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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 于 2014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

省马吉朗市隆福庙盛大举行。来自全球近 300 多名道教会和名山道观的道友

们参与此次庆典。 
 

 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 由新加坡道教协会、印尼三宝垄泽海庙、马来西

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意大利道教会、台湾高雄道德院、越南老君道观、

台湾高雄三凤宫、中国怀化玉皇宫联合主办，中国甘肃兰州市道教协会、湖

南芷江天后宫、日本道观、日本道教会、新加坡玉虚道教协会协办，由印尼

马吉朗隆福庙和湖南省怀化玉皇宫分别承办。今届道教节世界庆典也得到了

中国上海三元宫坤道院、辽宁铁嶺太阳宫、青海省西宁市北山土楼观、青海

省昆仑山无极龙凤宫、湖南芷江天后宫、印尼 PT. ETSA ADMARK 宝号、越南

KOVA PAINT 宝号、新加坡玉皇宫及美国 FOCAL 华族音乐公司的踊跃赞助。 

 

世界庆典代表团在印尼活动结束后，在召集人李至旺道长带领下于 3 月 9

日出席了由湖南省东盟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三届湖南省道教节“道

教在东盟各国的传播”高峰论坛；12 日至 13 日参加由湖南省怀化玉皇宫承

办的“第三届湖南省道教节暨道祖老子诞辰 2585 周年庆典”；随后于 15 日

(二月十五)道教节老君诞当天到河南灵宝市函谷关朝圣；17 日赴楼观台谒拜

道祖、讲经台感應道祖的灵气，同时并得到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的热情

接待、深切交谈及泼墨挥毫赠送墨宝留念。之后并到太白山参加开光活动。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 大文豪家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人的根

底全在道教”它早在一二千年前就随着中国人向外的发展而扎根海外。 根

据道曆，道教至今（西曆 2014 年）已有 4711 年历史，它源自轩辕黄帝（始

祖），发扬于老子（道祖），成立于东汉顺帝时的张道陵祖天师（教祖），

其中包含和继承了上古至今，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民族传统以及民间的风俗

习惯。 

     

据道书记载，老子乃为元始天王所化，神宝君之化身，道教奉祂为太上

老君、太上道祖或道德天尊，列为三清尊神之一，乃大道至尊之神。老子生

于商朝武丁二十四年(公元前 1301 年)岁次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原名李

耳，字伯阳，号聃。 生而异相，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因童颜皓发，世人

尊为“老子”。 周朝文王时为守藏史，后西出函谷关度尹喜以成真，留下

《道德经》。海内外道教徒将老子之“道”作为最高信仰，并将道祖降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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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十五，作为道教至重节日，逢此吉日，各大名山道观宫庙都设坛庆

贺礼拜，此节日称为道教节。 

 

    将农曆二月十五太上道祖诞辰列为节庆，早在一千多年前(746 年)的唐

朝已经存在，並且列为全国假期。 以 2014 年计算，1268 年前的老子诞辰日

已经是中国的假期。到了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庆祝太上道祖诞辰日的记

载。  

 

    今天，世界五大宗教的主要庆典如基督教与天主教的耶诞节、伊斯兰教

的开斋节、佛教的卫塞节（佛诞）、兴都教的除妖节等，都受到重视与认同

并在许多国家都有被定为法定假日，唯独源生于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没有被

认同。 

 

    新加坡道教协会自 1996 年成立以来，即发动于每年二月十五举办道教

节以庆祝道祖太上老君(老子)圣诞，致力于弘扬道教文化，推动道教在世界

范围内的弘扬。新加坡道教协会于 2011 年联合印尼三宝垄泽海庙、马来西

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与意大利道教会三家国际道教组织发起并引领 18 个

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个道团，共同启动“道教节世界庆典”活动。道教节世

界庆典召集人李至旺道长认为，道家思想蕴含与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

民族传统以及民风民俗，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文化，集中国古代文化

思想之大成，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文化以尊道贵德、重

生贵人，成为劳动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影响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李道长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够将设于道祖老子诞辰的“道教

节”推广为公定假期，进一步在道祖老子三宝“慈、俭、不争”理念的教诲

下，进一步推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服务的发

展，促进各宗教间互相了解、信任和尊重，确保和平共处，真正让道祖感应

全世界人民，把道祖“以和为贵”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传播至全世界。 

 

    为此，道教节世界庆典发起单位以“道通天地、德化万物”为主题，高

层建瓴地向全世界发出四点倡议： 

 

一. 团结全世界道教徒认同“道教节”，於此二月十五“道教节”大日子共 

    同欢庆道祖太上老君（老子）圣诞。 

二. 鼓励全世界道教徒定期於每年二月十五齐聚道教圣地/老子故里“朝 

    圣”。 

三. 把道祖老子《道德经》教诲传播至全世界。 

四. 弘扬道教至全世界，争取“道教节”有朝一日被公认为法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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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 在印尼马吉朗隆福庙举办，这是继 2009 年印尼三

宝垄泽海庙联合新加坡道教协会及马来西亚道教联合总会为庆祝道祖太上老

君(老子)圣诞举行道教节跨国庆典后于印尼举办的第二次国际道教节大型活

动。此次活动对道教在世界的影响力巨大无比。道教节世界庆典于此举行开

幕后即如火如荼地于世界各地展开长达一个月的庆祝活动。首先，于 3 月 5

日至 7 日（农历二月初五至初七）假印度尼西亚的马吉朗市举行，其活动内

容重点如下： 

1. 献供大典 - 二月初五上午 9 时 30分，东道主隆福庙理事及国外嘉宾们 

在大会顾问中爪哇三教教士协会会长暨印尼百家姓协会总主席林万金、道教 

节世界庆典召集人李至旺、大会主席游国联、大会副主席黄仕贤、黄金忠、 

陈华贵、大会秘书长庄宝贵、副秘书长林达仁、庄理扫、印尼资深教士 Imam 

Suhandoko 及工委会主任黄淑丽等带领下参与由印尼三教教士协会会长王钦 

健主持的当地三教会礼拜仪式。10 时 30 分悠扬悦耳的道乐《太极韵》响 

起，李至旺道长帶领着 12 名穿著盛装法衣来自中国各道观住持及新加坡道 

友组成的经师团引领全場 300 多名来自国内外道众整齐有序地列队进入由隆 

福庙大礼堂佈置成的庄严道場向道祖太上老君、三清道祖进行隆重的《祝寿 

礼仪献供大典》敬献。首先由经师团为道場及信众洒淨，接著集体向道祖太 

上老君、三清道祖上香献供祝寿。此活动最大的重点，就是每一位参与者都 

能亲自向道祖献十供、行三礼九叩首，共同诵念《三清宝诰》及朗诵《道德 

经》第一、第六十七和第八十一章。全場道众在虔诚的诵唱《福生无量天 

尊》圣号下完成《祝寿礼仪献供大典》。 

 

2. 道教文化展暨及义卖会 – 二月初五下午，嘉宾们在午餐后乘车抵达三

孝大礼堂参加道教文化展及义卖会开幕。三孝大礼堂分隔为三个部分：一头

佈置成装璜堂皇、可容纳五百人的宴会厅；中间分隔成论坛会议厅；另一头

做为展览及义卖会场地。现场以三种语文（中、英、印尼文）大型海报和布

条佈置并展出了道教及老子的简介，展场也设有流通处分发海内外诸位高道

大德所带来的书本刊物。参与盛会的道长们也现场挥毫、题字交流。展場另

一边摆起摊位售卖多种多样的当地产品和纪念品。 

 

3. 国际对话交流会 – 组委会安排了一场交流会，目的在于让来自世界不

同地区的道友们分享各地道教发展所面对之困境及行道心得，会上各地道友

踊跃发言，大家互相勉励、学习。 

 

4. 道教节庆典晚宴 –印尼宗教部、佛教司长 Bapak Dr. A Joko Wuryanto 

S. Sos. M. Si. Mpd 和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主席王钦健先生是晚宴的主

宾。依照道教节世庆传统贯例，上届（2013 年）道教节世界庆典开幕式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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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马来西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总会长郑观胜先生及承办方哥打马鲁都福德

祠主席佘润川先生在召集人李至旺道长的见证下代表将道教节信物“道德太

和球”移交至今届承办单位马吉朗隆福庙顾问、中爪哇三教教士协会会长暨

印尼百家姓协会总主席林万金先生及大会主席游国联先生手上，这象征道教

节世界庆典之传承。随后，传灯仪式开始，李至旺道长手中持着上午于献供

大典上点燃的大蓮花烛 -和谐之灯向主宾林万金先生手中持着的小莲花烛点

燃，再由林万金先生转身到台下将灯火一个传一个地传给所有嘉宾，现场灯

光这时逐渐转暗，烛光照亮全厅象征和谐之灯点亮，和平、和谐之火将传至

世界各地，祈愿“道通天地、德化万物”世界太平。晚宴上还呈献印度尼西

亚当地色彩的午蹈歌唱，给来自回国外的嘉宾们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5. 国际道教论坛 – 主题：“道教与世界接轨，我们做到了吗？”此次主

题是延续 2012 年于台湾举办道教节 2012 世界庆典的论坛，当年会上学者提

出了“道教如何与国际接轨”，相隔两年大家再来讨论道教接轨世界是否已

经做到了，意义深重。大会邀请到了七位学者高道大德们以此主题分做上下 

午两场做相关论文分享，论坛内容如下： 
 

    首场，由印尼三宝垄泽海庙张理彼居士代表东道主先向大家简介《道教

在印尼的传播》，他讲述了道教在印尼面对的困难及还不受政府承认因此把

希望寄托于当地的三教会组织（儒、释、道），道教在印尼传教也因此带来

各种不便。他恳请大家別帶著异样眼光看待印尼民间道教，并请给予多一点

关怀和耐心，印尼道教需要各地同道的扶持，印尼道教信众还需长一点时间

才能提升信仰素质。 

 

    随后，意大利道教会会长李玄宗道长做为此次国际论坛的主题演讲者首

先与大家分享以他做为一个“老外”洋道士如何在天主教为主的意大利传教

及所碰到的种种困难、但他依然坚持的在办道。 

5.1 《道教如何与国际接轨？》 

    李玄宗道长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人们为了权势不择段，

滥用权力以达到目的。道教的开放式系统及灵活度能使道教融入不同文化、

社会和家庭环境，祂不局限于华族或中国人。道教不单是亲近人们，更是渗

透在人们的心里，祂通过六项因素成功遍布世界； 

一.道教以人为本，强调“天，地，人，三才和谐” ；  

二.道教注重生态环境，维护大自然；  

三.道教道德宗旨务实及简单明了–道祖老子的“三宝”及“无为”思想；  

四.道教与神明关系附有自然性及互动性，能与神明感应、交谈，神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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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不可及的对象；  

五.道术如内功、养生、坐忘，加强人体保健，祛病延年；  

六.道教崇向自然之道，个人不会丧失自我，内心也不会出现与外界产生矛 

   盾。  

接着他的分享，整个现场气氛一度高昂。 

 

5.2 印度尼西亚 Stephanus Djunatan 博士–《道德经与确认原则》  

    Stephanus Djunatan 博士觉得，宇宙观和肯定原则能成为现代跨文化互

作用的重要启示。今日世界跨文化的相互作用发展能产生正面的、具有建设

性的成果。跨文化的相互作用具有摧毁甚至灭绝某种人类文明的潜力。跨文

化之间发生结构性或文化差异的社会暴力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不同文化

之间的战争，种族灭绝，歧视，压迫，种族清除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尤为

显著。 

    《道德经》里的中国古代哲学提供积极主动争取真正的平等，建设性的

跨文化相互关系。没有这个启示，现代的跨文化关系就会在永无休止的互相

歧视、压迫、霸权主义等暴力的圈子里打转，因为总是否决并被认为是“敌

人”的文化。 

 

5.3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居庸关长城城隍庙住持张兴发道长 – 

《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的宗教》 

    张兴发道长解释，道教信仰的核心“道”和阐发“道”的老子及其《道

德经》早已走向了国际，被世界人民所认同。目前世界上多个国家的科学

家、学者和政界首脑均高度评论道教之道和道教圣经《道德经》。道教成为

世界性的宗教是非常乐观的。 

道教的信仰具有普世性，最高信仰是“道”，“道”作为宇宙之源、万

物之本，是没有时空限制，完全普世的。“道”散则为气，聚则成“神”、

是道的形象化。最高尊神三清道阻，三位一体，都是道的化身。其他众神，

也都是因应民众的信仰需要而显现的，也是所谓的“随方设教”。在历史 

上，众神给华人启示；今天，道教传播到世界各地，众神也会给世界各地的

人们以启示。 

 

5.4 中国安徽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涡阳天静宫住持李福道长 – 

《伟大的梦想》 

    李福道长之所以会讲这个话题，是从道教的使命和当今世界的形势做考

量。人类今天的时代，拥有着前所未有无比惊人的巨大力量。然而，人类的

命运却实在是个未知数。一面将是仙山琼阁（天堂），一面将是幽冥地府

（地狱），即可能“飞升仙界”，又可能“直下地狱”。 



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圆满成功举行 

TAOIST DAY 2014 WORLDWIDE CELEBRATION 

6 
 

     

    道教为实现“得道成仙”这一伟大梦想，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挖掘应

用，道教信仰代表着平安的基本追求；道教的行善积德理念有助于世界各国

以及社会各階层和睦相处；道教的天人合一精神，有助于当今生态文明建

设…等。 

 

5.5 中国湖南省东盟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中南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吕锡琛

教授 –《道教养生与世界互动》 

    吕锡琛教授强调，尊道贵德、追求得道成仙，是道教徒的最终目标。为

了实现这一人生理想，道门众人尊重生命，宣导性命双修，形神俱妙，为探

讨生命的奥秘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艰苦努力，体现出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独特理

解和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养生保健智慧，不仅包括理论层面的道教养生哲

学，又形成了从饮食起居到为人处世、习练颐养的实践方法和行为规则，涵

盖了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等多个层面。 

    这些智慧日益受到当代世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列如，道教心里保健智慧

受到荣格、马斯洛、罗杰斯等西方心里治疗家的青睐和应用；道教形神兼修

的整体养生模式与现代医学从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来阐述健康和疾病的

医学模式相吻合，道教的养生方法日益引起西方人士的兴趣。可见，道教不

仅能够与国际接轨，而且能够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向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独

特而具有益的生命智慧。 

 

5.6 马来西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总会长郑观胜先生 – 

《道教的迷思与正信》  

郑观胜总会长坦言，现在的道教，不但不明经书，而且把《道德经》哲

学化、把道教当哲学来研究；更有些人只称道家不称道教，然后画符行咒；

而且科仪与乩仪各弹各调，逼得有些乩仪庙宇脱离道教说是民间宗教；道教

的习俗其来有自，但道长大师与专家学者只研究哲学高调，绝少宣传民间习 

俗的经书根据，使得教不成教，学不成学，这是非常有问题的，就连乩童是  

否为道教，都莫衷一是。 

    道教的种种迷思与问题，对于道教的永续发展有着绝对的影响。而且，

民间道教信仰与官方道教信仰，脱节已久。针对这些迷思，多为语焉不详、

以致他教频频攻击。其实，为我道教，为正宗华人宗教，却不能为道教解说

辩护，任由他教攻击，对于广大道教信徒的自信实在伤害很重。 

 

5.7 新加坡道教协会副会长陈至霞道长 – 

《“道教节”我们的大日子 – 为何要有世界庆典？》 

    陈至霞道长做为论坛的最后一位发言人，向大会解说为何要以世界庆典

方式庆祝道教节。世界性的庆祝活动是将新趋势，重要节日、纪念日进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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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重要平台。不管它的规模及参与程度，这个平台都包括不同种族，文化

等背景的人们。以上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友谊并创造更宜居的世界。 

    自 2011年起，“道教节世界庆典”的创办者已经把这个节日带到国际

舞台上。除了庆典活动，东道主也努力地制作互动展览，版画和应用媒体来

提升信徒及公众对道与道教的认识。这不只利益予当地及海外参与庆典活动

者，也包括整个社区（群）。庆典也把和平与和谐的讯息传达出去，目的是

为了滋润每个人，每个家庭及每个社会的精神及激发其潜在良知。世界庆典

活动中的论坛，对话会和交流会也让各地道友们交流、分享及推动各自促进

和平运动的心得。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好的做法，或改正不恰当的方式，力并

带回到各自的家园。 

愿“道通天地”，让我们以道行天下“德化万物”。每逢道教节这一

天，希望世界各地的道教徒们在精神上、心灵上联系在一起，一心一意，制

造一个和平世界。 

 

6. 道教节世界庆典国际会议 - 会议上首先由 2013年主办方马来西亚沙巴州

道教联合总会总会长郑观胜向大会简报道教节 2013 世界庆典盛况并感谢各

方代表的支持出席活动，让沙巴州道众对举办道教节世界庆典更有信心及动

力。召集人李至旺向大会汇报去年的财政收支，共有盈余计新币一万余元平

分予两个承办单位：马来西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和台湾高雄道德院。最 

后由今届承办单位马吉朗隆福庙顾问、中爪哇三教教士协会会长暨印尼百家

姓协会总主席林万金先生宣布马吉朗隆福庙將在 3 年后即 2017 年再度承办 

道教节世界庆典；印度尼西亚三宝垄泽海庙主席庄理扫居士亦宣布泽海庙申 

办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9 ，会上掌声如雷给予支持鼓励。 

 

7. 道教节圆隆晚宴 –经过两天丰富节目的活动后，晚上在东道主代表庄宝 

贵秘书长帶领下各国代表们上台高歌齐唱“团结就是力量”下，道教节世界 

庆典 2014 于印度尼西亚掛上圆滿句号。大家齐盼把道祖老子《道德经》教 

育传播，把道祖三宝“慈、俭、不争”的精神传播至地球各角落，愿“道通 

天地，德化万物”。来年道教节道祖诞再聚。 

 

    为印尼火山爆发灾难祈祷 - 因 2月 13日印尼东爪哇克卢德火山爆发导

致二十万人受灾撤离家园，组委会借著庆祝道教节道祖诞大日子特别安排在 

3 月 7 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 婆罗浮屠佛塔为印尼及老百姓祈祷。大众在

各国道长们带领下转天尊诵念“消灾延寿天尊”圣号，祈求天尊感应大慈大

悲，世界和平、天灾永消，人祸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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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尼“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的圆满举行，道教节世界庆典国际代 

表团马不停蹄的进行下一项活动 - “朝圣之旅”。首先是参加由湖南省东 

 

盟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主办的“道教在东盟各国的传播”高峰论坛，这也是 

“第三届湖南省道教节”的活动项目之一。 

 

世界各地对中国道教文化的尊崇，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

视。2013 年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时，将 2014

年确定为“中国 – 东盟文化交流年”。今年 3 月 9 日至 11 日，湖南东盟

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主办的“道教在东盟各国的传播高峰论坛”在湖南长沙

成功举办，中国外交部和文化部给予指导和肯定。来自世界各地、港澳台和

中国大陆的道教研究者 50 余人出席论坛。 

 

在去年道教节 2013世界庆典开幕式的国际会议上，湖南省怀化玉皇宫申

办了今届的世界庆典主办权，并一直努力争取该活动能在中国举行。虽然因

各种原因阻碍在名称上有些改変，怀化玉皇宫依然庆祝道教节，并承办“第

三届湖南省道教节”。 此次活动在 3月 12日上午举行“道祖老子圣诞 2585

周年庆典”，并在当天下午举行了“湖南省第三届道德经讲座”。3 月 13

日，由怀化玉皇宫经团率领大众抬举道祖圣像游境赐福，保佑合境平安幸

福、消灾解厄，活动圆满。  

 

农历二月十五 – 太上道祖老子圣诞日，世界庆典代表团出席参加函谷

关老子诞辰 2585 周年暨《道德经》问世 2505 年庆典活动，并在圣地蒙福感

应寻思悟道。道教节世界庆典组委会希望推动道教徒于每年二月十五期间到

道教圣地/老子故里朝圣、寻根，感应蒙福。国际代表团于 18日续程到楼观

台及太白山等圣地朝拜访道，整个世界庆典也到此完成使命。值得一提的

是，每一年的“朝圣之旅”的一切活动费用都由参加者自理、实行 AA 制， 

不需承办单位的任何物质援助和招待，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和做法正

是本着道祖三宝之“俭”的精神。 

 

今年除了“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的举办以外，各地联办团体也都纷纷

举行大型庆典、其中包括；新加坡道教协会主办的新加坡道教节庆典，台湾

高雄道德院道祖诞礼斗法会，马来西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主办的第五届沙

巴道教节庆典，还有意大利道教会主办的意大利道教节–慈爱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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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台湾高雄道德院三清太乙大宗师翁太明道长说的：“道教没有分裂

的本钱”。希望各地道友能够团结一致、把道祖三宝“慈、俭、不争”的精

神传播至地球各角落，让道教与世界接轨、教化众生。团结就是力量！ 

 

 

道教节世界庆典组委会谨此呼吁大家 

一同庆祝我们的大日子–二月十五“道教节”!! 

 

请注意：欢迎有意承办明年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5的道教团体宫观等组织与

国际协调处 – 新加坡道教协会联系。 

 

太上感应，道祖慈悲；无量寿福，平安善哉。 

 

 

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 组委会  稽首 

 

道历四七一一年岁次甲午年四月廿一 

西历 2014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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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 花絮 
1. 献供大典 – 3月 5日上午，来自海内外的信众嘉宾们参与了《献供大典》。 在简单

暨隆重的气氛下，由参与盛会的道长们所组成的经师团为所有信众洒净，然后带领信

众献十供、称圣号、诵念祈祷词、朗读《道德经》。 

 
十方善信手捧着一份供品礼盒，内有十种

供品。 

 
道众虔诚诵咏《三清宝诰》，朗读《道德

经》。 

 
经师带领转天尊，诵咏道祖圣号。 

 
个别献供于道祖坛前。 

 

2. 文化展览暨义卖会 – 大会现场设有一个展览厅简介道教及道祖，此次展览最大突破

为通用中、英、印尼三种语文，而展览处也有书法示范交流等活动与信众互动。 

 
展览简介道教及道祖老子生平。 

 
道长现场书法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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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交流会 – 3月 5日下午，参与的道友们分享了他们在学道、弘道上所碰到的困

难，互相交流指教。 

 
来自各地道友们踊跃参与交流会。 

 
会后点心继续交流。 

 

4. 庆典晚宴 –庆典晚宴高潮是道教节世界庆典标志物“道德太和球”的移交，由上届

2013年开幕式东道主移交给今届 2014年承办方。随后，也进行传灯仪式，将和谐之

灯传播万里、愿“道通天地，德化万物”。 

 
在召集人李至旺（右 1）见证下马来西亚

沙巴州道教联合总会总会长郑观胜先生

（左 2）及承办方哥打马鲁都福德祠主席

佘润川先生（左 1）代表移交道德太和球

给印尼马吉朗隆福庙暨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筹委会顾问林万金先生（右 2）及大

会主席游国联先生（中）。 

 
人人一盏灯，将结下的和谐之缘传承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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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论坛 – “道教与国际接轨，我们做到了吗？” 大会邀请到七位大德学者做专题

演讲，也将演讲内容刊登在特刊里头。 

 
现场听众仔细聆听，踊跃交流。 

 
大会顾问林万金先生（中），中南大学外

语学院辛红娟教授（右 1），印尼 Dr 

Stephanus Djunatan（左 1），中国道教

协会研究院、北京居庸关长城城隍庙住持

张兴发道长（左 3），中国安徽省道教协

会副会长、涡阳天静宫住持李福道长（左

2），中国湖南省东盟文化研究交流中

心、中南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吕锡琛教

授（右 3），马来西亚沙巴州道教联合总

会总会长郑观胜先生（右 2），新加坡道

教协会副会长陈至霞道长（右 4），道教

节世界庆典召集人李至旺道长（左 4）。 

 

6. 参观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 婆罗浮屠转天尊、天灾永消降吉祥。由于 2月 13日印尼东

爪哇克卢德火山爆发造成人心惶惶，世界庆典代表团特于参观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婆

罗浮屠佛塔时称念天尊圣号，祈求天灾永消、世界和平。 

 

 
尽管天气炎热、阳光猛烈，大家还是凭着

一颗慈悲心，为灾难祈祷。 

 

 
功德回向，于佛塔下集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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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代表团于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承办单位印度尼西亚马吉朗隆福庙前合影。 

 

 
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4于印尼圆满成功举行、海外嘉宾与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在欢送晚宴

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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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月 10-11日，道教在东盟各国的传播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系“2014中国

—东盟文化交流年”系列活动之一，由湖南省东盟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中南大学宗

教研究中心主办，湖南道教协会协办。 

  
 

8. 道教节世界庆典国际代表团随后于 3月 12日至 13日（农历二月十二至十三）出席了

由中国湖南省怀化玉皇宫承办之“湖南省第三届道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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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道教圣地函谷关朝圣 

 

 

 

 
 

10. 问道楼观台、太白山 

 

 

 

 
楼观台和终南山为道教圣地之一，今年道教节世界庆典代表团特地到此朝圣、也拜访

了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及参加太白庙神像开光典礼。 

 

 

 
由新加坡道教协会主办的第 19届新加坡 道

教节庆典于二月初一开始，廿九晚举行圆隆

晚宴，长达一个月。 

 

 

 
新加坡道教节圆隆晚宴上，得到多种族宗

教代表的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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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沙巴州道教节庆典嘉宾们一同鸣钟

击鼓。 

 

 
台湾道德院于道祖诞举行礼斗法会为善信

消灾延寿。 

 

 
北京道教节为中国首个用“道教节”庆祝道

祖圣诞的庆典，活动内容丰富。 

 

 
意大利道教节以道祖三宝之“慈”为主

题、走进当地高中学府向学生讲道。 

 

 

 

   =========================================== 

 

 

 

 

请注意：欢迎有意承办明年道教节世界庆典 2015的道教团体宫观等组织与

国际协调处 – 新加坡道教协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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