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資料 

一、活動記錄 
館閣名稱 標題 時間 備註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辛巳年邢府王爺聖

誕遶境 
2001.10.09 陳怡如、任達康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壬午年邢府王爺聖

誕恭迎神明遶境整絃 
2002.09.29 陳怡如、任達康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癸未年邢府王爺聖

誕遶境 
2003.09.19 陳怡如、任達康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癸未年孟府郎君暨

諸先賢秋季祭典 
2003.09.21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甲申年孟府郎君暨

諸先賢春季祭典 
2004.03.15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乙酉年孟府郎君暨

諸先賢春季祭典 
2005.04.03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臺中縣清水鎮清雅樂府黃故理事長金發先生

絃管祭 
2005.05.12 陳品方攝、筆者擔任樂

生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丙戌年正月初一整

絃 
2006.01.29 任達康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丙戌年新春恭迎三

王爺聖駕南巡中南部進香 
2006.02.18-19 任達康、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丙戌年孟府郎君暨

諸先賢春季祭典 
2006.03.24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丙戌年朱府千歲聖

誕整絃 
2006.07.01 任達康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丙戌年孟府郎君暨

諸先賢秋季祭典 
2006.10.16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正月初一整

絃 
2007.02.18 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新春恭迎三

王爺聖駕南巡中南部進香 
2007.03.08-09 任達康、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孟府郎君暨

諸先賢春季祭典 
2007.03.29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六月初一整

絃 
2007.07.14 陳怡如攝 

閩南第一

樂團南管

組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朱府王爺聖 2007.07.19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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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整絃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六月十五整

絃 
2007.07.28 陳怡如攝 

基隆市仁愛區獅球里閩南第五樂團故林公天

和老先生絃管祭 
2007.08.04 陳品方攝、筆者擔任樂

生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邢府王爺聖

誕恭迎聖駕遶境暨整絃 
2007.10.03 任達康、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孟府郎君暨

諸先賢秋季祭典 
2007.10.05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九月初一整

絃 
2007.10.11 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九月十五整

絃 
2007.10.25 任達康、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十二月初一

整絃 
2008.01.08 任達康、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丁亥年十二月十五

整絃 
2008.01.22 任達康、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戊子年正月初一整

絃 
2008.02.07 任達康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戊子年新春恭迎三

王爺聖駕南巡中南部進香 
2008.02.23~24 任達康、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戊子年孟府郎君暨

諸先賢春季祭典 
2008.04.01 陳怡如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戊子年三月初一整

絃 
2008.04.06 陳怡如、任達康攝 

基隆市閩南檺林宮三王府戊子年三月十五整

絃 
2008.04.20 陳怡如、任達康攝 

檺林宮林辦單委員先慈林媽莊太夫人絃管祭 2008.05.09 陳怡如攝 

 

基隆閩南第一樂團什音組前組長蔡宣老先生

絃管祭、濕厝 
2008.05.09 陳怡如攝 

張媽李老夫人絃管祭 2003.03.30 任達康攝 

臺北市社子陳建興府陳媽邱太夫人絃管祭 2003.04.06 任達康攝 

臺北市社子溪州底北管福安社癸未年田都元

帥聖誕祝典整絃會奏 
2003.09.19 任達康攝 

臺北市社子李元泉府李震緯、邱婉柔喜筵整絃 2005.11.14 任達康、陳怡如攝 

臺北市社子陳國藏府陳逸恒、李淑敏喜筵整絃

  
2007.01.20 任達康、陳怡如攝 

閩南樂府 

  

臺北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濱江市場)福德宮落 2007.01.24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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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入火安座大典 

臺北市社子溪州底李公建昌老先生絃管祭 2007.04.03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臺北縣南管新錦珠劇團陳母王太夫人秀鳳絃

管祭 
2007.12.16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臺北市華都舞廳故董事長羅公耀德絃管祭 2008.01.07 任達康攝、陳怡如祀 

臺北市大龍峒保安宮 2001 保生文化祭祝聖南

管音樂會 
2001.04.08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恭送祭祀公業陳悅記渡臺三世祖陳維英入祀

臺北孔廟弘道祠 
2006.09.23 陳威璁攝、筆者擔任樂

生 

咸和樂團 

臺北市政府〈文化局〉丙戌年文祖倉頡祭祀大

典 
2006.12.24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臺北縣三重市長安里三重埔洞水宮丁亥年胡

府千歲聖誕暨建宮五十週年君臣御品祀宴大

典整絃 

2007.10.13 邱玉華提供 

法主公廟丁亥年法主聖君聖誕遶境 2007.10.25 任達康攝 

法主公廟丁亥年法主聖君聖誕整絃（第二場） 2007.10.26 任達康攝 

和鳴南樂

社 

臺北市大同區朝陽里故陳公太鎮老先生絃管

祭 
2007.12.19 任達康攝 

華聲南樂

社 
臺北市孔廟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二五五三

週年紀念整絃 
2003.09.28 任達康攝 

臺北市老

人休閒育

樂協會南

樂社 

李拔峰先生絃管祭  任達康提供 

故林永賜老師絃管祭 2001.01.13 任達康提供、筆者擔任

樂生 

故張再隱老師絃管祭 2002.03.16 任達康先生提供、筆者

擔任樂生 

高雄縣鳥松鄉陳公端鄉府君靈前整絃 2003.05.04 任達康攝 

高雄縣鳥松鄉陳公端鄉府君絃管祭 2003.05.05 陳素娥提供、筆者擔任

樂生 

中華弦管

研究團 

故鄭叔簡老師絃管祭 2007.04.26 陳威璁攝、筆者掌宮燈

松青南樂

社 
臺北縣三重市松青南樂社洪廷昇府次男洪國

欽、林明儀婚禮整絃 
2008.05.03 任達康 

南管新錦

珠劇團 
故聖徒陳焜晉弟兄安息音樂會（追思禮拜） 2007.09.22 陳怡如攝 

漢唐樂府 故創辦人陳公守俊府君追思會（絃管祭） 2003.07.20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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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藝大傳

音系 
故張再隱老師逝世頭七靈前整絃 2002.02.23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崇孟社 丁亥年春季孟府(郎君)先師過爐整絃會奏 2007.04.29 任達康攝 

文昌南管

樂團 
慶祝臺中市文昌公廟創建二一○週年祝壽成

果發表演奏會 
2007.11.11 任達康攝 

戊辰年孟府郎君春祭暨歡迎新加坡湘靈音樂

社聯誼演奏會 
1988.04.10 黃珠玲提供 

戊辰年孟府郎君爺秋祭祭典整絃會奏 1988.10.24 黃珠玲提供 

第二屆中華南樂公演聯誼演奏大會（片段版

本） 
1998.02.15 呂光輝提供 

第三屆中華南樂公演聯誼演奏大會 2000.02.26~27 張再隱提供 

第四屆中華南樂公演聯誼演奏大會 2001.03.10~11 陳怡如攝 

第五屆中華南樂公演聯誼演奏大會 2003.10.25-26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臺中縣傑出演藝團隊暨南管薪傳研習班成果

演奏會（秋祭） 
2004.10.24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黃故理事長金發先生絃管祭  2005.05.13 任達康、陳怡如攝 

清水紫雲巖乙酉年觀音佛祖正位（出家）祀神 2005.10.20 陳怡如攝 

九十四年南管郎君祭暨整絃大會 2005.10.22-23 黃珠玲提供 

臺南縣學甲鎮李竹雄府李泰融、顏妙珍喜宴整

絃 
2006.01.06 任達康攝 

桃園縣平鎮市褒忠祠丙戌年文昌帝君聖誕祝

典整絃 
2006.03.02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暨整絃會奏 2007.10.13~14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臺中縣清水鎮鰲西梓潼帝君文昌公駐驛重建

基地安座祭祀大典暨成果展演 
2007.12.30 任達康攝 

清雅樂府 

戊子年孟府郎君暨諸先賢春季大典整絃 2008.04.13 任達康攝 

孟府郎君開光點眼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5.09.17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臺南市西羅殿廣澤尊王福建南安清溪封塋祭

祖回鑾安座南廠武英殿管理委員會宴王 
2005.10.26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合和藝苑 

臺中縣沙鹿鎮北勢頭青山宮青山靈安尊王祭

典暨整絃活動（九十四年南北管館閣復原計

劃） 

2005.11.20 任達康攝 

黃承祧先慈呂太夫人諱滿慟出殯 2003.09.14 任達康、陳怡如攝 聚英社 

九十四年秋祭大典暨整絃演奏（九十四年度館

閣復原計畫） 
2005.10.09 聚英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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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年南管音樂傳習計畫期末成果展演（孟

府郎君祀典） 
2005.11.13 任達康攝 

丙戌年孟府郎君暨諸先賢春季大典整絃會奏 2006.04.30 任達康攝 

雅正齋 黃承祧母呂太夫人諱滿慟出殯 2003.09.14 任達康、陳怡如攝 

「正音與雅樂」南北管整絃排場大會 2001.09.23 任達康提供 

「郎君祭‧南管情」二 OO 二全國南管整絃大

會 
2002.05.05 任達康提供 

「郎君祭‧南管情」二 OO 三全國南管整絃大

會 
2003.04.26~27 任達康攝 

「雅樂‧郎君祭」二 OO 四南管整絃大會 2004.05.01 任達康攝 

二OO五年南管春季孟府郎君祭典暨整絃大會 2005.04.30 任達康攝 

「雅樂共賞‧南音傳」二 OO 六年全國南管整

絃大會(踩街‧祭典‧開幕)南管整絃大會 
2006.05.20-21 任達康攝、筆者播放字

幕 

彰化縣南

北管音樂

戲曲館 

2007 年全國整絃大會 2007.10.27~28 任達康攝、筆者播放字

幕 

庚申年孟府郎君春祭暨文藝季演奏會（廣州

宮） 
1980.04.30  

「中華民國南樂協會第四屆東南亞南樂大會」

南聲社癸亥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1983.05.05 劉芷姍提供 

戊寅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1998.11.01 劉芷姍提供 

林故理事長長倫先生奠禮（會奏、絃管祭） 1993.07.14~15 林毓霖提供 

庚辰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0.10.28 任達康攝 

辛巳年孟府郎君春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1.04.28~29 任達康攝 

辛巳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1.10.28 任達康攝 

壬午年孟府郎君春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2.05.04 任達康攝 

壬午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2.10.26 任達康、陳怡如攝 

癸未年孟府郎君春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3.04.19 任達康攝 

癸未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3.10.10~11 任達康、陳怡如攝 

甲申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4.10.16 任達康攝 

九十三年南管音樂傳習計畫期末成果展演（踩

路‧祀神‧整絃） 
2004.11.06 任達康、陳怡如攝 

乙酉年孟府郎君春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5.04.24 任達康、陳怡如攝 

乙酉年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元帥府光安南樂社

拜館 
2005.06.19 潘文良提供 

蔡故理事長勝滿先生絃管祭 2005.07.17 任達康攝 

乙酉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5.10.15 任達康、陳怡如攝 

南聲社 

九十四年南管音樂傳習計畫期末成果展演（文

昌帝君祀典） 
2005.11.12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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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西羅殿管理委員會恭祝臺南市大觀音

亭興濟宮重修慶成謝土入廟安座祀宴大典 
2005.12.19 任達康攝 

恭祝祀典臺南大天后宮鎮殿金面大媽重光吉

慶昇座牡丹御品筵祀宴大典 
2006.02.25 任達康攝 

臺南市大天后宮祀典整絃 2006.04.02 任達康攝 

丙戌年孟府郎君春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6.04.22 任達康攝 

臺南市保西宮丙戌年葉府千歲聖誕祝典 2006.06.28 劉芷姍攝 

丙戌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6.10.21-22 南聲社提供 

丁亥年孟府郎君春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7.04.21 任達康、陳怡如攝 

丁亥年孟府郎君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7.10.20 任達康攝 

臺南市南區鯤鯓里四鯤鯓震靈壇池、吳、朱府

千歲行館安座暨丁亥年朱府千歲聖誕整絃祝

典 

2007.11.30 任達康攝 

臺南縣麻豆鎮小埤里小埤村普庵寺丁亥年普

庵祖佛聖誕祝典整絃 
2008.01.05 任達康攝 

戊子年孟府郎君春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8.04.12 任達康攝 

丙戌年王宅上天府代天巡狩大千歲聖誕祝典 2006.03.01 劉芷姍攝 金聲社 

王明國宅上天府代天巡狩大千歲丁亥年聖誕

祝典整絃 
2007.03.20 任達康攝 

辛巳年水仙尊王壽誕錦棚南管會奏 2001.11.24-25 任達康、陳怡如攝 

壬午年水仙尊王壽誕錦棚南管會奏 2002.11.13-14 任達康、陳怡如攝 

癸未年水仙尊王壽誕錦棚南管會奏 2003.11.02-03 任達康、陳怡如攝 

甲申年水仙尊王壽誕錦棚南管會奏 2004.11.20-21 任達康、陳怡如攝 

臺南市灣裡萬年殿乙酉年葉府大千歲聖誕祀

神整絃 
2005.02.11 任達康攝 

高雄縣茄萣鄉白沙崙萬福宮丙戌科五府千歲

往臺南縣仁德鄉中洲保生宮出巡遶境 
2007.01.14 任達康攝 

和聲社 

丁亥年萬年殿水仙尊王聖誕宴王祝典整絃會

奏 
2007.11.18 任達康、陳怡如攝 

丙戌年孟府郎君暨諸先賢秋祭整絃會奏 2006.10.14 任達康攝 振聲社 

丁亥年孟府郎君暨諸先賢秋祭整絃會奏 2007.10.21 任達康、陳怡如攝 

臺南市鎮北坊鎮辕境頂土地公廟丙戌年入火

安座祝典整絃 
2006.10.06 任達康攝 

臺南市保西宮丁亥年葉府千歲聖誕整絃 2007.07.15 任達康攝 

臺南縣安定鄉海寮村普陀寺丁亥年楊府太師

聖誕整絃 
2007.09.16 任達康攝 

醒聲社 

臺南市祀典興濟宮丁亥年慶成禳熒謝恩祈安

七朝清醮大典普渡植福孤棚整絃 
2007.11.22 方聖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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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茄萣鄉白砂崙萬福宮新樂平劇社戊子

年翼宿星君聖誕祝壽整絃 
2008.03.02 任達康攝 

高雄縣阿蓮鄉中路村玉旨元傳宮戊子年南海

古佛佛誕祝典整絃 
2008.03.23 任達康攝 

臺南市南區四鯤鯓震靈壇乙酉年朱府千歲聖

誕整絃祝典 
2005.10.16 劉芷姍攝、筆者參與演

奏 
群鳴社 

臺南市四鯤鯓震靈壇丁亥年朱府千歲聖誕整

絃祝典 
2007.10.24 任達康、陳怡如攝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甲戌香科開館 1994 方聖陽攝 

臺南縣安定鄉海寮村方進通府方聖儒、陳慧雯

婚禮拜天公 
1994.12.12 方聖陽提供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丁丑香科開館 1997 方聖陽攝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庚辰香科開館 2000.05.07 方聖陽攝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癸未香科開館 2003.05.04 任達康攝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癸未香科(第三日

香、入廟) 
2003.05.17-18 任達康攝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甲申年趙府三千歲

聖誕祝典 
2004.05.30 任達康攝 

臺南縣佳里鎮玉敕皇敕金唐殿乙酉香科五朝

王醮祀王 
2005.03.01 任達康攝 

海寮普陀寺乙酉年楊府太師聖誕祝典整絃 2005.09.10 任達康攝 

臺南市鎮北坊鎮轅境頂土地公廟乙酉科第五

屆文化祭整絃恭祝福德正神聖誕整絃 
2005.09.18 任達康攝、筆者參與演

奏 

臺南縣學甲鎮李竹雄府李泰融、顏妙珍婚禮整

絃拜天公 
2006.01.06 任達康攝 

臺南縣安定鄉海寮村方明寬府方聖福、美琦婚

禮拜天公 
2006.01.06 任達康攝 

臺南縣王姓十五宗祧丙戌年（南安祧）開閩王

祖春祭大典 
2006.03.05 任達康攝 

海寮普陀寺丙戌年孟府郎君聖誕祝典整絃暨

臺南縣西港玉敕慶安宮丙戌年香科入館 
2006.03.11 任達康攝 

臺南縣安定鄉海寮村方平南府方文璁、黃雪味

婚禮拜天公 
2006.04.23 任達康攝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丙戌香科開館 2006.05.07 任達康攝 

清和社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丙戌香科 
媽祖宮鹿耳門天后宮恭請媽祖；玉敕代天巡狩

盧千歲聖駕九十六村庄出巡遶境三日；宴王大

典 

2006.05.11-14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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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安定鄉海寮村方金海府方建宏、淨閔婚

禮拜天公 
2006.05.15 任達康攝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丙戌香科謝館整絃 2006.05.28 任達康攝 

臺南市鎮北坊鎮辕境頂土地公廟丙戌年入火

安座祝典整絃 
2006.10.08 任達康、陳怡如攝 

海寮普陀寺丙戌年溫府千歲往北門永隆宮謁

祖進香祝壽大典 
2006.12.20 任達康、陳怡如攝 

海寮普陀寺丁亥年玉皇上帝聖誕祝壽大典 2007.02.25 方聖陽攝 

海寮普陀寺丁亥年孟府郎君聖誕祝典整絃 2007.03.30 任達康攝 

臺南縣西港鄉玉敕慶安宮管理委員會丁亥年

盧、羅、張（值年：羅士友千歲）府千歲爺聖

誕宴王暨九十六村鄉祝壽大典 

2007.05.27 任達康攝 

丁亥年楊府太師聖誕祝壽整絃 2007.09.16 任達康攝 

丁亥年楊府太師聖誕祝典暨慶典活動 2007.09.17 方聖陽攝 

臺南市振北坊鎮轅境頂土地公廟鎮殿入火安

座週年暨丁亥科第七屆文化祭恭祝福德正神

聖誕整絃 

2007.09.23 任達康、陳怡如攝 

臺南縣歸仁鄉大廟村郭姓祖祠玉敕代天巡狩

榴陽王三聖始祖過港仔公館駐巡府丁亥年榴

陽王三聖始祖一三六六年聖誕聖壽祭祖整絃

祝壽大典 

2007.11.10 任達康、陳怡如攝 

臺南縣佳里鎮玉敕金堂殿十七角頭、廿四村庄

戊子香科迎王和瘟祈安五朝王醮祀宴大典 
2008.02.28 任達康攝 

臺南縣市王姓十五宗祧（中崙祧）戊子年開閩

王祖沈尤王宗親春季祭祖大典 
2008.03.16 任達康攝 

海寮普陀寺戊子年孟府郎君爺聖誕祝典整絃

南聲社會奏 
2008.03.19 任達康攝 

丙戌年孟府郎君聖誕整絃 2006.03.11 任達康攝 龍御社 

戊子年南管始祖孟府郎君爺聖誕祝壽整絃 2008.03.19 任達康攝 

右昌元帥府乙酉年劉（唐、常、陳二）府元帥

聖誕祀神 
2005.12.27 陳怡如攝 

右昌元帥府丙戌年玉皇上帝聖誕祀神 2006.02.06 陳怡如攝 

高雄市楠梓區一甲福德廟丙戌年福德正神聖

誕祀神 
2006.02.28 陳怡如攝 

高雄縣彌陀鄉文安村文吉士廟丙戌年柳府千

歲聖誕祝壽大典 
2006.03.22 陳怡如攝 

光安社 

高雄縣橋頭鄉九甲圍義山宮丙戌年三山國王

聖誕祝壽大典 
2006.03.22 陳怡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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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三山國王府丙戌年三山國

王聖誕祝壽大典 
2006.03.22 陳怡如攝 

高雄市新吉庄北極殿丙戌年北極玄天上帝聖

誕祝壽大典 
2006.03.30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縣左營區元帝廟丙戌年北極玄天上帝聖

誕祝壽大典 
2006.03.30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市楠梓區廍後北極殿丙戌年北極玄天上

帝聖誕祝壽大典 
2006.03.30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市左營區慈濟宮丙戌年保生大帝聖誕祝

壽大典 
2006.04.11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聖雲宮丙戌年保生大帝聖

誕祝壽大典 
2006.04.11 任達康、陳怡如攝 

右昌元帥府丙戌年註生娘娘千秋祀神 2006.04.17 陳怡如攝 

右昌元帥府丙戌年天上聖母聖誕祀神 2006.04.20 陳怡如攝 

右昌元帥府丙戌年釋迦佛祖佛誕祀神 2006.05.05 陳怡如攝 

高雄縣茄萣鄉崎漏村正順廟丙戌年大使爺

公；(謝府三元帥、常府四元帥、范府五王公)
聖誕祝壽大典 

2006.05.28 
 

任達康攝 

右昌元帥府丙戌年謝府元帥聖誕祀神 2006.05.31 陳怡如攝 

高雄縣梓官鄉中崙城隍廟丙戌年城隍尊神聖

誕祝壽大典 
2006.06.07 陳怡如攝 

高雄市左營區啟明堂丙戌年玄靈高上帝關恩

主聖誕祝壽大典 
2006.07.18 陳怡如攝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三山國王廟丙戌年福德正

神千秋祀神 
2006.10.06 陳怡如攝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三甲福德祠丙戌年福德正

神千秋祀神 
2006.10.06 陳怡如攝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三山國王廟丙戌年中壇元

帥聖誕祀神 
2006.10.30 陳怡如攝 

高雄市左營區廍後北極殿丙戌年三朝祈安清

醮禮斗法會暨北極玄天上帝往高雄縣永安鄉

新港海墘開光進香繞境 

2006.11.15~16 任達康攝 

右昌元帥府丙戌年劉(唐、常、陳二)府元帥聖

誕祀神 
2007.01.15 陳怡如攝 

右昌元帥府丁亥年釋迦佛祖壽誕祀神 2007.05.24 陳怡如攝  
高雄縣茄萣鄉崎漏村正順廟丁亥年大使爺

公；(謝府三元帥、常府四元帥、范府五王公)
聖誕祝壽大典 

2007.06.16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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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梓官鄉中崙村城隍廟丁亥年城隍尊神

聖誕祝壽大典 
2007.06.26 陳怡如攝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三山國王府丁亥年福德正

神千秋祀神 
2007.09.25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三甲福德祠丁亥年福德正

神千秋祀神 
2007.09.25 任達康、陳怡如攝 

故館員詹公丁祿府君濕厝 2008.01.06 任達康、陳怡如攝 

臺南縣佳里鎮玉敕皇敕金唐殿乙酉香科五朝

王醮旗牌官遶境/衙門整絃 
2005.02.27~28 任達康攝 

高雄縣茄萣鄉崎漏村正順廟丙戌年大使爺公

聖誕祝典整絃 
2006.05.28 任達康、陳怡如攝 

崎漏金車壇丙戌年三朝祈安清醮觀音佛祖媽

出巡遶境 
2006.07.02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高雄縣燕巢鄉招安村援剿右神元宮謝府元帥

聖誕祝典 
2007.01.15 任達康攝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元帥府劉(唐、常、陳二)府
元帥丙戌年聖誕祝典 

2007.01.15 任達康攝 

高雄縣茄萣鄉崎漏村正順廟丁亥年大使爺

公；(謝府三元帥、常府四元帥、范府五王公)
聖誕祝典整絃 

2007.06.16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縣茄萣鄉崎漏村正順廟正聲南樂社丁亥

年孟府郎君爺往雲林縣古坑鄉荷苞村靈臺山

建德寺地母廟進香暨無上虛空地母至尊聖誕

祝典整絃 

2007.12.02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縣燕巢鄉安招村援剿右神元宮/高雄市楠

梓區右昌元帥府丁亥年謝府元帥聖誕祝典 
2008.01.05 任達康、陳怡如攝 

正聲社 

崎漏金佛寺戊子年老佛祖媽往鳳山市鳳邑龍

山寺謁祖進香 
觀世音菩薩佛誕祝典、回鑾安座祀典 

2008.03.23 任達康攝 

丁亥年西秦老王爺〈曾府千歲、楊府千歲〉三

兄弟六年─往臺南市安南區土城正統鹿耳門

聖母廟、臺南縣北門鄉南鯤鯓代天府、麻豆鎮

麻豆代天府進香出巡遶境大吉 

2007.08.05 
06：30~ 

任達康攝 

高雄縣茄萣鄉頂茄萣賜福宮丁亥年孟府郎君

聖誕秋季祭典整絃會奏 
2007.09.22 任達康、陳怡如攝 

振樂社 

高雄縣茄萣鄉頂茄萣賜福宮天上聖母/代天巡

狩戊子科九朝王醮（值年親王：張府大千歲、

羅府二千歲、余府三千歲）請王大典 

2007.10.03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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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東區金天宮金天千歲戊子年聖誕祝典 2008.03.03 任達康攝 

南海紫竹寺丙戌年觀音佛祖聖誕祝典 2006.03.18 任達康攝 

南海紫竹寺丙戌年觀音佛祖正位(出家)祀神 2006.11.09 任達康攝 

南海紫竹寺丙戌年十一月十五日祀神 2007.01.03 任達康攝 

內門村墩仔腳玉旨乾清宮丁亥年謝府元帥聖

誕祝壽大典 
2007.03.10 任達康、陳怡如攝 

南海紫竹寺丁亥年觀音佛祖聖誕祝典 2007.04.06 任達康攝 

內門南海紫竹寺丁亥年觀音佛祖板剃（得道）

祀典 
2007.08.01 任達康、陳怡如攝 

集聲社 

內門村墩仔腳玉旨乾清宮戊子年謝府元帥聖

誕祝壽大典 
2008.02.27 任達康攝 

高雄縣梓官鄉中崙城隍廟丙戌年城隍尊神聖

誕祝壽大典 
2006.06.06 任達康攝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里財團法人明聖宮白龍庵

董事會丁亥年五福大帝聖誕宴王大典 
2007.06.20 任達康、方聖陽、陳怡

如攝 

高雄縣梓官鄉中崙村城隍廟丁亥年城隍尊神

聖誕祝壽大典 
2007.06.25 陳怡如攝 

梓官義氣堂丁亥年文衡聖帝(張仙大帝、王靈

官天君)開光慶成進香大典（開光安座） 
2007.07.07 任達康攝 

聚雲社 

梓官義氣堂丁亥年文衡聖帝(張仙大帝、王靈

官天君)安座慶成進香大典（進香遶境、祝壽

大典） 

2007.08.05 
03：30~ 

陳怡如、任達康攝 

五公山五

教學院南

樂社 

高雄縣六龜鄉大津村五公山五教學院丁亥年

東華帝君聖誕整絃祝壽大典 
2007.11.09 陳怡如、任達康攝 

高雄市三民區鼎金里金獅湖高雄道德院丁亥

年太上道祖聖誕祝壽大典 
2007.03.31 任達康攝 

高雄縣橋頭鄉九甲圍義山宮丁亥年三山國王

聖誕祝壽大典 
2007.04.08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縣梓官鄉蚵仔寮通安宮丁亥年廣澤尊王

聖誕祝壽大典 
2007.04.08 任達康、陳怡如攝 

高雄縣梓官鄉赤崁村赤崁赤慈宮丁亥年天上

聖母聖誕祝壽大典 
2007.05.06 任達康攝 

高雄縣梓官鄉大舍村大舍甲大壽宮丁亥年天

上聖母聖誕祝壽大典 
2007.05.06 任達康攝 

高雄縣橋頭鄉橋頭村鳳橋宮丁亥年天上聖母

聖誕祝壽大典 
2007.05.06 任達康攝 

廣益南樂

社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天后宮丁亥年天上聖母聖 2007.05.06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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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祝壽大典 

高雄縣鳳山市和興里鳳邑鎮南公仙公廟丁亥

年孚佑帝君（呂仙祖）聖誕祝壽大典 
2007.05.27 任達康攝 

大社青雲宮丁亥年神農炎帝五二二八年聖誕

祝壽大典 
2007.06.10 任達康攝 

高雄縣梓官鄉中崙村城隍廟丁亥年城隍尊神

聖誕祝壽大典 
2007.06.23 陳怡如攝 

高雄縣橋頭鄉白樹村白樹代天府丁亥年池府

千歲聖誕祝壽大典 
2007.07.29 任達康攝 

阿蓮薦善堂丁亥年本師釋迦牟尼佛佛誕整絃

祝典 
2007.05.23 任達康攝 

高雄縣阿蓮鄉阿蓮村清和宮丁亥年辛天君（辛

府元帥）聖誕土庫北極殿過爐整絃祝壽大典 
2007.07.29 任達康攝、筆者擔任樂

生 

高雄縣阿蓮鄉和蓮村（陳氏）胤科祠堂丁亥年

觀音佛祖板剃（得道）整絃祭祀大典 
2007.07.31 任達康、陳怡如攝 

阿蓮薦善堂丁亥年文衡聖帝聖誕整絃祝壽大

典 
2007.08.05 陳怡如攝 

阿蓮薦善堂丁亥年地藏王菩薩佛誕祝壽大典

暨祖先先亡拔薦超渡法會公敬三奠禮典 
2007.09.10 任達康、陳怡如攝 

薦善南樂

社 

阿蓮薦善堂金華寶殿丁亥年瑤池金極天母金

壽蟠桃盛會恭迎八仙降臨賀壽大典 
2007.09.18 任達康攝 

高雄縣鳥松鄉坔埔村鳳邑醉仙亭丁亥年五月

十五整絃 
2007.06.29 陳怡如攝 

高雄縣鳥松鄉坔埔村鳳邑醉仙亭丁亥年六月

十五整絃 
2007.07.28 陳怡如攝 

醉仙亭南

樂社 

高雄縣鳥松鄉坔埔村鳳邑醉仙亭丁亥年李鐵

拐聖誕祝壽大典 
2007.09.24 陳怡如、任達康攝 

鎮海宮南

樂社 
丁亥年恭祝孟府郎君聖誕祝壽演奏 2007.09.21 任達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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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紀錄 
受訪對象 訪談內容 訪談時間 地點 

南管人及南管事 2001.01.05 張宅 

南管人及南管事 2001.04.21 張宅 

張再隱先生 

澎湖地區南管人 2001.04.27 張宅 

絃管祭儀程 2001.01.10 中華弦管研究團 

參與絃管祭情形 2007.12.02 江宅 

披紅的方式 2007.12.06 江宅 

江謨正先生 

北部地區館閣參與祭典情形 2007.12.18 江宅 

清雅樂府交陪館閣及活動情形 2002.09.29 閩南第一樂團 

清雅堂歷史暨館員 2003.10.25 黃宅 

黃金發先生 

清雅樂府辦理中華南樂公演聯誼演奏大會

情形 
2004.10.24 黃宅 

閩南樂府歷史 2003.03.30 閩南樂府 

閩南樂府館員背景、歷任館先生背景 2003.04.06 閩南樂府 

館內懸掛文物緣由、收藏儀仗性物件 2007.04.03 閩南樂府 

早年與地方廟宇交陪情形 2007.12.16 閩南樂府 

曾玉女士 

閩南樂府辦理暨參與祭典情形 2008.01.07 閩南樂府 

清雅樂府參與祭典情形 2004.10.24 清雅樂府 

清雅樂府館員背景 2005.10.20 清雅樂府 

祀套應用 2006.03.02 清雅樂府 

清雅樂府歷史 2007.10.13 清雅樂府 

黃珠玲女士 

清雅樂府參與地方活動情形 2007.12.30 清雅樂府 

吳素霞女士 合和藝苑參與西羅殿祭典緣由 2005.10.26 臺南市西羅殿 

光安社參與右昌元帥府祀神概況 2006.02.28 光安社 

光安社歷史 2006.03.22 光安社 

光安社館員背景 2006.03.30 光安社 

光安社歷任館先生 2006.04.11 光安社 

洪進益先生 

祀套使用 2007.01.15 光安社 

清和社歷史 2006.03.11 方宅 

參與西港香科情形 2006.05.07 方宅 

清和社館員背景 2006.05.11 方宅 

參與婚禮拜天公情形 2006.05.13 方宅 

方聖陽先生 

清和社歷任館先生 2006.12.20 方宅 

潘文良先生 參與祭典情形 2006.03.22 光安社 

薛喜太先生 正聲社年度慶典活動 2006.07.02 正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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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聲社歷任館先生 2007.06.16 正樂社 

正聲社館員背景 2007.12.02 正樂社 

正聲社參與祭典情形 2008.01.05 正樂社 

南管館閣早年活動情形 2007.02.18 閩南第一樂團 

北部地區館閣活動情形 2007.10.03 閩南第一樂團 

南管人及南管事 2008.04.01 閩南第一樂團 

蔡添木老師 

靈前整絃演唱曲目 2008.04.20 閩南第一樂團 

南管禮數 2007.03.29 閩南第一樂團 

祀套應用方式 2007.06.10 高雄縣大社鄉青雲宮 

參與祭典情形 2007.10.03 閩南第一樂團 

館閣儀仗性物件使用比較 2008.04.01 閩南第一樂團 

任達康先生 

館閣踩路隊形比較 2008.05.15 任宅 

薦善南樂社館閣歷史 2007.05.23 薦善南樂社 陳乙金先生 

薦善社所參與年度慶（祭）典 2007.07.29 薦善南樂社 

吳重雄先生 南管師承及館閣歷史 2007.05.23 薦善南樂社 

顏玉枝女士 學習曲目及館閣歷史 2007.05.23 薦善南樂社 

祀套應用 2007.06.10 高雄縣大社鄉青雲宮 陳榮茂先生 

聚雲社參與明聖宮白龍庵祭典緣由 2007.06.20 高雄市明聖宮白龍庵 

光安社歷史暨歷任館先生 2007.06.16 光安社 陳信平先生 

光安社參與祭典情形 2007.09.25 光安社 

正聲社文物 2007.06.16 正樂社 許治女士 

參與祭典情形 2007.12.02 正樂社 

林芬美女士 醉仙亭南樂社歷史 2007.06.29 醉仙亭南樂社 

閩南第一樂團參與儀式活動情形 2007.07.28 閩南第一樂團 

祀套使用情形及師承 2007.10.05 閩南第一樂團 

祭典中祝文及祭文的使用情形 2008.04.01 閩南第一樂團 

呂光輝先生 

基隆地區南管式婚禮應用情形 2008.04.06 閩南第一樂團 

林正先生 集聲社館員背景 2007.08.01 集聲社 

黃淑娟女士 薦善社館員背景 2007.09.10 薦善南樂社 

梁秋菊女士 薦善社館員背景 2007.09.10 薦善南樂社 

曾燕秋女士 振南社配合廟宇參與儀式性活動情形 2007.10.21 振聲社 

南管應用於婚禮之情形 2007.10.25 基隆閩南第一樂團 

本身辦理南管式婚禮情形 2007.10.11 基隆閩南第一樂團 

郭清盛先生 

婚禮整絃曲目使用暨高雄地區拜壽情形 2008.02.07 基隆閩南第一樂團 

陳金拵女士 五公山南樂社歷史暨館員背景 2007.11.09 五公山五教學院 

吳庚生先生 清和社參與祭典情形 2007.11.10 海寮普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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