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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祖師〆第一代天師張道陵 

據載東漢漢安元年（西元 142 年）太上老君降臨四川鶴

鳴山，指派張道陵「攝邪歸正，分別人鬼」，任命他為

「天師」，並賜他寶劍及玉印，代代相傳，後世尊稱他

為「祖天師」。   

整個中國歷史上有二大傳承千年以上的世家，一為道，一

為儒。前者為張天師世家，後者為孔子世家。二大世家都可

視為中國寶貴的傳統文化資產。 

張天師一脈傳承世家近二千年，由第一代天師張道陵創立

道教開始，目前已傳至第六十五代天師張意將。 

中華二家之「張天師世家」 

第六十五代天師〆張意將 

第六十五代天師張意將於民國 98(2009)年 6 月 10 日

（農曆 5 月 18 日祖天師聖誕日）在台北正式陞座襲

職。同日於台北成立「中國嗣漢張天師府道教會」々

民國 106(2017)年變更為「中國嗣漢張天師府道教總

會」（立案字號〆台內社字第 0980142437 號）  



道教祖師〆第一代天師張道陵 

據載東漢漢安元年（西元 142 年）太上老君降臨四川鶴

鳴山，指派張道陵「攝邪歸正，分別人鬼」，任命他為

「天師」，並賜他寶劍及玉印，代代相傳，後世尊稱他

為「祖天師」。   

中國留侯家族第六十五代裔孫張意將承繼祖天師流傳下來超過兩千

年的天師血脈，於己丑年五月十八日（2009 年 6 月 10 日）祖天師誕

辰當天，依天師府內傳祖制及傳統道教儀程規範，假台灣台北市士林區

劍南路「鄭成功廟」正式陞座襲職。承三界共鑑下，由「鼎」字輩道

長、「大」字輩道長翁太明等分任「三師」，為其簪花、贈劍、授印，

正式擔任中國嗣漢張天師府第六十五代天師，道教掌教教主。 

六十五代天師襲職大典 

高雄道德院翁太明宗師

等三師見證，天師襲職 

簪花 



道教祖師〆第一代天師張道陵 

據載東漢漢安元年（西元 142 年）太上老君降臨四川鶴

鳴山，指派張道陵「攝邪歸正，分別人鬼」，任命他為

「天師」，並賜他寶劍及玉印，代代相傳，後世尊稱他

為「祖天師」。   

六十五代天師襲職大典 

天師襲職陞座，

成為道教教主，

接受保舉師翁太

明宗師等三師及

眾人敬拜。 

眾人合照 



天師道創教於東漢末年天災、人禍不斷，百姓流離失

所的環境中，故特別重視社會救助。  

晉朝陳壽撰之《三國志〃魏書〃張魯》所記載第三代

天師張魯的事蹟中有云〆「……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

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天師熱心社會救助的傳統 

除物資捐助外，2012 年末開辦至 2017 年底，天師府共補助 6383 位清寒民眾喪葬。

善行未曾中斷。 





中華文化重視孝道，以父母慈、子女孝乃理想典範。鑒於孝道乃

人道之本，而孝道觀念須從小扎根，孝行也應該從小養成習慣，故張

天師府特別開設「孝行獎助學金」，表揚有孝行的清寒國小學生，期

能重新喚起社會對於孝道的重視，使更多家庭能和合，創造和諧社

會。2016 年實施範圍為彰化縣芬園鄉，2017 年已擴大至包括彰化市。 

天師府熱心社會救助的傳統 

實施標準與方法： 

1. 張天師府不以學業成績而以

「孝行」為標準，設立獎助學

金。 

2. 獎助對象為就讀於彰化縣芬園

鄉、彰化市的國民小學，受老

師推薦，具孝行且家境清寒之

小學生。 

3. 每校每年級推薦一位具孝行具

體事蹟的同學，領取二千元孝

行獎助學金。 

4. 本孝行獎以學年方式舉辦，曾

獲獎過的同學不重複頒發。 

5. 未來獎助範圍將逐步擴大範圍

至各地國小。 



天師府每年四次齋醮法事，中元齋之供品年年捐給各社福單位，並

不定期捐贈慈善物資。 

天師府熱心社會救助的傳統 





民國 98 年(2009)8 月 8 日八八風災

重創台灣，張天師立即為八八水患

災民募集三千包白米並參加超度法會 

台灣八八風災 

2014 台灣高雄氣爆 

2015 台灣復興航空空難 

2016
台灣
維冠
大樓
引魂
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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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9 年(2010)日本發生三一一大地震，張天

師於 5 月 23 日至 26 日與高雄道德院聯合台灣五

十間道廟團體組成「關懷日本平安吉祥賑災親善

團」，親至日本，將道徒們募集的

善款直接交予日方，作為急難救助

之用。 

日方向天師、翁宗師及台灣

主要宮廟代表簡介受災狀況 

來自日本各地向災區居民的祝福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天師致力道教推廣與教育 

天師府具體發展策略為「人才培訓、從心出發、立足臺灣、接軌

國際」，希望透過從根本做起的重新出發，向全球宣揚教義，將道教

敬天法祖、重視五倫、強調忠孝節義與尊奉道法自然的精神內涵，中

華傳統文化精髓，發揚光大。 

天師府於 2012 年設立彰化教育總部。教育總部曾開辦「道教專修

班」、「道教職訓班」、「道教研習班」、「道教誦經班」等各式課

程。 

 

  

教育總部課程 



天師致力道教推廣與教育 

 
 

天師府彰化教育總部經常舉辦各式講座〆如 2016 年推出天師府講

座十場，並不定期舉辦專題演講。 

此外，經常於儀式舉辦前一個月左右舉辦「認識道教皈依、奏職與

受籙」課程，讓參加儀式者了解儀式的意義。 

教育總部講座 

2018 年李豐楙教授演講 



天師致力道教推廣與教育 

※ 天師府致力於大學中開辦教育課程〆 

2015 年起持續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開辦「道教法務

班」三期、「道教法籙班」三期、「道教研習班」、「道教與生

活班」、「道教面面觀班」等，持續開課中々 

※ 2017 年起持續於國立台南大學進修推廣組開辦「道教研習

班」、「道教與生活班」、「道教面面觀班」、「道教專題班」

至今七期等，持續開課中々 

※ 2018 年起開始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開辦「道教與生

活班」金班與水班，持續開課中。 

天師府並規畫拓展至北部開課。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課
程 



天師致力道教推廣與教育 

台
中
教
育
大
學
課
程 

台南大學課程 



天師並經常受各學校、博物館、宮廟等單位邀請演講，推廣

教育不遺餘力。 

天師致力道教推廣與教育 

2012 年政治大學碩士、博士生演講 2011 年天師府與彰化元清觀合作主辦共

六次的道學課程研習班 

2013 年興國管理學院參訪 

2013 年高雄師範大學演講  

2013 年世界宗教博物館演講 



天師並經常應邀各級學校、博物館等演講，以推廣道教。 

天師致力道教推廣與教育 

2014 年高雄師範大學演講 
2014 年元清觀二天講座 

2015 年屏東大學幼教系演講 

2014 年輔仁大學宗教系所演講 

2015 年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進修學士班演講 



天師致力道教推廣與教育 

2015 年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教師研習中心國民教育輔導團三天研習課程 



 天師關心道教學術 

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

屆「國際漢學研討會」 

2013 年天師應邀輔仁大學

「道教教義與實踐—慶祝李

豐楙教授六十六華誕」學術

研討會與談 

2013 年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開幕 

2013 年正修科技大學「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丹道養生及人生終極關懷」開幕  

2012 年高雄道德院「2012

年道教經典國際學術研討
會」 

2011 年九天玄姆信仰文化
專題學術研討會 



 天師關心道教學術 

2017 年南華大學「宗教組織與當代社會教化」學術論壇：對話與合作 

2014 年北港武德宮「瑯琊財神〄笨港開基〆兩岸財神信仰學術交流座談」 

2016 年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台灣道教
的宗教關懷與社會服務學術研討會」 

2014 年輔仁
大學「當代
道教發展」
學術研討會 

2015 年高雄師範大學「2015 海峽
兩岸道家道教與養生學術研討會」 



 天師關心道教學術 

2018 年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道教週」 

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 年南華大學「宗教信仰與社會教化」論壇—教義與實踐  



  

天師關心道教學術研究 

日本東京大學橫手裕教授  

日本筑波大學丸山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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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師關心道教學術研究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祁泰履(Terry Kleeman）教授贈新作、李豐楙教授 

美國 Dartmouth 

College 宗教系李福

(Gil Raz)教授、政

治大學謝世維教

授、輔仁大學張超

然教授 

美國康豹

(Paul R. Katz)

教授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伯夷(S.R. Bokenkamp)教授 





  

天師府支持文化活動 

2011 年基隆中元節張天師府花車 

2009 年高雄世界運動會 

2014 年 

電視節目 

《綜藝大集合》 

2015 年新北市玄天上帝文化季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之臺灣戲曲中心慶成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於台北士林區修設一座新的戲曲中心，內有大、

小表演廳、臺音館、戶外廣場、多功能廳、中、小型音樂練習室以

及其他空間，供各式藝文活動使用。由天師府承辦 2016 年入厝慶成

祈安法會。 



百年來未曾舉辦國家級規模的「上元祭天祈福大法會」2013 年

終於在新竹燈會「宗教祈福燈區－道教聯合祈福區」的祈福聖殿中，

由天師府主辦「癸巳年上元萬神護佑羅天移星轉斗慈善點燈祈福大法

會」為期 17 天（農曆元

月 14 日~30 日）由天師

為國家與天下蒼生祈求天

官賜福降祥。   

天師為國為民祈福-2013 年台灣燈會 



天師為國為民祈福-2013 年台灣燈會 



  

「麥寮鄉社教用地起掘普度法會」 

麥寮鄉社教用地將規劃為藝文特區，是未來地方發展的重要關鍵，

2015 年社教用地起掘，特辦普度法會，席開 2300 桌，場面盛大隆

重，為麥寮鄉建鄉以來數百年首見之規模，天師為法會監普。  



  

天師府皈依、奏職、授籙 

皈
依 

宮廟集體奏職 

天師府奏職 

授(受)籙 



 

 

登刀梯監壇 

2016 年台南將軍漚汪文衡殿吳孟峰道長 

登刀梯閱籙陞職大典 

2016 年 嘉義朴子配天宮廖健男道長 

登刀梯奏陞職閱籙大典 



  

追封陳榮盛道長 

陳榮盛道長為台灣正一靈寶道法、科儀之翹首，榮獲台南市政府登

錄為傳統藝術「道教靈寶道法科儀及音樂藝術」保存者，並在道教

界深受敬重。六十四代張源先天師、六十五代張意將天師相繼襲

職，均獲得其鼎力支持。惜 2014 年 7 月 24 日陳榮盛道長仙逝，鑒

於其對道教科儀的保存、道教人才的培育，在 9 月 5 日公祭典禮

上，張意將天師特追封「育德真人」之號，並擔任銘旌官，親率百

位奏職高功道長步行三公里一路送行。 



《鼎陞榮盛-陳榮盛道長紀念文集》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高雄道德院 

高雄道德院翁太明宗師擔任天

師襲職大典之保舉師，高雄道

德院與天師府雙方往來密切。 

2013 年台灣燈會(新竹)，天

師府主辦上元祭天法會，高

雄道德院贊助平安龜。 

2013 年祖天師聖誕，翁宗師率高雄道德院同仁前來天師府祝壽。 

2012 年張天師府彰化教育總部落成典

禮，翁宗師率高雄道德院同仁來賀。 

2009 年高雄道德院於高雄世運晚會中表演，

天師出席站台。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下營玄天上帝廟 

天師連續兩年(2011,2012)為下營玄天上帝廟中元普度法會開香 

2012

年 

中 

元 

普 

度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高雄三鳳宮 

2012 年 

中元普度 

2012 年端陽祈安點燈大法會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旗山天后宮 

旗山天后宮五十餘年未曾繞境建醮 ，2012 年舉辦九朝建醮大典，天師為其

授匾、開香、點燈、進表、普度監壇。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溪州代天府王船祭 

屏東縣南州溪州代天府三年一科「迎王平安祭典」，2009 年與 2012

年均邀請天師開香。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竹崎真武廟 

2016 年竹崎真武廟建廟三百周年慶，天師為其玄天上帝聖誕禮斗法

會開香及點斗燈々 2013、2016 年竹崎真武廟道經團集體奏職。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西螺廣福宮 

2012 年為西螺廣福宮百二庄媽、福境媽開光大典監壇 



 

 西螺廣福宮阿善師武藝群英會系列活動  

 2017 年阿善師武藝群英會系列活動「護國祈安慶讚中元普度大法

會」，張意將天師率領 108 位高功道長舉行祈安法會。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麥寮鎮安宮王船祭 

雲林麥寮鎮安宮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每五年一科的王船祭為地方宗

教盛事。2018 年天師為王船開光，並率眾道長押送王船。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北港武德宮百年大醮 

2015 年北港武德宮興建完成，舉辦「甲午年建成祈安三朝清醮」。由
於武財神指示百年內將不再舉辦醮典，故特別擴大舉行，並以扶鸞降

旨方式 要求延請天師統籌並鑑壇鑑普。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彰化元清觀 

2011 元清觀入火安座齋醮大典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彰化南瑤宮 

2011 年彰化南瑤宮天上聖母近三百年來首次遶境遍佈中部縣市三百多

個角頭的十個會媽，此後天師經常為南瑤宮繞境祈福起駕大典開香。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彰邑關帝廟 

2017 年彰邑關帝廟後殿大火，天師府為其主持「太上護國安民元

宵節覃恩雷府火部除煞祈安賜福大道會」，並為其開燈。  



  

天師府與宮廟互動密切-彰邑關帝廟 

 2018 年彰邑關帝廟後殿重建完成，天師為「重修入火安座大典祈

安福醮」及普度開香。  



 

 天師府致力接軌國際-道教節世界慶典 

      
開
幕
式           

2013 

2012 

農曆 2 月 15 日老子聖誕日為道教節。新加坡道教會自 1996 年以來，年年舉辦國

際道教節世界慶典，呼籲道教節早日列為世界法定假日。國際道教節世界慶典首

度在台舉辦，高雄道德院主辦 2012 年開幕式及 2013 年閉幕式。身為主辦單位之

一，天師積極支持道教節的舉辦。 

DSCN6907 西螺鎮廣福宮

董事長林勝雄-

cutDSCN6907 西螺鎮廣福

宮董事長林勝雄-cut 



 

 天師府致力接軌國際– WARP Summit 2014 

韓國世界和平宗教大會 

「首屆世界和平萬國聯盟宗教大會(World Alliance of Religions for 

Peace Summit 2014)」在韓國首爾舉行，各國政治、宗教領袖都出席

以行動顯示對世界和平的支持。大會開幕式約 20-30 萬人以上參加。 



  

天師府致力接軌國際– WARP Summit 2014 

韓國世界和平宗教大會 



天師致力海外交流、弘道國際 

2015 年馬來西亞 
易經風水總會培訓課程 

  



2018 年馬來西亞參訪團 

天師致力海外交流、弘道國際 

 

 

天師經常接待海外團體參訪，與之交流、推廣正統道教觀念。 

2018 年美國參訪團 



天師致力海外交流、弘道國際 

 

 

2018 年 
美國參訪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