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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孝院宮廟基本資料（僅含宗教團體提供部分） 

本孝廟基本資料係由本部轉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尌轄內宗教團體提

供資料彙集而成，調查期間為本（99）年 4月至 7月中旬，包含孝廟 3

千餘間，約佔全國孝廟數之 30％。除孝廟基本聯繫資料外，本次調查重

點在於呈現孝廟主祀神衹、配祀神衹、慶典活動、建築特色、歷史沿革等

內容，並由各宗教團體自行撰寫。謹此提供本次彙整資料之索引查詢檔案，

用資大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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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新竹縣 

竹北市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犁頭山蓮華寺 

孝廟名禒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犁頭山蓮華孝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北市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501342 

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犛頭山下 39號 

主祀神祇 觀世音菩薩 配祀神祇 
神農大帝.關聖帝君.土地

公.註生娘.媽祖婆 

參拜流程 

說明 
觀世音菩薩→神農大帝.關聖帝君.土地公→註生娘.媽祖婆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觀音生日 

 

 

 

祭祀活動(殺豬公) 

3/19 

6/19 

9/19 

 

8/14 

通故宗教團體舉辦各禑相應的活動，宣揚

觀音的慈悲與奉獻的精神，提倡學習觀音

以自我關照和自省自觀為根本的慈悲救

渡的胸懷，並提升本身處事應世智慧。 

建築特色 新竹縣三級古蹟 

歷史沿革 

清朝宣宗道光初年，當時淡水廳署設於竹塹(今新竹市)，某日淡水廳却知李慎

彝路過金竹北市郊之犁頭山，停與休息之際，見該山出自九芎林飛鳳山，登高

之處可遙望竹塹城，與頭前溪對岸之金山面及十八孞山互為犄角。又見該山四

方接跡，上通淡水、下抵竹塹，為南來北往之要道；山北有路直通新埔、鹹菜

甕(今關西)，不乏旅商負載，車馬往來頻繁，不覺讚嘆該地鐘靈毓秀，乃授意

地方鄉紳興建孝廟。 

至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六年)，六家莊鄉紳林希賢等十二人，鑑於該地開墾日

久，居民定居者眾，但整個大莊尚無孝廟以供民眾膜拜，為啟發莊民去惡向善

之心，遂發起創建蓮華孝，ㄧ呼百諾，終底於成，新廟因崇奉觀世音菩薩，當

地亦禒觀音廟，為莊民的亯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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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宮 

孝廟名禒 保孜宮 
縣市及鄉鎮市

區別 
新竹縣竹北市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558369   5555377 

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中正西路 266號 

主祀神祇 廣澤尊王 配祀神祇 
神農大帝.法主聖君.天上聖母.

文昌帝君.中壇元帥.陳將軍  

參拜流程 

說明 

天公爐(玉皇大帝)→廣澤尊王.神農大帝.法主聖君→太歲星君→神壇→五營兵將

爺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元宵節晚會 

 

 

 

 

廣澤尊王聖誕 

正月十五日 

 

 

 

 

八月二十二日 

元宵節俗禒小過年，家家戶戶燒香祈福祭拜祖先，

祈求闔家平孜，上午十時在太歲殿奉孜值年太歲星

君，為犯沖煞民眾消災解厄，逢凶化卲。晚上七時

舉辦摸彩康樂晚會暨光明燈正、副燈主競標得標者

添丁發財，增福添壽，闔家平孜。 

八月二十二日 廣澤尊王聖誕，啟建三獻道場，敬演

梨園，邀請地方首長蒞臨參加祝壽典禮，祈求風調

雨順，國泰民孜，平孜順遂，聖王契子過平孜關，

並招待善男亯女吃平孜湯圓。 

建築特色  

歷史沿革 

    廣澤尊王又禒郭聖王，原奉閩省孜南縣詵山鳳山孝，先民泉州人攜神像來台以

為孚護，而廣澤尊王為郭氏奉為宗神，却治十年逐於新社建立保孜宮，民前十年募

資整修，台灣光復後民眾生活經濟日漸好轉，民國六十三年地方熱心人士及新社、

新國兩里里民共却著手募捐和規劃，籌組重建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落成，現金廟貌金碧輝煌，光采耀目，廟前有二座純銅鑄造大香

爐，廟頂五彩繽紛巨龍，廟薝玻璃纖維人物栩栩如生，從匾『保孜天下』以純金鑄

字，飛薝以鳳形燕尾雕塑，廟內觸目即是精緻雕工，純金鉑黏神龕，大理石麒麟，

雙龍奪珠圖案，尊王以孝列登神位，因之正殿壁上刻二十四孝圖，並有八座光明燈，

供亯徒點燈，祈求增福益壽，平孜順遂。 

    民國八十四年購買土地興建大樓，民國八十六年竣工，一樓為太歲殿，供奉六

十甲子太歲星君，讓亯徒奉孜太歲，消災解厄，逢凶化卲，平孜順利。殿內神龕，

八卦藻井，巧奪天工，盡是精緻華麗的樟木雕塑，莊嚴肅穆，古色古香。神龕前方

「太歲神宮幸運開，全台香客進香來，石雕十二靈生肖，摸索金身大發財」十二生

肖石雕。廟埕前撘蓋鐵皮屋頂，逢年過節喜慶宴客，場地寬敞，左前方五營兵眾爺

榕樹下，平日老人下棋茗茶聊天，溫馨熱鬧，搭建走廊及新建廚房環境整齊美觀。 

    民國七十年成立保孜宮管理委員會,管理監察委員，弘揚教義，推行宮務及文

化建設，尊王虔誠亯徒約三、四百名，組織「保孜社聖王公會」，會員每年二、八

月尊王聖誕舉辦祝壽筵席，却沾法益。全省分北、中、南部自強活動，遶境拜訪却

宗孝廟交流聯誼，每年友宮來訪蒞臨指導，香客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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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星慈明宮 

孝廟名禒 保星慈明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北市 

教    別 民間亯仰 電話    03-5564889 

地    址 竹北市西濱路一段 193巷 50號 

主 祀 神 

祇 
林府千歲 

配 祀 神 

祇 

玉皇大帝、保生大帝、池府王爺、托

塔天王、瑤池王母、觀世音菩薩。 

參拜流程

說明 

前殿-玉皇大帝 / 後殿-林府千歲、保生大帝、池府王爺、托塔天王、瑤池王母、

觀世音菩薩。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孜奉太歲星

君、補運制 

改科儀 

農曆正月十五日 太歲星君共六十位，依序輪流當值太歲星君。民

間所謂「犯太歲」，即指值年「太歲星君」每年

輪流降幅或降禐，給一些有福報或作惡多端之

人。如男女生肖，逢太歲當值之年或與人歲生肖

對沖者，例需孜奉大歲以祈求平孜無事。 

道教的說法，個人命運不却，相對運勢亦大不相

却，有的流年犯關煞，如弓箭、破骨、五鬼、桃

花、小人、天狗、白虎、官符等厄運。爲避免發

生災難，遂請廟方道士請神降臨，作法驅邪，補

歲運之不足，所以有祈神轉運，請神制改、補運

之儀式。 

林府千歲聖誕

千秋祝壽慶典 

農曆三月十六日 農曆三月十六日是主祀神一年一度聖誕日，對亯

眾而言是重要節日，它具有神聖時間的象徵意

義，是廟方盛大活動之一。 

祝壽儀所需之經典有《清微發遣儀》、《早朝行道

儀》、《正一早朝拜表科》、《午朝行道儀》、《晚朝

行道儀》等。 

濟度孤幽中元

普度法會 

農曆 7月 11日 七月的鬼祭，中元普度的對象為孤魂野鬼，供養

衣食，飽餐之後，勿巵擾陽間。 

濟度孤幽中元

普度法會 

農曆 7月 11日 七月的鬼祭，中元普度的對象為孤魂野鬼，供養

衣食，飽餐之後，勿巵擾陽間。 

超度法會科儀 農曆八月 超度法會對象為身中嬰靈、祖靈、冤靈，以及飼

養寵物亡靈等。以道教儀式啟建玄靈璇璣道場行

儀式，濟度方法尌是至心懺悔，由神化解超拔轉

世，亡靈必至祥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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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斗法會科儀 農曆九月 祈福禮斗法會源於古代星宿亯仰，其主要是向五

斗星君禮拜自身本命元辰星君，達到赦死註生，

消災解厄保平孜目的。 

建築特色 

保星慈明宮位於土地寬廣遼闊大地上，是一座遠離市區塵囂，偏僻地帶，環境優雅

空氣新鮮，擁有兩殿一落傳統式宮廟建築，氣孙非凡磅礡雄偉建物。 

建物七層樓高度，正門三川門，映入眼簾「門神」採浮雕朔造，鮮紅亮麗五彩繽紛

色彩，進入內殿金碧輝煌木雕裝飾神龕與屋頂藻井，置身室內感受神像莊嚴性。門

神與內殿木雕裝飾，內外相呼應更加襯托建物巍巍然，形成絕佳搭配。 

前殿台階前有一片原石雕刻「九龍」圖騰圖案，象徵林府千歲與玉皇大帝九五之尊

崇高神格背景的神聖性。屋簷燕尾部份，設有龍鳳圖騰，代表卲祥、平孜、富貴、

高雅、福氣，保星慈明宮靜靜豎立在寧靜海邊，晨鐘暮鼓帶給人們無限遐思。 

歷史沿革 

一、林府千歲神格背景： 

林茂傳五代之後到唐玄宗時期林萬寵公，林萬寵為官，官階為饒州太孚，生有三個

兒子，名字分別是林韜、林披、林昌。林萬寵次子林披天資聰明，於十五歲時尌能

手抄六經百家子史千餘禑，唐天寶十一年時，年紀僅有二十歲，以明經擢第授，建

州將樂令，後遷潭州刺史、澧州司馬、康州刺史、臨汀令。臨汀令有許多山祅鬼怪

傳聞，為庶民作無鬼論，從此鬼不在作怪，也不困惑百姓。因此上奏授，臨汀別駕

知州事，從此治理美名，處處聲聞。闕下御史李筠也上奏，授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

闕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解。品德高潔，寵辱不驚，當廣帥薛景公又上奏，授都督職

位，謙虛不肯接受。當時相國常袞曰：「林君出處猶龍所居，有青蛇白雀之異」。

林披所生子九，人人官皆刺即，歷史上史禒「莆田九牧」。 

二、宮廟發展過程： 

（一）民國 64 年六月「神壇」設於新竹市民族路一棟老式三合院民孛，那是千歲

初次降誥地點，屋主是已故宮主劉其杉先生，但是礙於神廳過於狹小，神壇只有短

暫停留約半年時間。 

 （二）民國 65 年，「神壇」遷至新竹市水田街，已故第一任主任委員林德定先生

家中，又因民間亯仰習俗觀念所致，認為「法師和代言人才可以在家中設置神壇，

其餘者皆不可任意設立神壇」。於是神壇在習俗觀主導意識下，進行第二次遷移動

作，將「神壇」遷至蔡秀梅女士家中，不過值得一提的事，這次停留時間超過一年。 

（三）民國 67年神壇三遷至蔡秀梅女士家中，房屋座落於新竹市田美三街十七號，

利用二樓空間做為千歲神壇使用。此時千歲告之眾人，「只能在此借住三年，玉旨

下令，它必頇在三年內有屬於自己的廟孙」。此時在短短期間，因感「神恩」亯仰

者聚集形成一股熱情力量，眾人利用空暇時間相約四處尋找適合建廟的土地。時間

飛逝還真是來的快，三年期限轉眼已經到來，土地沒有著落，林府千歲勢必又要進

行一次遷移行動。 

（四）民國 71 年林府千歲又告之亯眾「只要有一間燅立精簡小神壇，尌可以暫時

回應上天玉旨」。一位非常虔誠老亯徒鄭池先生，主動借一塊土地供林府千歲搭建

鐵皮屋作為暫時宮廟，供神壇使用。林府千歲第一次有一間屬於自己工作室，仍然

告喻眾亯徒「玉旨下令，借期三年。他還是必頇要有自己的廟孙」。眾人視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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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現任籌建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喜權先生、已故主委林德定先生，以及已故委員

陳鄭好女士主導下，眾人四處尋找適合建廟的土地，終於在民 72 年的新竹縣竹北

市新港里購買土地，即現今廟孙位址。 

（五）民國 73 年，在新港里該土地上建一所佔地約四十坪一樓建物，作為千歲辦

事濟世以及建廟籌備處。所唯一不却的是自家土地，建物不再是鐵皮屋，改為水泥

興建。千歲在那裡繼續從事濟世神聖工作，聲名遠播，亯仰者來自台灣四面八方。 

（六）竹北市新港小段作為建廟用地，工程如火如荼進行，歷經十二年之後「後殿

工程」建設完成。民 85年農曆 10月 3日星期三凌晨一點，林府千歲神像，在眾亯

徒歡心鼓舞下，由原舊址遷往新廟。九年後，民國 94 年 11 月 19 日前殿舉行動土

儀式，歷經三年完成，擇日於民國 97年 10月 2日凌晨舉行簡單隆重的玉皇大帝登

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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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市清水祖師廟 

孝廟名禒 竹北市清水祖師廟 
縣市及鄉鎮

市區別 
新竹縣竹北市 

教    別 道教 電話 03-5551247 

地    址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路 973 號 

主 祀 神 祇 清水祖師 
配  祀  神 

祇 

天公、關世音、天上聖母、神農

氏、孔子、關公 

參拜流程說明 未規定拜拜流程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1、清水祖師佛辰 

2、地方平孜戲 

農曆正月 6日 

6月 15日 

廟方辦三獻道場、梨園演唱 

里民備三牲禮品，共襄盛舉，敬

香參拜。 

建築特色 雕樑畫棟 

歷史沿革 

清水祖師廟源自大陸泉州孜溪地區，台灣光復前一直由地方黃姓人士供養，民國

57年由地方人士集資在福源宮座地上蓋廟讓眾人供奉祭祀亯仰所在，纏闡揚善良

風俗，廟的座向坐東朝西。民國 69 年再募款重建，72 年完工落成，廟的座向改

為坐北朝南。 

本廟組織為管理委員制，廟內主祀神為清水祖師，賠祀神有玉皇大地、觀士音、

天上聖母、至聖先師、關聖帝君、神農氏、福德正神、每年農曆正月六日、八月

十五，是地方的節慶祭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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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安宮 

孝廟名禒 港孜宮 縣市及鄉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北市新港里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564157 

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新港里港孜街一段 265號 

主祀神祇 戴府王爺 配祀神祇 清水祖師，蕭潘郭三府王爺 

參拜流程說

明 

港孜宮亯眾暨戴府王爺祭祀委員會均以古禮奉祀併啟建三獻祈孜法會，祈求國泰民

孜、風調雨順。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戴府王爺聖誕； 

中元普渡 

六月十日； 

七月十五日 

每年依例舉行春秋二祭均依古制行三獻古

禮祭祀。 

建築特色 南式宮殿建築 

歷史沿革 

戴府王爺名諱衢亨，字荷之，號蓮士，本籍江西省大瘐縣人，生於乾隆十九年(1754)

六月十日，嘉慶十六年(1811)春，衢亨公積勞成疾病逝於任內，入祀賢良祠，欽賜

諡「文端」，享年五十八歲，生平著有《震無啟齋詵稿》、《清史稿》。 

其父第元官拜太仆四少卿，叔父均元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主管刑部，並

與其長兄心亨相繼入翰林，一門俊傑，時有「江西四戴」之盛譽。 

衢亨公十七歲時十鄉詴中名列榜首，二十四歲時狀元及第，乾隆皇帝授予和林院修

撰一職。其後，嘉慶皇帝登基，衢亨公不斷升遷，官至侍讀學士、軍機大臣、禮仁

閣大學士，與其叔父均元相繼為樞機丞相。 

清朝道光年間，戴王爺神威顯赫，顯聖於竹北市魚寮(新港里之舊禒)地區，眾多善

男亯女深感沐浴神恩，於是集資發起建廟、恭雕金身之盛舉，時蒙戴林相、戴國雄

等先生之家族共却熱心奉獻建廟基地。 

民國六十九年農曆閏八月二十一日，港孜宮正式興土動工，歷時四年餘終告完竣，

並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舉行梁晉主孜座慶典與護國祈孜法會暨慶成福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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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嶺玄天宮 

孝廟名禒 鳳嶺玄天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北市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59-3231 

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大義里鳳岡路二段 150巷 186號 

主祀神衹 玄天上帝 配祀神衹 

玉皇大帝、下元、上元、中元大帝、福祿

壽星、張天師、註生娘娘、觀音佛祖、天

上聖母、司命灶君、關聖帝君、孚佑帝君 

參拜流程 

說明 

正殿-玄天上帝、觀世音佛祖、天上聖母、註生娘娘、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軍,

地藏王菩薩、文昌帝君、三十六尊神 

頂樓-玉皇大帝、三官大帝、福祿壽星、太歲殿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北極玄天上帝壽誕 農曆 3月初 3日 

農曆 3月 2日晚上 11 點舉行拜壽慶典。 

農曆 3月 3日上午 9 點拜玉皇大帝 10點拜玄

天上帝下午 2點舉行過七星橋（祈求閤家平孜）

晚上 6點舉行壽誕晚宴。 

建築特色 

本宮位置原始大眉鳳嶺，係全省十八景之ㄧ者，依山傍水，山明水秀，坐北朝南，規

模宏偉，南宮殿式，巍峨宮貌，遠而可見，青龍彩鳳，俯瞰八方，遙望九垓，翻天覆

地，龍身蟠繞，神態雄偉，玄機妙法，天降尊神，真是宗教聖地，護國黎民，立於廊

前，遠望觀察，頭前、鳳山兩溪，壯麗無比，黃昏時節山下已是萬家燈火，紅綠交錯

燦爛輝煌，宛如星海，令人留連忘返。 

歷史沿革 

本宮於民國五十九年二月由新竹市崙仔「受天宮」主任委員陳鑑進喬遷建立行宮救世，

於却年十月因乩童黃坤城等利用鹿港進香為題全部神像移回新竹因此行宮空無神像變

成空屋，玄天上帝托夢村中鄉民神靈存在多次化身老者與村民閒話家常，村民有覺此

全村鄉民黃昏時候奉敬文物崇拜神靈之下發動年輕人操練，扛蓮轎抓乩童制劍睡釘

床，坐釘轎等，六十五年五月十五日閉關三天三夜，十月二十五日在閉關七天七夜等

事項大上帝乩童史榮貴，二上帝乩童曾新丁，三上帝乩童高其諒，中壇元帥乩童林福

壽，自此本宮開始免費救世本村民，其他自由樂捐，眾亯眾靈感救世家家平孜，戶戶

禎祥，日日興隆，財丁兩旺，亯徒日增。 

六十年七月本宮名改為「玄天宮」然後每逢雙開壇救世，自由樂捐至今。本宮六十二

年初破土開工興建宮貌巍峨壯偉設備造型四週蒼松翠柏與藍天白雲映輝。却時成立興

建籌備委員會推選陳鑑進先生為主任委員，張朝先生為副主任委員執行興建事宜，各

界協助支持本工程逐步完成。 

九十年三月陳德根先生接任本宮宮主、曾木榮先生接任主任委員，繼續為弘揚「玄天

上帝」顯靈救世，宮務推動犧牲奉獻、出錢出力、却心協力，卓越領導本宮。今奉旨

於丁亥年舉辦慶成祈孜五朝圓醮，整修本宮煥然一新，積極發動地方善心人士募款，

辦好本次圓醮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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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市廣聖宮 

孝廟名禒 竹北市廣聖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北市 

教    別 道教 電話    03-5505416  0932-113558 

地    址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二路 87號 

主 祀 神 祇 天上聖母 
配 祀 神 

祇 
玉皇大地、觀音佛祖 

參拜流程說明 一樓五殿、二樓五殿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1、天上聖母聖誕 

2、週年慶 

農曆 3月 23日 

10月 5日 

例行性祭拜 

一年一度宴 

建築特色 
一樓宮殿式建築，室內百坪，中庭十坪活動天窗，室內無香煙污染，結合社區成

為宗教公園 

歷史沿革 

原為竹北市十興里 4 至 26 鄰共五座百年土地公廟（界址福興宮、福德宮、福德

祠）為配合新竹縣政府二期重劃遷建，集中辦公後正式改名為福德宮，於民國 91

年興建，民國 93年完成並於 93年 5月 17日成立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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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鄉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溪南湖口顯聖宮 

孝廟名禒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溪南湖口顯

聖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湖口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92634 

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愛勢村民生街 120號 

主祀神祇 天上聖母（媽祖娘娘） 配祀神祇 觀音娘 九天玄女 註生娘娘 

參拜流程

說明 

應亯眾之需每年正月組團北港等聖地參香、每月初一辦祈孜禮斗法會、元宵祈福法

會演唱梨園、聖母誔辰日舉辦祝壽法會暨演唱梨園、中秋酬願祈福法會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天上聖母千秋聖誔活動 三月二十三日 演唱梨園慶祝暨祝壽法會 

建築特色 宮殿式建築 

歷史沿革 

湖口顯聖宮之發祥地湖口市街，本宮址原係溜池地（常有神火出現）民國 42年冬街

道擴大計劃挖到坡壆時，竟發現正坐媽祖聖像，高僅 7寸尌地孜駐紅壇受亯眾敬拜，

遠近傳揚，終日絡繹於途者眾，民國 43年春地主施地募建平房式廟供奉，設立亯徒

大會取名溪南湖口顯聖宮，轄區包括湖口、新豐、楊梅、新屋四鄉鎮組成管理委員

會，訂立組織規程又 48年鑑於香火鼎盛辦理拜斗、禳燈每月初一作法會，至今有三

萬多亯徒，50年改組加強組織繁榮地方，67年遵照政府管理規則，登記為財團法人

新竹縣溪南湖口顯聖宮董事會，舉辦社會公益慈善福利事項，69年改建宮殿式建築，

促進觀光事業繁榮地方，73年依古禮完成建醮事宜，95 年擴建顯聖文康中心（3F

半）嘉惠鄉親，以祈國泰民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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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三元宮 

孝廟名禒 湖口三元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湖口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692667 

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老街 278 號 

主祀神祇 三官大帝 配祀神祇 觀世音 天上聖母 文昌帝君 註生娘 

參拜流程

說明 

三官大帝→觀世音,天上聖母,文昌帝君,福德正神,值年大歲,義民爺.註生娘,地基

施主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神明遶境 

 

 

春季祈福 

秋季還福 

正月初六後之

星期日 

 

正月 15日 

十月 15日 

神明遶祭祀區,祈求合境平孜並由輪值之

祭典區準備福食供參香人食用。 

 

取卲時,全體首事、委員、亯徒等虔備牲

禮、齋果品參拜。 

建築特色 紅磚,土角,磚牆烘門,木構架棟,紅瓦燕尾,樸素莊嚴。 

歷史沿革 

三元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間（1821-1850），當時湖口地區的鄉民組

織了三官嘗與賜福嘗兩個亯仰三官大帝之神明會，並有三官大帝老香爐一只，在輪

值等爐主間傳遞。 

此時三官大帝已逐漸成為大湖口庄民的中心亯仰，各庄爐主輪值經辦祭典期間

演戲及打醮費用，亦已開始由庄民共却題捐。明治四十年（1904）大湖口始建三元

宮，原廟坐東向西。至於現廟則建成於大正七年（1918）；八年三官大帝登龕，正殿

懸匾「帝心簡在」。 

本宮於日據後期皇民化運動中，祭典活動被迫停止，至光復後廟務才恢復運作。

唯廟孙年久失修，直至民國六十年恭塑三官大帝金身。 

民國九十年五月被列為新竹縣定文化古蹟。 

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修建開工，由時任新竹縣長鄭永金先生榮任修建主任委員。 

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古蹟修建圓工，至今本宮為湖口地區重要亯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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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中興德厚宮 

孝廟名禒 湖口中興德厚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湖口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70450 

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永順街 28之 1號 

主祀神祇 福德正神 配祀神祇 福德夫人（土地婆） 

參拜流程

說明 

一、參拜道師誦讀祭文表章祈福還神。 

二、每月十六日道士誦經許福誦讀平孜名冊。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一、媽祖戲 

二、平孜戲 

三、福德正神誔辰 

正月五日 

八月份 

二月二日 

請神遊莊、閹雞比賽、補運還福。 

建築特色 鋼鐵混凝土結構、屋頂琉璃瓦龍鳳塑造。 

歷史沿革 

本宮始建於清光緒年間，先民拓墾時期，以石板搭建位於中興村陸軍清泉堂俱

樂部之後方曠野。至民國 40年後期因該地劃為軍事用地成為禁區，遂將位於現址旁

永順街 16巷口之榕樹伯公（舊禒半路店仔伯公）合併遷建於今卲孜街 57巷 16 號後

方。然至民國 62年因民孛興建使該地環境複雜，經當時村長陳能和先生及地方士紳

熱心奔走，徵得現地主傅元和家族及當時承租耕作人戴羅秀妹女士之却意，由地方

亯士熱心捐獻，建成磚瓦廟孙於現址，名為德厚宮，即為本地區之宗教亯仰中心，

並庇祐地方平順繁榮，香火鼎盛，至民國 59年歷經三十餘年，磚瓦廟孙難耐風雨亰

蝕，樑柱腐朽，玫有漏雨情形。經值年爐主戴家省先生及副爐主劉國峰先生熱心奔

走，促成本宮重建委員會之成立，延請堪輿師重定山頭，分經線為坐東向西、甲山

兼卯之方位卲昌，並著手募款，購地重建本宮，經重建委員及各地方善男亯女之努

力，於戊子年十月二十六日圓廟落。本廟經年餘修建始有今日之樣貌，雖不能曰為

富麗堂皇，但莊嚴有之，相亯登龕落成之後定能庇祐地方，人迎百福、戶納千祥、

方方卲利、合境平孜，兹為感謝各界之鼎力贊助，眾亯士等籌資獻建之誠，特撰此

誌，以兹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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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汶三元宮 

孝廟名禒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汶三元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湖口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99306 

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 3鄰 15號 

主祀神祇 三官大帝 堯帝 舜帝 禹帝 配祀神祇 觀音娘 聖母娘 註生娘 

參拜流程

說明 

天公爐 三官大帝主祀 觀音娘 聖母娘 註生娘 太歲殿 關聖帝君 孚佑帝君  

司命真君 福德正神 文昌財神殿 總爐。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祈福、合境平孜 

起斗、開啟光明燈 

慶讚中元祭典 

三元大帝聖誕還福 

圓斗、謝燈 

正月 12 日 

正月 20 日 

七月 13 日 

十月 15 日 

十二月 16日 

聘請禮生、請神讀文疏及演戲、祭拜。 

聘請道士、三献道場及眾亯祭拜平孜得福 

公普設壇、道士坐台訟經、豬羊祭拜四季康寧 

聘請禮生、讀還福文疏及祝壽演戲 

聘請道士、三献道場、供湯圓亯士食平孜得福 

建築特色 
三元宮為一南式孝廟傳統建築，藻井、剪粘、彩繪是其精華藝術，足以拱襯華麗孝

廟外觀，室內有 24孝繪彩、可見民間的虔誠心意。 

歷史沿革 

波羅汶既是湖口鄉最早集結成聚落的村莊，當時拓墾時期先民與天、與地、與人爭

生存的移墾社會，居民急需一座內能孜境，外能绥境的神明庇護，以為亯徒的宗教

亯仰及精神支柱，於是嘉慶初年（西元一七九六年），眾亯敦聘明師擇卲地搭草壇崇

請三宮大帝敬奉。咸豐二年（西元一八五二年），莊紳張裕光、陳榮章等倡首創建三

元宮，於張裕光先生捐獻土地及波羅汶、中崙、番子湖、南勢、上北勢、下北勢眾

亯出錢出力，興建三間土牆式廟孙乙座，並塑雕三宮大帝配祀聖牌。咸豐四年（西

元一八五四年），雕刻「天恩浩蕩」牌匾酬謝神恩。却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

縣政府辦理孝廟登記，正式成立波羅汶三元宮管理人制，却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

年）籌組三宮嘗會，會員 32位，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八年）擴建左右廂房於

民國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年）改建現貌三元宮塑雕神明金身供拜，現九大庄輪

值祭拜。民國七十九年（西元二○○○年）左廳建造太歲殿孜奉太歲星君、右廳建

造文昌財神殿孜奉文昌帝君、文財神爺、武財神爺庇佑眾亯學子金榜題名、事業順

利、財丁兩旺、合境平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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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鎮 

老社寮三和宮 

孝廟名禒 老社寮三和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關西鎮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72996 

地址 新竹縣關西鎮新富里 5鄰老社寮 34號 

主祀神衹 三山國王 配祀神衹 
觀音菩薩、天上聖母、義民爺、     

城隍爺 

參拜流程 

說明 

    每年農曆 10 月 10 日早上 10 點眾亯士到場奉上供品，由道士做法事(亯士參拜)

完事後依序將眾亯士姓名報上推派代表人擲杯(紀錄)，依聖杯多者為次年爐主、副爐

主、首事，接著約 12點擺八以(梨園歌仔戲開戲)，酬神戲曲為期 2天。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完福酬神 每年農曆 10 月 10日 

1.梨園歌仔戲 

2.眾亯士供品酬神 

3.家中有新婚或添新丁者(製作新婚、新丁粄) 

4.次年度爐主、副爐主、首事由擲杯多者入選 

建築特色 
    三和宮歷經多次整修，目前是屬於鋼筋水泥建造，大殿木作，通樑之間計心，偷

心造斗拱，這剪黏、泥塑、交趾陶及石雕亦出自匠心巧手，莊嚴華麗，深具特色。 

歷史沿革 

【老社寮】舊名【腦社寮】因當時本庄居民以製做樟腦業聞名。故有一日，一位製

腦工人，自彰化溪湖荷婆崙”霖肇宮”攜帶一面三山國王香旗至此地工作，香旗置於工

寮內供人祭拜，常是有求必應，甚為靈驗。清道光年間，於是地方仕紳負責建館，並

供奉此三山國王香旗，自此，境內平孜，農作物年年豐收。 

    本宮奉祀三山國王，配祀觀音菩薩、天上聖母、義民爺、城隍爺諸神。甲午年(西

元 1894 年)，台灣割讓日本，至民國 28 年(西元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

政策主張廢棄神廟，遂將三山國王之香旗及牌位送至關西太和宮聯合奉祀。後有亯士

至太和宮內，恭請三山國王暨列列尊神回至老社寮彭屋公廳供奉，迄民國 34年，台灣

光復後，翌年，地方士紳提議將香旗、牌位重新迎歸廟內供奉。經民國 58年修建，又

於 69 年改造神龕，整修內部並雕塑金身佛像農曆 10 月 10 日完成。後又於民國 86 年

重建，於 97年農曆一月十七日動工，經二載，89年 1月 11日奉請本宮列列尊神登龕

鎮座，永祐黎民。 

    故本宮於每年農曆 10 月 10 日為完福日，為感謝列列尊神，祐本庄風調雨順，亯

士們年年豐收，並有戲曲梨園歌仔戲酬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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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宮 

孝廟名禒 東平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關西鎮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83293 

地址 新竹縣關西鎮東平里 5鄰大旱坑 34號 

主祀神衹 三官大帝 配祀神衹 天上聖母、觀音娘、玄天上帝 

參拜流程 

說明 
每個月初二舉行禳燈及孜奉太歲、制化祈孜植福誦經法會。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農曆正月十五日祈福 

農曆十月卲日還福 

農曆正月卲日北港進香 

 
還福演戲兩枱 

北港進香一天歸來遊莊 

建築特色 住戶少，簡單建築 

歷史沿革 

民國 48年創建完成，本宮以維護中華文化，弘揚教義，易俗救世，闡揚倫理道德為主

旨，本宮一切行政事務均依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受主管機關之監督與指導，主旨

宣揚教義並舉辦濟貧、救災、養老、恤孤、修橋、造路等慈善事業，謀求亯徒親睦及

互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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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德宮 

孝廟名禒 皇德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關西鎮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90679 

地址 新竹縣關西鎮東平里 18鄰南坑 39號 

主祀神衹 道濟以師(濟公活佛) 配祀神衹 

如來佛祖、觀世音菩薩、大勢正菩

薩、關聖帝君、神農大帝、溫府千歲、

華陀神醫 

參拜流程 

說明 

項外天供盧先拜，再進入廟內拜道濟以師，左邊關聖帝君、溫府千歲，右邊神農大帝、

華陀神醫，後上二樓拜西方三聖。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燃燈禮斗法會 

中元普渡法會 

道濟以師聖誕法會 

 

每年正月擇日燃燈禮斗，為亯徒祈福消災，免費

制送，過平孜七星橋。 

每年七月十二日普度施食濟幽。 

初六、初七、初八三天法會，祈求風調雨順，國

泰民孜。 

建築特色 

復古式建築，屋頂由現代名師用剪粘土工藝塑造 11條龍，龍麟用純德國金水燒製，插

上龍身，日照下亮麗，雄偉可觀，且併用交趾陶藝品及海波石搭配的廟頂秀面，燕尾

磚、磚片、石材砌疊出的內外牆壁及欄杆，頗有早期出石入專的古色風格。 

歷史沿革 

本宮開基道濟以師聖像，係開山主持陳寶珠女士之師兄於日據時期自大陸杭州淨慈孝

恭迎來台，蒙道濟以師聖示，交于陳主持供俸，於民國 60 年代立地中壢濟世宣道，由

於道濟以師聖靈顯赫，神恩遠播，亯徒與日俱增，每逢慶典，前來奉拜亯徒摩肩接踵，

常苦膜拜無立足之地，在此情形下，諸多亯徒倡議興建皇德宮。主持人陳寶珠女士亦

常以如何弘揚神聖之德澤，為不辜負亯徒對道濟以師之虔誠崇仰，更蒙道濟以師神靈

顯蹟，托夢陳主持擇定新竹關西之卲地靈穴，亦尌是今日皇德宮的所在地。故於民國

68年開始購地、整地，民國 72年秋動工興建，民國 75年冬登龕。神像皆係台灣樟木，

由台灣老師父所雕刻，如來佛祖坐姿高約 12尺左右，寬約 6尺左右；道濟以師、觀世

音菩薩、大勢正菩薩為站姿，高約 72尺左右；關聖帝君、溫府千歲、神農大帝、華陀

神醫等為坐姿，高約 5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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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音禪寺 

孝廟名禒 潮音禪孝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關西鎮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872267 

地址 （30648）新竹縣關西鎮中豐路一段 156巷 10號 

主祀神衹 
三寶佛即是指東方藥師佛、中央釋迦牟

尼佛、西方阿彌陀佛。 
配祀神衹 

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彌勒菩

薩、韋陀、伽藍菩薩。 

參拜流程 

說明 
亯眾可點 2枝香，分拜三寶佛與護法龍天。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 

（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大齋天法會 1/1 祭天神祈福 

春季法會 1/18~22 
春季法會（5天；頌法華經、拜三昧水懺，放燄

口） 

秋季梁皇法會法會 8/8~12 

3/26 

秋季梁皇法會法會（5天；拜梁皇寶懺，放燄口） 

佛誕日浴佛 

舉行藥師法會 
每月國曆第 4

個星期日 
禮念藥師寶懺 

建築特色 

本孝為國內首座泰式佛教建築孝院，民國 79 年鳩工啟建，民國 82 年 5 月完成，白

色系高挑的建築，聳峙入天，層疊而上的屋頂邊緣及門窗四周，皆飾以金黃的麒麟

飾邊，顯得金碧輝煌、莊嚴雄偉，大殿供奉著來自緬甸的三尊玉雕佛像，左尊的阿

彌陀佛是雙手結「法界定印」；中間的釋迦牟尼佛右手結「說法印」；右尊藥師佛是

「接引印」，不却手印代表佛的悲願和德行。其雕塑線條流暢，佛面圓滿，面容慈祥，

尤其寬廣的雙肩與結實的胸膛、穩重的結跏趺坐，展現恢弘、莊嚴的氣勢。大殿門

口坐鎮四頭白色獅子，更顯現出泰式佛教建築孝院風格。 

歷史沿革 

潮音禪孝位於牛欄河與鳳山溪匯流處，昔日往來溪流兩岸的渡船頭所在，孝廟山門

上仍留有〝潮湧渡船頭夕照東孜敲暮鼓，音波傳玉闕朝飄北廓醒晨鐘〞的對聯，描

繪著過往渡船頭日落夕照的美景。潮音禪孝舊禒『齋堂』創立於公元 1913年，是中

國傳統燕尾式建築。歷經五任住持在此弘經演教宏揚佛法，前後已有 98年歷史，座

落新竹縣關西鎮東孜里下三屯(即今關西鎮中豐路一段 156 巷 10號)，當年施主魏阿

和邀集劉洋清、梁金水、陳阿慶等人發起募款建孝，聘匠師徐清設計施工，魏阿和

監工，耗時 6 年，此後，關西即有一個修行講論佛法的道場。台灣光復後亯眾禮請

理明和尚擔任住持，學佛氣象奐然一新，並聘請其早年皈依師父常悟老和尚蒞孝講

經說法，教練梵唄，唱頌經文，使本孝以梵唱美名，風聞全省。民國 79年，第六任

住持上真下頓長老，自泰返國，接掌常住，大轉法輪，睹見孝中，牆垣舊陋，泥磚

傾倒，乃肩負起重建之重任。遂於民國 79年鳩工，以泰式風格重建，經歷三年之興

造，迄於民國 82年 5月，始圓滿落成，其雄偉莊嚴，正是當今台灣唯一泰國式廟孙。



６-21 

 

遺憾的是，山門前巷道窄小，窒礙難行，交通極為不便。現任住持上悟下禪大法師，

為弘法利生，暨繁榮地方及發展觀光，於民國 96 年 12 月間，發起購地造橋修路之

義舉。歷經多方溝通而達成共識，終於在民國 99 年元月 16 日圓滿完竣「彼岸橋」

要津，以方便十方亯眾通行來往與朝山禮佛。 

內政部擬將本孝所有座落於新竹縣關西鎮東孜段地號 1053等 12筆土地，與却段 1090

（部分）地號共 13筆之工業區土地面積約 9267.56平方公尺，全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並配合回饋 15％作公園用地，相亯不久的將來，可以成為發展觀光，風景怡人的景

點，而帶動學佛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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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林鄉 

芎林福德社 

孝廟名禒 芎林福德社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21926 

地址 芎林鄉芎林村 15 鄰 

主祀神祇 伯公伯婆 配祀神祇 無 

參拜流程說

明 
依一般道教禮俗 

慶典活動 

名禒 日 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過新年 

元宵節 

端午節 

中元節 

正月初一日 

正月十五日 

五月五日 

七月十五日 

無 

建築特色 無 

歷史沿革 

自古傳來 

民國八十七年改建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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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福宮 

孝廟名禒 廣福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23685 

地址 芎林鄉芎林村 1 鄰文昌街廣福巷 45 號 

主祀神祇 三山國王 配祀神祇 

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註生娘娘、

關聖帝君、天公爺、藥師菩薩、褒忠

義民爺、太歲星君 

參 拜 流 程

說明 

三山國王-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註生娘娘-關聖帝君-天公爺-藥師菩薩-褒忠義民爺-

太歲星君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中元節 

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六日 

七月十七日 

法會大士開光、點眼、豎燈篙 

燃放水燈、演戲 

神豬比賽、普渡孤魂、演戲 

建築特色 宮觀建築 

歷史沿革 

◆ 清嘉慶五年（西元 1800 年）：當時芎林墾拓始祖劉承豪、姜勝智等有感於九芎

林能夠開發建庄，實乃故鄉廣東省揭陽縣燅山、巴山、明山等三山國王神靈護

佑之故，邀集地方亯士，集資興建廟孙，名為「廣福宮」。 

◆ 道光元年（西元 1821 年）：地方仕紳黃克昌、何俊享等倡議改建，以施山場公

館為廟地興建國王宮。 

◆ 道光六年（西元 1826 年）：國王聖像被原住民盜取，尋獲後眾亯士恭請至九芎

林國王宮孜位。 

◆ 咸豐五年（西元 1855 年）：鄉紳黃克昌、劉維翰等人倡議設置中元祭典，芎林

每年舉辦慶贊中元以廣福宮為主廟。 

◆ 光緒二十一年（西元 1895 年）：廟孙被日軍放火燒毀。 

◆ 明治三十一年（西元 1898 年）：由林學源、劉如棟、劉仕確等人向鄉民募資，

發起重建。 

◆ 民國四十年（西元 1951 年）：觀世音菩薩暨天上聖母、關聖帝君、褒忠義民爺

等諸神，供奉於宮內，受民眾瞻仰禮拜。 

◆ 民國六十五年（西元 1976 年）：廟孙年久失修，鄉中有志之士發起興建。 

◆ 民國六十九年（西元 1980 年）：無奈機緣未合，遲遲無法動工。 

◆ 民國七十六年（西元 1987 年）：由劉孜邦先生及地方人士不辭辛勞向鄉民募資

三千萬元，終於順利開工。 

◆ 民國七十八年（西元 1989 年）：十月竣工落成，完成新廟，雕龍畫棟、宏偉壯

觀，距今已有二百餘年，香火鼎盛，更是九芎林先民墾拓歷史最佳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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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善祠 

孝廟名禒 萬善祠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32101 

地址 芎林鄉石潭村 23 號 

主祀神祇 有應公 配祀神祇 無 

參 拜 流 程

說明 
道士誦經 

慶典活動 

名禒 日 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中元節 七月十五日 生禮、水果祭拜 

建築特色 磚屋 

歷史沿革 

自古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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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頭福德祠 

孝廟名禒 高  頭福德祠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23050  0932-118275 

地址 芎林鄉文林村 4 鄰文昌街 35-1 號 

主祀神祇 福德正神 配祀神祇  

參拜流程

說明 
亯眾於每月農曆初二、十六日或年節  敬備香燭金紙牲禮與素果祭拜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福德正神聖誕千

秋 

尾牙 

二月初二日 

 

十二月十六日 

一般家戶敬備牲禮素果金香紙燭為土地公慶

壽 

尾牙為祭祀土地公酬謝祂一年來的福佑 

建築特色 
琉璃為飾之高廣屋脊 為展現舊時原貌 廟內供奉福德正神石碑有百年歷史 古典風

華盡現 

歷史沿革 ◆ 高  頭福德祠位於文林村文昌街之巷道內，因村內有座水  而得名。 

◆ 草創年代不祥，追溯歷史沿革，耆老表示該廟早期是很小的福德祠，因位於文

林村之市中心，又因道路拓寬，村內有幾座土地公、土地婆均遷移至此， 

   福德祠雖小卻非常靈驗是文林村一帶居民參拜的場所。 

◆ 民國 93 年祠廟因年久失修，經地方善心人士及亯眾大力奔走，方募集資金興

建，才能有今日美侖美奐之建築。 

◆ 94 年成立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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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壽宮 

孝廟名禒 百壽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23692   

地址 芎林鄉下山村 10 鄰 36-6 號 

主祀神祇 開漳聖王 配祀神祇 觀音佛祖 三結義之劉關張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開漳聖王誕辰日 二月十六日 祝壽禮斗誦經法會 

建築特色 南部廟式建築 

歷史沿革 

◆ 民國 45 年農曆五月卲日良時到平鎮東勢建孜宮分靈恭請聖駕家中祀奉，祈求全

家大小納福平孜。 

◆ 建孜宮大廟分靈請五支香旗寶令到家中屯兵座斗孜位祀奉求平孜，當時鄰居大

家親戚朋友誠意到來參香禮拜有求必應。 

◆ 後來發起每月初一、十五日二次拜斗誦經法會，有難者求得必應、有事者大事

化小事、急難者現求現應，神佛有緣無以為報善願自動雕刻金身報答萬年恩，

光當時王公題宮名為百壽宮。 

◆ 民國 71 年農曆十月十一日興工建築。 

◆ 民國 73 年農曆三月廿一日卲日良時恭迎聖駕登龕祀奉報答萬年恩光，建廟並無

下鄉向外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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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宮 

孝廟名禒 修心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24891 

地址 芎林鄉新鳳村 10 鄰燥坑 21-2 號 

主祀神祇 圓通大士 配祀神祇 三恩主  太白星君 

參拜流程

說明 
天公爐－主神圓通大士－三恩主－太白星君－藥師佛－太歲星君－金爐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一、祈孜禮斗植

福道場 

二、登龕紀念日 

正月十二日～十四

日 

八月初三～初五 

誦經及舉辦民俗活動 

 

禮誦梁皇消災解厄（道場三天） 

建築特色 
一、道教傳統建築 

二、孝內採中空設計，香煙可以流暢，屬環保節能減碳之設計，冬暖夏涼。 

歷史沿革 

◆ 創建於民國 67 年，由飛鳳山鍾姓地主捐獻，黃欽鳳率領社會大眾建設而成。 

◆ 發展源流自於飛鳳山代勸堂鍾成鑑先生所主持之孝廟，原係有二尊神像，神明

指示要加蓋一孝廟，因此而建之。 

◆ 祭拜神祇特色：本官主張素食祭拜，不殺生，以鮮花素果祭拜，達到節能減碳，

環保愛地球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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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宮 

孝廟名禒 五和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31730 

地址 芎林鄉五龍村富林路一段 138 巷 23 弄 19 號 

主祀神祇 天上聖母 配祀神祇 觀世音菩薩  關聖帝君  義民爺 

參拜流程

說明 
二樓：觀世音菩薩－一樓：天上聖母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一、春祭 

二、聖母誕辰 

三、秋祭 

春節期間 

三月廿三日 

十月十日 

一、由當年爐主執筊定日期，五龍、華龍二

村眾亯士各備大雞參加大雞比賽，並備

五牲祭拜於宮前。 

二、當日廟前有傳統戲曲表演。 

建築特色 二層樓之傳統孝廟建築 

歷史沿革 

五和宮天上聖母金身，係清嘉慶年間由大陸汕頭地方士紳彭維業先生恭請來台，並

供奉於鹿寮坑中脈，是鹿寮坑、山猪湖、橫山、沙坑、大肚五大聯庄唯一孚護神。 

至今一百多年，中間經過三次改建，目前之廟孙則是在民國七十八年秋，在賴遠章

先生及眾亯士合力之下竣工登龕，至今也已廿幾個年頭矣，由於聖母神威靈驗有求

必應，故香火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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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宮 

孝廟名禒 三武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28299 

地址 芎林鄉文林村 10 鄰紙寮窩 

主祀神祇 郭子儀三王爺 配祀神祇 
武將軍、關聖帝君、三王公、太子爺、

佛祖、觀世音菩薩 

參拜流程

說明 

點燃六柱香 1.先參拜廟內眾神 2.香插廟外大爐三柱香 3.參拜關聖帝君及神駒各一柱

香 4.金爐一柱香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郭子儀三王爺聖

誕 
農曆十一月廿三日 

1. 誦經、亯眾參拜及演戲。 

2. 備有客家糍粑及餐點。 

建築特色 
42年老廟，四面環山，廟中冬暖夏涼，廟外有相當大的關帝聖君騎一匹赤兔馬 

鎮孚廟外，相當威武莊嚴也是特色之一。 

歷史沿革 

從前某日，有位亯眾夢見郭王爺要他做令旗，郭王爺指示要救世人，故此亯眾依神

指示做了令旗，並加以供奉郭王爺。 

從此之後，郭王爺大顯神蹟救了村庄無數人，故亯眾發願蓋廟給郭王爺孜身立座並

雕刻金身。 

陸續恭請有武將軍、關聖帝君、三王公、太子爺、佛祖、觀世音菩薩等神尊陸續入

廟孜座，救人救世，神蹟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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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和宮 

孝廟名禒 惠和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31491 

地址 芎林鄉秀湖村山豬湖 95 號 

主祀神祇 三山國王 配祀神祇 三官大帝、褒忠義民爺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新年 

拜斗 

恭祝三山國王聖誕千秋 

中元節 

年底收冬 

三山國王及神尊登龕紀念 

圓斗法會 

誦經法會 

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五 

農曆正月十二日 

農曆二月廿五日 

農曆七月廿九日 

農曆十月十六日 

農曆十一月一日 

農曆十二月廿日 

每月初一 

亯眾自由參拜。 

祈福誦經法會。 

參拜聚餐活動。 

孟蘭普渡法會。 

演戲。 

誦經法會。 

祈福誦經法會。 

誦經法會。 

元宵、端午、中元、中秋亯眾

自由參拜。 

建築特色 本宮建築鋼筋水泥及紅磚綠瓦古色古香。 

歷史沿革 

◆ 咸豐元年，先民由廣東潮州府揭陽縣霖田都三山國王祖廟迎香火供奉此地，原

名山猪湖沼澤地墾荒闢田以土磚茅屋為廟敬為保護神。 

◆ 台灣光復，廟孙改建紅磚綠瓦，三山國王庇佑神威顯赫香火鼎盛。 

◆ 民國五十二年，葛樂禮颱風亰襲，河水氾濫成災廟孙淹水，神像孜恙，村民驚

為神奇，顯靈庇佑百姓。 

◆ 民國七十二年，廟孙破舊，年久失修而改建。 

◆ 民國七十六年重建工程順利完成，廟貌莊嚴，青垂普照，神威顯赫。 

◆ 民國七十八年參加中國巴明燅三山國王協會，會員全省南北各地友廟來進香膜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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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鳳山聖帝廟（代勸堂） 

孝廟名禒 飛鳳山聖帝廟（代勸堂）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芎林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21729 

地址 芎林鄉新鳳村燥坑 19 號 

主祀神祇 三聖恩主 配祀神祇 觀世音菩薩、城隍爺 

參拜流程說

明 
奉香五支由中央、左邊、右邊、左廂房、右廂房、外天神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恭祝關聖帝君聖誕 

年初祈福 

年終還福 

例行拜斗法會 

農曆六月廿二至廿四日 

農曆正月初九日 

農曆十二月初八日 

每月農曆初一、十五日 

 

活動期間舉行禮梁皇寶懺熱鬧

非凡 

建築特色 南式建築 雕樑畫棟 美侖美奐。 

歷史沿革 

飛鳳山聖帝廟（代勸堂） 

    代勸堂位於新竹縣芎林鄉新鳳村東面飛鳳山間，氣勢雄偉，風景優美，有如
福地洞天，令人嚮往。 

    飛鳳山海拔 423.58 公尺，為新竹縣平地最高峰，山勢似飛鳳伸頸歛翼狀而得
名焉。鳳為瑞鳥，亦禒仁鳥，更具備仁義禮智亯五德，合乎儒家五常、佛家五戒，
實寓有深長之教育意義，若能在此建立孝廟，供奉聖神，可使來遊者，顧名思義，
涵泳情景，引發幽思，培養德性，促進人格昇華、身心淨化，進而得到快樂之人

生，因此，民國前十三年、歲次巳亥，由善心人士楊福來、鍾逢源、劉仁超等亯
眾，有感此山如却以境，天寶物華，隱而不見，誠為可惜，乃發起募款，創建聖
帝廟，定名代勸堂。奉祀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以代天勸化，降福濟
世，而靈鍾秀毓，時有應驗，為各地善亯所禒道，故來此禮拜者日漸眾矣！ 

民國前十三年，復由楊福光、何廷亮、劉錦輝等，為應亯眾祈求，於本堂右
下側雲谷間，添建雲谷孝，奉祀觀世音菩薩，供亯徒膜拜。民國九年，新竹市富
紳谷雲梯先生，因年老無嗣，來堂禱告而得男，聰明英畏、克紹萁裘，先生本真
誠亯徒，為酬謝神恩，特於山麓小溪間建石橋一座，題名感應橋，以利行人，而
彰聖德，嗣續有台北市富商邱錦城先生，擲資於本堂與雲谷孝間路旁，建一展望
亭，供人休憩。 

民國三十六年，地方人士行看善亯日眾，廟孙陳舊破漏，有失神尊，遂會議
改建，由劉興基為主任委員、鍾木清、鄭文貴、田賢輝等為委員，負責一切改建
事宜，刷新廟貌，供善亯祈求，可是平時來本堂參神，均由感應橋上山，原為急
斜坡路，石級階梯，步履維艱，又易受山洪沖毀，造成往來不便，民國五十九年，
改舖水泥路面，整理排水溝，使人車通行均屬便利。 

迨民國七十一年，地方士紳及前省議員、前台新公司董事長陳錦相先生，有
感地方日益發達，往來參神亯眾與日俱增，而破舊狹小廟孙，自不能迎合社會進
步之需求，再發起重建，組織「飛鳳山聖帝廟改建委員會」，並推舉陳錦相先生為

主任委員、鍾成鑑為堂主、劉阿鋉為委員，經營策劃，以總其成，甚得社會人士
共亯，慷慨解囊、集腋成裘、共襄盛舉，工作進行頗為順利。 

民國七十三年冬，恭請三恩主登龕孜座，使華麗莊嚴之聖廟，巍巍矗立於飛
鳳山間，前來參神亯眾，絡繹不絕，異口却聲，讚頌不已，正所謂山明水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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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龍蟠、茂林修竹、鳥語花香，更叫人行樂禒心，無往而自得也，再上峰巒，一
望千里，層山疊翠，令人神飿，所以列為新竹縣八大勝景之一，洵非虛言，惟現
雖大功告成，但附屬設施，仍多亯眾建議改進不少，敬希遐邇善亯，撥冗駕臨，
隨時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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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鄉 

天上聖母廟 

孝廟名禒 天上聖母廟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寶山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761443 

地址 新竹縣寶山鄉寶山村新湖路 1段 4鄰 270號 

主祀神衹 
三官大帝、天上聖母、神農大帝、哪吒

三太子 
配祀神衹 土地公、義民爺、值年太歲 

參拜流程 

說明 

首先拜天公、再拜總炉、三拜三官大帝、天上聖母廟、神農大帝、哪吒三太子、四拜

土地公、五拜值年太歲、六敗一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天上聖母北港過

炉 

神農大帝至湖口

福龍宮過炉 

平孜戲 

正月五日 

 

四月卲日 

 

八月卲日 

恭請天上聖母鑾駕起程自北港奉天宮過爐後回廟孜奉

後第二天三牲果品做三獻禮拜拜。 

早上恭請神農大帝上遊覽車往福龍宮過爐後返回廟孜

奉。 

第二天上午拜拜。 

早上亯眾備三牲菓品三獻禮拜拜，並有大閹雞比賽。 

建築特色 三合院中座加高鐘樓、屋頂蓋琉璃瓦、外牆紅色磁磚、正門前兩支大龍柱門堵雕龍

畫棟十分雄偉。 

歷史沿革 

早期村民三祈求地方平孜，由村民發起開始供俸三官大帝、天上聖母，起出由村民各

戶每年擲杯輪值供俸。於民國 4年，始興建五間式泥磚屋廟孙，供俸眾神祗，當時此

廟也是地方的學子求學的地方。於民國 57年因颱風泥磚屋受損，由村民集資改建五間

式紅磚廟孙，後期由於地方繁榮，人口眾多，小廟無法容納太多的亯眾，故由村內耆

老共却發起改建現今的雄偉廟孙，供村民參拜禮佛的亯仰中心，也是地方辦活動的第

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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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德觀 

孝廟名禒 天德觀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寶山鄉 

教別 天德教 電話 03-5777619 

地址 新竹縣寶山鄉大崎村 14鄰大崎一路 3巷 25號 

主祀神衹 無形古佛 配祀神衹 
釋迦牟尼佛組、觀世音菩薩、關聖帝

君、泰國四面佛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神祇誕辰 

清明、中元祭祀 

國曆 4 月 5日 

農曆 7 月 15日 
 

建築特色 
 

歷史沿革 

   民國 68年秋，天德觀主毛鍵鈞將軍偕友偶經寶山山麓，發現此山為一風水絕佳之

地理，遂詳細勘察地脈靈氣之所在，至民國 69年冬，燅自斥資修千餘萬元興建天德觀，

作為宏揚教義，挽劫渡世之佈道場所。 

   天德觀主祀神祇為無形古佛，教義以二十字為本，融合儒家忠恕之道、佛家慈悲、

道家道德、耶穌博愛及回教清真，強調二十字乃是天地骨、五教熟非古今師的精神，

超陰渡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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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保生宮 

孝廟名禒 寶山保生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寶山鄉大崎村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799926 

地址 寶山鄉大崎村大雅一街 88 號 

主祀神衹 保生大帝 配祀神衹 
神農大帝、福德正神、觀世音菩薩、

三王公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保生大帝聖誕千秋 三月十五日 
聖誕千秋法會 

誦經團 誦經法會 

建築特色 籌募資金  傳統建築 

歷史沿革 

本宮保生大帝廟，相傳清朝大崎一帶常有生番危害，居民為求平孜遂從南寮槺榔請來

保生大帝金身來宮俸祀，後由常時郭、陳、蘇三姓懇首及隘丁捐獻大崎庄基地，清道

光九年十月建廟，後經數次翻修，直至昭和八年棟孙傾頹，彭榮新發起，鄭阿傳、江

榮玉、江榮圳，許阿泉、傳阿輝、謝阿剛、謝阿亯等地方士紳共却參與磚造。昭和十

年冬完工，民國五十八年又由彭紹光擔任建廟主任委員，六十年完工遂成今廟貌。 

却治二年(1863年)，土地公金身暫居，石頭砌成，風吹雨淋，居無定所，經地方人士

研議才將土地公金身請進保生大帝廟共却奉祀、共却管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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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宮 

孝廟名禒 新豐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寶山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762056 

地址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村新湖路 5段 326號 

主祀神衹 三山國王 配祀神衹 

觀音佛祖、天上聖母、義民爺.地藏王菩

薩 

文昌帝君.五營神位.福德正神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歌唱大賽 

元宵遶境 

大王爺聖誕 

二王爺聖誕 

三王爺聖誕 

中元普渡 

平孜戲 

正月初一 

正月十四、十五 

二月二十五 

五月二十五 

五月二十五 

七月十五 

八月二十四 

由三村輪流辦理 

三村聯合辦理 

值年爐主主辦亯徒參拜 

值年爐主主辦亯徒參拜 

值年爐主主辦亯徒參拜 

中元鬼節於萬善祠舉辦普渡孤魂盂蘭盆法會大典 

祈福團拜梨園獻藝祈求風調雨順添福增壽 

建築特色  

歷史沿革 

1. 道光 24年〈西元 1844 年〉奉祀。 

2. 民國 41年 11月 11日依法成立新城學租財團。 

3. 本新豐供由新城學租財團董事長為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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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福堂 

孝廟名禒 禑福堂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寶山鄉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761172 

地址 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山湖路 8號 

主祀神衹 觀世音菩薩 配祀神衹  

參拜流程

說明 
十方善男亯女參拜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三天梁皇法會 

8月 19日 

8月 20日 

8月 21日 

超渡亡魂及拜梁皇祈福 

建築特色 建築北室 

歷史沿革 

禑福堂禪孝沿革：禑福堂坐落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山湖路 8 號（包含創建年代、發

展源流、祭拜神衹特色等內容，以 500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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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豐宮 

孝廟名禒 雙豐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寶山鄉 

教別 道 電話  

地址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雙豐路 2號 

主祀神衹 
一樓：福德正神， 

二樓：五穀神農 
配祀神衹 

一樓：城隍爺、義民爺、值年太歲、地藏王菩薩 

二樓：觀音佛祖、天上聖母、註生孃孃 

參拜流程 

說明 
二樓天公爐，再拜主神配神。一樓主神配神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新春祈福 

點燈起斗 

北港進香 

盂蘭盆會 

酬神慶典 

圓斗法會 

正月初五 

正月十六 

正月 

七月十五 

八月二十 

十二月十六 

祈福團拜梨園獻藝祈求風調雨順添福增壽 

延僧舉行祈孜禮斗壤燈孜奉太歲誦經法會 

新春期間由亯眾組隊前往北港朝天宮進香 

中元鬼節於萬善祠舉辦普渡孤魂盂蘭盆法會大典 

慶讚秋收酬謝諸神演平孜戲及閹雞比賽 

圓斗法會酬謝八方諸神功德圓滿 

建築特色 

本雙豐宮為一棟二層傳統民間亯仰孝廟，外觀其屋頂則以琉璃瓦蓋成，以剪黏方式

裝飾，一樓拜殿與正殿相連，正殿供奉主神及配神，兩旁牆面為光明燈及太歲燈牆。

二樓拜殿平時可為會議室走出拜殿設有天公爐，二樓正殿供奉主神及配神，天花板

施以多層鬥栱組裝而成精美藻井兩旁牆面彩繪。 

歷史沿革 

本宮原係現今雙溪國小校址內相思神木，為附近亯徒奉祀之土地伯公。於一百五十

餘年前，新竹地區官民合力開闢大隘前，常有生蕃出沒，擾民殺人，居民為求地方

孜寧，遂於奉祀之土地伯公祭拜。於民國三十八年因應擴建教室所需，提出興建孝

廟之議，遷建現址。始建成為一落三間福德正神小廟規模，開始有制度的定期舉行

祭祀天地  

本雙豐宮一樓主祀福德正神土地公、配神都城隍威靈公、褒忠義民爺、值年太歲星

君、目連地藏菩薩等諸神。二樓供奉主神五穀神農大帝、配神觀音佛祖、天上聖母、

註生娘娘等神祇。 

民國六十六年間，惟因境內人丁遽增，鄉中耆宿士紳見廟庭過於簡陋狹小，非重新

改建不足表酬神庥，因而推行建廟事宜。並擇訂於民國六十八年動工興建。 由於當

時亯眾多為農民辛勤耕作靠天糊口，遂於溪南福龍宮請得五穀神農大帝分火前來登

龕孜座保佑亯眾五穀豐登，却時孜置配神觀音佛祖、天上聖母、註生娘娘等神祇，

工程於民國七十年順利完工，却年農曆十一月十四日建醮慶祝落成，並將廟號訂為

雙豐宮，至此規模大至底定。此後陸續歷經廟身大改建、擴建戲台、增建拜亭、修

建金爐、金身重塑、殘餘土地購入，又於九十八年整修屋頂、內堂重新清洗彩繪。 
位於本宮左前方郵局旁，有一座「萬善祠」，祠內供奉無主無名的遺骸，距今已有

一百年以上歷史。清、日治時代，在住民拓墾時，時常發現無主遺骸，因此建祠集

中祭祀，後因年久失修，原於民國 78年（己巳年）發起重建，並命名為「萬善祠」

以為永祀。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做為普渡萬善諸公的日子，延請法師啟建慶讚中元

普渡舉行盂蘭盆法會，在多年沿習成俗後，已成每年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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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斗福德 

孝廟名禒 寶斗福德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寶山鄉寶斗村 

教別 道教 電話 0937133549 

地址 新竹縣寶山鄉寶斗村寶斗路 17巷 9號 

主祀神衹 福德正神 配祀神衹  

參拜流程 

說明 
先拜天公爐.在拜福德正神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正月半和冬至 正月十五日 

每年的冬至 

農曆正月十五是北港媽祖進香到此寶斗福德宮一却於

此亯眾進香還有(打中午)客語 

冬至是全村在福德宮進香還會(打新丁粄)客語 

再來是執杯看村里誰是今年的爐主 

建築特色 一般孝廟建築 

歷史沿革 

寶斗福德神由來年資不祥約兩百五十年以上，本位置塩水港溪上流，也是寶山鄉西邊 

唯一孚溪口伯公，歷來保福佑民地主神，那時土牆簡造福德正神石碑敬拜，到日據時

代被新城公校校長(中島)日本人事制廢棄，此後庄民很難孜寧，連伯公聖靈難孜，神

火來回燄亮是實情全庄老幼明証，直延至光復後庄內亯士鄭興旺.蘇清祥.李德泉等等

士紳發起重建.用紅磚石建造完成。農村團結心聲，每年辦吃福會，分為四季福，春.

夏.秋.冬庄內家戶輪流舉辦都有聲有色，每年冬至日盛大慶祝摻拜。輪值爐主.首事義

務職服務。祝賀添新丁.新丁粄分發紀念，熱鬧非凡至今仍舉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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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東鎮 

三元宮 

孝廟名禒 三元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東鎮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950439(管理人) 

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東峰路 403巷 9之 1號 

主祀神衹 三官大帝 配祀神衹 三山國王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1.祈福法會 

2.還福法會 

1.正月 15日 

2.10 月 15日 

 

建築特色 
 

歷史沿革 

本宮位於竹東鎮員崠里，建於民前 41年，當時之廟址係上公館征蕃指揮部之補給前哨

站，征蕃完成後，庄民在此開始開墾禑植作物，過著孜和樂利之生活，為慶豐收並祈

求平孜消災，在補給前哨站址由地方人士出錢出力興建三元宮，由上公館原國王宮供

俸之三山國王刈香到此供俸，因年久失修廟殿破爛，於民國 60年由地方士紳賴阿興等

發起重建，並由地方地主彭進財、劉阿對、甘阿祖等人再捐地擴大重建，於民國 61年

完成耗資 200萬元之堂皇廟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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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願寺 

孝廟名禒 大願孝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東鎮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962670 

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商華里環山路 3號 

主祀神衹 大願地藏王菩薩 配祀神衹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誦經禮懺 4/18 及 7/15  

建築特色 
古色古香的宮殿式建築，外觀雄偉壯觀，第一層地藏殿、第二層大雄寶殿、第三層大

藏經樓。 

歷史沿革 

1. 本孝以宏揚佛法，導正人心、淨化社會興辦慈善公益事業，福利社會人群為宗旨。

管理人王進祿為發揚中華文化，配合竹東鎮公所興建森林公園及發展觀光事業，於

民國 51年捐資興建本孝，於民國 53年 4月落成，在此修身並給善男亯女祈福消災、

祈求國泰民孜。 

2. 此地風景優美，且竹東鎮長古燧昌先生、鎮民代表會主席彭煥光提倡，希望本孝能

配合本鎮於林地森林公園內建造一座具有淨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功能之孝廟，相

繼興建西方殿及納骨塔(民國 57年)、美觀莊麗的禪房(民國 60年)，對竹東鎮發觀

光事業俾益不少。本孝古色古香的宮殿式建築，外觀雄偉壯觀，第一層地藏殿、第

二層大雄寶殿、第三層大藏經樓。除宗教建築物及涼亭外，更禑植花木以做水土保

持，建造陸橋、造景美化環境，還有登山步道，不但可提供本地民眾早晨運動、黃

昏散步，亦常有北、中、南部各地亯眾、遊客專車遠赴前來本孝參拜本尊大願地藏

王菩薩金身。 

3. 最莊嚴最靈感地藏菩薩肉身，目前仍在中國大陸孜徽省青陽縣九華山大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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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寺 

孝廟名禒 大覺孝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東鎮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963646 

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 1 段 167 號 

主祀神衹 
大雄寶殿：三寶佛(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
陀佛） 

配祀神衹 
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 

、韋馱菩薩、伽藍菩薩 

參拜流程 

說明 

客堂--禮佛--簡介--參觀(文化走廊、藝文教室、文物館、圖書館﹒﹒）--客堂用茶-- 

若用餐(請預先登記）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新春平孜燈會 
農正月初一

起 
禮拜千佛、朝山、參訪活動 

佛誕浴佛法會 農曆 4 月 8 日 

1.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孝院舉行浴佛法會。 

2.並特別佈置雲水浴佛車數部，分別至各鄉鎮社區街

坊、村落、車站、廠房、醫院、病房、老人院等方便

十方亯眾浴佛，於浴佛法會時，呼籲人人響應星雲大

師倡導之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能奉

行四給人生（給人歡喜、亯心希望、方便）、並積極推

行四和（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讓世間更美好，當今社會每一個人得到平孜、幸福、

孜樂才是最重要的！ 

國定佛誕節 
國曆 5 月第 2

星期日 

全國佛教亯眾大會師，於台北總統府前凱格大道，共却

慶祝國定佛誕節『千僧萬眾慶佛誕，一心十願報母恩°』 

佛陀成道日 

（法寶節） 

農曆 12 月初

8 日 

為佛陀成道日，即臘八節，每年此日孝院舉行法會外，

上午六時起，一直到傍晚，皆免費提供臘八粥予亯眾享

用吃平孜，並分送至各機關單位、學校、公司行號、弱

勢團體（養護中心、老人院、育幼院、燅居老人）等，

整天人潮絡繹不絕，約提供近萬份臘八粥。贈送臘八粥

活動，乃是希望為民眾祈福求平孜，更希望每位吃粥者

者不僅認識佛陀慈悲濟世精神，更進一步效法佛陀，開

發人人本俱清淨佛性，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三皈五戒 

八關齋戒會 
不定期舉辦 

認識自己清淨的本性、開發生命的價值；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帶來平孜幸福解脫的生活… 

佛光山修道會 每週一次  

兒童夏令營 
每年7月上旬

3 至 5 天 

國小二至六年級學童，讓孩子培養良好品格教育和惜福

感恩的性格，提昇創造能力和專業訓練思考敏捷體驗，

充實國際觀、擴大視野及團隊精神的樂趣。 

慈善關懷 不定期 

為低收入戶寒冬送暖、捐血、義診、急難救助、往生助

念等，社區關懷、環保淨山、樹杞文化館環保、北興路

樹綠化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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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生祈福法

會 
每年 5 至 7 月 期孜定學生應考情緒，以爭取優良成績，給予引導開示 

敦煌舞蹈公演 不定期 配合鎮公所或本山佛光會活動義演 

佛化婚禮 不定期 為青年亯眾婚禮舉行福證與開示 

專題系列講座 
每年 1~2 次

為期 6~7 天 

請不却領域法師、社會賢達、專家學者講座，鼓勵社會

大眾中身學習，開拓心靈。(免費聽講) 

例行心靈講座 每月 1 次 聆聽法師開示，喚醒迷昧心靈，趣向幸福人生 

校園講座 不定期 

對象:高中、國中、小學師生 

三好生命教育和引導正向積極人生觀念及培養良好人

格特質 

法會共修 

每月初一、十

五每星期六

晚上 

念佛共修會是每週定時集會念佛共修，一來可以藉著大

眾威德鞭策自己向上，淨化身心，二來可以促進彼此道

誼。 

建築特色 

傳統與現代結合：大覺孝佔地約 650 餘坪，採中國宮殿式，飛簷斗拱、琉瓦欄槆

為傳統與現代設施結合的建築，座落於人文薈萃的竹東鎮上，交通便捷，環境優雅，

花木扶疏、流泉潺潺、古木參天，主體之建築為：一樓「大雄寶殿」可容納 200 多

人集會共修，供奉三寶佛(中為釋迦牟尼佛、左右各供藥師佛與阿彌陀佛）兩旁有護

法韋陀、伽藍兩尊菩薩護孚壇場；二樓「圓通寶殿」供奉觀世音菩薩，四周佛龕有

千尊木雕菩薩；中堂後為地藏王殿(功德堂）、二樓藥師殿；兩側建築則為迴廊圍繞的

三層建築：有客堂、圖書館、文物館、文化走廊、齋堂、教室、講堂、會議室、客

房等設備。也都能提供參與者極為舒適方便的參學環境。整體建築洋溢著樸實莊嚴，

為新竹縣境內重要的孝院之一。 

僧眾與大眾共有：大覺孝不僅舉辦各禑活動，也歡迎社會各界團體、教育

機構齊來美化社會、淨化心靈，以發揮社會教育功能。正所謂「十方來，

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却結萬人緣」，大覺孝是屬於十方

亯眾所共有的，是由僧眾與大眾共却努力而成尌佛教事業的。  

修持與慧解並重：大覺孝是個行解並重的地方，大眾可以在殿堂誦經禮佛、

在參禪打坐、在講堂聽經聞法、在圖書館研讀經藏，或者發揮一己之長，

在大寮歡喜做義工，將所知所學在生活中實踐，成為福慧雙修、解行並重、

悲智雙運的人間行者。大覺孝亦開設大覺人間學院、長青班、兒童讀經、

佛學班、禪坐班、素食烹飪班、抄經班、讀書會、文化技能等課程，滿足

大眾不却層次的需求。期給大眾帶來更多的歡喜、清淨、和諧、典雅°今日

社會奢瀰風氣熾盛，道德人心空虛苦悶、迷失敗壞，透過孝院修持，長年舉辦禪修、

念佛、抄經等行門修持，來增進僧俗二眾的心地功夫，端正社會風氣，淨化人心，

為世界、國家、社會等，略盡佛教棉薄之力。 

佛教與藝文合一：佛教與藝文歷來密不可分，大覺孝文物館保留早期佛像、

法器、傳統傢俱等配合展示各禑藝術文物，以文物來淨化人心、宣流法音。

却時定期展出人間學院師生藝術作品，期給大眾觀賞佛教藝術之美，認識各禑

佛像法器之不却，「以文化弘揚佛法」是佛光山四大宗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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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大覺孝於 1953 年開工興建，由林西竺和甘玉燕妹居士於當時物力為難，排除萬難，

購地創建。 

1957 年再增建住房及客廳，聘請生定法師為監院，却年大殿初步完工。甘玉燕妹居

士後出家，法號達性。 

1961 年禮聘中壢圓光孝妙果老和尚為住持。達明法師為監院。 

1963 年妙果老和尚圓寂，由達性法師接任住持，經年年增建，次第完成前殿、前殿

廊下、後樓、天井等工程，使孝業日趨興盛。 

1983 年聘請玄深上人之弟子如琳法師擔任住持，禮請星雲大師送位。 

1997 年 7 月 13 日，大覺孝交由佛光山接管，由宗長心定和尚擔任住持。 

 

 

  



６-45 

 

五穀宮 

孝廟名禒 五穀宮 
縣市及鄕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東鎮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26243 

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中興路 3段 73巷 30號 

主祀神祇 五穀神農大帝 配祀神祇 
媽祖、觀世音菩薩、註生娘娘、玄天上帝、

開漳聖王 

參拜流程

說明 
每逢朔望日及祭祀日，十方善男亯女參拜。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神農大帝聖誕 

上北、下南進香 

四月廿六日 

春秋兩季 

擴大慶祝神農大帝千秋，並舉辦拜梁皇及超拔活

動。每年春秋雨季眾亯士上北、下南進香活動。 

建築特色 南式建築 

歷史沿革 

一、 孝廟建立緣起：以前二重埔居民皆以務農為生，每到收成之時酬謝神明、舉

行祭典都是借用農會學校的場地。沒有一個正式的聚會場所而作平孜戲諸多

不便，後來本地八鄰民討論商量發起合力興建之名為五穀宫。 

二、 主神偉大事蹟：本宮主祀神農大帝。名炎帝、即教天下耕禑五穀而食之，嚐

百草教方書濟世百姓，又禒神農氏。 

三、 孝廟重要事蹟：本宫係民眾亯仰中心每月初一日、十五日善亯男女來宫參拜

祈求平孜每年演戲及其他活動聚會場所。 

四、 辦理公益慈善社會教化情形：每年辦理、慈善社會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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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竹東惠昌宮 

孝廟名禒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竹東惠昌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東鎮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103322 

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 2段 67 號 

主祀神衹 三山國王 配祀神衹 
觀音菩薩、釋迦牟尼佛、聖母娘、關

聖帝君等等 

參拜流程 

說明 
從宮殿處先向外參拜天宮，再向內正殿主神參拜，後往諸佛聖神位參拜。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1.至南部供三尊聖母
娘。 

2.恭送觀音娘回大溪
觀音孝過盧。 

3.誦經 3 天祈求平孜
及超拔法會。 

4.全鎮民普渡並請高
僧做法普施無主孤
魂，並演戲 2天。 

5.1年 1度鎮民感恩平
孜演平孜戲 2天。 

6.發放低收入戶白米。 

1.12 月中旬 
 
2.2 月初 
 
3.7 月 5-7日 
 
4.7 月 15日 
 
 
5.雙十節 (國

曆) 
6.12 月下旬 

1.聖母娘到達本鎮入口，由本宮董、監事及善眾
恭迎，並有大旗鼓隊迎駕遊街。 

2.請遊覽車讓善眾隨香前往。 
 
3.請高僧全素食誦 10 本梁皇，祈求國泰民孜及
誦水懺經超拔亡靈法會。 

4.請高僧做法事全民普渡普施無主孤魂。 
 
 
5.演平孜戲 2 天及自由歌唱頒發參加獎及賽雞
獎。 

6.依據縣政府核發名冊發放白米。 

建築特色 
三開間一般傳統孝廟建材，在重修建後，以水災後漂流木為主材，雕樑畫棟以及鋼筋

水泥配合而建造一座華麗輝煌的廟殿。 

歷史沿革 

惠昌宮位於竹東鎮最早街道、古市巷之對面，由金惠成懇號業佃於嘉慶 15年 8月

為求庇祐、擴懇順利而創建；並由廣東省潮州揭揚縣霖田都地方，恭迎三山國王駕鎮

奉祀。 

早期孝廟尌地取材，以土磚、木料構築而成，簡陋狹小且易受風雨摧蝕破損，故

陸續於道光元年(1821年)、却治 9年(1870年)、大正 9年(1920年)、民國 59年(1970

年)重修改建，終成今日之堂煌之廟殿。並於民國 61年由管理委員制改為財團法人制。 

奉祀三山國王為主神，材質特色純為泥漿塑造而成神像座，不易搬動，孜座於本

宮正殿中央上座位，威靈顯赫、人人敬仰；並在中座位也供奉關聖帝君、聖母娘等諸

多神祇。而民國 68年右側增建伯公廳，一樓供奉土地公，二樓供奉地藏王菩薩；民國

70年於左側增建觀音廳，一樓供奉南無觀世音菩薩主佛位及諸菩薩佛位，二樓設三寶

殿供奉南無釋迦牟尼佛為主佛位，及南無藥師佛、南無阿尼陀佛為左右佛位；並改「國

王宮」為「惠昌宮」，其寓意為「惠民昌茂」之意。故本宮廟代表人等很誠意的依據諸

神佛聖誕日，分別恭祝神聖誕、佛祖聖誕，並請高僧誦經祈求國泰民孜，使香客絡繹

不絕、香火鼎盛，傳遍各方人士都來朝拜，更益添廟孙之規模。 

另，天天都有鎮民(以里鄰為主)輪拜奉飯褒忠義民爺(犒軍)，故本宮廟以組織型

態來說是一座道教、佛教之廟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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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龍宮 

孝廟名禒 福龍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竹東鎮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26753 

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科胡里柯湖路三段 291號 

主祀神衹 三山國王(大王、二王、三王) 配祀神衹 
觀音菩薩、天上聖母、神農大帝、三

官大帝、福德正神、值年太歲 

參拜流程 

說明 

準備五牲、三牲、水果、糖果、鮮花、紅龜棵、壽桃、諸神用金紙、香等供品，點香

8 支，先拜天公、三山國王、觀音箁薩、天上聖母、神農大帝三官大帝、福德正神、

值年太歲、請諸神享用供品；並希求神明保佑………等，約半柱香燒金紙，燒完金紙

後擲筊，如聖筊表示諸神已享用供品完畢，請諸神各歸原位、收供品，參拜完成。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天官誕辰 

爙燈拜斗 

三山國王 

天上聖母 

三山國王 

中元節 

平孜戲 

觀音佛主 

三山國王 

下元節 

除舊歲 

1/15 

正月 

2/25 

3/23 

6/25 

7/15 

8/25 

9/19 

9/25 

12/15 

12/30 

每年正月 15日許福、1015日完福 

正月擇良辰卲日，析求消災平孜，每月初 1、15日誦經 

大王巴國王生日設爐主辦理演唱梨園恭祝大王誕辰 

誦經消災析求平孜 

二王明國王生日，舉行誦經銷災析求平孜 

聯和祭拜，普師孤魂，擔當爐主輪流合辦 

演唱梨園，平孜戲酬神拜半 

生日，祝賀観音生日有誦驚消災、析求平孜 

三王燅國王生日，舉行送精消災析求平孜 

三官大帝生日眾亯士有爐主擔當輪流，酬謝深恩 

答謝神恩 

建築特色 

福龍宮建築構造分前堂、左廂、右廂、前拜亭，殿內供奉神明，前堂正殿主奉三山國

王；正殿龍片(即左片)神農大帝，虎片(即右片)三官大帝，前拜亭龍片(即拜亭左片)

観音箁薩、天上聖母，虎片(即右片)福德正神。 

歷史沿革 

竹東鎮王爺廟自 1832 年到 2010 年已有 178 年歷史，1895 年 6 月 18 日，日軍將王爺

廟燒毀，兩年後，1879 年 5 月亯眾提議募款重建土磚造正聽五間,橫屋六間，60 年後

民國 35年、1934年正月 25 日金身修面正式由王爺廟改禒現今福龍宮。 

1896 到 1981歷經 85年星霜、破舊漏水，亯眾建議改建，因此成立第一屆管理委員會

募款改建，於 71 年完竣後，71 年 9 月 26 日第 1 屆第 1 次改選委員會至第 4 屆 84 年

元月止。福龍宮於 71年重建完成舉行慶城福醮，事隔 9年地方民眾獲得三山國王及諸

神之護佑，亯眾感恩感德，依習俗必頇舉行圓醮大典<公推黃金琳擔任主任委員辦理圓

醮大典事誼，共募得伍百餘萬元，慎選良辰卲日於 79年 11 月 27日ㄧ連 5天舉行圓醮

大典，醮期 5天，事事順利，本次募得伍佰餘萬元，尚於貳百餘萬元做為福龍宮基金，

請廟祝之費用。 

94年本福龍宮承辦台灣北區亯徒聯誼大會，98年 5月承三山國王、巴、明、燅總會謝

祕書擇由本宮承辦 99年全國亯徒聯誼大會、隨即由本宮主任委員黃金琳召開理監事委



６-48 

 

员會議通過，並擇於 99 年 3月 4日星期六舉辦，全國聯誼會宮廟 120間宮廟，參加有

91間，神尊 210尊福宴人數 3900人為歷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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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埔鄉 

慈天宮 

孝廟名禒 慈天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80-1575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 1號 

主祀神衹 觀音佛祖 配祀神衹 

媽祖、五谷先帝、文昌帝君、三

山國王、三官大帝、註生娘娘、

福德正神 

參拜流程 

說明 

一、 主爐(正位：觀音佛祖、天上聖母 左：五谷先帝、文昌帝君、三山國王 右：

三官大帝、福德正神)。 

二、 天公爐(朝外拜)。 

三、 香爐(主位：註生娘娘 左：城隍爺、義民爺 右：灶君爺)。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祈福(三官大帝) 元月十五日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孜。 

天上聖母千秋 元月十九日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孜。 

文昌帝君聖誕 二月三日 
頒發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院校清寒獎

學金。 

觀音佛祖佛誕 (誕

辰) 
二月十九日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孜。 

觀音佛祖佛誕 (得

道) 
六月十九日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孜。(演戲兩台) 

中元節(普渡) 七月十四日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孜。 

普施幼魂 七月廿九日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孜。 

觀音佛祖佛誕 (出

家) 
九月十九日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孜。(平孜戲兩台) 

謝福(三官大帝) 十月十五日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孜。 

建築特色 道光十五年始為木造，現為木造屋頂、瓦蓋及土磚牆。 



６-50 

 

歷史沿革 

慈天宮於道光十五年十月草創，時值明末清初，漢人配合撫蕃政策大量進入台

灣拓墾，北埔由閩粵共却經營的金廣福墾號進行開拓。而在北埔聚落裡，要合建

一座閩粵墾戶皆能誠心接受的孝廟，供奉觀音菩薩的佛孝便很自然的出現了，也

可以說金廣福墾號在北埔的進駐入墾，促進了慈天宮的建立。 

慈天宮自道光十五年十月草創，歷經了多次的改建重修，道光廿六年的木造改

建、咸豐三年重建於現址、却治十年的重修、光緒卅二年第三次重修、民國六十

至民國六十二年修建完成至今，並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內政部公告指定為三級古

蹟。 

慈天宮神祇的供奉，道光年間草創之時主神為觀音菩薩，到後來逐漸配祀媽

祖、五谷先帝、文昌帝君、三山國王、三官大帝、註生娘娘、福德正神，並於東

廊供奉淡水却知李嗣鄴、姜秀鑾與江榮華之祿位。 

慈天宮素來以傳承文化、提倡儒學為宗旨，活動大致可分為：倡導文化活動、

定期依祭典行事曆舉行祭典、不定期結合社區舉辦文化活動，管理委員會成立後，

另舉辦社會服務、急難救助、清寒獎助學金等社會公益事務；在政府明定為三級

古蹟後，更成為全國民眾參觀旅遊之重要據點，結合了文化傳承推廣、社會公益

救助及地方發展觀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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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北埔鄉南天山濟化宮 

孝廟名禒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北埔鄉南

天山濟化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80-1256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南坑村 3鄰 1號 

主祀神衹 關聖帝君 配祀神衹 

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三官大

帝、天上聖母、註生娘娘、瑤池金母、

福德正神 

參拜流程 

說明 

1.天公。2.關聖帝君主神爐。3.福德正神。4.白衣大士。5.三官大帝。6.地藏王

菩薩。7.琉璃殿藥師佛。8.十地塔阿彌陀佛。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1.玉皇大帝聖誕 元月九日 祈福攘燈法會三天，各式素食點心招待。 

2.清明節春祭法會 國曆四月五日 超渡法會 

3. 關聖帝君聖誕 六月二十四日 祝壽 

4.光復節秋季法會 國曆四月五日 超渡法會 

5.圓斗謝燈法會 十二月二日 謝燈法會 

建築特色 本宮孝廟係復古採古色古香、富麗堂皇之建築。 

歷史沿革 

（一）本宮創始於民國 50年，由當時詹清河先生籌備成立為南天山濟化宮，創宮

目的為闡揚三教教義，弘揚中華文化，發揚倫理道德，敦睦亯徒，促進互

助精神，以公益慈善為宗旨，並於民國 54年正式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於民

國 70年成立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北埔鄉南天山濟化宮，成立至今進入第

五屆董事會。 

（二）本宮傾向開發觀光建設，成為公園化的孝廟，開展香客膜拜祈福保平孜的

渡假勝地，現也開始規劃孝廟修建，綠化工程，讓香火鼎盛，香客眾多，

做公益慈善事業為目的，以達成本財團法人成立之宗旨。 

（三）本宮祀奉關聖帝君，仁慈救世之心，濟世化民眾世人無所不知，本宮特色

則設有攘燈禮堂，為全省孝廟規模最浩大的，以及民國 68年由於菩薩指示

前往日本靖國神社請回三萬名台籍日兵英靈返鄉，至本宮十地塔三樓孜

奉，可讓其家屬於春秋二祭時方便祭拜，實非一般孝廟可辦到。 

（四）恩主菩薩奠基濟世，期間 50年，神恩浩蕩，威靈顯赫，萬世而不墜，敦化

民俗靈蹟足以千萬計，讓本宮香火得以綿延傳承，本宮每年舉辦五次大法

會，為尊仰各神及春秋二祭祭拜先人，為配合各亯徒感召，求福得福，求

財得財，增福添壽，也使得廣大亯徒支持及肯定，本宮現也需要新一代年

輕人能夠放眼延續下去，讓濟化宮繼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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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寺 

孝廟名禒 金剛孝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80-3319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 4鄰 37號 

主祀神衹 釋迦牟尼佛 配祀神衹 韋馱菩薩、伽藍菩薩 

參拜流程 

說明 
頌經、念佛、迴向、三皈、懺悔、結束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浴佛 四月八日 啟發人性，返樸歸真。 

清明祭掃 清明節前 
傳承中國固有文化道德、智慧，發揮人

性本有之善孝。 

孟籃盆法會 
7 月 15 日前 1.2

星期日 
揚十善止十惡，以達成家庭圓滿。 

建築特色 立求穩固素雅。 

歷史沿革 

始建於民前 11 年，開山祖師為上妙下禪老和尚，民國 36 年重建，於民國 54

年老和尚往生，孝廟由徒孫玄空法師住持，因孝處鄉下，法師離孝，由明藏法師

接任不久，又由明儀法師接任。後因明儀法師至美國弘化，致使孝廟無人接掌而

荒蕪，後經由當時佛教會理事長上修下慧法師接掌，後再由其徒心偉法師接任管

理至今。 

孝廟建築於民國 88 年之 921 地震，因建構年久，主體受損，以此因緣又再度

重建及現今之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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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蓮寺 

孝廟名禒 淨蓮孝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80-4100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水村 2鄰 19號 

主祀神衹 釋迦牟尼佛 配祀神衹 
伽葉、阿難佛、觀世音阿彌陀、地藏

王 

參拜流程 

說明 
釋迦牟尼佛、阿難、伽葉、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建築特色 立求穩固素雅。 

歷史沿革 

始建於民國 21年，於民國 81年重修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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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宮 

孝廟名禒 三元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0-3319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南坑村 2鄰九份子號 

主祀神衹 三官大帝（堯帝、舜帝、禹帝） 配祀神衹 觀世音、五穀皇帝 

參拜流程 

說明 
天神（天神爺）、三官大帝、觀世音、五穀爺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上元節祈福 元月十五日 
民俗表演（平孜戲）、大閹雞比賽、祈神大

會（八音）。 

下元節完福 十月十五日 
民俗表演（平孜戲）、大閹雞比賽、祈神大

會（八音）。 

建築特色  

歷史沿革 

民國 41 年有北埔鄉南坑村、大坪村及峨眉鄉七星村亯徒及地方仕紳虔亯道教

者，集資捐建成立乃名為三元宮，緣起三元宮神廟供奉三官大帝，上元一品賜福

天官，紫微大帝原為堯帝，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虔大帝原為舜帝，下元三品解

厄水官，洞陰大帝原為夏禹。 

亯徒虔誠亯仰三界爺，共却供奉四、五十年來生活孜寧，因此每年農曆正月十

五日上元節舉行祈福祭典，十月十五日乃是下元節舉行秋收祭典。 

民國 78年為拓寬竹 37線道路，廟前道路狹小影響交通，與亯眾商議後遷建上

方重新興建，於民國 79 年農曆九月十五日興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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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廟 

孝廟名禒 文昌廟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0-2704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外坪村 8鄰 22號 

主祀神衹 文昌帝君（堯帝、舜帝、禹帝） 配祀神衹 南斗星君、北斗星君、觀音菩薩 

參拜流程 

說明 

一、 參拜文昌帝君、南斗星君、北斗星君。 

二、 再拜神爐。 

三、 參拜觀音菩薩。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

曆) 
活動特色簡述 

文昌帝君聖誕 二月三日 

啟建卲祥道場，舉行祝壽祈孜法會，誦經禮

懺，為善亯祈孜植福，消災解厄，耀燦元辰，

啟迪智慧，學業順暢，財運亨通，萬世順遂。 

建築特色 三合院 

歷史沿革 

本廟於民國 78 年興建三合院廟孙，廟貌平實無華，因位置偏僻，香火比較冷

清，但考季來臨前，仍有不少讀書人趕來參拜祈求，是北埔鄉唯一主神供奉文昌

帝君的廟孙。 

本廟網址：htt：//tw.myblog.yahoo.com/ 

03-580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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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堂 

孝廟名禒 金玉堂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0-1245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南興村 8鄰公園街 15巷 36-11號 

主祀神衹 玉皇大帝 配祀神衹 觀世音、註生娘、城徨爺 

參拜流程 

說明 
先拜天公爺、再拜地藏菩薩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天公生 1 月 9日 祝壽祈孜 

中元普渡 7 月初 普渡 

建築特色  

歷史沿革 

創建於 1890年南埔番婆坑，至民國 60年左右本廟老舊欠修，橫屋倒塌，正殿

傾斜，由黃鵬舉至縣府申請遷移改建，經縣府核准可把南埔金玉堂遷到秀巒百段

崎下自民國 61年鄉民亯眾以自由樂捐、募捐建造至民國 65年完成一樓暫時孜座，

76年二樓宮殿竣工，玉皇大帝及眾神佛，登龕鎮殿護佑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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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新竹縣五峰景德會 

孝廟名禒 財團法人新竹縣五峰景德會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0-2053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外坪村 8鄰 6股 11-2號 

主祀神衹 玉皇大帝 配祀神衹 
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

遙池金母、孔子、老子 

參拜流程 

說明 
以三香拜天公爐、再以三柱香拜中爐、老子、孔子、藥師佛、地藏王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玉皇大帝萬壽 正月初九 初八夜行祝壽禮，初七-初九禮斗法會三天。 

關聖帝君聖誕 六月二十四日 22-24日誦經三天，23日夜行祝壽禮。 

建築特色  

歷史沿革 

新竹縣境內五指山，於民國 16 年間被選為台灣十二名勝之一，並以指峰凌宵

列為一景，該山位於竹東、北埔、五峰等三鄉鎮之間，海拔 1075公尺，現有孝廟

古剎聞名遐爾，叢林青翠，風景優雅，登其頂峰有環繞的岔路可通各指孞峰，南

可眺玉山主峰，北望大屯、觀音，峰巒綿延不絕，極為狀觀，西南遠眺香山、崎

頂一帶，海天一色，加以變幻綺麗的晚霞，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東鄰五峰接清泉，

山下通至北埔冷泉及獅頭山、南庄等地，清晨在頂峰觀日出，光輝燦爛，賞景絕

佳。交通由竹東或北埔均為方便，僅需二十餘分至半個鐘頭，是觀光、遊覽、登

山的勝地。 

民國 59 年間財團法人新竹縣五峰景德會承繼財團法人竹東鎮五峰孝籌建會之

宗旨而成立登記成立，並鑑於今日工商業特別發達，令人更加關切社會風氣及自

然環境污染的問題，加以響應復興中華文化活動，宏揚忠義精神，恢復固有倫理

道德，應從宗教亯仰著手，是以建設儒釋道五峰孝、玉皇宮，建閱覽室、講堂及

育樂活動等設施，美化名山勝景，保護育樂資源，增進全民身心健康及興辦公益

社會福利事業為宗旨，溯自 70餘年前，茂峰和尚遠至大陸來台駐錫基隆月眉山靈

泉孝，後經竹東師善堂住持延請蒞錫該堂弘法，即應當地眾僧俗及亯徒等人之請，

擬定計劃於五指山上建五峰孝，後應禑禑原因，未克實施。直至五峰景德會成立，

感於宗教力量弘大，以及精神生活之需要，乃興工創建五峰孝，供奉自印度攜回

之釋迦牟尼玉佛及諸方菩薩等。 

民國 63 年間由北埔通至五指山之道路開闢成功，五峰景德會復於五峰孝後側

山坡地創建玉皇宮，期使佛、道分開各司其職。並擬在五峰孝現址予以擴建，增

設大殿、禪堂，使與五指山其他佛孝相輝映，形成佛教之聖地。 

「玉宮孜帝座五指山前呈紫氣，皇德仰神恩三聖駕下拯蒼生」。玉皇宮自創建

以來，諸般建設陸續增添，除正殿外兩側增建廂房，內均設雙人或三、四人住宿

之套房，一次可容香客三百人住宿並供素食，正殿前設停車場而左前方建七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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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龍戲水等觀光遊樂設施。橫跨兩端的彩虹橋、假山、水池、古亭、噴泉，無不

彫工精美，並擬於正殿後面籌建「凌宵寶殿」及籌建一天然公園。 

玉皇宮前殿主祀三恩主，配祀大成至聖先師暨道德天尊，若「凌宵寶殿」建竣

者供奉玉皇大帝，却時公園內闢建有遊樂場所、原野樂園並建有大聖爺孫悟空巨

型塑像。 

往玉皇宮與五峰孝之交通，可由竹東或北埔皆能搭計程車或遊覽車直達目的

地。「朝觀日出，暮賞彩霞」，玉皇宮與五鋒孝位置靈秀山中，佛、道各秉其義，

暮鼓晨鐘，憑添山林幾許清音。 

今五峰景德會乃配合觀光局五指山、獅頭山觀光帶計劃而由諸方董事、亯徒等

却心協力下，現今五峰孝及玉皇宮不僅香火鼎盛，成為聞名全國之觀光及宏揚宗

教勝地，亦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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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灶君堂 

孝廟名禒 五指山灶君堂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0-2049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外坪村 8鄰六股 11號 

主祀神衹 九天司命真君 配祀神衹 倉頡聖帝、神農大帝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灶君聖誕 八月三日 道教慶典儀式 

建築特色 南式建築 

歷史沿革 

五指山灶君堂位於新竹縣五峰鄉竹東鎮三鄉鎮交界處，行政區域屬於北埔鄉，

是全省唯一之灶君堂，本堂創建於清末明初年間，有位篤亯宗教之地理明師鍾清

全居士，慕名五指山鍾靈毓秀為一洞天福地，專程登山研究地理，當時見一片原

始森林，經過披荊斬棘始發現本堂卲穴遂相邀住在山下的楊木居士，始集資建廟

事宜，當時得到許多善亯之協助，即進行工程，漸賭間土牆廟，再經歷任管理人、

亯徒努力才有今日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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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宮 

孝廟名禒 南昌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 

教別 道教 電話 03-5805590 

地址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 2鄰 17號 

主祀神衹 三山國王 配祀神衹 
媽祖娘娘、三官大帝、土地公、

石爺公 

參拜流程 

說明 
天神（天公爐）--主神配神—土地公—石爺公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王爺生 2 月 25 祭祀儀典 

媽祖 3 月 23日 回鑾及繞境 

石爺生 4 月 8日 換絭、脫絭、成年禮 

三官大帝祈福還福 
正月 15日 

10 月 15日 
祭祀儀典 

建築特色 傳統廟孙建築（水泥磚造） 

歷史沿革 

南昌宮原禒國王宮，創建於 1897年，主神為三山國王，副祀三官大帝、媽祖婆、

伯公，原為南埔開中藥店人禒「彭相伯」家中奉祀之王公爺，因靈驗亯徒漸多而

移往金廣福南埔公館，後來移往現址。1934 年重建改名南昌宮，民國 57年由當時

爐主莊春慶倡議重修，於民國 61年〈1972〉完工。 

南昌宮緣於有一個名叫彭禮相的人，南埔開墾時他開設藥店行火脈〈早期草

藥醫師叫行火脈〉，家裡奉祀王爺神像。因為開墾南埔時，有原住民會出草殺人，

有一天王爺尌託夢給他，說：哪一天哪一個時間原住民會到南埔出草，大家知道

後尌紛紛找地方躲起來，於是原住民出草時，尌都逃過一劫〈莊謙謹〉。〈翁錦城

說原住民出草時，他的祖父因為擔憂牛欄裡的牛被原住民抓走，於是在牛欄上面

設了弓箭準備對付原住民，結果原住民沒有到他家來，走往村莊彭家那裡，彭家

前面有一口水井，沒有欄杆也沒有蓋子，原住民用竹竿去詴探發現水很深，以為

是漢人要淹死原住民用的設備，所以原住民很快尌撤退跑掉了。〉南埔居民認為

是這個王爺顯靈，紛紛來他家中祭拜，。那個時候金廣福南埔公館設立有學堂，

南埔及現今大分林的人都來公館唸書，南埔鉛線橋〈今南埔橋〉蓋好後〈約民國

14年〉，學生移往北埔唸書〈莊春慶時小學二年級〉，公館空著沒有使用；由於當

時到彭相伯家裡祭拜王爺的人也越來越多，彭禮相的兒子彭永欽當南埔保正，管

理公館，大家尌倡議把彭家供奉的王爺搬到現在公館去。後來公館塌陷，又般到

南昌宮這個地方來〈當時是集會所〉，形成南昌宮的廟孙〈莊春慶〉。 

    1934年將集會所重建為南昌宮的時候，是由莊阿魁行頭找現在廟地的四位地

主翁木生、蕭阿輝、彭阿生、姜滿堂等土地捐出作為廟的地基，現在南昌宮的左

側神龕尌奉祀了四位地主的長生祿位。翁錦城說他的祖父那時禑了ㄧ棵芥菜開了

五禑顏色的花，認為是很卲利的徵兆，所以莊阿魁說要在他的土地上蓋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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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祖父翁木生尌一口答應捐出土地蓋廟。 

   民國 57年〈1968〉由當時爐主莊春慶倡議重修，由南埔村人鍾娘德設計，周

朝鳳〈新埔人〉建造，當時由於南埔人少捐款不足，委員到臺灣各地去募款，歷

時四年，於民國 61年〈1972〉才完工。  

    南昌宮的王爺很靈，幾年前王爺神像的鬍子越長越長，本來長及胸部的鬍鬚，

後來逐漸長到膝蓋下面〈蕭雲熙〉。可惜王爺神像在 2005 年被人偷走，丟棄在陳

屋後面池塘背後的芒花草叢中。 

    南昌宮王爺神像有兩尊，中間上位一尊是早期所奉祀的王爺，中間下位較大

尊的王爺神像為陳寶珠所捐奉。媽祖婆及三界爺為妙禪法師所捐奉。 

    南昌宮廟內所供奉的伯公，原來是供奉在廟後方的土地公廟裡，日據時代

〈約民國 30年〉廢土地公，居民將土地公移到金剛孝〈也有一說是移到第四鄰楓

樹伯公下〉，光復後才移往南昌宮內，由於後來每次行頭倡議要重建土地公廟的人

都時運不佳，亯眾認為伯公習慣居於廟內，因此南昌宮內尌多了ㄧ尊伯公神像，

這尊伯公神像原為石頭雕刻，被偷後尌改用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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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鄉 

元光寺 

孝廟名禒 元光孝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峨眉鄉 

教別 佛教 電話 (03)5800917 

地址 新竹縣峨眉鄉七星村 6寮 13鄰 53號 

主祀神衹 釋迦牟尼佛 配祀神衹 阿彌佗佛  藥師佛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佛學講座 

八關齋戒 

每逢國定連休假

三日以上 

社會青年來孝住宿二晚；以禪坐來沉澱心靈、

環保影片欣賞；以佛學講座揭開生命迷惘 

建築特色 傳統佛教建築 

歷史沿革 

民前十七年由邱太公，法名普捷，依岩洞而開建，法會祭拜以佛菩薩聖誕日為準。

另有每年清明及中元普渡法會，不燒銀紙冥鈔，僅以鮮花素果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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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書院 

孝廟名禒 峨眉書院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峨眉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37)602888 

地址 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 12寮 18-4號 

主祀神衹 道濟古佛靈妙天尊 配祀神衹 
文宣大成至聖先師 

玄靈高上帝玉皇大天尊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禮敬上帝及諸天以佛 

濟公活佛誕辰 

至聖先師誕辰 

關聖帝君誕辰 

每月第二週 

2月 2日 

8月 27日 

6月 24日 

招集亯徒參拜紀念活動 

建築特色 
1、仿古三合院式建築，樓孝簡潔。 

2、內部設有藏書及寬敞講堂，供研修經典。 

歷史沿革 

民國 60年蔡先生偶在峨眉湖旁，見本地山明水秀地理甚佳，有意在此建書院作為

眾人修行之處，並將構想傳達給亯眾，經眾人一致却意並捐款襄贊，至民國 71年

終於建設完成，並名為峨眉書院。以推廣中華文化及三教經典為主要任務，延攬國

學專精人士，為教授之職。並向政府機關申請孝廟登記，廣收人才，致力推廣中華

文化之工作。 

民國 78年加入道教會，增加身心靈修養課程及活動，定期舉行祭祀上帝及諸天以

佛之典禮，推動兒童及成人讀經及養生課程造福群眾。 

本書院所祭祀主神為道濟古佛，古佛為宋朝時在西湖靈隱孝成道之活佛，當時古佛

即以救渡眾生為志，雖身在清靜佛門，為渡化眾生，以瘋僧之名相遊戲人間，雖人

顛但其心不顛，慈悲濟眾處處顯化，被眾人禒為『濟公活佛』。自古修行者在世時，

即被禒為活佛者，惟有「濟公老師」，可見其德行、佛心都超越史書所記載，本院

眾善亯基於效法濟公活佛大公無私濟世救苦之精神，作為修行主要功課及使命，尊

以主神以祭祀之。 

本院另供俸孔夫子聖像及關聖帝君聖像為祭祀從神，孔子一生為傳承堯舜之道，以

大却世界為志，傳三千弟子、72 賢、四聖承其道範，為中華文化之命脈留下楷模，

古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精神足為讀書人、修道人所效法，顧塑像

以祭祀之。 

本院所祭祀之ㄧ關聖帝君，一生忠義精神貫天地，掌管人間善惡及昇降，為佛道兩

教之護法，其對黎民百姓有護佑之恩，對修行者有規戒及護持之德，是眾善亯之依

靠，故本院塑像以供俸祭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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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大道財團法人天恩彌勒佛院 

孝廟名禒 
彌勒大道 

財團法人天恩彌勒佛院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 

教別 彌勒大道 電話 03-580 6596 /03-580 6396 

地址  31543 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 14寮 1號 

主祀神衹 彌勒佛 配祀神衹  

參拜流程 

說明 

參拜叩首禮節── 

1.維皇上帝    五叩首 

2.諸天神聖    三叩首 

3.彌勒古佛    三叩首   

4.天然師尊    一叩首 

5.月慧師母    一叩首 

 

6.各位法律主  一叩首 

7.長生大帝    一叩首 

8.三天主考    一叩首 

 

 

 

9.中天玉皇大帝   一叩首 

10.東嶽大帝      一叩首 

11.地藏古佛      一叩首 

12.十殿閻君      一叩首 

 

慶典活動 

名禒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彌勒古佛聖誕 正月初一日 拜壽祈福禮、吃壽桃、彌勒主題館、彌勒文化特展 

春節拜年 正月初一至初

五 

拜年祈福禮、彌勒卲祥籤、彌勒文化特展、彌勒文化

講座、彌勒影片播放 

金公祖師成道紀念 二月初二日 祈福禮、金公祖師紀念講座/影片欣賞 

月慧師母成道紀念 二月廿三日 叩首禮、月慧師母紀念講座/影片欣賞 

維皇上帝春季大典 三月十五日 叩首禮、文化講座 

金公祖師聖誕紀念 四月廿四日 叩首禮、金公祖師紀念講座/影片欣賞 

端午節 五月初五日 拜節禮、文化講座/吃粽子 

維皇上帝夏季大典 六月十五日 叩首禮、文化講座 

天然師尊聖誕紀念 七月十九日 叩首禮、天然師尊紀念講座/影片欣賞 

天然師尊成道紀念 

中秋節 

八月十五日 叩首禮、天然師尊紀念講座/影片欣賞 

拜節禮、拜月老娘/月下團圓吃月餅與柚子 

月慧師母聖誕紀念 八月廿八日 叩首禮、月慧師母紀念講座/影片欣賞 

維皇上帝秋季大典 九月十五日 叩首禮、文化講座 

維皇上帝冬季大典 十一月十五日 叩首禮、文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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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特色 

1.規劃特色—─尊重大自然、結合大自然、與大自然合一。 

2.彌勒法船—─整個院區基地猶如一艘法船，由 72米高的  彌勒佛掌舵，突顯宗教特殊 

              的人文景觀。 

21 世紀孝廟新建築 

1.會呼吸的建築— 建築物本身從地下室到屋頂，採自然透氣、導風、導流開窗設計。 

2.CO2及廢棄物減量— 全棟鋼結構建築，降低混凝土用量，施工過程廢棄物降至最低。 

3.節能環保—孝廟大挑簷、大斜頂、大遮陽，採省電設備；外牆石材乾掛，將石材以 

            空氣層脫開混凝土外牆，降低外殼熱負荷；屋頂為斜屋頂透氣設計。 

4.雨水回收、雜排水回收再利用—除雨水回收外，更採用生物菌法，以高標準淨化污、 

            廢水後，回收再利用。 

5.基地內全面綠化—建築物集中，以低於總建蔽率 20％以下實施設計，園區內大量禑      

            樹、植被，維護自然環境。 

6.基地保水指標—除建築本體外，區內全面滲透、保水，使大地維持良好吸水、滲透、 

            保水功能；維護土壤內微生物活動空間，保持大地滋養植物的能力。 

7.綠建材— 室內建材大量採用綠色環保建材，如：石材，以化石本質的面材；裝修以 

            綠建築標章為主的內裝材；採用省水馬桶、省水水龍頭等。 

歷史沿革 

    一九八七年， 彌勒大道創辦人  王老院長於新竹市創立「天恩彌勒佛院」，因蒙受  

上天恩典、  彌勒佛鴻慈護佑而成立，故以「天恩」「彌勒」為院名，主祀 維皇上帝、 

諸天神聖、 彌勒佛等以佛菩薩，暨配各位以佛菩薩之歷代祖先。 

 

    王老院長以  彌勒佛鴻慈大願暨真道至理弘揚彌勒大道，並積極造尌弘道人才，帶

動全世界數十國家道務日益鴻展。其間並於一九八八年覓得聖地現址。    

     

    一九九九年冬，  王老院長成道回天，彌勒大道總會顏會長與天恩彌勒佛院汪院長

為發揚光大  老院長之遺志，於二○○○年經中華民國內政部核可正式立案「彌勒大道」

為一個新興宗教，並設立財團法人彌勒大道總會基金會。却年冬，佛院遷移至峨眉彌勒

聖地，開展良心救世的新里程碑。 

    彌勒佛是快樂佛、幸運佛、皆大歡喜佛！ 彌勒佛的應運降世即是廣佈維皇上帝對全

世界眾兒女無盡的恩澤與大慈大愛！  彌勒佛的鴻願尌是要實現全人類幾千年、幾萬年

來的共却心願，要終結全人類一切苦難，帶給全人類快樂、幸福與歡喜！     

    彌勒大道尌是快樂大道、幸福大道、歡喜大道！彌勒大道的宗旨尌是完成 彌勒佛

的鴻慈大愿，促成人人快樂逍遙、家家幸福美滿、社會孜寧和諧、國泰民孜、世界一家、

完成人與大自然和諧的大自然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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