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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北臺灣媽祖文化節
一、辦理單位
值東主辦：士林慈諴宮
共同主辦：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合辦單位：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基隆市/苗栗縣/宜蘭縣/新竹市政府民政處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特別協辦：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板橋慈惠宮、財團法人台北市臺灣省城隍廟、小基隆福成宮、
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財團法人新港奉天宮
參贊宮廟：財團法人台北市關渡宮、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台北天后宮、財團法人台北
市南福宮、竹北天后宮、基隆慶安宮、桃園慈護宮、南方澳南天宮、北海聖雲宮、
萬里漁澳順天宮、新莊慈祐宮、十分寮成安宮、財團法人金包里慈護宮、香山天后
宮、後龍慈雲宮、竹南后厝龍鳳宮、斗南順安宮、土庫順天宮、清涼山北德宮、臺
南府城全臺開基永華宮
協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中正第一分局暨臺北
市政府各相關局處單位、臺北市商圈產業聯合會、士林老街商圈繁榮促進會、臺北
市士林公民會館、士林區各里辦公處及民間社團、百齡高中

二、活動大項日期地點
整體活動:106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7 日共 13 天
（一）回鑾臺北城賜福儀典：106 年 9 月 25-29 日
地點:臺北市中正區 暨 臺灣省城隍廟(武昌街一段 14 號)
(二) 北臺媽祖士林大會香:106 年 9 月 29 日-10 月 7 日
地點: 臺北市士林區暨士林慈諴宮(大南路 8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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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內容
1、北臺媽祖雲來集恭迎聖駕蒞臨
（1）時間：9 月 25 日(一)08:50 前完成 @北門廣場
（2）內容：各參贊宮廟恭迎各參贊媽祖金身蒞會。

2、金面媽祖回鑾臺北城賜福暨行前記者會
（1）時間：9 月 25 日(一)09:00-14:00 @ 城中地區 /14:00-17:00 @ 西門町地區
（3）內容：由參贊宮廟聯合恭請金面媽祖及各參贊宮廟媽祖進臺北北城門儀式，隨後踩街駕臨
清代臺北府天后宮舊址。
時間

項目

地點

07:00

恭請金面媽祖起駕返回臺北城

小基隆福成宮

-08:30

車程

三芝-中正區

參與宮廟隊伍報到完成排班

北門廣場/延平南路/中華路一段東側人行道

08:40 前
相關通道局部交通維持
09:00
-09:30

(漢口街~中華路一段 9 巷口)

啟動記者會/媽祖進臺北城

北門廣場

回鑾臺北城賜福巡禮 2-1

城中地區

09:30

路線「北門廣場」>「延平南路」>左轉「武昌街一段(調撥西向一線道)」>右轉

-11:00

「延平南路(中山堂廣場旁道路)」>左轉「永綏街」>直行「沅陵街」>左轉「重
慶南路一段」>右轉「襄陽路」>駐駕「臺博館前廣場」(清代舊廟紀念碑）
金面媽祖回鑾臺北城駐駕安座紀念儀式。休息用餐/藝陣嘉年華展演/排班上轎
回鑾臺北城賜福巡禮 2-2

西門町地區

路線臺博館前>「館前路」>左轉「開封街一段」>左轉「中華路一段(慢車道)」
11:00

>右轉 「成都路」>右轉 「昆明街」>右轉 「峨嵋街」>左轉 「漢中街」>左轉 「武

-1700

昌街」>右轉 「昆明街」>右轉 「洛陽街」>左轉 「中華路」>右轉 「延平南路」
>左轉 「漢口街」>右轉 「重慶南路一段」>右轉 「武昌街一段」(省城隍廟駐
駕)>直行 武昌街一段至中華路口解散
駐駕城隍廟

犒軍及普施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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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面媽祖回鑾臺北安座儀式
（1）時間：9 月 25 日(一)10:00-12:00 @ 臺博館前廣場
（2）內容：配合進城活動辦理活動活動紀念儀式。

4、藝陣嘉年華展演:
(1)時間:9 月 25 日 12:30-13:30 @ 臺博館前廣場
(2)內容：參贊宮廟藝陣表演，展現台灣民俗藝陣之美。

5、回鑾臺北城駐駕賜福及紀念法會:
(1)時間:9 月 25 日 17:00-9 月 29 日 09:00 @ 臺灣省城隍廟
（2）內容：恭請各參贊宮廟神尊駐駕臺灣省城隍廟紀念金面媽祖回鑾因緣

6、媽祖慈光普照賜福
（1）時間：9 月 29 日(五)07:30-18:00 @ 板橋-台北市中正/士林/松山區-板橋
（2）內容：先至板橋慈惠宮恭迎湄洲祖廟媽祖，以車巡台北市士林等轄境求合境平安。
(3)路線：07:30 板橋出發>左轉「縣民大道一/二段」>過「華翠大橋」>入臺北市區>直行「艋
舺大道」>直行接「中華路二段/一段」(慢車道)>右轉「漢口街」>右轉「重慶南路」
(整隊)>右轉「武昌街一段」>>09:00 入臺灣省城隍廟會香【停駕】>09:30 前出發
直行「武昌街一段」>右轉「中華路一段」(慢車道)>右轉「忠孝西路」(內線車道)>
左轉經「臺北車站」>直行「承德路」>右轉「中正路」>右轉「文林路」>直行「大
東路」>於「士林公民會館」(整隊)>過「士林圓環」>右轉「大南路」>>入「慈諴
宮」
【停駕 11:00-13:30/會香洗塵祀宴大典】 >13:30 準時登轎排班後車隊出發>直
行「大南路」>「大南路」>「基河路」>「劍潭路」>「中山北路」>新生高架道路(下
閘道)>「八德路一/二/三/四段」>右入「市民大道」(整隊)>經松山車站>>15:30
入松山慈祐宮【停駕】>上市民大道>上快速道路返板橋預計 18:00 抵達

7、迎駕湄洲祖廟及參贊宮廟聖母洗塵祈福祀宴
（1）時間：9 月 29 日(五)11:00-13:30 @士林慈諴宮
（2）內容：禮聘新港奉天宮進行洗塵祀宴，以古禮為湄洲媽祖及各參贊宮廟蒞會洗塵接風。

8、士林地方之美暨北臺灣媽祖文化節特展
（1）時間：9 月 23 日-10 月 8 日 @士林公民會館展示室
（2）內容：展示士林地區特色文史、士林慈諴宮特色歷史文物及歷年攝影成果。

9、駐駕士林為全國祈安植福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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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間：10 月 1-5 日 @ 士林慈諴宮
（2）內容：舉辦禮誦「梁皇寶懺盛會」5 永日。

10、「士子如林」在地學校特色社團展演
（1）時間：9 月 29 日-10 月 6 日晚間@士林慈諴宮前廟埕
（2）內容：邀請在地學校社團進行展演。

11、「有吃擱有保庇」士林夜市特色美食品嚐會
（1）時間：10 月 6 日下午@士林慈諴宮
（2）內容：推廣士林夜市觀光特色，透過博杯祈福活動舉辦士林特色小吃推廣會品嚐會。

12、「媽祖全保庇」儹轎腳祈福
（1）時間：10 月 6 日白天@士林慈諴宮前廟埕
（2）內容：駐駕士林期間恭請「粉面/金面/黑面媽祖」登轎供來訪善信客儹轎腳祈福。

13、士林會香大典暨踩街啟駕典禮
（1）時間：10 月 7 日(星期六) 10:00-10:30 @士林慈諴宮
（3）內容：由北臺灣 8 縣市政府首長代表，率臺北市地方耆老代表及參贊宮廟執事進行踩街繞
境進行啟駕迎請儀式。
時間

流程

備註

08:00-10:00

參贊宮廟集合

百齡高中

10:00~10:30

行迎駕獻供禮

各廟主事代表

恭請神尊登轎
10:30-11:00

排班預備

各排班位置

11:00~19:00

踩街遶境活動

士林市區

15、士林會香踩街祈福
（1）時間：10 月 7 日(星期六) 11:00-21:00@士林區轄區
（2）內容：
A、規劃踩街範圍:臺北市士林區 士林新街及後港地區(如附圖)
B、使用時間:初估 08:30-21:00
C、大型車輛下車地點:承德路 4 段百齡高中校門前方
D、集結地點:第一大隊：「基河路」東側路側集結(以交通錐調撥北向一線道使用)
第二大隊：基河路/大南路周邊停車場及公園 2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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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圓滿平安饗宴
（1）時間：10 月份另擇期通知@士林慈諴宮
(2)內容：感謝與會參贊宮廟熱誠參與並交接主辦旗予來(2018)年主辦宮-桃園慈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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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府城的姑婆媽祖-金面媽祖
VS.北臺灣媽祖文化節的舉辦因緣
臺灣媽祖信仰所彰顯的『慈悲守護』的精神，早已深深影
響臺灣庶民社會生活樣態。現供奉於新北市三芝區小基隆褔成
宮一樓大殿正中央「金面媽祖」軟身寶像，據考係清領臺灣首
任巡撫劉銘傳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創建之「臺北府城大天后宮」鎮殿神尊，廟址位於當時「臺北
府」
（轄區約為今之宜/基/雙北/桃/竹/苗等八縣市）府治城中
心，約今國立臺灣博物館現址後方。日本據臺期間，統治當局
陸續將大天后宮等公眾建物移做他用，原大天后宮廟體續於明
治四十四年（1911）因颱風侵襲而拆除，「金面媽祖寶像」遂
被移往臺北州廳舍暫置，續因緣際會於大正二年(1913)由三芝
庄長曾石岳責請秘書黃見龍等地方仕紳向當局申請移祀三芝鎮座，續於大正六年(1917)由庄民
集資啟建「小基隆福成宮」廟宇、大正八年(1919)十月初二落成竣工，為三芝區全境信仰中心。
民國 93 年(2004)臺北市各界慶祝建城 120 週年之際，由文史研究者高賢治及文化界建議，
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邀集臺灣省城隍廟等地方仕紳發起，恭迎「清代臺北府城大天后宮金面天
上聖母神像重回臺北城」民俗慶典，獲得各界熱烈迴響。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為重新溯源此一歷
史因緣及見證臺北城與北臺灣地區媽祖信仰歷史變遷，於 95 年(2006)起接辦擴大辦理「北臺灣
媽祖文化節」
，恭請金面媽祖及北臺灣各縣市媽祖會香聯誼，自民國 100 年起以跨縣市合作輪辦，
自發起迄今已逾一紀年。
為積極推廣傳統宗教信仰及推動北臺灣地區縣市城鄉文化交流，歷年接續由臺灣省城隍廟
(2004、2014、2016)、松山慈祐宮(2005)、關渡宮(2006、2015)、台北天后宮(2007)、南港富
南宮(2008)、小基隆福成宮(2009、2014、2016)、古亭南福宮(2010)、竹北天后宮(2011)、基
隆慶安宮(2012)、板橋慈惠宮(2013)、士林慈諴宮(2017)、桃園慈護宮(2018)、南方澳南天宮
(2019)值東主辦，與所在縣市政府民政局/處共同主辦，禮請北臺灣地區各縣市政府民政局處共
同合辦，近年並廣邀全臺各地媽祖信仰代表性宮廟共襄盛舉，結合主辦縣市特色、各主辦宮廟
之多樣化文化辦理系列藝文藝陣展演活動，讓國人充分認識臺灣的民間信仰的各種內涵。
(2017.06 謝志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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