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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經費舉行活動、演講一覽表

計畫舉辦之活動
國內外研討會、工作坊、競賽、表演、系列講座、參訪、(模擬)策展等。
名稱
楊南郡博士學術演講
「鹿野忠雄」

參加
人數
25
人

時間地點

說明

103 年 1 月 8 日
中興大學綜合大樓 605 影視教室

賴欽聰主任主講「香火 52
袋的神跡：彰化南瑤宮」 人

102 年 3 月 29 日
中興大學綜合大樓 605 影視教室

陳育帄執行長主講「原
鄉時尚看文創產業」

50
人

102 年 3 月 22 日
中興大學綜合大樓 605 影視教室

中臺灣觀光資源踏查：
霧峰林家、光復新村與
地震博物館

43
人

102 年 4 月 20 日
台中縣霧峰區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聚
落口述與歷史景點踏查

20
人

102 年 4 月 20-21 日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

前進埔里─歷史建築、遺 14
址與帄埔族群
人

102 年 5 月 4 日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布
農族原住民歷史景點踏
查

13
人

102 年 5 月 4 日
南投縣信義鄉

參訪大坑文史景點田野
教學

24
人

102 年 5 月 11 日
台中縣大坑風景區

「戰後中臺灣觀光旅遊
史」校外觀光資源參訪

35
人

102 年 5 月 18 日
苗栗縣三義鄉

大肚山、高美濕地人文
生態田野教學

70
人

102 年 5 月 19 日
台中縣大肚山、高美濕地

前進谷關─大甲溪流域
中上游探秘

35
人

102 年 5 月 25 日
南投縣谷關風景區

新社-后豐鐵馬道-豐原
文史田野教學

17
人

102 年 6 月 22 日
台中縣新社鄉、台中縣后豐鐵馬道

古墓奇兵系列（1）：臺
中市古墓史蹟田野教學

21
人

102 年 10 月 6 日
林允卿墓、林文察衣冠塚、丘先甲墓、

南投縣埔里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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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標墓、林月汀家族墓、廖煥文墓、
1895 史蹟館、英雄烈士祠(or 益源大
厝)
「戰後中臺灣觀光旅遊
史」校外觀光資源參訪
計畫

34
人

102 年 11 月 2 日
南投縣竹山小鎮文創、內湖國小建築
群、妖怪村創意園區

古墓奇兵系列（2）：臺
中市古墓史蹟田野教學

23
人

102 年 11 月 10 日
竹山林月汀墓、林屺將士墓、林鳳池
衣冠塚、萬年亨衢

「台灣歷史地理學」戶
外教學

50
人

102 年 12 月 7 日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松林部落與武界
部落

「莫那魯道最後抗日據
點：馬海僕岩窟」田野

16
人

102 年 12 月 14-15 日
南投縣仁愛鄉

楊南郡博士學術演講
「伊能嘉矩」

87
人

102 年 10 月 9 日
中興大學綜合大樓 605 影視教室

楊南郡博士學術演講
「項居龍藏」

52
人

102 年 11 月 6 日
中興大學綜合大樓 605 影視教室

楊南郡博士學術演講
「森丑之助」

21
人

102 年 12 月 11 日
中興大學綜合大樓 605 影視教室

教學

二、鄭孜睎老師課程規劃與執行
本學期經由「教育部應用能力計畫」的計畫補助下，在第二期加開了幾門
課程，在敝系研究所加開了「臺灣山區調查研究方法」，另外大學部二年級以上
才能修習的「臺灣歷史地理學」。其中，尌以「臺灣山區調查研究方法」課程，
書寫操作過程，簡略如下：
本課程主要是針對中興大學歷史系研究所學生所設計，由於興大位於台灣
中部，且早期又以農林學科擅長，在日治時期曾經是總督府農林學校，戰後又繼
承了北海道大學的演習林(戰後稱為實驗林)，留下許多珍貴的農業史料，因此除
在農業的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外，尚有多處的實驗林區，其中一處面積廣大，
且又位於中部山區，在地理條件上算是泰雅族眉原群的傳統居地，日治時期官方
也曾透過多次隘勇線推進，進入此山區控制，因此如何將此區的歷史與人文特色
突顯出來，則是此次課程的最大特色。
本次的課程設計，有別以往的單向授課方式，主要透過研究生的蒐集資料，
4

然後下次在課堂上討論，大約進行4-5週的資料蒐集。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依
循著傳統的史學方法，不過新加上新研究工具與田野調查方法，以下把相關研究
方法簡述如下：
(一)尋找相關山區的歷史文獻：透過《臺灣日日新報》、戰後報紙、學術
論文與相關專著，詴圖收集此山區的基礎資料，以便將來進一步研究此地區的人
文。
(二)實際田野調查：為了瞭解中興大學惠蓀實驗林場相關的人文史蹟，因
此利用兩次田野調查機會(2013年11月9日與12月20-21日)，前往惠蓀林場場區內
調查。
經過了一學期同學們的辛苦努力後，讓我們對於惠蓀林場也有了進一步的
認識。

圖一 本次課程所研究的惠蓀林場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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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研究成果詳見附件一

三、蘇全正老師課程規劃與執行

課程名稱

保庇：臺灣民間
信仰與生命關懷

學分 修課
數 人數
2

31

授課
教師
(含職稱)

邀請業師名單

性
別

(含任職學校、兯司、機構及職稱，外
聘專業師資需註明外聘，並填寫其單位
職稱)

男 釋法藏（佛衛電視台台長，外聘）
（兼任助理教
林茂賢（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
蘇全正
授）

語文系專任副教授，外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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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課人數表
計畫課程預選人數為18人說明課程進行方式、作業評量方式後部份同學加簽
選課，加退選結束束後為男17人、女14人，共31人，明列學生名單如下：
序
號

學號

姓名

性
別

序
號

姓名

性
別

1

3097044009

李○芬

女

23 4100013005 李○儀

女

2

3097044032 邱○紘

男

24 4100013006 郭○賢

男

3

3097044039 李○仲

男

25 4100013030 何○芸

女

4

3098044034 鄭○傑

男

26 4100013050 葉○方

男

5

3099044010 胡○君

女

27 4100013053 賴○木

男

6

3099044012 鄭○晟

男

28 4101013001 王○豪

男

7

3099044019 陳○樺

女

29 4101013017 陳○華

男

8

3099044022 陳○朋

男

30 4101013050 尤○孙

男

9

3099044025 高○涵

女

31 7101013004 郭○廷

男

10 3099044019 陳○樺

女

11 3099044032 張○昇

男

12 3099044039 劉○詵

女

13 4099013003 翁○萍

女

14 3099044035 王○云

女

15 4099013028 薛○恒

男

16 4099013041 蔡○琪

女

17 3099047006 柯○竹

男

18 4099013067 楊○儀

女

19 4099013068 吳○穎

男

20 4099013069 杒○元

男

21 4099013047 陳○柔

女

22 4100013004 蘇○絜

女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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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課學生原專業領域統計表

所屬系所
歷史系

夜歷史系

夜生管系

人數統計

合計
大一

0

0

0

0

大二

3

0

0

3

大三

6

0

0

6

大四

8

8

1

17

大五

0

4

0

4

碩一

0

0

0

0

碩二

1

0

0

1

修課總人數

18

12

1

31

3.課程進度表及課程內容

課程名
稱
學分
週次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保庇：臺灣民間信仰與
生命關懷
2
講師姓名、單位
及職稱
蘇全正、歷史系、

任課教師

蘇全正

課程開設日期

102-1

課程內容

緒論：課程架構和授課方式、內容介紹。 繳交上課筆記

兼任助理教授
蘇全正、歷史系、

備註

心得。

民間信仰的研究方法與理論

兼任助理教授

繳交上課筆記
心得。

蘇全正、歷史系、

民間信仰的行為對象與分類體系

繳交上課筆記

兼任助理教授

學習小組分組：名單確定、議題確定。

心得。

蘇全正、歷史系、

臺灣開發史概述。

繳交上課筆記

兼任助理教授

心得。

釋法藏、佛教衛星 專題演講：「佛教生命觀與大學通識教

繳交演講心

慈悲電視台台長

育」。

得。

蘇全正、歷史系、

臺灣原住民神話傳說與漢人信仰的思想理 繳交上課筆記
8

第7週
第8週

兼任助理教授

路和觀念

心得。

蘇全正、歷史系、

臺灣民間信仰的組織與功能

各組議題確認

兼任助理教授
蘇全正、歷史系、

臺灣社會文化與民間信仰發展

兼任助理教授
蘇全正、歷史系、

第9週

和修正。

兼任助理教授

繳交上課筆記
心得。

期中考週
當付宗教與人文：人神交陪、人間淨土

繳交分組孝廟
調查報告資料
表、蒐集情形及
問題意識。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蘇全正、歷史系、

臺灣人的生死觀

兼任助理教授
蘇全正、歷史系、

心得。

當付臺灣宗教現象的觀察與評析

兼任助理教授
蘇全正、歷史系、

繳交上課筆記

繳交上課筆記
心得。

宗教史料、信仰的田野調查與採錄實務

繳交上課筆記

兼任助理教授

心得。

林茂賢、國立臺中 專題演講：「臺灣民間信仰的儀式與陣

外聘業師。

教育大學台灣語
文系專任副教授

頭」。

蘇全正、歷史系、

民間信仰與生命禮俗（一）：節氣與節慶

兼任助理教授

繳交上課筆記
心得。

蘇全正、歷史系、

民間信仰與生命禮俗（二）
：生之頌、死之 繳交上課筆記

兼任助理教授

藝。

心得。

蘇全正、歷史系、

民間信仰與生命禮俗（三）：醫療與宿命

繳交上課筆記

兼任助理教授

心得。

兼任助理教授

自我學習日暨小組期末成果報告簡報
（一）。

蘇全正、歷史系、

期末考週：小組期末成果報告簡報（二）。 繳交 ppt、紙本

蘇全正、歷史系、

兼任助理教授

繳交 ppt、紙本
報告及簡報。

報告及簡報。

＊課程研究成果詳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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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一、鄭孜睎老師課堂研究成果

一、中興大學惠蓀林場簡史
臺灣經過荷治、明鄭、清朝、日治等不同政權更迭，在二次大戰後，再由中
華民國接收臺灣，在不同政權的交替之間，總會出現一段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
因此本段詴圖以國民政府來臺初期，如何接收日本所留下的林業資源做為討論的
背景，下文即以位於南投縣中興大學惠蓀林場為核心以論述。
(一)惠蓀林場之規模、法規與管理
惠蓀林場為國立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國立中興大學下稱興大；實驗林管
理處下稱林管處)所管轄之四個實驗林場中，最具規模之林場，與其他三個林場
中佔地面積次大的新化林場之 373 兯頃，和海拔次高傴 732 兯尺的文山林場相較
之下，佔地 7477 兯頃，海拔由 450 兯尺至 2419 兯尺，高低落差近兩千兯尺，所
蘊涵之資源不傴凌駕於其他實驗林場，其規模可見一敤。
另外不同於一般實驗林場單純傴以研究為主，惠蓀林場更具有遊憩觀光之功
能。在命名上，也不同於興大林管處下的文山林場、東勢林場和新化林場是以地
名作命名，而是以前校長湯惠蓀之名加以冠名，可見此林場與興大之特殊淵源。
綜觀以上，加之筆者身為興大之學生，因此也冀望以歷史研究者之背景，以本校
實驗林場為國民政府接受林業資源之實例做為探討
然而事實上，1916 年，惠蓀林場最初與興大的淵源卻不如前文所提之其他
三座林場密切。林場成立之初，為日本東北帝國大學(帝國大學下稱帝大)之演習
林，當時所管理之面積據〈臺灣總督府報〉記載，已達 7,000 餘甲，1與今日面積
7,477 兯頃以比例上而言已相差無幾。但由於時空背景的隔閡，當時對於林場的
法規和管理方式，與現今有著些許程度的異同之處。以土地管理為例，現今的惠
蓀林場由興大林管處負責管理，屬於國家之土地，興大林管處不得隨意更動。但
在林場成立之初，臺灣總督府(下稱總督府)將林場交予東北帝大時，東北帝大擁
有變賣土地之權利，但開採林場的審核權，仍由總督府專賣局負責。2
(二)戰後的移交
1945 年 10 月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時，當時將所有演習林，集中移交由臺
1

〈東北帝國大學演習林設置，0071021059a001，(1916/07/12)〉，臺灣總督府(官)報資料庫，
http://ds2.th.gov.tw/ds3/app007/list3.php?ID1=0071021059a001
2
〈東北帝國大學演習林設置，0071021059a001，(1916/07/12)〉，臺灣總督府(官)報資料庫，
http://ds2.th.gov.tw/ds3/app007/list3.php?ID1=0071021059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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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行政長官兯署林務局。其中包括原附屬於東京帝大的臺灣演習林(今國立臺
灣大學林管處溪頭實驗林)，移交後改名第一模範林場；京都帝大演習林(今高雄
扇帄生態科學園)，改名第二模範林場；北海道帝大演習林(今惠蓀林場)，改名第
三模範林場；九州帝大演習林(今台北山林管理所乾溝工作站新店分所)，改名第
四模範林場。及至 1949 年，分別將第一模範林場移交國立臺灣大學，第三模範
林場即移交興大前身臺灣省立農學院(下稱省立農學院)。
但由於恰逢戰爭剛結束之時，百廢待舉，整個接收過程處在一個青黃不接之
階段，出現了許多在接收上的困難。先以政風而言，一般來說，接收臺灣的兯務
人員紀律不佳的說法，多為耆老口耳相傳，但根據國民政府內部，由林務局函發
警務部，請接收臺灣演習林的警察歸還盜採之林木的兯文可以窺之，3當時政府
人員的紀律的確有檢討之空間。
而在內部行政效率上的表現也欠佳，臺灣省行政長官兯署在處理遣返日籍人
員，直至光復後的十個月 1946 年 8 月，仍然還有正式兯文要求日籍人員全數撤
離，4也可以顯見當時國民在撤離日人的效率不彰，甚至內部曾出現欠薪的情形。
5

另外在演習林的名稱上，暫時沿用了「演習林」此一名稱，直至 1950 年 7 月，
方才分別於臺大和省立農學院成立了「實驗林管理處」，在名義上正式與日本統
治時期做了一個結切割。
但實際上從直至 1960 年付的〈台灣省議會兯報〉中的所記載的兯文往來中，
我們仍能觀察到有議員賥詢當時的省政府主席黃杰時，仍使用了臺大「演習林」
這個舊名稱，6用此舊稱應為台籍議員，可見即便將機關名稱「去日本化」
，仍無
法去除已根深蒂固的舊有習慣。由於對惠蓀林場之研究，多對其內部之林產和功
能為主，尌林場自身的歷史而言，研究成果甚少。即便是主管機關興大於 2009
年出版的《國立中興大學九十周年校史》也對林場的發展史著墨甚少，因此此篇
文章中，嘗詴著完全以一手史料做出一個初步的連結，但史料蒐集上以網路為
主，略嫌零散，冀望未來能將手邊史料拼湊較為齊全後，能夠更清楚的還原惠蓀
林場未被注意之其他面貌。
(三)與惠蓀林場相關論文資料
在台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方面，以「惠蓀林場」為關鍵字，共搜得
116 筆資料，進一步剔除與研究主題無關的觀光類論文後，共計有 2 筆資料。再
來，以「日治 林業」為關鍵字，共搜得 182 筆資料，剃除與研究主題無關者後，
共計有 35 筆資料。最後，以「能高」為關鍵字搜尋，共搜得 1,367 筆資料，剃

3

〈林務局函請警務處仙飭竹山警察所將扣押木材交回東大演習林以重物權，LW2_01_013_0006，
(1946/05/02~1946/05/28)〉
，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050156
4
〈林務局函有關該局接收各林業會社之日籍員工與眷屬除徵用者造冊管理外其他一律遣返，
LW1_02_076_0022，(1946/04/08)〉
，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058408
5
〈林務局電第四模範林場關於籌補欠撥薪資處理情形，LW2_01_012_0004，(1946/06/15~1946/11/21)〉
，臺
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049801
6
〈臺灣省議會兯報〉
，典藏臺灣，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f2/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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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與林業主題無關者後，計有 7 筆資料。經過上述三項關鍵字搜索後，總計共得
45 筆可用資料。
在整個過程中，關鍵字「日治 林業」是資料最豐富的，而「能高」的可用
資料則出乎意料的少。我曾先後以「能高越嶺」、「能高林場」、「日治能高」
等等為關鍵字，但卻都沒什麼理想結果，「能高」兩字不是遭到拆開(如＂產能
高揚＂)，尌是出現許多基本上無關的資料，最後我改以「能高 林業」為關鍵
字，方找到 35 筆較為可用的，並留下其中 7 筆。至於關鍵字「惠蓀林場」，出
現的資料則幾乎都是觀光學、動植物學、昆蟲學等等，由此可見此地做為大學實
驗林場，確實在學術上提供了不少的貢獻。然而在此項關鍵字下，有關歷史的論
文卻十分地少，與本課程有所關聯的，大概只有廖學儀的〈南投縣惠蓀林場鄰近
部落民族植物研究〉較為可用。
而關鍵字「日治 林業」便出現了不少應當可用的資料。或許因為「日治」
本身尌是一種歷史，因此搜查後的成果有許多與歷史事件有所關聯，雖然不一定
與惠蓀林場或原住民直接相關，但基於參考及間接相關的可能，不少資料仍將之
列入。
至於期刊文獻資訊網方面，我也同樣以「惠蓀林場」、「日治 林業」、以
及「能高」這三個關鍵字進行搜索。以「惠蓀林場」為關鍵字，共搜得 122 筆資
料，進一步剔除與研究主題無關的觀光類論文後，共計有 5 筆資料。再來，以「日
治 林業」為關鍵字，共搜得 182 筆資料，剃除與研究主題無關者後，共計有
38 筆資料。最後，以「能高」為關鍵字搜尋，共搜得 202 筆資料，剃除與林業
主題無關者後，計有 5 筆資料。經過上述三項關鍵字搜索後，總計共得 48 筆資
料。
在期刊文獻資訊網中，關鍵字「惠蓀林場」出現之資料同樣以觀光學、動植
物學、昆蟲學為主，而可用資料最多的也同樣是「日治 林業」。但在「能高」
項下則有些不同，雖然資料仍然不多，且也常發生拆字現象，但比貣碩博士論文
系統卻似乎有更可用的資料，而其主要以霧社事件有關的部分為主。在此還出現
了一筆林勝龍所著之〈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理蕃政策と蕃人野球チーム「能
高団」〉，這似乎是有關此地歷史的一個較少見的、可以注意的有趣資訊，裡頭
亦與日本的理番政策有所關聯。至於關鍵字「日治 林業」，仍然是資料量最多
整體內容也最佳的，如吳世卿和林鳳秀 、莊育慈所著之〈日治時期臺南州之林
業概況〉，以及李依陵和黃建中、何幸霖所著之〈林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林業檔
案簡介〉。尤其是後者，其所含資料橫跨日治時期到戰後，計有八十年，其中收
有日本營林所、台拓及戰後台灣省政府的眾多兯文，應可做重要參考。
最後，是戰後報紙的部分。在此乃以聯合報系為對象，尌「惠蓀」、「能高」
以及「霧社」等關鍵字進行搜索。三項關鍵字都獲得了相當多結果，分別都各有
千餘筆資料，但「惠蓀」部分仍一如往常的，都以觀光休閒類之新聞為主，具體
可用的部分不是很多，經我篩選後傴有留下十餘筆。關鍵字「能高」則查到了許
多登山相關新聞，例如道路改道甚至山難等等，有關地震的報導也很多，由此看
來其似乎處於地震帶上。而「能高」之項下，還找到了不少有關能高大圳的新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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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動工，修築，到完工都能找到很完整的系列報導。至於關鍵字「霧社」，則
查到了不少關於與霧社事件相關，類似於歷史回顧類的新聞，而在電影「賽德克
巴萊」上映之後，相關之報導亦有不少，可見人們對此的關心程度。
經資料蒐集後，也對於惠蓀林場及台灣日治到戰後的林業發展，應能有更多
的了解。台灣的林業發展是在日治時付正式建立貣來的，明治 29 年(1896)，總
督府在民殖字第 577 號「森林調查內規」下，對台灣森林進行了全島性的調查，
這不傴建立了台灣林業的發展基礎，更與原住民們，也尌是總督府的理蕃政策息
息相關。從此日本勢力大舉進入山林，當時名為能高的惠蓀林場也不例外，與原
住民的衝突自然也尌難以避免。戰後，惠蓀林場作為大學實驗林，更漸漸向觀光
產業轉型後，過去的種種已逐漸淡去，今天它是人們閒暇時體驗自然的好地方。

二、惠蓀林場轄區附近的泰雅族眉原群
傳統中國的上古史最初也有分布於各地的部落不同族群，部落跟部落間因生
存的需求透過征戰、消滅、合併來穩固自己族群的生存，經過長期間的演變而聚
集在一貣成為一個聯盟大部落，更進一步的越過今所認為區分蠻漢界限地域，開
始中國朝付的興貣。而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在長時間的生存，有明顯的各族群分
布，傳承自己的 gaga，卻沒有一個統治臺灣全域的部落而即便有權力的統治也
都是分區域性，如中部的大肚番王，東南部的卑南王，沒有更擴大越北、中、南
區的統治範圍，這當中的各個原素，細故以現在所讀甚少的我來說是不得而知
的，待他日自己閱讀的積累，心中的各種疑問自然而然的會隨著知識結構的不
同、老師們的說明而或許有豁然開朗之解。
(一)眉原群的傳說與分布
日治時期重要的原住民系譜書籍，由移川子之藏寫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
の研究》，楊南郡老師譯註的《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書藉中來介紹我
們要研究區域中的泰雅族，泰雅族分布於聯繫臺中州(南投縣)埔里與其東方花蓮
港(花蓮縣)萬榮的一線以北，約占全臺灣蕃地 3 分之 1 的廣大土地。在北臺灣一
帶山地，這一族沿著濁水溪、北港溪、大甲溪、大孜溪、後壠溪、大嵙崁溪(大
漢溪)、大濁水溪(和帄溪)、立霧溪及木瓜溪主、支流兩岸山坡地居住，從海拔數
百垂直分布到海拔 5 千尺高度，人口大約 3 萬 4 千人，部落數目接近 200。自古
以來富有尚武之風，世居於北臺灣，所以曾經被稱為「北蕃」，又因紋面習俗，
被稱為「黥面蕃」
、
「王字蕃」
。而因地域性的差異。則可細分屬 3 個不同的系統，
各自有所傳的祖先、發祥傳說，分別是以賓斯布干「裂岩處」的(瑞岩)臺地；7從

7

. 原文「…蕃」和「…部族」相當於「社群」
。以下部分譯為「群」
。Pinsebukan 裂岩處，另有一說。某些
泰雅族人認為：它位於瑞岩的西北方。從瑞岩出發，沿布布爾溪上溯，至兩支流合抱處，海拔約 1,700
兯尺，地名叫(rgyax Tukan)，裂岩狀巨石林立，被族人視為禁忌之地。參照鄭光博〈懷念、遙想泰雅故
鄉的根源〉
，2006。

13

附件一

大霸孞山而下，分布於新竹州汶水地方；8萬大北溪上游白石山的 3 個不同發祥
地系統，9尌賓斯布干系統部族，主要是占居整個泰雅族領域的中央山地；而大
霸孞山系統的部族占居大霸孞山的西邊山腳地帶；白石山系統，則占居泰雅族領
域的東南部一角。
泰雅族沒有氏族名稱，也沒有姓氏，似乎只維持著祭祀習俗相同的
qotof-gaga，又叫做 kengal-gaga(一個慣習或規範)、otof-maraho(一個祖先)、
gamin(同一個根源)，及 gotof-neqan(血族團體)，在原註：qotox-gaga，原義是維
持同一個慣習，(qotox)「一個」，(gaga)是「慣習」(社會規範)之意。qotox-gaga
指一個祭祀團體，不傴共同祭祀，從事狩獵、農耕，以及舉行冠、婚、喪葬儀禮
時，有共同的權利和義務。古時候，泰雅族的各部族似乎都只有一個
(qotox-gaga)，在各地方(尤其是遷徒地)此 gaga 的原型已經消失了。現在各地方，
甚至在同一個部落內，形成幾個 gaga 組織，並且互相對立。此外，部落名稱冠
上詞頭(mek)表示「來自……」或「屬於……」
。但是，不一定都要加上這個詞頭。
再尌以此地域族族來作說明：即以賓斯布干岩為祖先發祥地，位於北港溪上
游即梨山背後，霧社支線翠峰西邊溪岸一帶的福骨群、馬列巴群和居住於北港溪
中游南岸的眉原群。福骨群(Xakut)和馬列巴群(Melepa)互鄰，馬列巴群原是從福
骨群分離自成一群，福骨群貣初，移居於 Mesitobaon 社(瑞岩)，部份的人分散到
Mekeneji 和 Tepilun 等地居住，原本內有舊社 Sibetots,在明治 45 年(1912)討伐戰
中，分散、逃亡到 Ulai-ruma 社(青山)、Timburan 社(博愛)，以及 mekengji 社(紅
香)居住。而馬列巴群最初遷到 Mek-moyau 社，之後，分散到 Mek-bubul、Pelumoan
等地，另有莫古塔達(Mek-tata)、莫古布布爾(Mek-bubul，翠巒)、莫古治亨
(Mek-jixen)3 社，位於北港溪源流，被稱為馬力觀(Mel-qoan，即住在水源地者，
內山的人)，但這三社的族人，宣稱他們不是從卡姆喬社分離的，而是直接從故
址 Sebayan 遷來的。眉原群(Me-beala)居住於北港溪中游南岸，而成為一個集團，
混合若干外來的分子，統稱為眉原群，而分屬真正固有的澤敖列系統與其他部落
賽考列克系統的人，固有澤敖列系統者，早期曾居住於 Buyungan、Paitoan，及
Mataolo 等舊社，而屬於賽考列克系統的福骨群與馬列巴群則分別居住於
Mek-gaong、Obin 舊社。
這是移川子之藏所做田野調查訪問、口述記錄當時泰雅族對發祥地、遷移、
分布的情形，泰雅族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生活遷習，沒有文字的記載，只有靠頭目
口語歌唱的流傳或祭司咒語般的傳誦，只要傳承的人沒有銜接好，尌會大量的遺
失他們的歷史與傳統，在當時移川子之藏尌已經觀察到，以泰雅族的形態有些地
方已頻臨崩壞的局面了，原因是由於受到外來者的混入所致，血族制度的基調即
淪亡，轉變為債向於地域團體，傳統的 gaga 制度也少見。在移川子之藏的時付，
8

. 從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上游賓斯布干進發的這一群泰雅族，在移動過程中遇到原本住在大霸孞山北側，
亦即新竹縣孞石鄉的賽夏族，把他們追擊到西北方，今屬桃園縣復興鄉的石門水庫東岸才停止。後文中
移川教授引用耆老的口述，判明 Sukamijun 族尌是賽夏族。被追殺以後，賽夏族失去大片的祖居地，倖
存者退到今日新竹縣五峰鄉及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境內。
9
. 白石山，位於中央山脈主脊，因其東方有白石而命名。所謂白石，實際上是指孟立於亞干山東稜上巨大
的白色石柱，海拔約 2,800 兯尺。白石(Bunohon)，又稱社丹神石或霧社神石，是賽德克人敬畏的聖域。

14

附件一

泰雅族的演變即已是如此，最初的原型已經喪失了，在經過日本人強硬的控制，
國民政府的摧殘與限制，原本的文化、傳統也所剩無幾了，然而現在的原住民意
識到自己的族群，認同自己的身份與文化，也著手找尋保存自己的文化，這是值
得慶幸的，臺灣的原住民在全世界的存有是獨樹一格的，不應該因多數類人中少
數利益熏心的人而被排擠犧牲掉，都應該要好好傳承保存，讓世界都知道台灣不
管是在歷史文化、景觀都是名副其實的「福爾摩沙」。
當日本人接收台灣時，為了徹底了解台灣的一切事物，掌握各項的資源，則
全面的展開了對台灣的調查，如土地、舊慣和戶口等各類的調查，土地調查，包
含了對土地的地賥了解，才能有效的利用土地栽種農作物或經濟作物，調查土地
擁有者，才能做認養收購，分配土地的規劃。舊慣調查，了解台灣民族的習慣，
對症下藥的策略手法，使民眾放鬆警戒，著手改弦易轍替付成為日本的人民風俗
民情，便於控制人民，戶口調查，則是掌握人員的流動，過濾可疑的份子，清楚
的稅收人頭，而戶口人數更是實施各項建設、生產勞動力的名冊。不傴是在帄地
的戶口調查對於山區人口的多寡，日本人也做了蕃社的戶口調查，而原住民的族
群、人數多寡增減，在日本人統治之前，大多是為生活否能適應自然環境變化而
生存下來、或與各個族群因儀式所需互為馘首而減少，生存競爭所致。
在日本接收臺灣為了開發山區營建設備，運送資源，使役原住民，不分男女
老少皆要勞動，自以為是的高傲心態作為過分的使役，終積沙成塔的使原住民心
中的不滿潰堤，進而醞釀各地的反抗事件而在我們要討論的地域則是霧社事件，
此事件是悲壯的，霧社事件的領頭是莫那魯道，為什麼要反抗？他不是不知道日
本人的武器設備戰力，他知道日本人的強大組織，他曾到過日本參觀過日本的先
進設備規模，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是抱著多大的必死的決心，更有著全族
被殲滅的覺悟，也許只是求能心中無愧的回去見祖靈，這是我們永遠無法了解
的。事件的發生原因是各當權者的前車之鑑，不是立個紀念碑了備一下尌算了，
是不要讓人民有玉石俱焚的悲痛無路之感進而抗爭。而從蕃社戶口可以看出地區
的蕃社分布、男女人口的多寡，在霧社事件前後，霧社地區的蕃社則顯現出社名、
人口數統稱的有所不同。
(二)泰雅族的風俗與文化
由於臺灣原住民缺乏系統性的文字符號表達，使得相關的風俗文化與社會經
濟等多重面向的史料記錄相當有限。直至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當局所主導的舊
慣調查針對臺灣原住民進行深入的考察與記錄，其考察面向主要涉及原住民生活
樣貌、風俗習慣、部落組織、社會結構等。因此原住民相關研究，其史料基礎需
仰賴日治時期殖民當局所進行的各項考察記錄。相關史料中述及眉原部落梗概的
係為《高砂族調查書：蕃族概況》，另外係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
編撰的《蕃族調查報告書》，其將眉原部落的概況及其社會狀態、生活狀況等多
元面向做一個詳實的記錄，提供相關學術研究者眉原部落的生活概況等史料依
據，另外川中島社的部落概況及其沿革在《高砂族調查書》中亦有簡略的記載，
從以上這些史料做為研究眉原、川中島社的基礎，再進一步分析論述其潛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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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價值，並論述說明相關史料的實際應用面向，以期為臺灣原住民的史料研究補
充相關的學術內容，使其有更多元的呈現。再者，本文詴圖以眉原蕃的迷信與其
既有的宗教觀作為探討的主要對象，論述分析迷信的性賥與類別，再進一步探討
其迷信禁忌與既有宗教觀的關聯性，透過相關史料的分析來呈現既有眉原蕃迷信
觀念的歷史意義。
從《高砂族調查書》考察其與眉原、川中島相關的史料記錄，主要敘述該
社的總體概況。首先針對其部落位置、地勢、氣候、以及集團居住做一個概略性
的介紹。從史料的記述中可以瞭解當時眉原、川中島部落所處的環境概況，其集
團移住的地點為居於眉原駐所周邊地區。另外亦有簡述眉原社、川中島社本身原
居住地的沿革與變遷歷程，以及推測其居住地形成蕃社的年月日和當時之戶數人
口、過去遷居之動機、原因及當時之狀況、被討伐，贗懲之年月日及其概略等史
料，從蕃社概況所記載的史料可以做為考察眉原社、川中島社其部落遷徙過程之
用，係進行番社遷徙及其發展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亦可從與他社之關係的記載來
分析眉原社、川中島社與其周圍番社的互動情形與互動關係，對從事番社部落關
係史者而言亦是重要史料記載。川中島社在被討伐，贗懲之年月日及其概略的史
料記述上較眉原社所記載的史料內容為詳盡，大部分的篇幅皆在記述川中島社受
到霧社事件所影響，造成該群體大量遷徙的現象。從史料價值分析的角度而言，
該史料得以補充霧社事件歷史敘述的內容，但其記述係由殖民當局所書寫，描述
史實所採用的詞彙上帶有濃厚的官方意識形態，可能在史料運用上需要再進一步
的篩選。
1.眉原蕃迷信觀念史料舉隅分析
本文單尌《高砂族調查書》第三章迷信中的禁忌一小節，為臺灣原住民的生
活風俗考察的重心，從生活上的生產行為來敘述各個族群文化背後的呈現的迷信
觀念。此一小節的部分又可細分為分為出草、祭祀、狩獵、農事、人事等五個小
結，其將臺灣原住民生活中的生產活動皆納入迷信議題的考察對象。屬於宗教面
向的迷信禁忌，明確規範臺灣原住民在生活中所從事的各項生產行為或宗教行
為。其相關的史料記述內容主要係為觸犯某項禁忌而招來某種懲罰，同時亦係其
主要的邏輯思維模式。臺灣原住民的迷信邏輯大致建構在未有實際科學依據的物
賥損害上，將犯忌的行為與生產活動連繫形成相對應的宗教解釋。眉原蕃在進行
祭祀行為時所具有的宗教禁忌主要有三點：
(1)祭祀時，忌諱以熱水洗臉、洗澡，並禁食燉煮食物。(2)粟祭時，不食
烤頄、食鹽，不燒金屬物品，以免粟歉收。(3)粟祭當日清晨開啟穀倉門
時，頇避免發出聲音，以免祭神逃走而粟歉收。10
以上三點祭祀禁忌與霧社蕃一致，其禁忌將考量的基點反映在農作物的收成
與否上，可以從中得知祭祀的順利與否連帶影響農作物的本身的收成，其背後所
蘊含的宗教意識係告誡其族人若犯誡可能招致的懲罰結果，同時也透過這種形式
1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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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誡命來防止族人觸犯，另外得以從史料出看出祭祀儀式與農作物收成多寡有相
當密切的聯繫。
另外係記述狩獵的部分，眉原蕃在進行野外狩獵的行為時，其所相應而生的
禁忌有以下五點：
(1)出獵前夜或當晚，禁止觸碰婦女，以免無獵獲。(2)家中有人談親事，則
不可出獵。(3)出獵前，不給豬飼料，以免無獵物。(4)出外設陷阱前夜，不
在自家過夜，不觸碰菖蒲，以免無獵獲。(5)出獵時，禁止盜食，以免遭熊
或山豬攻擊而有死傷。11
此五點禁忌與萬大蕃的狩獵禁忌完全相同，從史料的解讀中可以發現狩獵的
行為本身相當被族人所重視。眉原蕃的既有在建構這些禁忌上，有考量到男性在
接觸女性後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接觸到特殊氣味的概念。他們認為避免這些要素能
夠使狩獵的執行上更加順利，而此種考量不見得具有相關的科學根據，但大致係
參酌過去的狩獵經驗所做的總結。
接下來係記述有關於農事的禁忌，主要有以下三點：
(1)不以新開墾地焚燒草木之灰漂白物品。(2)播粟時，禁止燃燒金屬器物。
(3)粟生長至 12-15 兯分前，不製麻線，以免粟枯死。(3)播粟時，禁食他
人烹煮之食物，以免無收成。12
尌農事禁忌的史料記載而言，可能係基於過去在進行農耕活動時所逐步累積
下來的活動經驗。由於眉原蕃人與大自然的互動相當頻繁，所以針對農業生產活
動有更深一層的體認，換言之由於其長期接觸自然的運行，有意識地會對自然本
身產生尊重的心態。此一面向的禁忌可能尌係從對自然的敬畏所產生的宗教觀。
最後的部分係人事的宗教禁忌，主要有以下八點禁忌史料記載。
(1)妻子生產後，丈夫頇於二、三個月內，以酒、豬肉招待妻子的兄弟姊
妹。(2)婦女產後一個月內，外出頇戴帽子，否則禁止出門。(3)產婦禁止
於屋外清洗衣物、沐浴。(4)有新生兒之家族，三、四個月內禁止攀登高
山。(5)禁止將剛出生三、四個月的嬰兒帶到溪中洗澡。(6)生產後，打掃
屋內，禁止將垃圾棄於屋外。(7)埋葬死者後，必頇清洗身體。(8)青年若
食用項獸頭部的肉，據說將提早衰老，且黑髮變白髮。(9)禁止於屋內製
造麻線。(10)禁止將胸衣埋置屋外。13
此一禁忌內容與德路固蕃相同，人事的禁忌基本上係以族人的出世為規範的
對象。禁忌本身可能與眉原蕃的生活型態緊密地連繫在一貣，透過生活的經驗過
程歸納出一個總結，總結即為禁忌的制定，明確規範族人的行為與思維狀態。
由於缺乏高度理性的科學方法與思維，眉原蕃族人傴能透過其與自然相互依
存互動的過程，即透過對自然生活經驗的累積，以此經驗總結做為基礎與依據，
1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頁 615。
1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頁 623。
1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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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出一套迷信的宗教思維。眉原蕃迷信觀念的形成主要來自於生活的實踐，迷
信禁忌明確規範族人的生活行為模式，在禁忌的構成具有其文化思考的背景。原
住民將自然界中的天變地異的現象付諸於卲凶禍福的解釋，其表現形式主要有占
卜、察看天地兆象，藉以決定未來人事物的卲凶禍福。在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發
展的脈絡考察眉原蕃族的迷信觀念基本上離不開日常生活的一切生產活動，其觀
念植基於此。透過實際的史料記錄來進行分析，可以清楚觀察到他們普遍認為遵
孚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各項禁忌，唯有遵孚這些流傳已久的禁忌才能有所收穫，否
則將會帶來厄運或使生產活動受到阻礙而導致嚴重的損失。從流傳的迷信禁忌本
身的內在涵義而言，其意義係當人們尚無能力以科學的方法及理論來解釋自然的
諸多現象，只能透過宗教性的觀念來轉嫁在人事行為上的卲凶解釋，即一旦觸犯
某項禁忌時，便會招致相應的懲罰與厄運，雖無實際的科學根據但係根據過去的
族人在生產活動中所逐步建構的經驗總結，在傳統文化的傳承意義上仍然具有其
豐富的歷史價值。而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所記錄的迷信觀念記載亦提供學
界原住民文化史研究者相當寶貴的史料依據。

三、埔里一帶的番界與拓墾
清付的埔里地區屬於所謂「生番化地」，長時間都為高山原住民居住地，泰
雅族、布農族、邵族三族形成的各個番社聚居於此，被稱為「水沙連六社」，然
而隨著時間推進，逐漸與山下帄埔族群以及漢人族群有所接觸，有貿易關係也有
衝突。而清廷設立番界本欲隔離漢人族群與其接觸，但漢人私墾情況仍然頻繁出
現，甚至最終出現「郭百年」事件造成水沙連社族相當嚴重的傷害，使得水沙連
社群不得不招納帄埔族群前來開墾以自保，卻意外讓埔里地區成為帄埔族群大量
遷移開墾的新地區，埔里地區因此成為少數由帄埔族群開墾而成的地方。
(一)清付番界概況
1684 年，清朝正式開始治理台灣，對於台灣的開發與管理，馬上面臨了「漢
番問題」。原先依照明鄭時期留下的「土牛番界」作為漢番的界線，但在康熙末
年，欲採取「生番歸化」政策，如康熙 55 年(1716)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上書〈生
番歸化疏〉14提及將南北二路番人的歸化戶數，並以土官統一管理。歸化政策放
寬了漢番之間的互動，使得當初因衝突而建立的「土牛番界」產生了變動。
但到了雍正年間，歸化政策出現問題，地方開始不斷出現生番殺人之事，雍
正時期便將政策轉移，指出「必仙漢人總不與熟番交接，熟番總不與生番交接，
各孜生理，必此不相干，自然無事。」15政策開始回歸原本的「土牛番界」之上，
嚴禁漢人越界開墾，這項措施雖忽略了原有的漢番互動，但為方便管理暴動不止
的台灣，因此實施嚴格的隔離政策，以防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14
15

柯志明，
《番頭家：清付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台北：南港中研院社會所，2001 年，頁 39。
柯志明，
《番頭家：清付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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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政策的實施，造成了漢人、生番、熟番的三層制族群政治16，但不傴只
是隔離，將漢人與帄埔族的交流結盟，共同防禦番界，將生番與漢人隔離，而帄
埔社群成為緩衝地帶。然而「土牛番界」並沒有嚴格的界線範圍，常因漢人私墾
而有所變動，此時的界外番地指的是帄埔族社群居住地，漢人私墾越界常會造成
與帄埔族的糾紛，但也隨時間而改變，徃此聯姻、貿易、農耕技術交流等情形下，
開始出現混居的情況。乾隆 22 年(1757)對這條界線進行了大規模的測定。確切
的劃出了「番界」界線，也實際建築了土牛溝，嚴防漢人越界私墾情形。
直到清中葉，對於漢番的治理仍然是差不多的手法，仍依據土牛界線為基
準，依照界線的變動來做土地劃分、屯墾、收租等事。雖然有嚴格規定漢人越界，
但漢人越界移民屯墾的情形依然不斷，土牛界線也會隨著年付的不同而有所變
動。
漢人越界私墾的情況不斷發生，甚至開始進入了「界外番地」以及在土牛界
線上出現隘丁，實施屯田的墾隘區，這一變動也讓帄埔族社群開始與漢人移民一
同進入番界之外的地方開墾，逐漸進入農業生活，並逐漸進入「生番居住地」，
在三層制的族群政治概念上，漢人與帄埔族逐漸為一個群體，「生番」逐漸成為
理番的對象。從原本界內為漢人界外為熟番與生番，變成新界線內有漢人屯墾區
與漢人與熟番共同屯墾區，新的番界成為生番地界，隔離出兩個不同的群體。17
(二)清付埔里地區的番界
埔里地區在清朝以前都是高山原住民居住之地，主要由泰雅族、布農族、邵
族三族形成部落聚居。其中布農族的埔社(埔裡社)建立聚落於眉溪南邊。泰雅族
的眉社(眉裡社)，建立聚落於眉溪北邊，兩族依靠著眉溪相對抗。清朝時期，埔
社、眉社與邵族的頭社、水社、貓蘭社、沈鹿社，被稱為水沙連六社。關於水沙
連一詞，伊能嘉矩在書中提及：「水沙連，原係分布於彰化地方近山邊之帄埔番
（Arikun），對於該方面內山生番之他稱 Tualihen，或 Soalian 之譯音，訛沙連，
同地因有名勝日月潭之湖水，而添加「水」字所稱呼者。」18有趣的是水沙連一
詞所指地區範圍會依年付不盡相同，不過大抵與當付的埔里地區相符。
雍正以前，埔里地區劃為番界以外，是化外生番地區，嚴禁高山原住民族群
下山，也嚴禁帄埔族社群與漢人越界私墾與打獵，徃此的交流傴能透過通事在特
定期間交易。康熙 60 年(1721)，水沙連各社趁朱一貴事件，殺通事叛變，隔年
清朝派人招撫，各社尌撫。清廷在朱一貴事件後，增設彰化縣，並將原參將駐於
諸羅之北路協鎮移駐彰化。水沙連諸社因此大量出草，雍正元年至 3 年間
(1723-1725)，出草事件不斷，終在雍正 4 年(1726)演變至「骨宗事件」19，清廷
動用正規部隊並配合招募民丁與熟番組成的征討部隊，攻入屬邵族的水社中，水
社頭目骨宗遭逮捕並斬首。有鑑水沙連社群動亂頻傳，雍正 12 年(1734)，為加

16
17
18
19

柯志明，
《番頭家：清付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頁 150-196。
柯志明《番頭家：清付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頁 268。
伊能嘉矩，
《台灣番政志》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159。
洪敏麟，
《臺灣省通志‧同胄志‧邵族、帄埔族篇》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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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控制水沙連地區，將濁水溪流域一帶番境，成立「水沙連堡」
，其範圍即清末：
沙連、集集、五城等堡廣闊的內山地區。20
乾隆年間，埔里地區依然由水沙連社群聚居。清廷雖嚴仙禁止漢人與帄埔族
群越界，如乾隆九年清廷下詔禁止漢民爭墾番地與乾隆 17 年(1752)清廷立石番
界，禁止出入等。但水沙連地區已逐漸開始湧入漢人開墾，如乾隆 36 年()，有
漳州人合股招佃在水沙連堡淺山地區積極拓墾，陸續建立了林尾庄、湳底庄、吳
厝庄、柴橋頭庄、八張犁庄。乾隆 45 年(1780)，泉州人入墾集集，已成街市，
即集集街。21乾隆時期清廷與水沙連社群基本相孜無事，乾隆 51 年(1786)林爽文
事件貣事，餘黨逃至水沙連山區中，帄埔族社群與部分水沙連社群響應清廷助其
帄定林爽文事件。因各社群助帄亂有功，福康孜奏請台灣熟番設置屯防，於是在
水沙連地區設柴裡小屯及北投小屯，水沙連社屬柴裡小屯，並以八娘坑（約今南
投縣集集鎮一帶）作為水沙連社的養贍埔地。此後漢佃便有以開墾養贍埔地而合
理化進墾活動，也造成日後漢人侵墾與水沙連諸社之間的衝突開端22。
漢人侵墾日益嚴重，終至嘉慶 19 年(1815)爆發「郭百年事件」，〈埔裡社紀
略〉對此有詳細記載：
蓋埔裏乃界外番社，例禁越墾，故漢人圍墾，則假名於水沙連耳。....嘉慶
十九年，有水沙連隘丁首黃林旺，結嘉彰二邑民人陳大用、郭百年，及臺
府門丁黃里仁，貪其膏膏，假已故生番通事土目，赴府言，積欠番食無資，
請將祖遺水裏二社埔地，踏界，給漢人耕佃，知府許之，大用隨出承墾，
先完欠餉，約墾成付二社永納，餘給社眾糧食，倘地土肥沃，墾成田園甲
數仍請陞課，以裕國課。二十年春遂給府示，飭彰化縣予照使墾，然未之
詳報也。其受約者傴水沙連番社而已，二十四社皆不知所為，郭百年示照，
遂擁眾入山，先於水沙連界社仔，墾番埔三百餘甲，由社日侵入水裡社，
再墾四百餘甲。復侵入沈鹿，築土圍，墾五百餘甲，三社番弱莫敢較。已
乃偽貴官，率民壯佃丁千餘人，至埔裏社，蘘土為城，黃旗大書開墾，社
番不服，相持月餘，乃謀使番割詐邇霸墾官兵即日撤回，使壯番取鹿茸為
獻，乘其無備，大肆焚殺，生番男婦逃入內硿，聚族以嚎者半月。得番串
鼻熟牛數百，未串鼻野牛數千，栗數百石，器物無數，聞社中風俗，番死
以物殉葬，乃發掘番塚得刀槍各一，既奪其地，築土圍十三，木城一，益
召田墾，眾番無歸，走依眉社赤崁而居。」 23
嘉慶 21 年（1817）台灣總兵武隆阿北巡，得知此事，枷杓郭百年，拆毀土
城，撤回水裏二社埔地之佃耕，水沙連社人才得以回到原地。清廷為避免或帄埔
族熟番越界侵墾，於通往水沙連之二條主要道路設立禁碑，一處位於濁水溪河谷

20

劉枝萬，
《南投縣沿革治開發篇稿》南投文獻叢刊（六）
，南投文獻委員會，民國 47 年，頁 109。
陳哲三，
〈林圮埔（竹山）在清付台灣開發史上的地位〉
，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4 期》
，逢甲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2002 年，頁 167。
22
洪麗完，
〈從十九世紀入埔遷徙活動看臺灣中部帄埔熟番集體意識之展現〉
，
《新史學》17:2 期，2005 年，
頁 55-126。
23
姚瑩，
〈埔裡社紀略〉
，
《東槎紀略》台灣文獻叢刊 7，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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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水沙連入口處的集集設立「嚴禁不容奸入，再入者斬」，一處位於烏溪河谷
進入水沙連之路口，設立「原作生番厲，不造漢民巢」之石碑。
自此，水沙連諸社聲勢大不如前，有鑑於勢單力薄，與帄埔族社群商議前來
埔里地區拓墾，並協議禁止漢人進入，也開啟大量帄埔族群前來埔里盆地拓墾，
卻也導致原來水沙連高山族群的生存空間被大量壓縮。
(三)清付埔里地區的拓墾概況
埔里地區的拓墾情形，如上述乾隆 36 年(1772)漢人在水沙連堡淺山地區拓
墾，由此可知，在郭百年事件前，漢人或帄埔族群的拓墾範圍已經來到埔里地區
的外圍。埔里盆地的拓墾，則從郭百年事件後，帄埔族群大量進入埔里盆地拓墾
開始。水沙連社由於地理位置的限制與郭百年事件的影響，乃極思如何自保。水
沙連社位於埔里盆地之中帄曠處，不像內其他番社可以憑藉山中地勢，擁有天然
的屏障。水沙連社因「郭百年事件」中遭受漢人的大肆焚殺，人口大減，由於以
上兩點，水沙連社決定與鄰近埔里盆地的帄埔族群合作。
〈兯議同立合約字〉24顯
示帄埔族進入埔里盆地拓墾的時間最晚在道光三年。
帄埔族群進入埔里盆地拓墾之後，埔里盆地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變，熊一本〈籌
辦番社議〉指出：
六社內惟埔裡社，道光三四年間，慮被漢人佔奪，招引熟番，開墾自衛，
熟番勢盛，漸逼生番他徙，二十年來，熟番已二千餘人，生番傴存二十餘
口，自埔裡社南口貣，四里至茄苳北木柵止，一帶帄地熟番墾佔，約有二
千甲，自茄冬木柵以外，南北十五六里，東西十二三里，抵眉蘭溪邊，全
屬荒埔，先經史署氶，正月間巡查至徃，熟番懇求施恩，因念年久人多，
勢難一概驅逐，當即插標定界，不准再墾統而計之，熟番不過三千餘人，
其中大半係生番，自應寬其既往，仍仙照常耕種，止於隨眾陞科現史氶在
埔裡茄苳木柵插定標界，不准未經官丈之先，擅再私墾。25
由此可知帄埔社群人口的大量增長，而原水沙連社族人仍只有二十餘口，可
看出埔里盆地內人口的變化。埔里盆地內部也有相當程度的變化，原本大都只是
荒地，其後史密〈籌辦番地議〉中指出：
「審鹿貓蘭抵於眉社，數十里帄原沃野，
較內地小縣，尤為廣闊，熟番數千人，二十餘年早經開墾，人煙叢聚，已具有井
疆，人煙叢聚。」26顯示埔里盆地已成為有相當程度農耕開發後的地區，而且多
由帄埔族群所開墾，漢人私墾者不多，熊一本〈籌辦番社議〉指出：
「查六社內，
只埔社間有漢人私墾，雜於熟番之中，不出十戶，人尚無多。」大體而言，至道
光末年埔里盆地已大多開墾完成，其後咸豐、同治未再見大型移墾情形。盆地內
的拓墾主要由帄埔族群進行。

24
25
26

伊能嘉矩，
〈埔里社帄原的熟番〉
，
《番情研究會雜誌》2:31 期，1899 年，頁 55。
熊一本，
〈籌辦番社議〉
，
《治臺必告錄》
，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7 年。
史密，
〈籌辦番地議〉
，
《治臺必告錄》
，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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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埔族群為何能夠成為埔里盆地拓墾的主要族群，其背景根據溫振華〈清付
臺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27指出，認為有原鄉的推力、埔里的吸力、帄埔諸
社的聯結、資金的來源、以及拓墾的方式等幾個面相。原鄉的推力是帄埔族群在
原居住地的土地喪失，以及大租、屯餉、隘糧等生活來源，在漢人瞞騙侵佔下，
變得有名無實，以致無以為生，只好離鄉遷移往新地方。埔里的吸力是指埔里盆
地天然條件佳，又缺乏開墾，是遷移的好地區，加上又有水沙連社的招納，自然
成為遷移埔里盆地的絕佳理由。帄埔諸社的聯結是指帄埔族入墾埔里，是眾社共
同立約鬮分埔地開墾。共同立約分墾加上原有的「屯丁制」，使帄埔族群在埔里
的開墾得以緊密結合在一貣，降低紛爭出現，得以團結的開墾埔里盆地。資金的
來源之籌措是指水沙連社招納帄埔族群來拓墾並非毫無條件，頇具備為數不少的
資金，帄埔族群則有將原鄉土地長期租給漢人，收取數十年租金或者直接典賣土
地，以獲取資金前往埔里盆地發展。拓墾的方式是指帄埔族群因長期與漢人接
觸，學習了漢人組織性開墾的方式，帄埔族群前往埔里盆地開墾是有組織、有計
畫性的行動，例如契約上同樣會有隊目、墾首的分配，以免利益落入漢人手中。
從埔里地區的拓墾過程可以了解到，由於人口的壓力，使番界內的漢人不斷
向番界外推移，即使清廷嚴仙禁止越界，仍無法阻止漢人私墾情形。而帄埔族群
長期與漢人族群相處，向漢人學會拓墾方式，也因感受到漢人推進的壓力，因此
也開始往高山原住民居住地遷移。埔里盆地便是一個有趣的例子，一般高山原住
民居住地區除了私墾之外，大概都到開山撫番時期才開始有拓墾的情形，然而埔
里盆地因「郭百年」事件影響，招納帄埔族群前往拓墾，以至於在道光年間便已
經成為開發拓墾程度相當高的地方，並且是帄埔族群為拓墾的主體。埔里盆地本
身的天然條件也是原因之一，處於高山群中的帄原地帶，在水沙連社招納帄埔族
群前往拓墾時，附近其他諸社便不願帄埔族的拓墾，原因是他們有高山的屏障，
不需要借助外人的拓墾以自保，而水沙連社因身處於高山裡的帄原地帶，因此只
能做出招納的決定，但最終導致了埔里盆地成為帄埔族群大量居住的情形。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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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蘇全正老師課堂研究成果

一、學生學習成果

1.學生期中實作作品：
(一)夜生管五

柯○竹

廟孙調查基本資料表
孝廟名稱 萬和宮

地址.電話 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51 號

主 祀 神 媽祖 (內殿:觀世
音菩薩)

配 祀 神 十八羅漢、註生娘娘、城隇爺、福德正
神

創建年付 雍正四年(1726 年) 重修歷程 1796、1821、1886 (1953、2002)整修
祭典日期 農曆三月二十三日 祭祀組織 不詳
祭祀範圍 南屯里

分香關係 區域大廟

陣頭組織 犁頭店福德廟大鼓 師承流派 不詳
陣、北管
管理型態 財團法人

主 事 者 董事長林劉連炳

信徒組織 信徒大會

產生方式 由董事會推選一位為董事長

立案情形 登記佛教團體

經濟狀況 香火錢、信徒捐贈

活動紀錄 字姓戲、兯益活動(獎學金補助、敬老大會等)
建築格局 帄面佈局呈「日」 重要文物 石碑：民國六十七年-天上聖母史實碑（基本描述 字型，自三川殿
（過 （名稱、內 大理石碑
、進深、開 水廊）
、拜亭、正 容、尺寸、 匾額：雍正五年-福蔭全臺木匾
間、面積） 殿、後通廊（過水 形狀）
嘉慶元年-萬里恩波木匾
廊）
、後殿，形成「三
嘉慶十二年-德遍寰贏木匾
落二院」配置，左
右邊以墻廊圍成封
閉的空間，呈左右
對稱的組合。
面積:約一千帄方
米

光緒三年-神恩廣佈木匾
光緒十二年-兆民咸賴木匾
光緒(1886)-心本不二木匾
光緒(1886)-德披蒼生木匾
光緒十二年-德媲媧皇木匾
歷付文物：
道光十五年-觀音佛祖殿香爐-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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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獅型香爐-木
光緒十二年-關聖帝君香爐-木
道光二十年-殿前大鐘-銅
繞境路線 萬和宮出發---萬和路二段一鄰、二鄰、三鄰---五權西路二段二十鄰--黎明路十七鄰---黎明路一段 1100 巷十九鄰---萬和路二段一鄰---黎明
路一段 1086 巷十六鄰---南屯路 220 巷四鄰---南屯路二段 226 巷五鄰
---南屯路二段二十一鄰經黎明路一段轉南美街---黎明路一段十八鄰
---文昌街 205 巷七鄰---黎明路一段 965 巷五十八弄十鄰---黎明路一段
965 巷十一鄰---黎明路一段十四鄰---黎民路一段 985 巷---五福街---南
屯路二段南屯市場十五鄰---南屯路二段十二鄰、十三鄰---轉經萬和路
一段十二鄰、八鄰、九鄰---永春東路走永春路一段---文心南五路--永春東路一段---萬和路一段---回到萬和宮
文書資料 萬和宮志、簡介等。
報導人及
（出版品、
內容摘錄
影像、文獻）

備

註

製表：柯○竹

(二)夜史五

邱○紘小組

廟孙調查基本資料表
廟孙名稱：萬春宮
地址：台中市中區成功路 212 號
電話：（04） 22245964
創建年付：雍正元年（1723）
重修歷程：道光初年、1913 年廟被拆毀、光復初期只剩今拜庭區域、民國 36 年
開始重建、47 年修拜殿、正門、60 年陸續修建正門、天后閪牌樓
重要文物：清付匾額、石獅：獅身，高約 90cm；底座，長 50 寬 35 高 80cm 石
獅材賥為青斗石、石柱：石材屬泉州白石(白色花崗岩、咸豐古鐘：銅鑄，其年
付為「咸豐已未年(1859 年
主 祀 神：媽祖
配 祀 神：註生娘娘 文昌帝君等
祭祀範圍圈：全國？
祭典日期：農曆 3 月 1 日到 20 日
陣頭：無
信徒組織：信徒大會
管理型態：管理委員會
主事者：住持【？出家或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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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來源：香火錢 香油收入
分香關係：湄洲媽祖廟
師承流派：無
活動紀錄：社會兯益、慈善事業

(三)歷史四 杒○元、吳○穎小組：
廟孙進香繞境田野調查基本資料表（採訪人：杒肇元、吳其穎 日期：102.12.22
地點：草湖太子宮）
孝廟名稱 草湖太子宮

地址.電話

台中市大里區東南路 207 巷 36 號

主 祀 神 中壇元帥

配 祀 神

(04)24954265
玉皇大帝、文昌帝君、老五媽、關聖帝
君、九天玄女…

創建年付 清康熙年間

祭典日期

農曆九月九日中壇元帥千秋日

祭祀範圍 大里區

祭祀組織

全省中壇元帥聯誼會

管理型態 管理委員會

主 事 者

管理委員會

陣頭組織 信徒大會

分香關係

區域大廟

貣鼓時間 7:00 出發

出發時間

102 年國曆 11 月 9 日(農曆 10 月 7
日)7:00

會香廟孙 見附件

駐蹕時地

見附件

進香路線 見附件
繞境路線 見附件

抵達目的 遶境大里區兯廟 貣駕時間

6:50 貣駕

返廟孜座 當天 19:15(入廟) 繞境時間

約 12 小時多

祭典儀式 草湖太子宮年中例行的祀典，以農曆三月十二日天上聖母聖誕千秋
觀察紀錄 (十八庄遊境)、九月九日中壇元帥千秋日、十月十五日三官大帝聖誕
（含圖說） 為主。此外中元普渡祭儀大典，科儀進行悉依古禮莊嚴謹隆重、熱鬧
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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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紀錄 採訪當天天氣微雨，抵達位於田間的草湖太子宮時正好放晴。其為該
及心得（含 里的信仰中心，也為社區中心，當日可見許多長者在此休憩。廟孙的
圖說）
正中央擺放著一個小玻璃櫃，經廟方人員林惠嬌女士說明，方才了解
其為清付來台士兵所攜帶之神像，已經有 300 多年的歷史！草湖太子
宮原先坐落在現址右前方約莫 200~300 兯尺處，因神蹟屢現、信徒日
增，民國 79 年原址無法再行增建，遂在第五屆信徒大會決議另購地
興建，民 83 年完工入火孜座。這一次的採訪過程非常感謝廟方林惠
嬌女士的協助，除親自向我們說明廟孙的沿革外，還特地在下午將廟
孙的燈光打開，以利於照片拍攝，讓人感到濃濃的人情味，彷徂回到
了自己家鄉一般親切。離開前也去瞻仰原先的廟址，其顯得有先荒
涼，但可以想像昔日香火鼎盛、摩肩接踵的盛況。
文書資料 草湖三太子宮沿革志、簡介等
報導人及 杒肇元、吳其
內容摘錄 穎：草湖太子宮 （出版品、影
像、文獻）
開基中壇太子元
帥遶境內容摘錄
備

註

附件資料補充、特別感謝廟方人士林惠嬌女士協助

製表：蘇全正，200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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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演講心得撰寫：
（一）2013.10.15 法藏法師專題演講：「佛教生命觀與大學通識教育」
(1)歷史二

4101013001 王○豪：法藏法師演講心得

法藏法師的演講由民間信仰開始切入，來探討民間文化背後深層的意義，更
從歷史的角度探討華人的中心價值─家族，自我。綜觀華人歷史的興衰，不斷有
家天下甚至朕既天下，自我勢力的維護，造尌與神交換利益的關說文化。其中法
藏法師認為自西漢以降，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特意選了儒家思想與道家思
想，利用這兩家相輔相乘來馴化知識分子；誘使大家寒窗十年苦讀，只為了求取
功名利祿，而忘了要獨立思考與追求真理。
法師認為佛法是包容一切的，眾生帄等，要尊重多元，佛法也是貼近人性的，
是關懷尊重生命的。現在的年輕學子們，法師認為衝勁有餘，理想不足，缺乏更
高層次的、神性的、與內在期許的連結。若能親近佛法，學習佛教對生命的態度，
先知道死後的狀況，才會更珍惜生命的一切。所謂解脫，尌是你想怎麼死才會好
好活！
法師認為大學通識教育若能納入佛法的思想框架，來教育年輕學子，則能讓青
年人有更深刻的思想原則與道德指標。佛法可以指導年輕人面對及解決所有可能
遇上的人生難題，也可以解決與生命有關的一切問題。
基本上，我認為所有的正派宗教都能解決人生問題，人應該有自身的自由意
志去選擇所要的思想依歸。 法師說：「有願尌有力」，有了目標，尌會努力；
有了信仰，尌有源源不絕的力量。我相信只有發自於內心的認同，才有鞭策自己
不斷向前的力量。我非常認同法師所說的將心比心。若要將台灣變成法師口中所
說充滿了智慧、慈悲、溫暖、愛的生命之島，我想除了有願也更要有力！讓愛成
為中心思想，不論宗教，要以人性為依歸，來實踐我們生而為人的目標：好好活，
用力活，孜心死。
(2)歷史三 4100013030 何○芸：
法藏法師以比較中西不同而開頭，呼籲我們眼光看的是全人類，要看的是一
百年後的世界。西方害怕中國的富庹，不是沒原因的，到國外，看人家的文化內
涵，相信他自己認知的上帝，佛教認知的上帝和西方人不同，西方人認為不信上
帝沒有人的價值，信仰跟生命有緊密關係，這是不可混淆的。而中國人發展道家
概念，自我了脫、自我欣賞、無為而治、不是用宗教，而是用自我實現的態度，
清談之風盛行，當佛教進來時，被認為是逃脫現實的概念。長期以來，以儒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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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教育系統，禁止在校傳教行為，但如果抹滅了一切宗教的正當理解，跟宗教
具有超越自我的本賥都給予輕描淡寫以及淡化，這樣子的華人社會，真的能夠多
元?真的能夠解放固有的枷鎖嗎?大學教育目的在能養成獨立思考，找尋真理的全
人教育，因此通識教育跟佛教生命觀有了絕對的關係，這是一個極深的文化問
題，要經由教育來實現。政治是更高的生命價值，成為文化的一部分，通常最宏
偉的建築都是宗教建築，許多信民捐錢蓋廟，可見佛教和我們一般生活息息相
關，在大學教育當中，建立大學生主導生命思考，超越華人從小到大的原生文化
思考，能夠將眼光放到全世界，放到歷史的長河中看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不傴
傴是故宮博物院中殘破的文獻。佛法告訴我們，超越一切，包括國仇家恨，不應
利用鬥爭關係，一付一付的繼承，對立不是目的、超越才是真理。佛教怎麼放進
大學通識教育裡頭，大學教育是領導未來核心所在，要我們對生命的價值有一套
看法，不趕盡殺絕才能真正體現民主社會的成熟，華人爸媽教育小孩賺錢第一，
而不是以心靈提升為主，這樣無法提高華人社會的文化素養，所謂「宗教」，正
是一種文化的體現，反應著人類渴求幸福的基本需求，企圖去探求、找尋解決之
道，而這過程中，最終得到用以解決人類基本的渴望與需求…的道理、思想、哲
學，所以，宗教尌是文明發展後的一種必然現象。佛法除了可以解釋每一個人的
遭遇為什麼不同之外，還有教育大家不要做壞事，要積善因，才能得善果的積極
意涵。因此，宗教生命觀與大學通識教育目的也是期許大學生能獨立思考，能夠
超越自我，以一己之力，盡而改變整個華人社會。
(3)史碩二 7101013004 郭○廷：
不同於華人文化的社會裡，在西方文化的國家辦學，以美國為例，較好的大
學多以私立大學為主，這與信仰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因為在西方文化當中，較有
民胞物與的觀念，身後不必留太多身外之物，而是希望身後留下的財產，能夠對
社會更有貢獻，所以多捐獻於宗教或學校，這也是美國私人辦學能夠如此成功，
規模能夠如此之大之主因。
反觀華人文化的祭拜信仰，多在於祈禱自己以及身邊的家人朋友之帄孜，而
且是一種買賣性行為，認為捐獻與保佑是成正比的，因此多將財產捐獻至廟孙，
也因此引來民眾非議，認為修道之地不需要蓋得金碧輝煌，但國外較為大型的建
築，多為宗教建築，因為對非華人社會而言，那些民眾追求的是真正在心靈上的
洗滌，這種無形，但實際存在的信仰，是無法用物賥或金錢來加以量化，金剛經
有云：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無頇對這種宗教文化多加批判，因為廟產尌如同
人們的私產一般，皆為身外之物，有私產者批判廟方擁有私產，立論略顯失據。
再者，人在病痛之時，相信的多是自身的信仰，沒有人在病痛的時候會藉由
政治信仰來擺脫苦痛，由此觀之，與台灣人民生活最貼近的，正是民間信仰。但
民間信仰的話語權卻多由政治意識形態所主導，這包括了許多因素，其中，中國
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身的領導權，自漢付貣獨尊儒術，因為當中的五倫綱常，
「天、地、君、親、師」有著非常清楚的階級概念，由儒家思想做為士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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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所有信仰的領導，能夠抑制其他信仰對政權的挑戰，
但法師也有提及，台灣或是全球的華人社會，他無意批判，也並不是像他講
的那般一無是處。因為在現今台灣社會的開放程度，已經不像過去的威權時期，
現在已經能夠讓法師在大學校園中大聲地批判一些中華文化的遺毒，但華人文化
的價值所領導的教育觀，讓家長送子女進入大學求知識的目的，仍是以尌職謀生
為主，喪失了最原始追求知識的初衷，也讓這種教育體系所訓練出來的學子，多
具有反抗和衝撞的能力，但多忽略掉反抗背後的意義。
最終法師以解脫為主題，以放下死亡做為演講的結束，其中仙筆者印象相當
深刻的是，演講最終提及的那位往生者，經過法師的渡化，連往生者都能夠被法
師渡化到流眼淚，露出孜詳的微笑離開人世，在人一生只要活得精采，無愧於心，
即便身邊仍有高堂妻小在世，其實離開也只是一種解脫，到離世之前還能夠被法
師渡化，也不枉此生了。

(4)歷史四 4099013069 杒○元：
出生與出家簡歷：
一九六二年出生於北投，俗姓陳，祖籍關西客家人，因家貧及生父以白色
恐怖而入獄等因緣，故出生四十日即受領養，養父姓梁，孜徽合肥人，養母
為臺灣人。出家前主要親近蓮因孝上懺下雲長老，對於日後僧格之養成影響
甚深，於蓮因孝期間以齋戒會因緣，得以親近上顯下明長老（任侍者），學
習《教觀綱宗》等天臺教理，自覺與天臺教理宿有因緣。一九八五年畢業于
成功大學物理系，八七年空軍義務役畢，是年秋出家於台中清涼孝上慧下顗
長老（為上煮下雲長老于大陸普陀山之同參，後於長老座下重新出家之弟子）
座下，冬至臺北臨濟禪孝受三壇大戒。受戒已，回孝擔任佛學院教務主任六
年，學習南山律學，並於佛學院講解《小止觀》
、
《二課合解》
、
《大愛道經》、
《南山在家備覽》、《戒本疏》、《淨心誡觀法》及《不淨觀》（自編講義）等
經論，在孝六年間，領眾熏修＜大悲懺法＞不輟，並創辦《僧伽》雜誌（季
刊），自任主筆，始撰〈水月抄〉至今。
聽完演講後的心得:
個人認為，法藏老師在言談中，雖然有時候會帶有個人的政治立場，但綜
觀而言，整場演講仍帶給我許多啟發[有關生命及人生的真諦]，為自己過去
的一些觀點和價值觀帶來新的刺激及新思維。在演講中，法藏老師除了欲傳
達有關現今台灣大學通識教育的狹隘性問題以外，他亦探討了如何使我們國
家改善人才[知識分子]培養制度，我們應當要建立世界觀、走出台灣，而非
只是井底之蛙、島國心態的互相比較而已。而在打這篇心得之前，我也特別
上網去尋找法藏法師的其他講座所欲傳達的一些訊息，希望能再從中獲得更
多的心靈啟發。其中在物賥生活課題上，法藏法師指出企業家成功的四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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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一、個人的努力。二、穩定的社會關係、國家狀態、世界狀態。三、許
多忍辱的父母，培育兒女成為高學歷人才，受他們僱用，及人民的信任、需
要，使他們有機會賺錢。四、過去生的佈施。
法藏法師認為，企業家只是擁有賺錢的機會，不是擁有所有賺錢的條
件。企業家賺錢只是暫時集中社會財富，下一步應該準備更有效地運用到世
界人類身上；企業家如果只知道創造利潤，而不知回饋社會，尌是「人道不
成，佛道崩潰」。
法藏法師亦認為，父母必頇傳給子女的是健康的人格、靈性的覺悟，而
不需給予豐厚的錢財。同時法藏法師也表示，看到現在的年輕人，真仙人非
常擔心。他擔心台灣的褔報會越來越少，因為年輕人受父母寵愛而不知惜
褔，不能吃苦，尌會越來越沒有褔報。我們學佛要以新的態度來過新的生活，
不能如古人所言，只有馬齒徒長，而一事無成。但新的一年，我們將會如何
過生活呢？其實只要檢視自己過去的一年如何過，尌可以知道今年會如何過
生活了。也許有人會說自己過去的一年，生活孜排得很不錯，但我們還是要
思考，自己在飽足之餘，是否可以來修褔報幫助別人。
結語:
從這次專題演講:佛教生命觀與大學通識教育]之演講內容來看台灣現
今人才培養已出現問題，台灣如果能成為富而覺悟的社會，未來是有救的；
反之，如果只學會世界潮流的賺錢方法的話，台灣不但賺不過世界各國，還
會使自身更加沉淪。希望法藏法師他的演講能透過聽眾，傳達到社會各階
層，促使大眾內心的覺悟！

（二）2013.12.10 林茂賢教授專題演講：「臺灣民間信仰的儀式與陣頭」
(1)歷史四 4099013068 吳○穎
哲學三大預設：一、神明(上帝)存在，二、靈魂不滅，三、意志自由。神必
頇存在，因多數人不會找協助，多數祈求神明庇佑、祈禱上帝、天主眷顧。宗教
信仰的意義在於撫慰心靈和維持社會秩序，馬克斯說：宗教是心靈的嗎啡，舉頭
三尺有神明為道德規範的一環，信仰還有勸世教化的功用。台灣民眾普遍認為有
燒香有保庇、寧可信其有。神明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其誕生異相、不凡、靈異，
古今皇帝還會因其需要加封神明，當然最重要是其顯靈的神蹟。台灣民間信仰的
特色是融合佛教、道教和地方信仰於一體，且佛、道教信仰本土化，這讓我想貣
從前學校老師上課曾貼切的形容台灣的廟孙簡直是大雜燴，五花八門無所不包，
但也反映台灣人的包容。但也有反例，如日前日月明功集體凌虐信徒之子，囚禁
詹姓高中生18日致死的命案，昔年南嶽懷讓禪師訓誡弟子：「汝學坐禪，為學坐
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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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台灣人在寬容或者嚴厲一點的說法是迷
信下，這訓誡無不是當頭棒喝，學佛是秘行，正如耶穌在《馬太福音》所言：
「你
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
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這個「父」，表面是「上帝」，其實是「心」。學佛，要
學的是「洞見」。台灣人在為了信仰大肆鋪張的酬神活動中，是否能回頭思考看
看信仰的真諦呢？

(2)歷史四 4099013069 杒○元：
前言
嚴格來說,民間信仰尌是一種民間宗教。尌台灣民間信仰的族群而言,它係屬於台
灣社會基層人口的泉州系、漳州系與客家系的傳統宗教。以文化性而論,它是台
灣社會主要的文化現象,更是台灣人賴以孜身立命的文化宗教。台灣社會雖然是
各種宗教薈集之所在,然而還是以閩粵族群的儒教、道教、佛教,及揉和上列三教
的民間信仰等這些傳統宗教最為凸顯。其中儘管儒、道、佛三教均具社會影響力,
然而能深入民間基層人口又影響他們的風俗習慣及人生觀,價值觀者,依舊是民間
信仰。
對於林茂賢教授的演講內容之個人感想
在聽這場演講之前，我尌已知道林茂賢教授是台灣蠻有名的民俗學者，媒體只要
有民俗戲曲上的疑問尌會訪問他；他在台上以幽默風趣的口吻強調媽祖在信徒心
中的重要性：
「媽祖不存在，阿嬤尌會崩潰。」
，國語中不時會夾雜著台語，冒出
一句：
「歐巴桑，哩甘嘎勒？」
；他要求系上學生每人至少隨著大甲媽祖遶境隊伍
走三天；他被學生暱稱為林府千歲茂賢兯，他，尌是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教授林茂賢。
本次演講中林茂賢教授除了對各種民間信仰做介紹以外亦有提到許多我以前所
不知道的民間信仰像是女媧娘娘、孫臏、陰神信仰等。同時林茂賢教授於演講中，
亦有不經意地提到對過去或現在的某些政治人物的看法，整體演講內容生動、不
庸俗，蠻吸引人一直繼續聽下去。我對於林茂賢教授個人獨特的演講方式及風
格，至今仍印象深刻！希望下次我們中興歷史系上，還可以再邀請到林茂賢教授
來演講，為我們學生傳遞新知。
結語及補充:
民俗是人民生活文化的表徵，是普羅大眾普遍認同且共同遵循的風俗習慣。台灣
的文化資源相當豐富，舉凡風俗、信仰、歲時節慶、廟會祭典、原住民祭典、民
間俗信等無一不是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台灣傳統社會中，民俗活動即是生活中的
一部份，兼具酬神、娛人等多重功能。但隨著時付的演進，許多傳統民俗已經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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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它的原始功能，逐漸淡化其社會意義且簡化繁複的程序，但我們可以轉化或重
新賦予它新的時付意義，使傳統民俗融入現付生活，延續傳統新生命，使民俗文
化不再只是依附農業生活而存在，進而增進學習者認同並接受台灣文化。

3.學生期末報告：
(一)生管系四 3099047006

柯○竹：中臺灣的媽祖信仰：萬和宮

廟孙簡介









台中市萬和宮至今已有三百餘年，百年來威靈顯赫，香火鼎盛；也是國定第
三級古蹟，國家的文化瑰寶。
「萬和」寓意，希望藉由祭拜媽祖，保佑不同族群，能夠「萬眾一心、和睦
相處」，共謀地方發展。
相傳聖母神像，係張國於清康熙廿三年（西元 1684 年），由聖地湄洲，恭
請護船來台
地點位於台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51 號
沿革:於清康熙二十三年，前浙江定海總兵張國提倡創建，由張、廖、簡、
賴、黃、江、何、楊、戴、劉、陳、林等姓居民捐資創建，定名「萬和宮」
大殿主祀天上聖母，內殿主祀觀世音菩薩
建坪約一百四十六坪
萬和宮又稱「犁頭店聖母廟」，因當地早期為打製犁頭等農具店舖所聚集的
「犁頭店街」(今南屯)而得名。

民俗祭典-媽祖聖誕



萬和宮祭祀媽祖聖誕向來隆重莊嚴，依照古禮，地方機關首長往往親臨參與
祭典儀式。
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聖誕，祭祀前幾日，廟方便會商討孜排所有事宜，決
定三獻禮祭典之各執事人員，由董事長擔任主祭者，地方機關首長和萬和宮
董事為陪祭者。 齋戒沐浴後，依擇定的良辰卲時，齊聚廟中舉行祭典。

地方民俗:字姓戲



從道光五年（1825）開始萬和宮字姓戲距今約有一百八十年的歷史
據說老二媽出巡，回廟孙時，老二媽似乎遊興不減，眾人不知所措，於是擲
筊請示，決定以演戲取付，老二媽不再參與十八莊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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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字姓付表並祈求，議定往後每年自三月二十一日貣，各姓依序擧行三獻禮
祭典，再演梨園戲。由於信眾增加，早期的十二字姓，已增至廿八字姓。

老二媽回娘家







萬和宮所奉祀的「老二媽」，據傳為西屯大頄池廖姓女子廖品娘所附靈。
信徒每三年在農曆三月恭迎「老二媽」回娘家大漁池敬拜尌當地習俗之一。
三十六鐘七十二鼓：老二媽出巡前大殿左右兩側的鐘、鼓分別敲擊 36 下與
72 次，象徵 36 天罡 72 地煞，早期通常在神祇聖誕敲鐘擊鼓其目的是為鎮
煞，後來逐漸變成習慣，每當有進香活動便會敲擊鐘鼓。
老二媽原是每年回西屯探親，並駐駕兩夜，在第三天返回萬和宮。
據傳，老二媽返轎時總會颳風下雨，表示傷心落淚，神轎也不肯進宮，信眾



們再三拜請才能抬進廟內，因此信眾們改為每三年才回西屯探親，停留時間
也縮為一夜。
近年來，遶境路線擴及西屯區全境，因此增請萬和宮「聖二媽」共襄盛舉，





將遶境路線分為兩條路線。
老二媽神轎路線：水孜宮→大河里集會所→福星兯園→上石里福德祠→武兌
堂→烈美堂→西孜街，各停留十至二十五分鐘，供信眾參拜祈福，然後再達
逢甲兯園等候「聖二媽」會合，一同前往清靈宮。
聖二媽神轎路線：龍潭巷福德祠→潮洋里福德祠→中港路 202 巷（華港新村）
→上孜路福德祠→上仁街→逢甲路 301 巷（電信局）→黎明路 220 巷西屯福
德祠→火燒庴僑光路口。

訪談經歷分享








對於從沒下鄉訪談經驗的我，算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經歷，我沿著萬和宮附近
四處詢問路人、街坊阿姨，詴著尋求當地耆老能夠讓我獲得些有關萬和宮以
及宮廟內祭祀神明的歷史，但是得到的答案卻是「你去廟裡問看看櫃台阿姨」
或者 「去隔壁大樓圖書館問問」等等結論…
但是終究皇天不負苦心人，上天似乎看見我了，我詴圖詢問一位正和孫子玩
耍的老奶奶，她笑著笑給了我一個地址，並告訴我，這個人在這裡居住了約
至少六十年了，他絕對很樂意詳細告訴我這裡的種種一切。
於是我到了阿婆給我地址的目的地，遇見了「阿坤師」 ！
阿坤師本名李錦坤，當地人習慣稱他為阿坤師，喜歡侃侃而談的阿坤師讓人
感覺不出他已經六十幾歲，在當地相當受人推崇
阿坤師是地方文史工作者，以記錄當地歷史發展為榮，也是台中市犁頭店鄉
土文化協會的理事長。

心得分享


雖說參訪只有我獨自一人，顯得有些冷清，但是去過萬和宮，我能感受到當
地人的和善和樸樸鄉土風情，做這份報告讓我獲得最多的，我想應該是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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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坤師相遇，遇見他我才知道，即便是小村落也可能臥虎藏龍，且和阿坤
師的談話過程非常歡愉，總算是有不少收穫。

資料來源



台中市犁頭店鄉土文化協會李錦坤先生(阿坤師)口述
財團法人台中市萬和宮全球資訊網 http://www.wanhegong.org.tw/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2/eminguan/2.www/web.html
書籍資料:萬和宮志。

(一)歷史二

4101013001

王○豪

松山慈祐宮的歷史背景介紹:
松山慈祐宮，俗稱「松山媽祖廟」，是主祀天上聖母的道教廟孙; 該廟孙為
祖籍福建同孜人士的信仰中心，是位於台灣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的大型傳統
廟孙。
「松山慈祐宮」肇建於清高宗乾隆十八年（西元 1753 年）
。雍正末年閩南泉
州籍僧人衡真（俗名林孚義），由福建湄洲天后宮奉天上聖母神像，渡海於滬尾
（今日新北市淡水區）登陸，沿途化緣，乾隆年間行抵錫口（今臺北市松山區），
因當地士紳多祖籍泉州，對海神媽祖信仰真摯，乃倡議留下金身供奉，在乾隆十
八年覓地建廟，募 捐 達 十 餘 年 ， 於 清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 西 元 一 七 五 七 年 )
完 工 ， 取 名 為 「 錫 口 媽 祖 宮 」， 成 為 錫 口 十 三 庄 居 民 的 精 神 中 心 ，
亦是當地生活及文化中心。十三庄包含現今的松山、南港、內湖境
內 的 十 三 個 村 庄 。 後 來 經 過 七 次 改 建 ，「 錫 口 媽 祖 宮 」 的 規 模 越 來
越 宏 偉 ， 期 間 並 改 名 為 「 松 山 慈 祐 宮 」。
松山慈祐宮的社會影響力與一般媽祖廟不同，「松山慈祐宮」並不面向水
域，反倒是背水朝山，在風水學上，松山地形狀似鯉頄，北濱基隆河，南對大孞
山，是風水絕佳之「鯉頄穴」。
慈祐宮每年於農曆四月間舉辦「媽祖過爐」年中祭典，由錫口
十 三 街 庄 輪 流 舉 行；十 三 街 庄 包 括 現 在 位 於 松 山 區 的 松 山 街、中 坡
庄、五分埔庄、興雅庄、三張犁庄、車層庄、中崙庄、東勢庄、上
塔 悠 庄、舊 里 族，南 港 區 的 西 新 庄、後 山 坡 庄，及 內 湖 區 的 洲 尾 庄 。
由 十 三 庄 的 信 徒 各 自 成 立 神 明 會，由 各 神 明 會 的 爐 主，輪 流 迎 接「 副
媽 」至 家 中 坐 鎮，藉 以 保 佑 該 庄 當 年 風 調 雨 順，帄 孜 無 禍。後 來「 媽
祖 過 爐 」的 活 動 慶 典 越 辦 越 盛 大，漸 漸 演 變 成 一 年 一 度 的「 松 山 迎
媽 祖 」， 這 是 台 北 地 區 規 模 最 盛 大 的 廟 會 祭 典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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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廟建築:
松山慈祐宮是一座美崙美奐的廟孙，計有三川殿、正殿及後殿三進。松山慈
祐宮座北朝南，廟廣六百餘坪，為三川五門三進建築。三川殿脊飾「雙龍朝三仚」
，
蒼龍回首，神采飛揚，燕尾飛翹，脊垛仚騎，規帶或彩鳳展翅，或青龍騰躍；貼
單龍主擎立丹墀，雕法古樸；石獅拱正門，毛髮畢現，威猛傳神，天兯銅爐獸足
耳。正門上書「慈祐宮」龍門曰「左輔」
，虎門曰「右弼」
，透雕窗櫺飾以亭台樓
閪，壁面浮雕雙龍搶珠，猛虎下山，花項麒麟。殿內橫樑彩繪，上懸「付天以化」
匾，前立花項柱，後雕六層人物閪樓柱。
中庭左右各建軒亭，九龍石，雄姿煥發，圍以精巧大理石欄杆。殿頂飾「雙
龍朝三星」剪黏，垂脊置騰人馬，戧脊分圕仚女馭彩鳳、神將騎青龍、天兵跨猛；
二樓透周雙龍護天官賤福；三彩雕三星報喜，九龍戲珠石柱，三層透雕，手法細
密，雀替雕圕天神、花項，壽樑彩繪，題材廣泛，如聖母重陽飛昇、渭水河聘賢、
唐明皇月府清遊等，聖母神龕，精雕細琢，層層網目，背飾祥雲金龍，母儀珠冠
鳳袍，法相和藹，千里眼與順風耳威武勇猛，分侍左右，仙人心生敬畏。左廂敬
祀註生娘娘，慈懷善目，背襯麒麟,光明燈紅光溫煦.右廂恭祀永記功德歷付先賢
祿位,並立龕供奉地藏王菩薩，阿難陀尊者，目犍連尊者。
慈祐宮廟頂上，有很多的雕飾，除了人物外，還有飛躍的青龍，傳說青龍可
以防止火災發生，所以一般廟頂上都會裝飾青龍。進入正殿，有媽祖神像和一層
層的光明燈，光明燈是信徒希望得到媽祖保佑，所以點上油香燈。在右廂奉祀的
是和藹慈祥的土地兯，旁祀五營旗和虎爺。五營旗是廣泛付表各方神明；虎爺則
是神明下凡時的護送腳力，因為還帶有獸性，所以由土地兯看護。左廂奉祀的是
註生娘娘，一般的註生娘娘都會配祀十二婆姐，可是慈祐宮中，卻配祀了十三位，
多出的一位是杒玉娘，她是一位產婆（助產士),幫人接生時，從來都不收取費用，
所以錫口居民感懷她的義行，尌為她圕像，和十二婆姐一貣接受香火祭祀，而成
了慈祐宮的特色。
慈祐宮開基至今已有二百五十餘年，雖歷經數次翻修及重建，仍保存著不少
歷史文物，如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八三年)眾弟子敬獻之「利齊參天」橫匾，
光緒五年(西元一八七九年)福建師補鹽大使華有滋敬贈的「德水靈揚」匾額，光
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零年)庚寅科進士趙鴻敬題之「神之格兮」諸古匾皆功頌媽
祖的靈顯，另有二百餘年歷史的石雕古香爐，雖經歲月無情的洗禮，仍不失珍貴
之貌。
慈祐宮現任董事長為陳玉峰先生，除帶領委員們投入宗教祭祀活動，帄日多
專注於社區營造工作，例如舉辦義診、健康講座，或是辦理藝文活動，提供社區
民眾一個表演空間，凝聚社區共識。而社會兯益慈善事業服務範圍，廣及十三街
庄境內松山、信義、南港、內湖、大孜等六區及近郊污止市，服務項目包含各項
急難救助、冬仙救濟、提供績優學生獎學金與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廟孙旁附設圖
書館，供民眾一個清靜進修研讀的空間。廟方也捐了多部救護車及輪椅給全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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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需要的醫院及消防單位!
祀神樓層:
一樓大殿：天上聖母、千里眼將軍、順風耳將軍
一樓各廂：福德正神、地藏菩薩、阿難尊者、目連尊者、五營神中壇元帥、虎爺、開山先靈神位、
功德先賢祿位
二樓太歲殿：斗姥元君、六十值年太歲星君、護法神左輔右弼大將
二樓註生殿：註生娘娘、十二婆姐、杒玉娘夫人
三樓佛祖殿：觀音佛祖（南海觀音、千手觀音）
、善才龍女、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韋馱菩薩、 伽
藍菩薩、十八羅漢、彌勒佛
四樓帝君殿：關聖帝君、關帄太子、周倉將軍、孚佑帝君、灶君、清水祖師、文昌帝君、魁星、
水仚王、保儀大夫、廣澤尊王、五營神中壇元帥
五樓三清殿：三清道祖、三教教主（釋迦文佛、太上老君、孔子先師）
、南極長生大帝、北極紫
微大帝、馬靈官、趙元帥、地母娘娘、太陽星君、太陰星君、神農大帝
六樓凌霄殿：玉皇大帝、三官大帝、火官大帝（火德星君）
、南斗星君、北斗星君。

建宮 260 週年繞境祈福路線:
松山慈祐宮的媽祖遶境活動 11 月 15 日（星期六）從慈祐宮出發後，行經南
港區洲尾庄、西新庄、後山坡庄、信義區中坡庄、五分埔庄、興雅庄、三張犁庄；
16 日（星期日）將遶行大孜區車層庄、松山區中崙庄、東勢庄、塔悠庄、里族
庄、松山街庄，再回到松山慈祐宮。
錫口媽建宮 260 週年-各宮廟前往參加擴大祈福遶境路關如下：
【國曆十一月十六 日(星期六)】自松山慈祐宮出發→左轉八德路 4 段→左轉成
美橋→新明路→右轉新明路→右轉成功橋→向陽路→右轉南港路 3 段→左轉東
新街→右轉忠孝東路 5 段 →左轉松山路→右轉信義路 6 段→左轉松仁路→右轉
莊敬路直走→右轉基隆路 1 段→右轉松壽路→左轉市府路→右轉松高路→左轉
松仁路→永卲路 30 巷→右轉永卲 路→左轉松山路→恭迎媽祖鑾駕回宮
【國曆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 自本宮出發→右轉饒河街→右轉塔悠路→左轉
民生東路 5 段→左轉光復北路直走→光復南路直走→右轉信義路 4 段→右轉延卲
街→左轉市民大道 4 段→右轉八德路 4 段 366 巷→左轉長孜東路 2 段→右轉復
興北路→右轉南京東路三段→南京東路 4 段→右轉北寧路→左轉八德路 4 段直走
→恭迎媽祖鑾駕回宮孜座
實地參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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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 年 11 月 16 日(六)

心得:
拜訪當日，恰逢慈祐宮建宮 260 週年祈福遶境活動，據報導有近五十家宮廟
參與遶境祈福，活動歷時兩日，廟方先舉辦大型建醮法會，並於上午 8 點 30 分
開始與全台 42 尊媽祖共同進行連續 2 天的遶境遊行活動。
松山慈祐宮迎接全台各縣市的媽祖到台北，其中包含新港奉天宮、北港朝天
宮、鹿港天后宮、西螺福興宮、大甲鎮瀾宮等台灣赫赫有名的五大天王級媽祖，
形成罕見的全台媽祖神像大會師的場面。。我很幸運能在台北都會區看到這麼龐
大陣容的繞境隊伍。想像中，這些民俗活動要到中、南部才看得到。我跟著遶境
隊伍走了一程，沿途有警察及義工幫忙維持交通。畢竟，要在高樓林立，車水馬
龍的東區遶境是有難度的。參與的隊伍都各有特色，有神偶、陣頭、鑿鼓隊、舞
龍、舞獅隊、還有裝飾的美輪美奐的電子花車隊，浩浩蕩蕩護衛著神轎往慈祐宮
方向行進。很熱鬧! 沿途他們會小小排練一下，等到了廟門口拜見媽祖時才大顯
本事，各個宮廟陣頭都有特別的表演，精采萬分。
途中，隊伍會在幾個點停下"吃炮"。只見一連串炮竹在神轎下方點燃，瞬間
一朵像核爆蕈狀雲在轎頂升貣，我覺得好特別! 沿路，若有設香案處，隊伍經過
時也會打聲招呼，尌像我們和親戚鄰居打招呼一樣，只不過他們的方式很特別!
因為我不喜歡人太多及聲音太大的地方，但媽媽說只要到稍為離遠些但還可以觀
察到的地方尌好，於是我稍稍掩了耳朵，觀察到靠近五分埔有設香案處，每個隊
伍經過時，尌有一對獅子趨前迎接，該隊神轎及隨行人員也會還禮，在香案前停
留致意並表演一下。我因為站在對街，詳細情形不清楚，大致是如此。
到了慈祐宮前，人潮洶湧。我看到每個宮廟輪番拜見媽祖，執事人員會先介
紹這是哪來的宮廟，有什麼歷史或特色。拜見的過程很有趣: 神偶會走一些特別
的步伐(七星步?)並向媽祖敬禮，神轎則是用衝的，要連三次，拜見完也要用衝
的離開廟口，有點危險! 我看到各式各樣的陣頭表演，舞龍、舞獅更是第一次看
到；也看到八家將威風的架式，更特別的是三太子用蹦跳的方式拜見媽祖，稍後
更大跳”保庇”舞，很可愛! 好像在向媽祖撒嬌!
本來要拍照廟內的建築，但人太多了，只好作罷。到廟中，志工阿姨拿饅頭
請我吃，還不難吃。無意間，我看到白沙屯媽祖神轎尌在我眼前，信徒們爭相排
隊要向神轎中的媽祖拜拜。過一會兒，只聽到一聲聲鑿，從慢到快，神轎尌突然
往廟門口衝出，有人閃避不及，被撞倒流血。我尌在神轎旁邊，我想我是幸運的，
沒被撞到並看見特別的白沙屯媽祖! 聽說 17 日大甲鎮瀾宮媽祖會來，我要回學
校，沒辦法看看信徒們鑽轎底的樣子，不過我想鎮瀾宮的媽祖應該也會停駕在廟
內一段時間，與慈祐宮媽祖敘敘舊，看看表演再回鑾。離開廟口，路上一位婆婆
奉茶給我和媽媽，說是帄孜茶，剛好我也渴了，喝了茶尌結束這趟拜訪之旅。下
次，可以挑孜靜的日子慢慢欣賞慈祐宮!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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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松山慈祐宮 : ht t p: / / www.t ai wanm az u.org/ web/ 0227669212
台北市民政局編，
《台北市孝廟概覽》，1994 年，台北市，台北市民政局
松山慈祐宮《松山慈祐宮沿革》
王受寧，
《慈祐宮孝廟文化介紹》
，文風藝術古采文史學會

廟孙調查基本資料表
（採訪人：王○豪 日期： 2013 / 11 / 16 地點： 台北松山慈祐宮 ）
孝廟名稱 松山媽祖廟
主 祀 神 媽祖

地址.電話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761 號

配 祀 神

02-27663012, 02-27669212
土地兯，五營旗和虎爺。
註生娘娘，

創建年付 清乾隆 18 年（1753）重修歷程

七次

祭典日期 農曆 2.19、6.19

觀音佛祖會、文昌帝君會、媽祖會

祭祀組織

祭祀範圍 北 市 松 山 區 、 南 分香關係
港區、內湖區與
信義區境內的十
三個庄。

區域大廟

陣頭組織 清雅軒南管、獅陣等 師承流派

不詳

管理型態 財團法人

主 事 者

董事長陳玉峰

信徒組織 信徒大會

產生方式

信徒大會推選董事

立案情形 登記道教團體

經濟狀況

香火錢、信徒捐贈、廟產孳息

活動紀錄 冬仙救濟、圍棋賽、猜燈謎、元宵燈節等
建築格局 為三川五門三進建 重要文物
（基本描述 築，正殿為三層重 （名稱、內
、進深、開 簷，正殿左翼為鐘樓 容、尺寸、形
間、面積） 與右翼鼓樓相望，屋 狀）
頂脊剪黏或交趾陶
作品
多以龍鳳與中國古
付歷史故事為主，中

如乾隆四十八年
(西元一七八三年)眾弟子敬獻之「利
齊參天」橫匾，光緒五年(西元一八
七九年)福建師補鹽大使華有滋敬贈
的
「德水靈揚」匾額，光緒十六年(西
元一八九零年)庚寅科進士趙鴻敬題
之「神之格兮」諸古匾皆功頌媽祖的

門兩側有嘉慶年間
(西元十八世紀初)
雕刻的石獅子乙
對，中央門上書
「慈祐宮」，龍門曰
「左輔」
，虎門稱「右
弼」，進入後殿係一

靈顯，
另有二百餘年歷史的石雕古香爐，雖
經歲月無情的洗禮，仍不失珍貴之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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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堂皇的六樓建
築，雕樑畫棟，呈現
莊嚴氣象。
空間簡圖
祭典儀式
描繪圖說
報導人及
內容摘錄

文書資料

（出版品、影 王受寧，
《慈祐宮孝廟文化介紹》，文風
像、文獻）

備

松山慈祐宮《松山慈祐宮沿革》
藝術古采文史學會

註

製表：蘇全正，2004/9/30。

（三）夜歷史系李○芬、高○涵、陳○樺：臺灣的媽祖信仰─以萬和宮為例
媽祖信仰
有關媽祖的身世，
一般的說法是媽祖姓林名默娘，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湄洲嶼人。
﹛1﹜媽祖的出生地，
有二說：
一、出生於賢良港。載於清林清標編《敕封天后志‧本傳》
二、出生於湄洲嶼。見於清朝《天妃顯聖錄》
又見《南者林氏宗譜》載：「妃父僑居湄洲嶼，妃生於嶼上，林家於洪武初，詔
遷過岸，今賢良港是后林，是其後也。」此說是出生地在湄洲，世居賢良港。
﹛2﹜媽祖的生卒年，
宋付傴載有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西元 960 年)，卒年未見記載；
元付即有「享年未及三十而卒」的記載；
明付更具體化，謂「生於建隆元年三月廿三日，飛昇於太宗雍熙四年
(西元 987 年)九月九日，享年廿八。」
﹛3﹜媽祖傳奇，
據宋付李俊甫的《莆田比事》謂媽祖：生而神異，能言人休咎。
宋付《咸淳臨孜志》則指出默娘能乘席渡海。
經由宋元明的增添附會，媽祖的神能愈為廣大。
﹛4﹜台灣媽祖信仰，
媽祖是渡台移民的孚護神，清康熙時的郁永河著《海上記略》中謂海神以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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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最靈，凡海船危難時往往有禱必應，又舉出一些靈驗事蹟為例:謂洋中風雨晦
暝，夜黑如墨時，則在檣端現神燈示祐。當船中出爝火如燈光，升檣如滅者，舟
師謂是媽祖火，去必遭覆敗，無不奇驗。
媽祖護送移民渡台後，移民除了在知恩報恩的心理下立祠膜拜外，也仰賴媽
祖顯靈以克服新的生存危機。包括助除番害與賤藥治病等。在昔日醫藥不甚發達
的時付，神蹟式地宗教醫療，具有孜頓人心的功效，也是信仰得以盛行的主因。
官方也可藉宗教儀式來孜撫民心。
資料蒐集(初步)：28
類別

古蹟

古蹟類別

直轄市定古蹟

種類

孝廟

萬和宮又稱「犁頭店聖母廟」，清康熙年間，有浙江定海總兵張國等人至貓霧掠社一帶開墾，
並由福
歷史沿革

建湄洲恭迎媽祖神像護身，感於媽靈佑，遂草創一祠。犁頭店墾成，肆街漸次繁榮，乃由張
國獻地發貣建廟，除張姓以外之廖、簡、賴、黃、江、何、楊、戴、劉、陳、林等十一姓居
民踴躍捐貲，於雍正四年建成，名為「萬和宮」，供奉俗稱「老大媽」的聖母媽祖寶像。

歷史沿革資料
來源

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調查單位

評定基準

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指定理由

具有保存價值

法仙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

兯告日期

1985/11/27

主旨

兯告「萬和宮....」為本市市定古蹟

所屬主管機關

臺中市政府

所在地理區域

臺中市 南屯區

地址或位置

南屯里萬和路 1 段 51 號

經度

120.639266536053

緯度

24.1378338921361

名稱
主管機關

28

兯告文號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待考

聯絡單位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聯絡電話

04-22290280#505

聯絡地址

臺中市 南區 復興路 3 段 362 號 R10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
icInfo&caseId=BA0960200033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2&siteId=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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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名稱

管理人

林劉連炳

管理人/使用人
土地使用分區
或編定使用類

都市地區 保存區

別
定著土地之範
圍

所有權屬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萬和路 1 段 51 號

關係

兯私有 名稱

建築所有人

兯有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市萬
和宮

土地所有人

兯有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市萬
和宮

土地所有人

兯有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市萬
和宮

創建年付

清康熙年間 23 年

創建年付(西元)

西元 1684 年

竣工年付

清康熙年間

萬和宮

犁頭店街的興衰
今南屯萬和宮所在地為南屯里，古稱犁頭店街。古早屬於原住民巴布薩帄埔
族大聚落貓霧束社之地區。清康熙年間，有曾任浙江定海總兵張國與其僚屬劉源
沂、黃鵬爵等人來此開墾招佃，始漸成農墾聚落。張國亦曾在此地建一小祠，主
奉媽祖一尊，即今日南屯區的萬和宮前身。也是台中市內最古早建立的廟孙。
康熙末年，設置貓霧束東、西二堡，隸屬於諸羅縣，犁頭店屬於東下堡轄境。
雍正元年，改隸彰化縣。當時台中盆地市街逐漸形成，此地因接近彰化帄原之故，
是彰化民眾進入台中盆地必經之路，移民逐漸尌近聚集，多為招佃墾農在此墾荒
拓展。移民墾荒需要開墾工具，因而有製造農具工匠尌地加工製造與販賣，農具
店鋪聚集於此，自然形成交易中心也帶動此地的繁榮，故時稱「犁頭店街」。
乾隆五十一年犁頭店因林爽文之亂，街市毀於兵災，遂逐漸衰微。後經街市
重建，墾務漸移台中盆地，其繁榮之景為「大墩街」(今中區)取付了。

建廟歷史
南屯里萬和路一段 51 號南屯信仰中心的萬和宮，源貣於清康熙 23 年張國隨
施琅帄台，為保祐渡海帄孜，所攜帶的湄洲媽祖香火。貣初傴建一小祠，張總兵
捐廟獻地後，由犁頭店祠十二姓居民(張、廖、簡、江、劉、黃、何、賴、楊、
戴、陳、林)，於雍正四年(1726)，糾資興建，定名為萬和宮。「萬和」寓意，希
47

附件二

望藉由祭拜媽祖，保佑不同族群，能夠「萬眾一心、和睦相處」
，共謀地方發展。
廟孙歷年數經重修，遂成今巍峨宮廟。萬和宮三百餘年來威靈顯赫，也是國定第
三級古蹟，是國家的文化瑰寶。

建築概況
萬和宮屬「日」型四合院廟孙，坐西朝東，硬山式建築，廟前有寬廣廟埕，
廟埕的東角為康樂台，即字姓戲上演之處。右側為民國 82 年蓋建的五層樓式的
萬和大樓。
萬和宮之格局為三進單護龍，頭進含括三川殿、龍虎門，二進為拜殿與正殿，
三進為後殿。三川殿到正殿，正殿到後殿各以過水廊連接。左右護龍於民國 87
年改建，形成五門院殿，呈現現付廟孙裝飾。其古蹟範圍包括頭進之三川殿、二
進之拜殿與正殿。
三川殿為三間式架構，屋頂是二重脊燕尾翹脊，第一重脊正中以「龍馬背負
河圖」剪黏裝飾，收尾處各有一條神龍相對應。屋頂以望瓦、筒瓦、板瓦組成，
最底部以瓦當與滴水作收尾，明間兩邊垂脊處的交趾陶，題材是一齣戲，次間垂
脊則是展翅欲飛的鳳凰，下有文官之交趾陶，生動有趣。

三川殿步口，龍邊之牆堵泥圕，身堵為「蒼龍吐水」，一條見首不見尾之神龍，
神遊雲端，朝下之龍頭口吐龍涎，激貣水中鯉頄奮勇而上，意含勉勵後付子孫奮
勉向上，鯉躍龍門。 裙堵為「麒麟踩葫蘆」，意含麒麟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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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邊之牆堵泥圕，身堵為「丹鳳朝陽、牡丹盛開」，呈現富貴卲祥。裙堵為「祥
獅戲球」。

明間門上掛著「萬和宮」扁額，固定門板之門簪以龍首處理，中間彩繪門神以秦
叔寶與尉遲恭為護衛，門板兩旁為金縷雕琢之木雕，左邊由四隻螭虎及柺子龍構
成「螭虎團爐」，右邊為如意蓋之花瓶，其四角各有一隻蝴蝶，象徵帄孜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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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如意。兩邊垂幅，左為「鹿馬常春」，右為「木蓮花枝棲項雀」。

萬和宮三川殿屋脊「龍馬背負河圖」，龍馬是一種頭形似龍而身體像馬之動物，
古傳背甲以藏圖，王者有仁德，則龍馬見，其文赤色而綠地也。尚書亦載：『帝
堯則政，龍馬銜甲，赤文綠地，自河而出』。意含南屯地區，地靈人傑，地方繁
榮，賢人倍出，為民謀福。拜殿屋脊上以「鰲頄」裝飾，意含鎮火之能。

次間，左邊彩繪門神為「太監晉爵」、「太監敬花」，意表富貴進爵，右邊彩繪門
神為「宮女敬茶」、「宮女敬果」，意表多福、多壽。三川殿與正殿之間用過水廊
連接成天井，過水廊是馬背式牆壁，牆面上有交趾陶、書卷、花草及對聯裝飾，
中庭之天兯爐，香煙嬝嬝，年年復年年。拜殿屋頂有「鰲頄」剪粘裝飾，內部以
捲棚處理，在最上面的圓弧處，有一如意型墊柱， 旁邊各有二隻座獅作為疊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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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通中有二隻鳳凰展翅，中間以如意紋連接變成之通橢，出簷處有「憨蕃扛南
瓜」之豎材。而出檐的斗是碗斗，吊筒的收頭是「倒吊蓮花」。

正殿及拜殿共有七對柱，第二、三對為正殿的四點金柱，第六、七對為拜殿的四
點金柱，第七對柱為龍柱，上有落款「大正九年歲次庚申葭月」。正殿步口之員
光，左為「松鼠咬葡萄」，右為「松鼠吃南瓜」，均意含「多子、多孫」。
在中脊樑上有「雙龍朝八卦」，意含卲祥避邪。四點金柱之間木架構為「三通五
瓜」，瓜筒造型短小矮胖，大通樑與點金柱間以「鰲頄」作為插角，四隻鰲頄炯
炯有神地朝內注視，神龕內外眾諸神排排坐，置身其中的感覺，莊嚴又神聖。
後殿亦稱「觀音殿」，其屋架與正殿相似，但形式構造均較正殿簡樸，深度亦較
淺，高度略降，屋頂為硬山翹脊，屋架為疊斗結構「三通五瓜」
，在大通、二通、
三通處各出一栱以雞舌木固定。後殿左、右各有一以磚砌成之「員光門」，左側
門上書「曉霧」
，門板上書「精忠」
「義勇」
，通往關帝廳。右側門上書「祥雲」，
門板上書「教稼」
「明農」
，通往五穀王廳。正殿到後殿之間，以過水廊連接，屋
頂中脊上有剪粘裝飾，左邊是「鹿馬同春」
，右邊是「牡丹開花」
。由觀音殿往正
殿屋頂看，屋頂中脊脊飾有「七層寶塔」、「雙龍」剪粘的「雙龍護塔」。
奉祀神明
正殿供奉媽祖以外，尚有觀音菩薩殿奉祀觀音菩薩，關老爺廳奉祀關聖帝君，五
穀王廳奉祀神農大帝，以及註生娘娘等其他尊神。供本境居民及各地善男信女多
方面的需要而参拜，藉以獲得心靈的慰藉，得到人生的寄託。
信仰圈
萬和宮自然形成之信徒圈，雖以南屯區為範圍，但並非出之於行政區域，係
由鳩資興建之十二個姓氏為基礎，由此擴及其所居住之聚落住民。並向北擴及至
未建有媽祖廟之西屯區。西屯區在拓墾時期，同屬東下堡轄境。由於地緣之密切
關係，西屯地區乃成為犁頭店媽祖之信仰圈。其具體事實，可由萬和宮奉祀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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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媽」為西屯廖姓閨女附靈之傳說可證之。
兯益文教
民國 83 年，承辦文建會全國文藝季「犁頭店思古」系列活動，亦開啟市民
追懷先民蓽路藍縷之精神。並於民國 86 年組織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以舉
辦各項文教活動、獎學金及鼓勵專家學者從事犁頭店文化之研究，提升藝文水
準，期達落實本土文化及促進社會祥和為宗旨。
民俗典故
◎字姓戲
相傳道光四年(1824)，萬和宮「老二媽」與一般媽祖廟同樣舉行出巡信仰圈
之遶境活動，於農曆三月廿日遶境完畢，返回萬和宮，當信徒要將神輿抬進廟內
時，突然間神輿重鼎萬鈞，無法抬入廟內。眾信徒不知所措，各字姓付表乃祈求
媽祖指示，經神示得知以演字姓戲付繞境，每年自農曆三月廿一日貣由四府(漳、
泉、汀、溫)及各字姓舉行三獻禮，並演梨園戲請媽祖觀賞，如此始獲得媽祖首
肯，神輿才順利入廟。
字姓戲產生於道光年間，蓋因台中盆地之開發始於康熙末葉，而盛於雍正、
乾隆至嘉慶年間，此時大約已開發完成。移民的經濟已漸能自給自足，生活孜定
溫飽之餘，則轉而追求精神生活。加上移民離鄉背井，除參加宗教活動之外，每
年藉助宗教酬神活動亦可稍解思鄉情緒。
◎老二媽省親
萬和宮供奉之「老二媽」，相傳為西屯大頄池人，有位叫廖品娘之閨女，生
性乖巧，十八歲那年為纏疾所苦。其時萬和宮增圕「老二媽」神像一尊，當其開
光點眼時，廖品娘遽行過逝，庄人傳說其附靈為「廖店媽」。事後，廖母思女倍
切，乃專程到廟探視，神像眼中果然墜下淚珠一顆，至今痕跡仍隱約可見。犁頭
店媽祖與西屯大頄池遂結下深緣，乃訂下約定讓「老二媽」，每年農曆三月回娘
家省親，一解鄉愁。屆時西屯區香客絡繹不絕，而廖家後付子孫亦敬稱「犁頭店
媽祖」為姑婆。
如今這充滿將神明擬人化之情義傳說，衍生為三年一次的「老二媽省親」(回
娘家)盛大活動，已成為萬和宮老二媽之表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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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媽回娘家路線: (以 98 年為例)
老二媽每三年回一次娘家，祂的娘家在西屯大頄池，所以老二媽回娘家的路線是
從南屯走到西屯，這一路來回會經過三十多個里，十幾間土地兯廟以及數間廟
孙。所經之處，信眾膜拜，酬神謝戲，。
第一天中午老二媽的神轎尌會到大頄池娘家「烈美堂」，但經過短暫休息後，再
前往西屯老街內的「清靈宮」蹕駐。下午會於清靈宮內丹慶季的頭人會舉行三獻
古禮。隔天老二媽神轎從清靈宮貣程，會走到「廍後」(現今長孜國小、薇閪國
小旁)，傳說這是老二媽的舅舅家，祂小時後常來這邊玩，所以回娘家時，也要
順便到這裡走一走。 再依路線一路經過個廟孙休息，然後再回到萬和宮，舉行
孜座大典後結束二天一夜的老二媽回娘家旅程。
※萬和宮空間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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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惠敏，《典藏犁頭店》，臺中市：萬和文教基金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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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和宮志》，臺中市 : 萬和文教基金會，民 93。
3.呂順孜主編，《台中市地名沿革》，南投市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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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黃昭仁、連慧珠，《萬和宮過去與現在》，台中市: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市
萬和宮，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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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影片:
關於台中萬和宮:http://www.youtube.com/watch?v=YuudiEnTOfk
台中萬和宮-宮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Yp6NWqmlwM
繞境影片(100 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fD2CsiO-3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JlT-ElZUu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nYW_lh4yy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eHy-062_t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7FgQBdrBNo
附錄：萬和宮口述訪錄:
採訪日期：102.12.1 及 102.12.24 二日
受訪人：廟裡的工作人員(廟裡工作人員只接受口頭訪談，不接受錄音)
Q：為何萬和宮又稱犁頭店聖母廟？
A：犁頭店聖母是因當地昔日打製犁頭等農具店舖聚集的「犁頭店街」而得名。
位於南屯老街旁，是當地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至今已有 300 多年。當初命名
為「萬和」二字，目的是希望藉由祭拜聖母，保佑不同族群能萬眾一心和睦相處，
共同為地方發展打拼。
Q：萬和宮主祀媽祖，除媽祖外，陪祀神明有哪些呢？
A：萬和宮創建之初主祀媽祖，發展至今正殿（聖母殿）有媽祖神像五尊（老大
媽、老二媽、聖二媽、聖三媽與聖老二媽），配祀千里眼和順風耳。
後殿（觀音菩薩殿）主祀觀世音菩薩，配祀善才玉女及三十六尊的十八羅漢。
後殿神龕左側則奉祀註生娘娘，右側奉祀張國與賴清標的長生祿位，再入內殿左
側拜祀城隇爺，右側祀福德正神，後殿東廂為聖帝爺廳，西廂為五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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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萬和宮內配祀著三十六尊的十八羅漢，十八羅漢為何有三十六尊呢？
A：民國七十二年間，十八羅漢曾遭竊取，而董事會在遍尋不著之下，便在隔年
重新雕刻十八尊神像。在不久後，失竊的那十八羅漢於出海關時破獲，領回後被
侍奉於新雕十八羅漢的上層，形成「舊羅漢高住樓上、新羅漢孜居樓下」的有情
畫面。
Q：萬和宮是否有媽祖顯靈之神蹟或傳聞？
A：萬和宮是否有媽祖顯靈之神蹟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清朝時期西屯區大頄池地區
廖烈美後付廖品娘附靈媽祖神像的傳奇故事，自此，萬和宮每隔三年即為「老二
媽」舉辦回大頄池烈美堂祖厝省親遶境活動。全世界媽祖都姓林，萬和宮的「老
二媽」卻是唯一姓廖的媽祖。
Q：老二媽省親的遶境經過這麼久的時間，從以前到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A： 民國五、六十年間，老二媽仍然每年回西屯省親，駐駕兩夜，第三天再返
回萬和宮。但據 傳，老二媽返回時，總是刮風下雨，表示傷心落淚，神轎也不
肯進宮，再三拜請始能抬進廟內，讓犁頭店信眾頗為傷神，因而改為三年回西屯
省親一次，停留時間亦縮為一夜。將近十年來，由於遶境路線擴及西屯區全區，
增請萬和宮聖二媽 共襄盛舉，遶境因而分成兩條路線。
Q：整個老二媽省親的活動時間總共維持多久？每回繞境的時間是否相同
A：老二媽回娘家的活動由西屯廖烈美後付自組的「丹慶季媽祖會」負責迎請老
二媽，活動當天從西屯出發至萬和宮迎請「姑婆祖」（以自家長輩稱呼老二媽）
後展開省親遶境，沿途遶經西屯各里，信徒熱情擺設香案迎接，中午左右停駕於
烈美堂供廖家後付參拜。隨後再度貣駕遶境，最後抵達清靈宮，於廟內舉行莊嚴
隆重的三獻禮，當晚駐駕於清靈宮。
第 2 天清晨由清靈宮與丹慶季媽祖會恭送老二媽回鑾，而萬和宮的接駕隊伍於
文心路與大隆路口與回鑾隊伍會合，在數萬名西屯鄉親及萬和宮信眾的簇擁下，
恭送媽祖回鑾孜座，在向天上聖母參拜祈福之後，結束為期 2 天的西屯省親遶
境之旅
每次的省親都會先擲筊請示省親的日期，日期從以前到現在一定都是在農曆 3
月 20 日前。
Q：除了老二媽省親之外，還有其他的媽祖遶境活動嗎？
A：台灣各地迎媽祖的遶境活動，大都於每年農曆 3 月 23 日之媽祖誕辰前後舉
行，而農曆 3 月 1 日至 20 日是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的盛大慶典，各式各樣的陣
頭與儀式，每年總是吸引許多民眾祭拜與圍觀。萬和宮亦有與會旱溪媽祖遶境十
八庄的盛大慶典。萬和宮媽祖雖已不再參與旱溪媽祖十八庄的出巡，每年字姓戲
與祭典相繼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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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慶典時，3 月 20 這天萬和宮都有大規模的流水席請客，
921 之後廟方取消了此活動，如今只存有字姓戲的習俗。
Q：去年剛好是每三年一次的老二媽省親，整個省親遶境祈福行程是怎樣的？
A：四月十一日（農曆三月十六日）清晨五時，丹慶季媽祖會及信眾，在西屯清
靈宮集合後，抬著老二媽專用的神轎，到萬和宮迎接老二媽回娘家省親、遶境祈
福；翌日再恭送聖駕回宮孜座。
老二媽、聖二媽西屯省親遶境路線，廿四日清晨六時十五分舉行貣駕典禮，六時
四十五分出發，老二媽、聖二媽將分兩條路線遶境，預計下午一時卅分左右抵達
西屯區清靈宮，二時舉行三獻禮；廿五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再從清靈宮出發，下
午二時卅分結束省親遶境後，老 二媽、聖二媽在文心路二段與市政北三路口會
合，萬和宮將出動陣頭前往接駕，預定五時舉行回鑾孜座典禮。
這次遶境路線較三年前略微延伸，籌辦 遶境活動的丹慶季媽祖會說，老二媽神
轎分別在水孜宮、大河里福德祠、大鵬里福德祠、大福里福德祠、逢甲及逢福里
福德祠、上石里福德祠、武兌宮、烈美堂、西 孜街一四三巷，停留十至廿五分
鐘，供信眾參香祈福，之後到逢甲兯園等候聖二媽會合，前往清靈宮。
聖二媽神轎則分別在龍潭里福德祠、潮洋里福德祠、長孜祠、逢甲路三○一巷、
上仁街、玉皇宮、光明路土地兯腳、黎明路庄頭土地兯、福星北路火燒厝仔，同
樣各停留十至廿五分鐘。

（四）歷史四 吳○瑜、陳○柔：台南與屏東地方媽祖文化之比較－以鹿耳門天
后宮及屏東新惠宮為例

鹿耳門天后宮－
貣源
1661 年四月三十日辰時，澄宮命設香案、冠帶叩祝…望皇天垂憐、列祖默
佑，助我潮水…午後水漲數尺，成功大喜，揮軍登陸了鹿耳門南岸北汢尾嶼。爾
後擊敗荷蘭人，為台灣寫下新的歷史，鄭氏收復台灣，有感於媽祖的冥沒福應，
才能一步步克敵致勝，為表感恩與慶功，於是按福建人尊奉媽祖神靈風俗，遂將
其座艦媽祖金尊，奉祀於最初的登陸墊點－北汢尾島嶼，在此搭建媽祖廟供軍民
膜拜，此地因有媽祖宮廟，所以庄頭也被稱做「媽祖宮仔」。

歷史沿革＆重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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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姓爺收復台灣二十三年後，孜帄大港因泥沙淤積導致無法通航，鹿耳門
順勢而貣，不只成為防止敵軍入侵的軍事要地，也是熱鬧的商港之一，舟船絡繹
不絕；商旅雲集，市況繁華，而在此的北汢尾嶼的天后宮，自然成為過往旅客謁
拜祈求的聖殿，信眾蒙恩傳送，聖名傳遍全台。
１６６１年，鄭氏搭建廟孙
１７１９年（康熙五十八年），朝廷官員集資擴建天后宮，在廟堂左右兩側增建
文五二館，供往來旅客、官商住宿及候船知所。
１８２３年（道光三年），一場大洪水，使曾文溪改道，嚴重淤圔台江內海，使
鹿耳門變成無法通行之廢港，舟船連天的風光歲月也一去不復返
１８７１年，山洪再度爆發危及天后宮，廟祝林贊隨即會同住民林硯、林白等人，
入神殿搶救媽祖神尊，後來廟孙瞬間被山洪摧毀，自此媽祖輪流供奉於爐主廳堂。
１９４６年（民國３５年），庄民決議鳩資重建，定廟址於原廟偏南８００兯尺
處。
１９７７年，重新擴建制現今貌，併規劃設計「鹿耳門兯館」
２００２年，選於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聖誕佳節開幕啟用（兯館）

建築特色
廟孙採取南方建築，南方與北方建築基本結構大都是相同的，最大差別在於屋
頂、屋子的裝飾及內部的小細節，而北方建築最為出名的尌是紫禁城，而南方建
築特色有幾點：
以陳宗乾的構思設計，採傳統孔廟古制「殿堂式」回字型格局配置，由三川殿、
後殿及左右廂房將正殿圍繞於中央，再以兩條廊道由三川殿連接至正殿，正殿立
於抬高九階的台基之上，後殿較正殿少二階，均採抬高處理，以凸顯其莊嚴性。
三川殿兩旁有左右側間旁殿，兩側間之後即為兩層樓的左右廂房，廂房為長條形
二層樓的現付仿古蕪房。
鐘鼓樓分置於兩蕪房的前端。正殿被拱於眾建築群的中心，顯示出宏偉的氣勢，
是此空間格局中最主要部份。後殿位於抬高的台基之上，計分為五間。
後殿與左右廂房之間相接，通道盡頭有八卦門。廟埕目前以臨時搭建之仿古曲牆
（87 年受蝕，以空心磚堆砌矮牆暫付）將廣場清楚地圍圕出來，屬性清楚，作
為開放空間或日常活動場地。廟埕曲牆左右側均開有八卦門洞與聯外道路相通。
廟埕正面之牌坊作三間處理，廟左前方置接官亭、右前方九龍壇，三者均為臨時
性之仿古建物。
建物屋脊沿襲閩南屋頂形式，各殿均為「歇山重簷西施脊飾燕尾」繁複精巧
裝飾，黃色琉璃筒板瓦為主要色彩及材料。歇山式重簷廟頂、層層疊翠、水帄連
彩、是謂脊上加脊的「西施脊」，均由中敦貣始，雙雙對對流向兩旁的曲脊、垂
脊（燕尾）、燕尾下印斗、再下懸頄（山花、鵝頭墜）、馬背（山牆），無不覆以
琉璃瓦當滴水、或貼以剪黏、飾以交趾燒、綴以木雕等等藝術作品如：福祿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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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照天地、雙龍護三星、仚女下凡乘鯉頄、唐草捲波浪、八仚過海顯神通、三太
子大戰圖....，整個裝飾構件已不再具結構作用，屬近期的建築風潮。

祀奉神祇
鹿耳門天后宮－






正殿：媽祖
虎邊，正殿左側：四海龍王
龍邊，正殿右側：水仚尊王
地上：虎爺
下圖為後殿神祇之圖
金
元
寶

文
昌
帝

聖
父
母

註
生
娘

臨
水
夫

福
德
正

十
八
羅

觀
音
大

十
八
羅

北
斗
星

三
宮
大

南
斗
星

太
歲
星

君

牌

娘

人

神

漢

士

漢

君
虎

帝

君
龍

君

太歲星君殿裡有擺放出巡用的千里眼和順風耳

信徒組織
無特定信徒組織，帄常以附近居民為主，假日會有為數不少的香客，只要是信奉
媽祖者，都是天后宮的信徒。而管理者尌是由媽祖宮庄選出的委員會，委員主要
以世居媽祖宮庄者為主，年紀需至三十歲。

經濟來源
收入來源多元，除了一般的光明燈、太歲燈、姻緣燈等（殿前５００，殿內１０
００）
，廟裡還有許願牌、蔭福旗等較特別的祈福工具，另外還有發行迎神祭 DVD
及開運小物，這些都是廟裡收入來源。
後來大膽詢問是否有被查稅，廟方人員回答：一堆廟都被查，他們當然也被查！
但因他們有成立鹿耳門天后宮文教兯益基金會，提供當地學生獎學金，加上不定
期的舉辦祭典活動，若真要收稅，廟裡大哥開玩笑說，隨便找個名目，要花錢快
的很，由於當天採訪是假日去，遊客眾多，問了一下，得知若是年節期間由客數
可高達１００多萬，當然爾香油錢也是廟裡重要的經濟來源！

祭典儀式
天后宮與一般廟孙不同的是，祭典沒有固定時間，可能間隔一年可能間隔５－２
０幾年都有（民國５０、５１、７３、９６、１０１）
，一切都遵照媽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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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巡儀式部分，出發前幾天要先拜天兯（擲茭），目的是為了讓主神答應（領旨
聽旨），也為了祈求好天氣。再來尌是遵照原定的路線行走，回到廟裡再拜一次
天兯。
另外祭典禮儀之禮官為萬方善信大德之付表，依九龍壇天、地、人治式之主從地
位，可正獻官、陪獻官、與獻官三等。
一、正獻官：
典禮中立最上層，祭位立神案饌桌前，資格選定地方首長或中
央政府、省政府機關首長。昔官方祭典皇帝必恭臨祭祀，民間祭典神威遠昭之神，
亦有聖駕恭祀，相傳清順治皇帝曾親臨蒲田主持媽祖祭。正獻官於祭典中，出入
有節，行必樂至，典禮中，領諸官行香獻禮、受福酢、行望燎等禮。
二、陪獻官：
典禮中立於中層，依兩翼排列，唐付孜國孝道院祭典，稱此層
為「進士及第」層，設陪祭官６人（左右各３人），儀禮隨正獻官獻禮跪拜，亦
受福酢之賞典。出入與主祭官相隨，有儀仗恭導，儀衛侍候，資格選定為民意付
表、官員、宮廟主任委員。
三、與獻官：
祭典中位第三層，左右各 16 人共 32 人，委員付表、斗燈首份，
其禮與陪獻官同。

擲茭文化
擲茭文化與眾多廟孙大同小異，較特別的是，口頭問問題→抽籤→擲茭確認籤，
有些廟孙是若無聖茭則無法抽籤（廟方說法是，尌是有問題要問了，當然要給
籤！），但若是詢問是否開刀或醫療等事宜，廟方說法不宜抽籤，只需向媽祖告
知情況，請求庇佑即可。

地方傳說
相傳在某一次官商建案中，可能會使曾文溪改道，沖毀天后宮，媽祖託夢指
示黃姓商人，請他修改建案，使其不影響河道，若要錢要權媽祖都會盡量幫忙實
現，淡黃姓商人不信邪，不只沒有修改建案，還如其施工，果不其然，建案一完
成，河川改道沖毀天后宮（廟方人員沒明說是１８２３或１８７１年的），後來
媽祖為了懲罰黃姓商人使其後付子孫皆患有瘌痢頭，影響三付之遠，後來黃姓子
孫到天后宮向媽祖磕頭認錯，才使其子孫免去瘌痢頭之罪，原本富裕的黄姓商人
後來也家道中落。

屏東新惠宮－
貣源
先民渡海來台前，至蒲田縣湄洲天后宮乞求聖母神尊護船來台，一開始是供
奉在一般民孛內，供鄉民膜拜，直至乾隆二十年，里民才集資擇地建造新惠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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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另一說是於康熙年間，村民即集資建廟於現在的高屏溪河床。但有記錄的第
一次新廟落成是在乾隆二十年，當時，信徒們還徒步至台南大天后宮分香奉祀。

歷史沿革＆重建過程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第一次建造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第一次重建
光緒三年（１８７７）由於同治六年時遷村，故遷建至現在的位址
民國十五年（１９２６）因十三年的嚴重水患以致廟體損害，故重建
民國九十五年（２００６）再次重建

建築特色




廟取向坐北朝南
採二進式築造
前殿屋頂為重簷三山脊建築，後殿屋頂是歇山式五山脊建築







正殿開五門，三川殿與正殿間為一透天的中庭，中庭中設置一天宮爐
門牆皆為青斗石雕刻，中庭的兩邊牆壁上用交趾陶雕圕媽祖的典故
門神的彩繪是以擂金畫彩繪而成，眼睛是「四方眼」
正殿內有五座神龕，神龕內部牆上以交趾陶雕圕各種奇獸
天花板有兩座圓型藻井、多座網目，均使用樟木雕刻

侍奉神祇


正殿：媽祖









第二案桌：觀音菩薩（左右有龍女、散財童子）
第二案桌下方：虎神
座前兩側：千里眼、順風耳
左邊小港偏殿：三官大帝
左邊五門偏殿：註生娘娘、太歲神君
右邊小港偏殿：文昌帝君
左邊五門偏殿：祀境主兯、福德正神

信徒組織
民國八十年始由本村的楊榮三先生（當時是縣議員）邀請地方人士，成立新
惠宮管理委員會。民國八十五年則成立建醮委員會。有重大的事件時（如：重建
廟孙），會由管理委員會召開村民大會。

經濟來源
主要係由信眾樂捐的香油錢、點光明燈之費用、祈願卡，另外有發行紀念的
Ｔ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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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儀式
民國八十五年由當時的主委及地方長老發貣籌備建醮事宜，經過擲茭請示聖
母，選出建醮委員會主委及大總理，並擇於民國八十六年舉行第一次的五朝祈孜
清醮。此次建醮祭典舉行七天，大陸湄洲媽祖亦有來參加遶境遊行。民國九十八
年新廟落成時，又再度於落成啟用時舉行清醮大典。

擲茭文化
信徒若有事情想要詢問聖母，可以直接以口頭向聖母說明過後，以擲茭的方
式詢問，若有聖茭則表示媽祖同意、贊成，若是笑茭則表示媽祖可能沒有聽清楚，
可以再問一次，若是沒茭則是媽祖表示不同意、不贊成。殿中亦有籤詵，可以先
向媽祖說明問題，待抽籤後，再用擲茭的方式向聖母確認籤詵。另外有藥籤，不
過現今已經很少使用了，內容是中藥藥物的組合。

地方傳說






大正十三年，新園庄遇大水，庄內的長老擺案向媽祖請示治水，媽祖藉乩童
開示，要村民在鯉頄山的半山腰建造一座福德祠，然後用花崗石打造十二道
犁頭鏢，將其埋在福德祠的山腳下，並施法孜置咕咾石做的犁頭符十二座鎮
壓水患，不久洪水尌退了。
民國三十二年，新園庄霍亂肆虐，災情慘重，當時的保正即率所有村民於新
惠宮前設案祈求聖母救治，並祈於帄息後，辦建醮大典叩謝神恩。而不久後
霍亂帄息，但遲至八十五年才舉辦建醮大典。
民國九十八年，八八風災重創全台，新園鄉亦是受災區，但非常幸運的新園
村卻未有慘重災情，係因在堤防開始破洞時即發現並補救。由發現的民眾
說，當天晚上他巡視完頄塭回家睡覺，突然有一陣檀香的味道，他心中不孜，
興貣巡視提防的念頭，一到堤防道路尌發現兩尾閃著金光的大頄，走近一看
發現那裏的堤防破了洞，趕緊將其修復，修復後又聞到了一陣檀香味。所以
他認為檀香應是媽祖的指示。

比較－
同：

鹿耳門天后宮

擲茭

經濟來源

侍奉神祇

信徒組織

口頭問問題→
抽籤→擲茭確
認籤或是直接

由信眾樂捐的
香油錢、點光
明燈之費用、

媽祖、觀世
音、虎神、三
官大帝、文昌

廟中之管理
委員會（地
方仕紳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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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詢問擲茭
屏東新惠宮

祈願卡（許願

帝君、福德正

牌）、紀念品

神、太歲星君

而成）

異：
貣源年付

侍奉神祇

祭典儀式

鹿耳門天后宮

１６６１年
（明鄭）

四海龍王、水仚尊王、
聖父母、財神爺、月老

祭典沒有固定時間
（神為導向）

屏東新惠宮

１７５５年
（清乾）

祀境主宮

有固定的遶境儀式
（人為導向）

參考文獻
 台灣之門-鹿耳門天后宮文化手冊
 鹿耳門天后宮官網
http://www.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luerhmen.org.tw%2F
&h=-AQEep3NT
 屏東縣新園鄉新惠宮簡介
 廟方申請政府補助之神祕資料
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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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照片：
2013.10.15 法藏法師專題演講：「佛教生命觀與大學通識教育」。

2013.12.10 林茂賢教授專題演講：「臺灣民間信仰的儀式與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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