，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總會長王
金平表示，尊重包容、同體共生是人類最偉大的情操，而臺灣最美的風景，就
是多元宗教的相互尊重包容，展現多元宗教文化交流的新亮點。而世界神明聯
誼會更是一場宗教嘉年華，提供宗教界優質的對話交流平台，為社會注入正能
量。
三、創新展演意涵
2015 年京劇歌舞劇「哪吒少年風火輪」，在多媒體的應用上，增加了演員
與畫面的互動，讓多媒體不只是背景，而是與故事的發展有直接的關聯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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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樂的創作上，採用一種偏向流行歌的編曲與唱法，在配器的使用上以及唱
法的選擇上，都可以再嘗試新的組合，讓觀眾感受到音樂之間的融合。
此劇為了增添許多不同的色彩，使用多媒體的投影與新編的音樂等等的元素，
其目的就是為傳統與創新這條路開創出更好的未來。
從上述藝文活動所展現的文化、生活美學藝術、創新展演等意涵，正證實了世
界神明聯誼會活動所表現的內涵，是文化的，藝術的，教育的，美學的，生活
的，不僅是宗教性的聯誼活動，也是宗教的經典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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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5~2019 年世界神明聯誼會活動儀程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